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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张家港铜业公司电解车间，行车
工是清一色的女工，因此被大伙儿戏称
为“空姐”。而在这个车间里，大家每天
都能看到一只不辞辛劳的“燕子”,娴熟
自如地驾驶着行车在车间上空“飞来飞
去”，忙碌不停。她就是电解车间装出槽
班一班行车工王中燕。

在一般人眼里，行车工属于熟练工，
没啥技术含量，王中燕却认为，要想把天
车开出点名堂，还真需要下一番苦功。
2012年，王中燕转岗进入电解车间的行
车工岗位。面对十几米高的行车，别说是
操作，就是在上面站几分钟，都会感到头
晕目眩，很长时间无法适应。有人劝她改
行干点别的，但是王中燕骨子里有股不
服输的劲头，她坚定地说：“别人能干的
我为什么不能干？”就这样，她努力克服
了自己的心理障碍，渐渐适应了工作环
境，每天上班前下班后不停地操练，渐渐
掌握操作要领，作业时思想要高度集中，

密切配合谨慎操作。由于她勤奋好学，很
快就成为行车工中的行家里手，并总结
出一套“眼看要准，停车要稳，起落匀
速，手脚到位”的行车工操作手法。在电
解车间一提起王中燕，熟悉她的人都竖
起大拇指：“王中燕开行车是稳、准、
好！”稳，就是起吊运行工件平稳；准，就
是工件落位准确，不差一丝一毫；好，就
是干净利落，起吊从不拖泥带水，安全高
效。功夫不负有心人。王中燕从一名一窍
不通的 “门外汉”，如今已成为技术过
硬，让领导放心的行车工。这不，现在已
经是带过徒弟的师傅了。她经常对徒弟
说，技术无止境，我们共同学习共同进
步。

在电解车间，装出槽作业每天进阳
极板是生产的源头环节，而行车工的工
作是源头中的源头。主要负责阳极板吊
装上架、泡煮洗和吊出冲洗工作，阳极的
吊装速度及设备的维护等直接关系到整

个生产工艺，如果稍有失误就会影响到
整个工序及操作质量。她深知自己肩上
的职责有多重。每缝空闲的时候，她总是
最勤的一个，一个人上行车检查设备制
动系统、各限位开关是否正常，她驾着行
车在车间厂房上空要来回跑上百余趟。
小小的驾驶室只能容一个人在上面操
作，夏天天气炎热，驾驶室内如同一个小
蒸笼一样，汗水和着粉尘在她脸上“和
起了面”，“空姐”的形象荡然无存。冬
天，驾驶室高高在上，四面冷风直钻室
内，冻得人四肢发麻，而她一站就是几个
小时。面对这样吃力不一定讨好的工作
岗位，王中燕坚持下来了。

王中燕不仅在辛苦而枯燥的工作中
找到了乐趣，而且还找出了门道：通过多
年的经验总结，针对雨季车间厂房空气
潮的特点。她向班长提出了行车停在厂
房中间并用防护袋套好电器开关手柄的
建议，避免了潮气在电器开关手柄造成

电路故障而影响到设备的使用效率。经
试行后，此法不仅效果好，而且还使开关
触点的更换维修成本大幅下降。

工作之余，王中燕还是个热心人。她
常常与本班姐妹谈心，哪个有情绪，谁家
有难事，她都会及时地伸出援助之手，积
极想办法帮助解决。在她的关心和带动
下，整个班组的工作热情积极向上，设备
故障率逐年降低，今年该班组的行车设
备完好率达到 98%以上。正是因为她勤
奋好学，刻苦钻研，去年以来已连续多次
被公司授予月度“星级员工”称号，同事
们都戏称她为“星级空姐”。

作为电解车间的一名普通女员工，
王中燕在平凡的岗位上日复一日默默地
耕耘，她用实际行动践行着自己的人生
追求，在人们视线外的方寸空间里年复
一年无声地奉献着，青春在她的岗位奉
献中绽放出无华的光彩。

杨学文 王江洲

“星级空姐”———王中燕

据《京华时报》报道：不久前，河南省商丘市出
现了一件令人啼笑皆非、大跌眼镜的新闻———该市
为治理空气浮尘，有关部门竟用水泥浇灌树根。连
小学生都知道这样做必定影响树木成长，甚至造成
树木死亡。如此荒唐做法，暴露了管理者的无知和
懒政思维，是形式主义作祟和政绩观的偏差。

城市里的绿化树穴裸露黄土会造成扬尘现
象，但防治的方法很简单，像我们铜陵市的做法
非常好———在树穴周围种植花卉和草皮，这样既
能保护树根透气、美化环境，又能防止浮尘产生。
但这种做法都需要长期维护和修理，远不如像商
丘市用水泥浇树根那样省事。

笔者由此想到，过去在其他地区曾发生过多
起类似的“怪胎”：如某省荒山暴露绿化状况不
好，当地竟喷上绿漆供检查人员“远观”；整治城
市垃圾太费事，为迎接检查以围墙一遮了事。如
此种种，虽然事发时间、地点、事由不同，但颇有
异曲同工之“妙”。

习近平总书记曾提出：“三严三实”的要求，
其中“谋事要实、做人要实”是我们各级领导人
员在做决定时应遵循的准则。试想，我们的事业
怎能在弄虚作假中敷衍塞责，又怎能在弄虚作假
中完成?对于此事，商丘市有关部门承认“考虑不
周”，承诺“下不为例”。笔者认为，这种违反科
学、弄虚作假的做法又怎能以“考虑不周”、承诺
“下不为例”了事！这种与“三严三实”要求背道
而驰的怠政、弄虚作假、形式主义，必须严肃追究
之根，才能避免种种“怪胎”做法的发生。

啼笑皆非的“考虑不周”应当休矣
□殷修武

本报讯 近日，历史作家草军书的系列历
史图书《南朝大争霸》第一部《刘宋崛起》由北
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目前已在全国新华书店
以及当当网、京东网、淘宝网等各大网站火热销
售。这是他继系列历史图书《轻松幽默侃唐朝》
出版以来的第六本书。

系列历史图书《南朝大争霸》总共有五部，
五部图书写完南朝历史，让读者看完这套书，完
全彻底地了解纷乱的南朝历史。本系列图书以
轻松诙谐的笔调纵深讲述南朝宋、齐、梁、陈四
个朝代的异彩纷呈的历史，对南北朝期间的重
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以及铁马金戈的战
争场景、波谲云诡的宫廷阴谋、离散破碎的皇权
亲情、无边泛滥的情色欲望等方面都有全面的
描述与评论，帝国争霸兴衰史在轻松幽默的叙
述中娓娓道来。本书为该系列的第一部，讲述了
南朝第一个政权———刘宋，从建立到走向繁盛
的过程。第二部《刘宋末路》将在春节前出版。

南朝是继东晋之后建立于长江以南的四个
朝代的总称，包括宋、齐、梁、陈。时间很短，从
420 年刘裕建宋开始，到 589 年陈叔宝亡国结
束，170 年的时间在历史的长河中如弹指一瞬。
南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承上启下的时
代，这一时期虽然短暂，但对后来的隋唐大一统
产生了极为正能量的影响，了解这段历史，是时
代及读者的需要。

草军书，真名章庆，铜陵有色集团公司员工。
著有《轻松幽默侃唐朝》、《神侃唐朝三百年》等
系列历史图书五本，作品深受读者喜爱，多次居
于全国各大图书销售榜前列，是一名创作个性鲜
明、创作态度严谨的历史作家。文风诙谐幽默、轻
松明快，古典而不乏时尚；笔法独特老辣、妙语连
珠，传统中蕴藏新意。作品尤以见解独到、观点新
奇、评论深刻、语言睿智著称。 王松林

章庆系列历史图书《南朝大争霸》第一部《刘宋崛起》出版发行

夏铜生是铜冠机械公司环保
分厂装配工段维保班的班长，也是
该工段的兼职质检员，在和陶瓷过
滤机打交道中，技术精湛的他完成
了一台又一台陶瓷过滤机管道的
配置、安装工作，承接了一项又一
项维保任务，被称作陶瓷过滤机的
“守护者”。

熟悉的人都知道，陶瓷过滤机
管道是整机的“血管”，不仅多、配
做难度大，一旦出现泄漏的问题，
处理起来就更加棘手了，也将直接
严重影响到整机的质量。近些年
来，该分厂生产了大量的型号各异
的陶瓷过滤机，这些陶瓷过滤机管
道配置多种多样、接头繁多，型号
规格多种多样，正是面对相当复杂
的维保技术要求，当该分厂要选拔
一名维保班班长的时候，具有丰富

实践经验的夏铜生脱颖而出。担任
维保班班长和该工段兼职检验员
以后，他带领维保狠抓施工质量，
严格按技术规程和作业指导书操
作，认真检查、仔细记录，同时对出
现的问题有针对性地进行整改。在
他的带领下，该分厂去年承接的冬
瓜山铜矿 14 台陶瓷过滤机维保任
务得以及时处理，确保了陶瓷过滤
机产品质量。

水滴石穿，非一日之功。产品
质保维保工作是一项极其繁琐和
需要耐心的工作，不仅需要用到大
量专业知识，还需要有一定的工作
经验和积极主动的工作态度。作为
维保班班长及外派维保骨干，带领
组员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夏铜生
还积极配合该公司、分厂和相关职
能部门，做好外派维保工作，预防
并积极纠正陶瓷过滤机运行工作
中出现的问题。

2015 年，受宏观经济下行压
力影响，行业市场低迷态势持续，
夏铜生所在的环保分厂积极想办
法，主动作为，外接承包了多项陶
瓷过滤机安装施工及维保任务，

包括冬瓜山铜矿精矿脱水车间设备
维保、稀贵金属分公司陶瓷过滤机维
保、仙人桥矿业陶瓷过滤机维保等定
点维保任务，以及安庆铜矿重介质厂
技改、冬瓜山铜矿污水处理技改等多
项外部施工项目。在维修现场，对工
件、零部件，他都进行仔细检查，发现
质量问题坚决予以汇报，及时进行抢
修，并积极做好对客户的备品备件推
广，为该公司经济效益的提升做出了
自己的贡献。从冬瓜山铜矿到稀贵金
属分公司，再到安庆铜矿……一个个
客户点都留下了夏铜生拼搏的身影，
他用辛勤的汗水，在企业和客户之间
构建出一座双赢的“桥梁”。

在抓好维保和备品备件工作的
同时，夏铜生注重教育强化本班组员
工的维保责任意识，积极推行公司制
定的自检、互检制度，不断强化过程
控制。在他和班组成员的不懈努力
下，由他负责的冬瓜山铜矿精矿脱水
车间过滤机正常使用率达到了
95%，有效地维护了陶瓷过滤机正常
运转，提升了该公司整体产品形
象。

傅大伟 王征社

用心守护陶瓷过滤机“血管”通畅
———记铜冠机械公司先进生产者夏铜生

本报讯 在 2016 年 “质量活动
月”来临之际，安庆铜矿提出“创新质
量管理、提高质量效益”的活动主题，
以“五依托五提升”，全力营造全矿追
求质量、全员关注质量、全面参与质量
监督的浓厚质量创新管理氛围，切实
为矿山提质增效、挖潜降耗服好务、把
好质量关。

依托宣传舆论平台，大力提升全
员质量意识。该矿以内部网、班班通、广
播等形式，深入开展质量管理知识的宣
传普及；各基层单位通过派班会、学习
会等组织职工学习质量管理的制度、规
定和要求，在生产作业场所张挂质量宣
传画、标志牌，将质量指标细化量化张
榜公示，让职工看得见、记得住，积极营
造浓厚质量意识氛围，真正让每个职工
都自觉注重质量从点滴抓起、从每个人
手头做起、从细微处紧起。

依托教育培训平台，全面提升质量
管控水平。该矿加强对全面质量管理
的教育培训，先后开展 QC小组骨干
培训、质检岗位专业培训，通过驻点指
导、贴近服务、现场操作、理论考核等，
让质量培训持续推进、教育指导进工
区、车间，让 QC活动更好地促进管理
的提升、质量的改进，从各个环节优化
质量控制，提高管理水平。

依托安全避险平台，全面提升安全
质量监管。该矿注重强化安全质量监
管，先后建立了安全避险 “六大系
统”，完善了尾矿库在线监测监控系

统数据库，做到实时监测、分析、预判、
规范了坑口封闭式管理，实行井口指
纹打卡、人员定位识别卡和现场答题
“三位一体”管理模式；积极与科研院
校展开井下开采、地压监测、地下水治
理等技术攻关和创新，把质量控制贯
穿于设计、生产、销售、安装、运行、管
理全过程，严抓安全责任落实，严抓安
全质量把控。

依托质检计量平台，全面提升产品
质量。该矿建立健全了各重点作业的
质检管理规范，健全并规范验收、取
样、监测、质检、计量管理体系，使全矿
质量管理体系时时处于有效、精准的
监管中。面对矿山地质品位变化和复
杂的矿石性质，矿专门设立了每周一
次的选矿专会，重点对选矿技术经济
指标进行专门研究管控，着力改进工
艺，提升操作水平，着力在提高技术经
济指标上动脑筋、想办法，注重挖潜增
效、提质创效；切实开展计量设施规范
化整改，打造标准化质量在线监测应
用，促使质量管理进一步信息化、常态
化、规范化。

依托绩效考核平台，全面提升质量
考评效果。该矿着力加大绩效考核中
的质量比重，扎实抓好质量指标的检
查、评比与考核，积极鼓励职工立足本
职岗位，开展质量管理创新，注重通过
技术比武、QC 攻关、劳动竞赛等活
动，培养工匠精神，练就技术能手，争
创质量管理新佳绩。 陈文革

安庆铜矿质量管理“五依托五提升”

本报讯 多年来，冬瓜山铜矿在
生产经营中做到质量为先，坚持质量
是立业之本，走“质量管理型”的发展
之路，有力地促进了企业生产经营稳
步发展。

加强矿、废石管理工作。这个矿将
矿石品位管理和掘进副产管理作为现
场管理工作的重点来开展，坚持每天
深入井下现场监督检查，及时准确掌
握井下各作业点的质量状况，定期分
析原矿品位波动原因，掌握品位变化
情况，确保矿、废石分出落到实处。

做好取制样、化验工作。这个矿严
格按岗位工作标准进行操作，确保样品
的代表性和准确性，并及时与选矿车间
互通信息，勤检查选矿生产工艺过程，
积极配合选矿指标试验工作，按时完成
试验取制样和试验样品的化验工作，为
指导生产提供准确的质量信息。

狠抓计量管理工作。这个矿认真
抓好井下出矿过程中的计量管理，及
时提供各中段日出矿计量的统计数
据，做好视频监控数据的核查工作，加
强井下矿车装载率的检查力度，定期
盘存地表和井下矿仓矿量，确保出矿
计量的准确性。

扎实开展群众性的 QC小组活动
和质量信得过班组活动。结合矿山生
产实际，这个矿针对产品、工程和服务
质量中的问题，组织质量攻关，开展质

量改进工作。近几年来，矿山先后获得
多项全国及省、公司级以上质量协会
授予的优秀质量管理小组称号。今年
7 月在安徽省优秀 QC 小组成果发布
会上，该矿选矿车间《提高选铜回收
率》QC小组课题荣获一等奖；充填区
充填班在有色行业“质量信得过班组”
发布赛上荣获一等奖，同时还被评为
2016年度全国“质量信得过班组”。

在今年的“质量月”活动中，这个
矿紧贴“提升供给质量，建设质量强
国”的活动主题，开展形式多样的宣
传活动，大力宣传质量知识和相关质
量法律法规，引导和动员全员增强质
量意识，努力形成人人关心质量，为
“质量月”活动营造浓厚的质量氛围。
同时，广泛发动职工参与质量学习，应
用质量安全知识和技能，以“对标挖
潜、提质增效”、QC小组、质量信得过
班组建设活动为主线，围绕关键质量
绩效指标，全面开展质量指标分析、制
定改进措施、实施效益提升为内容的
专题活动，并在正 52 米井口开展现
场质量咨询及答题赛活动，组织开展
质量基础知识测试，从而进一步推动
矿山质量管理水平的整体提升，让
“质量是企业生命” 的意识深深植根
在职工心中，有力地促进矿山持续稳
步发展。

汤菁 陆正来

冬瓜山铜矿坚持质量是立业之本

———铜冠池州公司黄山岭铅锌矿一工区掘进一班副班长吴德友

吴德友是铜冠有色池州公司黄山岭铅锌矿一工区掘进一班副班长。在参与矿 3 号矿体、负 70 米 33 至 35 线
开拓和采准工程中，他凿岩技术过硬，掏槽效率达到 95 至 100%，凿岩深度从 1.8 米逐步提高到 2.2 米，台班效率
由以前的 1.6 米，提高到 1.9 至 2.1 米，炮孔利用率达到 90 至 95%，出色地完成任务。

在负责尾砂井下充填工程的封堵墙刻槽工作中，他根据充填方案的施工进度和矿部安排，先后完成 10 处
刻槽，并完成负 240 米 33 线新回风巷的施工，获得了工友和领导的一致好评。在刻槽工作中，他严格按照设计
要求的尺寸断面施工，结合刻槽位置岩石性质等因素，凭借自己多年凿岩的工作经验进行合理的布眼，严格控
制装药量，保证了每一个槽子的施工质量，为矿节约成本 10 余万元，得到专家组的充分肯定。

9 月 9 日，米拉多铜矿日产 2000 吨采选工程矿石胶带输送系统 1 号转运
站施工便道顺利通车。它的建成，标志着该项目矿石胶带输送转运站进入施工
阶段，为确保选矿工程整体建设进度提供了充分的保障。 黄 程 摄

小启
中秋节期间，本报在 9 月 15 日（星期四）加班出报，9 月 17 日（星期

六）休刊一期。祝广大读者中秋节快乐！
本报编辑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