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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耕暮耘，三尺岗亭播撒辛勤汗水；精益求精，
阳光路上谱写最美华章。陕西交控西长分公司机场
管理所机场西收费站金辉四班，这个组员平均年龄
28岁的收费班组，近日被省交通运输工会命名为

“陕西交通运输系统优秀班组”。

重传承 激发团队“大能量”

机场西收费站是连接古城西安与西安咸阳国际
机场的西大门，也是展示陕西交通形象的重要门
户。该站立足行业实际，成功打造了“阳光机场西”
服务品牌，金辉四班更是以“阳光在心 服务在行”为
宗旨，为广大司乘提供了如沐春风的服务。

金辉四班前身是陕西省劳动模范张红娟所在班
组“女子收费班”。“金辉”的寓意是在劳模精神的照
耀下，传承和发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
该班组现有 13名组员，是一支业务过硬、佳绩频出
的高素质团队。近年来，金辉班组持续提升服务品
质，连年被机场管理所评为“收费先进班组”“年度优
秀班组”等荣誉。班长李健先后多次被机场管理所
评为“十佳文明服务标兵”“先进工作者”等；组员付
海亮被机场管理所评为“十佳文明服务标兵”；组员
刘玉连年被集团公司评为“征费能手”；组员李丹、崔
长安、谢瑶先后被评为管理所、分公司和集团公司

“先进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等。在这样一个优秀
的班组中，全体组员自觉对标先进、追赶超越，形成
了人人争先锋的良好氛围。

善学习 提升业务“硬技能”

近年来，机场西收费站日均车流量 2.2万辆，单
日最高车流量更是高达 3.9万辆。为确保车辆快速
通行，金辉四班按照“客货分流、未堵先疏、保畅优
先”的原则，加强业务技能培训，充分发扬“特别能吃
苦，特别能战斗”的精神，全员达到了单车放行时间
不超过6秒，百张点钞时间不超过15秒，不断刷新单
车放行速度记录，提升服务保通能力，让广大司乘享
受“有感体验 无感通行”的舒心过站感受。

该班组成员善学习，肯钻研，结合现场工作实

际，从权威部门解答等多渠道收集筛选65种常见易
混淆非绿通产品，汇总出水果类、蔬菜类、水产类三
大板块，制作出包含非绿通产品名称、图片特征、解
释来源的《绿通车辆争议“码”上解决》手册，司机通
过收费站时只需手机微信“扫一扫”，即可得到中华
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官方最权威的解答，有效减
少了收缴矛盾。

常培训 增强“服务软实力”

金辉四班始终坚持“外在美、心灵美、信仰美、服
务美、体验美”核心服务理念，结合机场西收费站外
宾来往较多的特点，积极发挥员工特长，组织开展

“双语”培训。
组员李丹、谢瑶、胡雨薇都取得了英语、德语等

专业相关等级证书。三位员工充分发挥优势，采取
手语教学、游戏教学和对话教学等方式对班组成员
进行外语培训，为更好地服务于广大司乘提供了精
准的语言保障。

为增强服务软实力，提高“微笑”含金量，该班组
还创新提出“三声，四心，五规范”“四个百分之一
百”口号，率先编创了班组“微笑手语操”，并在机场
西收费站乃至管理所、分公司推广，得到了收费一线
员工和各级领导的赞扬。

传帮带 助力组员“齐步走”

为了不让每一位组员掉队，该班组建立“师带
徒”学习模式，狠抓业务与服务。

班组以工作室为学习阵地，通过开展业务培训、
劳动竞赛等活动，确保人人熟练掌握高速公路相关
政策法规、特情车辆操作、机电维护、安全生产、疫情
防控等知识，营造团结协作、互助互爱的工作生活氛
围。定期组织开展工作经验、学习心得交流会，相互
传经送宝，分享经验，实现事半功倍的效果，切实把

“传帮带”工作机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推动形成“比
学赶帮超”的浓厚氛围。多年来，该班组为其他收费
站点培养输送了多名班长、副班长及业务骨干。

荣誉是对奋斗最好的诠释，面对新形势新任务，
金辉四班将继续传承和发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
匠精神，聚焦交通运输行业特点，踔厉奋发，笃行不
待，用心用情用力为司乘提供优质服务，为建设交通
强国作出应有的贡献。 □孙春草 黄娜

“眼睛瞪得像铜铃，射出闪电般的
精明，耳朵竖得像电线，听着一切可疑
的声音……”这是经典动画片《黑猫警
长》主题曲里的歌词，也是对“主人公”
的生动描写。今天，就给大家介绍一位
现实中的“黑猫警长”，他就是来自陕建
一建集团第二公司海南·东方金泰湾养
生度假酒店项目安全员邢彤。

“邢彤，有务工人员进场，过来做安
全教育。”

“邢彤，你忙完到现场来，一会要升
塔吊。”

“邢彤，晚上组织务工人员看警示
教育片。”

……
“好的，没问题，我一一落实。”操着

一口流利且朴实的陕西话，走路带风，
脸上时刻都洋溢着笑容的邢彤，“眼毒、
腿勤、嘴快”是他身上特有的标签，被同
事们称为施工现场的“定心丸”。

履职尽责的“唐三藏”

一进施工现场，他的嘴就好似安装
了电动马达，看到各工作区的工人师傅
就不断地叮嘱，看到正在高空作业的劳

务工就喊道：“安全带一定要高挂低
用。”看到装卸材料的工人就接连嘱咐
到：“带好你们的安全帽，正确使用防护
用品”“施工完毕要收拾废料，做到人走
场地清”“塔吊工作时一定要保持安全
距离。”看到正在进行电焊及切割的作
业人员又叮嘱他要规范操作，反复强调
注意事项。

只要他经过的地方就留有“唠叨”
的回声，劳务工开玩笑地说：“你天天

‘念经’，就是一‘唐三藏’啊，想不记住
都难。”他哈哈一笑道：“嫌我唠叨，你们
就牢牢记住，在外干活安安全全就是对
家人的负责”。

除了现场安全检查完，他还建立了
项目安全课堂微信群，早中晚不定时发
送安全警示教育类推文，并对规范施工
的工人进行表扬，对在施工检查过程中
存在安全隐患的行为进行通报，从而形
成“人人争标杆，人人讲规范”的良好安
全施工氛围。

迎难而上的“马里奥”

西安市航天城第二中学是航天基
地片区面积最大的学校，在这个项目

上的经历，邢彤戏称自己就像游戏里
不停闯关的“马里奥”一样，工作内容
就是一次次闯关。

除了要把好现场的人员关及防疫
关，最让他记忆犹新的还是巡查关。
12万平方米的施工现场，穿插施工，分
包众多，安全巡检工作可谓重中之
重。在一次巡检过程中，他远远就扯
着嗓门大声喊道：“哎！哎！哎！你们
都看不出来吗？这里的临边栏杆还正
在固定吗？怎么还站在临边干活，不
要命了吗？立即停止作业！还有，这
些个工具，放在临边位置，掉落下来会
伤人！这些小件工具，必须找个工具
袋装好，不能这么乱放着！”就这样，边
检查边督促，一圈下来，他的嗓子就

“冒了烟”。
就是在这样闯关模式的历练下，他

也逐渐地从“见习生”转向了“熟练工”。

逆向而行的“红衣侠”

辛丑末，壬寅初。建设应急隔离点
的通知瞬间打破了公司安静的微信群，
邢彤积极请战，加入了这次光荣的建设
任务当中。

时间紧，任务重，现场人员数以万
计，材料运输络绎不绝，板房搭建穿插
作业，安全工作可谓千头万绪。犹记得
1月 4日凌晨 1时施工区域忽然断电，
全场一片漆黑，面对突发情况，邢彤打
着手电筒和他的同事们立刻开始排
查。排查中发现，发电机皮带因长时
间作业忽然崩断，油管也出现了问题，
为了保障现场施工不受阻碍，当即决
定启用备用发电机。凛冽的寒风中，
抬电缆、搬油桶……在黑暗中开始了
紧张的抢修作业。

油桶上虽满是油污，但他们顾不
上这些，贴着衣服扛起来就奔跑在了
寒冷的黑夜里，红色的反光安全马甲
在微弱的车灯照射下，犹如“红衣侠”
一般引人注目。经过近一个小时的抢
修，凌晨两点终于抢通电源，恢复供
电，现场机械的轰鸣声，又重新划破了
寂静的夜空。

四年时间，从超高层到学校再到
五星级酒店，他脚踏实地，一张张鲜红
的荣誉证书见证着他的蝶变与成长。
但用他的话说：“金奖银奖，不如大家
开开心心上班来，平平安安回家去，
这才是对我最大的褒奖，安全员的称
谓不是荣誉而是责任。” □王超磊

↓↓

稍矮的个子，黝黑的皮肤，壮实
的身材，1988年 12月他从一名普通
建筑工人干起，一步一个脚印，用苦
钻研、苦练技、苦守行的“三苦”执着
追求收获了诸多荣誉：先后获陕西
省职工经济技术创新工程创新标
兵、陕西省技术状元等荣誉称号。
他撰写的《米粒石地板砖铺贴法》一
文于 2009年获“陕西省职工技术发
明成果奖”，2011年他又喜获陕煤建
设集团首届“十杰人物”，他就是陕
煤建设集团澄合分公司第七项目部
项目经理孙永德。

苦钻研 日积月累勤提升

1988年初到澄合矿务局王村矿
工地施工时，孙永德看到老师傅们
在灰板上翻灰轻松自如，当时他就
想这有啥呢？可当自己亲手操作
时，灰总是掉在地上，天生不服输的
他，从这一刻起就与抹灰这一行结
下了不解之缘。

在王村工地，为了让手中的灰
也像师傅们那样在灰板上“跳舞”，
孙永德在别人都休息时依旧在一遍
一遍练习；在二矿洗煤厂工地，进行
室外抹灰时，从贴灰饼、冲筋到打底
罩面，他将师傅说的“技术是练出来
的，不是看出来的，不下苦是学不出
来的”教诲时时牢记在心，从最基本
的工序做起，苦练基本功，有时一天
下来，胳膊都抬不起来，但他没喊过
疼。伴着苦累，他的实践操作技术
水平在一天天快速提高。与此同
时，随着抹灰工艺的不断更新，孙永
德越来越觉得许多种操作工艺虽会
做，却说不出个道理来，他意识到：
没有理论知识来指导实践，想再进

步是很难的。因此，他白天干活，晚上利用业余时间刻苦钻研技术理论，不
断给自己“加压、充电”。他先后自费购买了《建筑工人识图》《建筑抹灰工》
等大量专业技术书籍，如饥似渴般地阅读，边读边记、边学边问。三十几年
来，孙永德累计自学笔记字数达50余万字，并在42岁时考取国家注册二级
建造师资格证书，2021年（51岁）考取国家注册一级建造师资格证书，在他的
影响带动下，他的儿子也由一名大学生成长为了一名响当当的施工员。

苦拼搏 大赛场上竞风流

2003年，孙永德第一次参加澄合矿务局职工技术大比武，就凭借过硬
的综合素质，取得了抹灰组第三名的好成绩；2004年9月，孙永德有幸代表澄
合矿务局参加了陕西省“建工杯”技术大赛，他深深知道此次比赛将对自己是
一次新的考验，新的挑战，一定要赛出水平，扬澄合威名，树企业形象。

比赛中，孙永德细心操作，沉着应对，尤其在实践考试中，现场的环境
和操作条件都很差，当天一直下着小雨，给比赛带来很大的难度。他当时
就想，无论如何，都要在规定的时间内，保质保量完成作业，争得名次，扎实
的功底和良好的心理素质，使孙永德在实践考试和理论考试中均发挥出
色，以抹灰高级组第一名的好成绩扬威古城。

苦守行 咬定青山不放松

人们都说建筑行业苦、建筑行业累、建筑行业脏，可孙永德从 1988
年入了这一行起，一干就是 18年。在商品经济大潮冲击下，许多和他
一起参加工作的工友纷纷抛弃了这个高付出低收入的行当竞相下海，
而他却选择了坚守，而且越干越上瘾。如今回首来时路，他总会憨厚地
笑着说：“就是我不干，他总得有人要干这一行，既然干了，咱就干好、干
出个样来。”

由于技术出色，期间不时有慕名而来的包工头高薪聘请孙永德去当抹
灰技术主管，却一次次被他婉言谢绝了。当有工友说：永德，你真傻，你现
在完全可以靠名声出去挣大钱，还准备在这穷企业守多少年呀？可他却
说：“是企业培养我学到了好技术，咱吃水不能忘了挖井人呀。”

如今的孙永德在实现从施工员、项目副经理、项目经理华丽转身之后，
依旧以他苦守行的良好职业道德，苦钻研的不断进取精神，苦练技的不懈
人生追求，在新的工作岗位上，不断努力提高管理水平，用自己的实际行动
诠释着新时代复合型技术工人的无悔人生。 □郑启刚 杨磊

“喂，我们这里突然停电了，我
妈妈正在吸氧，能不能麻烦你们尽
快修一下。”家住西安市临潼区斜
口街办龚吕村李先生向经常联系
的台区经理发出诉求微信。

11月 15日 18时 40分左右，10
千伏 137韩峪线突发故障停电，国
网西安供电临潼公司斜口供电所
台区经理蒋刚宏，接到一位特殊客
户的微信求助，表示家里81岁的老
人有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吸氧
急需用电。虽然蒋师傅经常接到
用户大大小小的用电咨询和诉求，
但这一条令他尤为紧张和焦急，他
迅速向公司总值班室进行了汇
报。公司立即响应，通知营销、运
检两个部门迅速赶赴现场，并同时
分为两个组展开紧急复电。一组
由斜口供电所带着5千瓦发电机直
奔李先生家，接入发电机，保障老
人吸氧用电。另一组由供电服务
二班多名经验丰富的运维抢修人
员组成，对 10千伏 137韩峪线进行
全面故障排查。

龚吕村属半山区地段，漆黑夜
色笼罩着的山区，给人带来一种恐
惧感。李先生一家急得团团转，

老人呼吸困难，不停地呻吟，心情
十分烦躁，家人也十分着急。直
到看见一群身着蓝色工服、头戴
安全帽的人到来，才给他们带来
了希望和慰藉。

19时 28分，抢修人员查看了
客户家进户线，采取安全措施后，
立即进行接线发电，伴随着发电机
轰隆隆的响声，李先生家的灯瞬间
亮了，吸氧机的指示灯又重新亮了
起来，工作人员和客户都松了一口
气。笔者还发现，为了减小噪音，
不打扰到老人休息，他们将发电机
放置点选在院墙外。

看到“救命电”重新点亮，李先
生紧紧握住工作人员的手感激地
说：“没有想到，供电公司的服务这
么周到，还为我们专门送来了发电
机。来得太及时了，你们的服务太
好了，真是太感谢你们了，我悬着
的心终于可以放下了。”

与此同时，另一组工作人员也
查到故障点在3号环网柜客户侧出
线处，经抢修人员争分夺秒、有条
不紊地抢修，于当晚 20时 06分恢
复正常供电，抢修任务圆满完成。

□潘世策

“别看园子不大，栽
种的蔬菜品种真不少，现
摘现吃真新鲜，根本吃不
完……”11月 13日中午，
虽已入冬，地处秦巴腹
地，有“朱鹮之乡”美称的
洋县火车站却满地含翠，
一畦畦萝卜、大葱、蒜苗、
白菜、香菜等成排连片、
长势喜人。在田里忙着
间苗、采摘的休班职工各
个脸上挂满笑容，高兴地
议论着。

洋县火车站，始建于
1977年，地处陕西省汉中
市洋县湑水乡马畅村，是阳
安铁路线上的一个四等站，
隶属国铁西安局集团汉中
车务段管辖，仅办理货运业
务。这里冬无严寒，夏无酷
暑，青山碧水，风景秀丽，被
誉为地球上同纬度生态最
好的地区之一。

车站距离最近的县城
8公里，日常采买不方便，
为丰富食堂餐桌和职工休
班生活，增强班组凝聚力，
让职工以良好的精神面貌
投入到铁路运输安全生产
中，汉中车务段以环境整
治为契机，将车站沿线废
弃荒地精心规划，搞起小种养，建起小农场。

当日，天气微凉，站区职工亲昵地称之为“喜
洋洋开心农场”的洋县站区却恍若春天。近 3亩
菜地被分割成不同形状、规格的小菜地，韭菜、香
菜、大葱、蒜苗和哈喇子菜绿意葱葱、长势喜人，胖
嘟嘟的红皮水萝卜拱出了地面，栅栏上的扁豆，在
淡紫色的小花朵下泛着幽光，地上不知何时掉落
的丝瓜已经晒干，最让人惊叹的是一块油菜地里，
金灿灿的油菜花竞相怒放，不仅吸引蜜蜂来采蜜、
彩蝶来嬉戏，还有一只红缘白羽的朱鹮鸟在这里
流连……

“车站职工利用休班时间，各展所长，在空地
种上辣椒、萝卜、茄子、西红柿等四季果蔬。”洋县
车站站长王明明说，“清晨除草，傍晚浇田，不打农
药、不施化肥。自己播种自己吃，绝对是纯天然无
公害绿色蔬菜。疫情防控期间，还为相邻多个车
站解决蔬菜供给难题。”

“下午吃过饭，浇个地，也等于锻炼身体啦！吃
自己种的，心里美滋滋的，特别有成就感。”“我发
现，青皮白萝卜和红皮水萝卜，口感都十分清脆，水
分足，鲜甜中带着一丝微辣，吃着忒爽！”朱鹏飞和
车站休班同事开心地在田间边浇地边议论……

一阵微风轻拂，地头上，粉色、白色、黄色的小
野花与泥土相厮，新栽种的橘子树上橙黄的橘子
微晃，似乎在向众人点头致意。

“‘喜洋洋开心农场’承载了车站职工对‘家’
的期许，一起劳动、一起收获，拉近距离的同时，也
带动了大家的工作积极性和工作热情。”段工会
主席王晨高兴地说，从夏天到现在，蔬菜没断过，
今天采摘了萝卜、白菜等 500余斤蔬菜运往汉中
车站食堂，不仅节省了车站成本开支，让职工吃
到新鲜蔬菜，还增强了员工对企业的归属感，营

造了一个温
馨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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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色中抢修
为吸氧老人送上“救命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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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司乘人员如沐春风
优秀班组是这样炼成的，他们——

邢彤：施工现场的“定心丸”

近日，北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2022 年“名师带
徒”技能提升竞赛跨部门活动取得了有效进展。结
对过程中，徒弟的编程和数控加工能力、非球面透镜

铣磨加工和轮廓仪测量使用等方面的技能水平有了
显著提升，为公司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
人才基础。 □李晓青 王蓓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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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展示刚刚采摘的新鲜蔬菜职工展示刚刚采摘的新鲜蔬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