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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他个人中深孔作业量
3952.4 米，位居全区打眼工个人作业
总量第一;2016 年, 他个人中深孔作
业量 4934 米，是生产计划指标的
160%，仍位居全区打眼工个人作业总
量第一。工作中，他既是矿山生产的排
头兵，又是安全工作的守护者，他就是
常年工作在几百米井下的铜山矿业公
司工程区中深孔班副班长陈官社。

打眼，是井下采掘生产的第一个
环节，采场作业时，粉尘、噪声是家常
便饭，顶板、帮壁也会随着地壳运动而
带来危及自身的安全隐患。作为副班
长的陈官社深感责任重大，时刻绷紧
安全生产这根弦。每天进入工作面，不
管任务多么重，时间多么紧，他从不敢

有半点麻痹，总是严格按章操作，对于个
别违章操作的员工，总是毫不留情地严
厉批评指出，并及时纠正，给予处罚。
“在井下工作安全是第一，工作前检查
好照明、机械设备，敲帮问顶是必备的一
道工作程序”。每到一处，总是听见他不
停地提醒大家，注意安全。他说：“只有
把安全抓好，才能把生产搞上去。”去
年，在该公司开展的“安全环保，意识先
行”活动中，陈官社处处起着模范带头
作用，不仅自己杜绝“三违”，还带领身
边的工友杜绝“三违”，并把安全法规在
生产过程中潜移默化地传授给班组其他
成员，让大家共同强化安全意识，提高安
全素养。

在“急、难、险”的工作中，陈官社总
是主动请缨，毫不退缩。2016 年 4月份，
他在负 523 米中段配合铜冠矿建公司
处理 14线溜井。面对复杂的井下环境，
4 天打深孔共计 115 米，使 14 线溜井
项目顺利进行。7月份，在负 658米中段

突击采场时，15 天他共打中孔 600 米，
为井下采场衔接做出了突出贡献。9 月
至 10月份，他带领三名员工清理负 658
米水仓。水仓里的淤泥齐腰深，他每天站
在水仓里用铁锹一锹一锹往车皮里装
运，两个月清理水仓 150 米、清理淤泥
达 210 立方米。

为高质量、高效率完成生产任务，陈
官社特别注重钻研业务技能，并毫无保
留地将自己的技术和经验传授给其他员
工。铜山矿业公司在新老矿山磨合交替
阶段，从老区的原老设备作业转到新区
新设备机械化作业，不但要有热情，而且
还要进一步学习和适应。在老区凿岩时使
用的凿岩机都是YGZ-90型号中孔凿岩
机, 而转换到新区由于矿岩构造不同,几
乎每个采场都要进行深孔凿岩作业,有的
上千米采场甚至完全需要深孔作业,必须
学会使用LF-100深孔凿岩机。由于新区
采场岩石破碎带多,每凿一个孔前,都要
先下好套管,然后再将钻头进入套管后进

行凿岩钻孔,往往是凿不了几米,就导致
了钻杆卡死,无法继续作业,又要重新开
门,换点作业。为解决这个难题,陈官社经
过反复思考,反复进行试验性作业,想出
了用稍大点的钻头开门,等钻杆通过了岩
石破碎带后,再调整用直径90钻头作业,
不但提高了功效,而且解决了钻机开门通
过岩石破碎带这一难题。

人人都说矿山苦，但他却以苦为乐；
人人都说井下险，但他从参加工作开始
就奋战在井下一线，一干就是二十多年。
寒来暑往，冬去春来，他用实际行动诠释
着矿山人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
能奉献的精神，岁月沧桑了他年轻的脸
庞，却未能抹掉他一腔的斗志。他用自己
的辛勤汗水创造出骄人的生产成绩，也
用自己朴实无华的行动，留下一连串闪
光的足迹。他多次荣获集团公司“优秀
岗位能手”、矿业公司“岗位能手、优秀
员工、标兵”等荣誉称号。

丁 波 张玉清

立足岗位 绽放光彩
———记铜山矿业公司标兵陈官社

“42-8号采场所开展的充填料体
最佳配比档期、充填流速合理调控等技
术攻关活动，与做好钻孔测量密不可
分。”当刘宝华向工友说出这一想法
时，有工友说他是自不量力，甚至有人
向他劝说道：“矿里开展新型充填料体
配比攻关，是‘高精尖’的技术活，非你
我所能攻克。”

面对工友的不理解，刘宝华并没
有就此偃旗息鼓，继续甘当这场“高
精尖”技术攻关的“掺和者”。他不厌
其烦地向工友分析说道:“井下充填
钻孔测量, 就好比是拿在手里的隐形
望远镜，因为通过测量钻孔高度,可以

判断充填体上升速度和采场空间变化情
况,而采场空间的容量变化,是技术攻关
的重要参数之一。”

在他的建议下,区里及时采取“固定
测孔与单班次测孔”相结合的办法进行
测孔，即在做好日常测孔的同时，每周固
定两天对钻孔进行“全天候”测孔，为充
填技术攻关提供更加精准的技术参数。

为降低生产消耗，提高采场充填效率，
冬瓜山铜矿对新投入充填的42-8号采场
展开一场技术攻关活动。俗话说,多一事不
如少一事。但是充填区班组职工刘宝华却
不甘于做一名技术攻关的旁观者，他积极
参与其中，不仅主动协助做好现场隐患故

障排除、管线调整、钻孔检测等相关基础性
工作，还全力以赴抓好裂隙封堵、溜井筑
坝、充填排水等各项应急性施工。

“42-8 号采场，是矿里开展的技术
攻关充填采场，我们充填班组只需按要
求施工就行了,不必跟着添乱。”每当听
到这样的反驳声时，刘宝华总是较真地
说道：“这怎么能是添乱呢，我们要为技
术攻关助一臂之力才对嘛！”

由于采场充填是多班次作业, 刘宝
华很快发现部分班次之间对同一采场钻
孔测量，结果所得数据却不尽相同，经过
一番分析和比对, 他发现有些班组职工
在测量时间上存有误差，按照测量标准，

职工应每天在充填前要先测量钻孔，而
有些职工习惯等充填后才准备测量钻
孔，而此时已有大量充填体进入采场，所
测数据也及不准确。错误的钻孔测量方
法得到及时纠正后，使大伙充分意识到
钻孔测量虽然环节细小，但对采场充填
安全、充填质量等技术攻关起着至关重
要的作用。

42-8 号采场自 2 月中旬投入充填
以来，各项指标和参数保持续持平稳运
行状态。眼下尚处于充填底部结构养护
期的 42-8 号采场，已提前实施连续充
填，此举为下一步技术攻关提供了有力
保障。 汪为琳

刘宝华：挑战不可能

本报讯 日前，鑫铜监理公司利用
双休日空闲时机开展了监理业务培训，
以提升监理人员的专业能力素质，提高
安全、质量管理水平，更好地服务业主。

该公司此次培训以监理项目安
全、质量为主要内容。授课人从国家、
行业下发更新的法律法规、行业规章
制度开讲，着重讲解了监理单位对工
程建设标准工艺、强制性条文执行、安
全文明标准化施工管控等内容，并强
调了监理人员需做到的“三勤”，即口
勤、脚勤、手勤。

授课人还结合该公司平时对各项

目监理机构考核的具体情况进行了分
析，指出了当前现场项目监理机构监理
工作中存在的相关问题，提出了具体的
改进措施和方法。

来自该公司的三十余名监理人员听
取了授课人结合工程实际中的一些安全
隐患问题进行的分析，进一步了解了质
量旁站、安全旁站的重要性及旁站记录
的主要填写内容，工程变更与监理签证
工程变更与监理签证的主要依据。

此次培训，促进了监理人员工作水平
的提高，对现场监理工作的规范化开展起
到了良好的指导作用。 陈 潇 杨 龙

鑫铜监理公司开展业务培训提升企业管理水平

3 月 18 日，周六。在家休息的冬瓜山矿
协力公司施工员历枫帆，心里有件事总是放
不下，看看逐渐阴下来的天，他决定去青山东
村24栋正在进行的屋面翻修现场看看。

“都停下来。”历工刚到房子前，就大
声地喊了一嗓子。施工人员纷纷放了手中
的活，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怎么啦，
怎么啦？”承担房屋维修公司经理吴胜宝
跑了过来。“你不知道屋面作业的规定吗？
怎么有人没有系安全绳？” 历枫帆板着脸
责问道。吴经理忙解释：“这不天就要下雨
了，临时加了两个。今天单位材料员有事出
去了，为这事我急得团团转呢。” 历枫帆
听罢，先让没有系安全绳的工作人员下来，
打电话联系了矿上几家单位，及时取来了
安全绳。然后对吴胜宝说：“下周一你和这
两位没有系安全绳的工人一道，去矿安全
科按照违反不安全行为接受处罚。”吴胜
宝央求道：“现在检修任务太忙，处罚我们
接受，能不能忙完这阵子再去？”“不行，违
反安全条例必须按规定执行。”历枫帆严
肃地回答。

随后，在施工现场，历枫帆发现他们的工
作流程很特别，施工分为两组，运送材料上屋
面的一组，紧跟在铺油毡订挂瓦条一组人员
后面，顺带着盖瓦，一气呵成，分批运来的出
来立即均匀地敷设到屋面上，减轻了集中荷
载的产生。不像以前作业，先把材料堆在屋面
上，再掀瓦铺油毡，人员经常乱糟糟地挤在一
团。吴胜宝介绍说，流水作业互不干扰，这是
让时间给逼出来的法子。历枫帆一直板着的
脸有了笑意：“这个方法不错，既可以节省时
间，提高工作效率，又能保证安全，值得推广。
以后这一类的工程，交给你们，我们就放心
了。” 沈成武

“历工”的罚与奖

本报讯 连日来，在安徽铜冠
池州资源有限公司众多员工中口口
相传着该公司员工吴旭宏拾金不昧
的事。

事情从一个月前说起。2 月
13 日 11 时 30 分，安徽铜冠池州
资源公司员工吴旭宏回老家，当

他开车到安徽青阳县陵阳大道路
口时，一辆陌生白色小轿车从他
车边超车时，从后备箱中掉下一
皮箱，他数次按喇叭想叫停对方
车辆，然而那轿车上的人都没注
意到他的提示。于是，他只好捡起
皮箱并报警。警察对他做了详细

记录。经警察现场检查，陌生白色轿
车上车主丢失的皮箱内有笔记本电
脑、身份证、银行卡等物品，价值不
菲。处理完这一事，吴旭宏耽误了近
两个小时。当地警方给予吴旭宏高
度评价与赞扬。
本报记者 江 君 通讯员 程 虹

安徽铜冠池州资源公司员工吴旭宏拾金不昧受赞扬

身为金冠铜业分公司选矿车间
的兼职通讯员，一段时间失去了那种
采撷编织的愿望和激情。但在大修的
日子里，常常被发生在我身边的人们
和一些平凡小事感动，于是，用生涩
笔墨不带任何渲染记录的欲望油然
而生……

走出办公室，我拿上相机想为
大修快报检修掠影版块拍摄一些检
修人物的笑脸。于是我走进了磨浮
工序的检修现场。4 号皮带尾轮和
浮选药剂平台是我的捕捉点，在 4
号皮带检修清理的现场，一群人正
在皮带架旁用铁锹铲运着皮带下方
的积砂，一个个穿着灰色工作服的
员工，被安排在皮带架的两边；在药
剂平台，我看到了穿着胶靴，带着耐

酸碱手套正在清理储箱的他们，他
们的衣服上都沾满了泥污、油污，像
是上了彩的迷彩服。

我不由自主地将镜头对准了药
剂箱旁的两个小伙子，他们正在认
真、专注地清理储药箱残存的油污。
因为满地的油泥泞，让我无从下脚，
我无法走近他们去采访。因为他们
站在药剂储箱里，我也无法靠近他
们，我只能抬起头来，去仰视他们，
将镜头拉近，再拉近。

那是两张很年轻的面孔，甚至
透着些许的稚气，此刻却沾染上油
污，让人无法看清他们原来的面孔。
那两张年轻的面孔在洗去油污后，
也许很帅气，但此刻的他们却是一
脸地专注，浑然看不到正有架相机
对准了他们。那份专注，被雕塑在镜
头中，瞬间、却永恒。

临近晌午，虽然已走出磨浮厂
房，可我眼前仍然晃动着那两张年
轻的脸，满眼地专注。看看他们，再

想想自己平日里坐在干净宽敞的办
公室里，有时因为工作忙，而多出的
那点抱怨，让我瞬间明白了什么叫
“强说愁”。正低头暗衬着：今天的
“笑脸”任务还没有完成，一抬头，迎
面走来了一群准备去食堂就餐的员
工。

那是怎样的一张张笑脸呀! 虽
是满身的油污，安全帽也有点歪斜，
可那一脸的灿烂中却看不到一丝丝
的疲倦，只有内心真正快乐的人才
能焕发出如此笑容，那笑容也深深
感染了我。

“把我拍帅一点啊……”“周江兵，
给他这张油乎乎的大花脸来张特写吧
……”于是，镜头中的他们互相推搡着，
笑成一团。那欢乐的笑声是那么快乐，感
染着经过他们身边的每一个人。

曾认为微笑是最美丽的笑容，可
此刻才知道，原来由心而发的笑容才
是最美、最让人感动的。

周江兵

镜头记录大修中的感动

本报讯 今年以来，稀贵金属分
公司渣选矿车间狠抓节能减排全力以
赴做好环保工作，通过强化危机意识、
责任意识，严管理、重处罚，实现达标
排放，筑起更加牢固的环保防线。

树立红线意识。该车间始终把环
保作为当前最重要的一项政治任务来
抓，高度重视。利用晨会、班组长会和
派班会积极宣传国家环保方针政策，
细致部署安排车间环保和节能减排等
工作，使每一位员工认识到环保问题
关系到企业的生存发展，涉及到每名
员工的利益，更是每名员工的责任，是
不可逾越的红线，牢固树立环保红线
意识。

筑牢安环防线。制定“渣选矿车
间循环水使用管理规定”和“重点部
位监控记录表”，加强缓冷循环池、高

位水池、雨水收集池、脱水排水口等环保
重点部位的监控检查。明确具体责任人，
每天早晚各检查一次监控点实时状况，
及时汇报和处理异常情况，并进行记录，
确保各处水位正常，无污水溢流外排。对
于检查中发现的违规行为，将按规定对
具体负责人进行“三违”曝光，并视情节
轻重给予处罚。

近年来，该车间坚持开展选矿水平
衡的研究工作，通过在全系统查找循环
水使用、管理等方面的问题，采用科学方
法加以改进，不断提高循环水利用率。实
施脱水系统循环水管路技改、磨浮系统
水循环改造、新建雨水收集池等项目，不
断加强循环水使用管理，选矿水单耗逐
年下降，节能减排效果明显，为实现环保
达标排放提供了有力保证，成为该公司
环保工作的一道坚实防线。 陶 洪

稀贵金属分公司渣选矿车间
树立红线意识 筑牢安环防线

铜冠铜材公司职工日前正在对铜丝打包作业。铜冠铜材公司抓住铜价回升，市场回暧机遇，采取多种营销手段，
努力拓展国内以及海外市场，全方位争取市场订单，扩大销售渠道，今年以来较好地保证了铜杆、铜丝产品产销平
衡。 王红平 许 军 摄

为确保设备安全稳定运行，铜山矿业公司把设备巡检维护作为重点工作抓紧
抓实，按照“边查边改、立行立改、全面整改”的要求，落实班前、班中、班后设备巡
检制度，对设备可能发生的故障提早采取应对措施，缩短故障停机时间，提升设备
运行效率。图为该公司选矿车间皮带操作工对 2号皮带运行情况进行检查。

本报记者 江 君 通讯员 张 霞 摄

3 月 20 日，铜山矿业公司组织人员对矿区的绿化带进行今年春天首次大规
模养护。长期以来，铜山矿业公司把建设绿色矿山融入到企业的文化理念之中，通
过“见缝插绿、绿色覆盖”等手段，在矿区周边的空地上铺设草坪、植树绿化，全面
推进绿色矿山、生态矿山建设。 本报记者 江 君 通讯员 张 霞 摄

针对螺旋分级机下端轴承支座容易坏、更换新件费用高等问题，仙人桥矿业
公司今年着力加强修旧利废管理，积极组织人员对换下的下端轴承支座进行维
修，更换其内部轴承。维修后的下端轴承支座作为备品备件能够满足设备使用。

图为该公司维修人员正在对轴承支座进行维修。 萨百灵 周 钧 摄

本报讯 日前，金昌冶炼厂局域网的电
子公告栏里刊登了三次劳动纪律督查情况
通报，对于在突击检查中发现的两例职工违
纪现象，根据相关管理规定予以处罚。

2017 年是金昌冶炼厂转型发展的关键
之年，也是实现新老工厂对接之年。除了在
维护铜酸系统平衡、加强设备管理、实施降
本增效上大做文章外，该厂还于日前出台相
关规定，加强劳动纪律管理，以实现“生产
大局稳定，安全环保稳定，职工队伍稳定，确
保转型顺利对接”的目标。专项管理规定中
加强了全员工作时间管理和工作质量管理，
对于在工作期间从事与工作无关的事情均
给予相应处罚。

姜 蕾

金昌冶炼厂
整顿劳动纪律 加强员工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