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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1日，是劳动者的节日。在铜
山铜矿分公司地层深处，数百名普通
职工正在坚守着工作岗位，他们用自
己辛勤的劳动，诠释着劳动者的美丽。

8 时 40 分，在新区负 478 米
2-2 号采场，笔者遇到全国有色行业
劳动模范工程区中深孔打眼工方晓
德，他和机组的另两名同事吴文虎和
申世清，正在做 T-150 钻孔机作业前
的准备。这位身材不高但十分敦实的
劳模，是这台大孔钻机的副班长。做
好现场安全检查、设备维护和加油
后，方晓德开启了空压机，震耳的钻
机轰鸣声顿时充斥着整个采场。在离

钻机有一定距离的操作台前，劳模方晓
德和同事们娴熟地操作着这台去年新引
进的大孔凿岩新设备。随行的工程区跟
班副区长陈阳重告诉笔者，自从矿部引
进 T-150 钻孔机后，工人劳动强度和作
业安全环境都好了许多，老劳模又能做
出新业绩。今年 1 至 4 月份，这个区共
完成中深孔进尺 11000 多米、大孔进尺
7000多米。

10 时 10 分，在新区负 523 米 6-2
号采空区边，笔者看见两名员工腰系安
全带，正在用凿岩机打锚杆眼。“抱机打
眼的是中孔班班长张斗艮、扶钎杆的是
打眼工吴平安。”在掌子面做准备的充

填班班长潘江根给笔者介绍。笔者曾两
次参加工程区的班组长 “公推直选”，
潘江根都是以高票当选，他还曾两次
荣获公司“班长之星”，所以对他很熟
悉。潘班长告诉笔者，他们充填班和中
孔班今天联合为负 523 米 6-2 号采空
区尾胶充填做准备。去年，充填班累计
完成井下全尾充填近十万方，保障采
矿与充填安全生产的平衡发展。今年
前 4 个月，他们班已完成尾胶充填 2 万
多方。今年 53 岁的老潘笑着对笔者说：
“我们充填班工作没固定，有时打眼忙
不过来，我也会去打眼。上班吗，就是来
干事的……”。

11 时 15 分，在新区负 658 米中段
沉淀池前边，笔者看见两名穿着雨衣雨
裤的矿工正站在齐腰深的水仓中，用风
管鼓动着池中厚厚的泥浆，他们本来白
净的脸上已溅满了许多黑黑的泥点。
“清理水仓是为了雨季防洪做好准备。
右边一个是 2015 年度荣获集团公司岗
位能手的朱双年，左边的一个是 2017
年度荣获分公司岗位能手的陈林忠。”
跟班副区长陈阳重在水仓边指着他们脸
上的黑点笑着对笔者说：“麻烦给他俩
来张特写，这是我们矿工最美、最真实的
写照……”

方咸达

地层深处最美的身影

铜冠黄铜公司加工车间直拉机组班长江飞日前正在岗位拉拔作业。江飞在铜冠黄铜公司从设备安装调试到试生产、生
产，经过自己刻苦学习钻研，逐步走上了副操、主操岗位，熟练掌握了直拉机、拉拔机的操作技术。担任班长后，不仅事事率先
垂范，带领班组积极完成生产任务，同时还充分发挥自身技术优势，热心传帮带，经他带出的每一位徒弟都是直拉机组的主
操，独当一面。因表现突出，江飞被该公司授予了 2017 年度生产标兵称号。 王红平 汪 勇 摄

5 月 1 日劳动节，安庆铜矿有
许多员工都同往常一样坚守在各自
的岗位上.

王红帆是安庆铜矿安全环保
部的部长，一大早，他就来到部门
派班室，早晨派班时，他特别强调
各安全员一定要深入到每个作业
点，认真做好安全检查和督促工
作，防止有的职工节日期间安全
意识松懈。并要求几位副部长带
人做好井下炸药库、各主采场和
地表各重点部位的巡视，确保不
出现任何差错。自己上午则去五
里外的尾矿库进行安全检查，还
要对沿线的尾矿管线排查一遍。
下午要去江边转运站检查防洪防
汛的准备工作，一天的工作排得
满满当当。

一大早，项宗敏就带着机运工
区的党员们来到了主井口附近，作
为党支部书记的他，要在今天组织
党员开展一次党日活动，将主井附
近的沟渠清理干净，将周边的垃圾
全部清理掉，一旦暴雨到来，可以保
证沟渠畅通，垃圾不会被雨水冲到
井筒里。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安徽省劳动模范韩传松，如今已
是矿派驻外协单位安铜井建公司
的安全监管，“五一”劳动节对于
他来说别有一番感受，从早晨 7
点半下井到负 460 米几个中段的
作业现场，对这里的外协单位员
工展开安全督查，到将近 15 时回
到地表，在井下足足待了 8 个小
时，身上的工作服被汗湿透了，不
过，韩传松却兴奋地说“生产保持
正常，安全没有问题，你说能不高
兴么！”

江中怀是矿江边转运站的站
长，他说，现在的生产任务紧，这几
天每天转运量在 2200 吨，必须要
保证任务完成，平时双休日都要加
班，“五一”劳动节更要做贡献。今
天的主要任务，就是带领部分员工
清理路沟。

满脸油污的袁敦红是采矿工区
辛巴 261 钻机的一名有着多年维
修经验的维修工，今天的任务是尽
快修复出现二级缸漏油现象的 6
号主力钻机，由于缸体在机体内部，
维修起来比较麻烦，需要先将外部
的挂板、缸坐、回转头等等一一拆
除，既费时又费力，但是为了确保维
修质量，任何一道工序都丝毫马虎
不得。

带着生产部门和责任单位负
责人、专业技术人员等来到井下
负 560 米现场研究 3 号房残矿安
全回收的生产副矿长史传哲，同
大家忙了一上午，直到中午才匆
忙来到负 510 米铲运机硐室与大
家一起吃午饭，这时，有人提出为
五一劳动节“干杯”，史传哲端起
饭缸站起来，开心地和大家的饭
缸碰到一起，硐室内响起了齐声
的祝愿：“祝咱们安庆铜矿平平安
安、蒸蒸日上！祝每一个安铜员工
节日快乐！”

杨勤华

他们在干啥

“五一”国际劳动节，是全世界劳
动者的节日。5 月 1日一早，绿色班车
准时依次抵达金冠铜业分公司，一批
批着装统一的职工正三五成群地迈向
各自的车间部门。

硫酸车间内，当三班班组全员按
时到达排班室后，第一件事便是开始
班组交接工作，早班班中发现的设备
故障与数据调控、检测，这些都是交接
的重点。班长王贤再根据班组成员的
岗位职责，分别部署任务，“仪表员要
时刻关注炉子投料状况、净化系统的
烟气压力以及尾气脱硫 PH 的变化，
确保尾排不得超标。制酸与废酸外巡
人员在巡检各自区域时劳保用品要穿
戴整齐，注意现场是否有渗漏现象，另
外再三强调，巡检时不要着急，一定要
确保安全。”这样的话王贤每天都不厌
其烦得重复着，他常说，“我们这个小
集体就像一家人，安全是最重要的。”

交接完成后，三班班组人员全体起
立，右手握拳至齐眉高度，大声宣读“安
全环保，意识先行”活动誓词。这一天，在
员工们洋溢热情的响亮誓言中，开始了。

宽敞的中控室内，王贤与主、副两
名仪表员全神贯注地观察着 DCS 数
据，现场设备的液位、压力，各泵的运

行状态……每一项数据都需要认真审
视，烟囱的排放值更要严格控制在每平
方米 400 毫克以下。

面前的对讲机与固定电话中不时传
来现场外巡人员的声音，需要中控室联
系保全人员进行处理并做好记录。通过
电脑数据的显示，他们可以看到更全面
化的信息，从而远程调控现场设备运转，
更精准地控制硫酸系统的稳定运行。两
名年轻的仪表员，如往常般沉着冷静地
处理着现场设备反馈的问题，一丝不苟。

面对即将到来的 5 月 8 日硫酸车间
中修计划，硫酸现场区域内，劳保用品穿
戴整齐的外巡人员各司其职，散布在职
责区域中，仔细地巡视着现场每一处设
备的运行状况。

净化岗位内，“老凌”师傅不停地穿
梭在现场各设备之间，确认现场的液位
与压力，与仪表员校对远程数据是否一
致。干吸区域中，“小房”同志戴着防酸
眼镜走走停停，仔细巡查着酸管有无跑
冒滴漏现象，检查着干吸泵的运行状态
是否正常。班长王贤在现场也是一刻不
停，根据中修指令书上内容，确认设备隐
患是否加重。这样的奋斗姿态四处可见，
硫酸车间如此，其他部门亦是如此。

萨百灵 李 宏

劳动节里的奋斗姿态

凤凰山矿业公司选矿车间在“五一”节当天，利用停车间隙及时对选矿中碎
双层振动筛进行更换，以确保及时提矿。图为更换现场。 段 青 何 娇 摄

建安装饰公司职工“五一”节期间坚守岗位做贡献，施工建设不松劲，利用晴
好天气抢进度。图为该公司职工在奥炉门卫考勤室进行吊顶作业。汪锡铜 摄

本报讯 5 月 1 日，冬瓜山铜矿
广大员工坚守在生产岗位上，一边忙
生产，一边见缝插针对设备进行检修
保养。

在千米井下，作为出矿主力单位
的采矿工区精心组织生产，保证大爆
破、大孔施工有条不紊地正常进行。同
时加大设备检修整改力度，重点采场
出矿力度，努力做到设备班班运转，溜
井备矿不停歇，为稳定矿源提供保障。

大团山工区当天中班中深孔班组
在负 623 米桦树坡 3 号及负 660 米
1 号等中段作业区域凿岩进尺累计完
成 316 米，出矿班组在负 670 米 5
号、负 730 米等中段作业区域出运矿
石作业，累计完成 1080吨出矿量。

运输区利用停产检修两个小班间
隙，组织职工对负 875米中段 56线至
58 线上盘大直道两节铁道近 40根道
木进行铺设更换，对矿仓衬板等进行
补加焊。同时组织好文明生产，在家休

息的共产党员及入党积极分子也主动放
弃休息时间，来到工作岗位对 42线运输
道水沟道面淤泥进行了疏通清理。

充填工区担负着井下负 280 米中
段巷道整改、负 670 米中段 3 套弯管更
换以及采场充填筑坝等繁重任务。为保
证安全，工区领导带班下井现场组织落
实检修事项，并且跟踪“抓拍”生产大干
中的安全学习教育“素材”，向大家普及
安全知识。

同样，后勤辅助单位动力车间节日
生产氛围浓。压风房除了 11 号空压机
正在查找高温故障，其余 11 台 60 立方
米螺杆式空压机全部投入运行，确保井
下生产用风需求。110 千伏变电所加强
供电巡查，井下各系统风机运行平稳，为
各中段输送充足的新鲜风流。维修班组
人员正加紧制作安装 18.5 千瓦辅扇零
配件，为后期从负 1037 米至负 980 米
回风井安装辅扇提前做好准备工作。

汤 菁

矿山生产检修两不误

“五一”小长假，人们或是旅游休
闲，或是踏青赏景，然而，金冠铜业分公
司的职工却一如往常坚守在自己的岗位
上。

5 月 1日 9 时，精炼车间二班班
长黄小明，这位年轻的班长一脸疲惫
说到：昨夜来厂里。那时，都快一点了
吧，要详细了解（30日）晚班的生产状
况呀。“吹炼炉投料量稳定在每小时
85吨、设备运行状况良好、晚班检修项
目已完成……心里有数了。”5月 1日
6 时多，他就拿出日志本，开始今天的
排班计划。8时，班上人员也陆陆续续
到达排班室，13名职工全部到岗，他心
也落了地。“毕竟是小长假呀。你拿不
准谁有事会请假的。”

黄小明开始了“五一”当班的首

次巡检工作，他拿着手电筒，带着测温
枪，带着所有的点检仪器开始巡检。在点
检至阳极炉北门的时候，发现阳极炉北
门冷铜斗冷铜堆积过高，一旦加入炉内，
极有可能卡住炉口，给处理冷铜的人员
带来安全隐患。而冷铜堆积过高会损坏
炉口砖，减少炉口寿命。于是，他立即联
系叉车人员进行处理。

来到圆盘浇铸岗位的时候，他仔细
观察了点检喷淋水压力、喷涂状况及阳
极板的物理规格，每一个生产细节，他都
一一查看，了如指掌。可就是这样一个技
术高超的老班长，在刚从金昌调入金冠
的时候，面对全新的生产工艺，也是焦头
烂额。他在金昌从事的是转炉操作，对于
圆盘操作也是初次接触，刚开始，也是无
从下手。但他并没有退缩，他抓住每一次

培训、试车、检修等一切机会进行学习，
并向厂家技术人员、班组其他人员进行
请教。仅一年时间，他便熟练掌握了精炼
的各项工艺，并成长为一名班组长。

10时多，他走到圆盘浇筑边上，发
现 A盘的阳极板上沿出现了飞边毛刺，
这种情况如果不解决就会影响阳极板的
质量，他赶紧用测温枪测量铜模温度，发
现温度较平时偏低，他赶紧通知控制室
进行调整，同时让喷涂岗位人员及时进
行人工涂抹。当铜模温度恢复正常，他又
走向了其他点检岗位。

“早班，浇铜量 523 吨……”，5 月 1
日，黄晓明将这一数据记录在交接班上。
他脸上微露笑容，对当天的班组任务完
成很是满意。

本报记者 江 君 通讯员 凌 成

不离岗的黄小明

本报讯 “五一”期间，金威铜业
公司为了客户的订单不受影响，生产
员工坚守在岗位，每个小班生产出不
同规格的品种板带 1000 多吨，全力
以赴确保产品按时交货。

5 月 1 日，记者走进金威铜业公
司熔铸生产分厂，无氧铜炉、合金炉机
组前炉火熊熊，操作人员在仔细地观
察铜锭的铸造情况，进行适时地调整，
员工的工作激情如炉火一般炽热。在
板带分厂，记者远远就听到轧制机发
出轰鸣声，一卷卷铜粗胚经过轧机连
续锻造，变成了黄灿灿的优质板带。行
车工也不辞辛苦，争分夺秒地吊运卷

带，确保及时对外发货。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今年以来，该

公司板带分厂在一季度生产依然保持了
较好的发展势头，产品产量比去年同期相
比有所增长。为了使今年的铜板带生产量
再上一个新台阶，开展了“达标达产、产量
登台阶”等劳动竞赛，各机组成员暗自较
量，争当先锋。

“五一期间，我们熔铸分厂精心组织
生产，分厂领导实行现场带班，员工坚守
在生产一线，加班加点，自觉奉献，为下游
生产铸造出高质量铜锭，全力确保铜锭供
给。”该公司熔铸分厂厂长乔华说。

在熔铸分厂派班室前，记者看到下

班的员工驻足观看班组日常工作量积分统
计表展板，关注班组积分情况。“工作量积
分是以产品有效工作量为考核依据，只有
数量、没有质量的产品，不仅得不到积分，
而且还要罚款。”员工向记者解释。

据悉，今年是金威铜业公司加快改
革发展的关键之年，该公司围绕“以质
量为纲、以市场为龙头，以安全环保为己
任，加快结构调整步伐，研发中高端产
品，全面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工作
主线，从车间到班组、个人，广泛掀起了
劳动竞赛热潮，通过提质增量来增效，打
好脱困攻坚仗。

夏富青 黄军平

节日加班忙 产量上台阶

———集团公司广大员工“五一”奋战在各自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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