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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0 日，烈日当空，天气预报
显示最高气温 37 摄氏度。这样的桑
拿天，铜冶炼车间会是怎样的一种火
热场景？带着一种探究体验心理，笔者
走近了金隆铜业公司熔炼车间的炉前
操作高温岗位。

刚来到闪速炉电炉放铜口区域，
整个人立即陷入到一种无边的热浪包
围之中。“这里是金隆公司温度最高
的工作岗位之一，区间环境温度五六
十摄氏度是常态。”随行的熔炉党支
部书记如是介绍。放铜工王登明正在
熟练地将氧气对准放铜口燃烧。随着
放铜口被烧出的窟窿，一股亮红色的
铜水喷涌而出，顺着流槽淌进两米高
的铜包中，铜包装满铜水后，就会被行
车吊运到转炉进行吹炼。随着铜水的
涌出，周围的温度急速升高，滚烫的热
浪从流槽中升腾而起，无孔不入，扑在

人的脸上，钻进人的皮肤，让每一个现场
人员都大汗淋漓。王登明的脸上，豆粒大
的汗水顺着脸颊不停流淌，但他顾不得
擦汗，拿出测温仪凑近放铜口，将测针伸
入铜水之中，随着他的动作，他身后的电
子屏幕马上跳出一个数字：1259。“这是
铜水的温度。”王登明指着数字介绍说，
“说明炉内铜水的温度是 1259 摄氏
度”。在一千多度的高温铜溶液旁边工
作，被高温包围也就不足为奇了。而对于
高温和汗水，王登明早已习以为常，他告
诉笔者：“我们就是不进行岗位操作，一
点事都不干，光着两手在这里走一趟，就
会满身大汗，这里温度太高了！”炉前工
刘海是接替王登明的另一组操作工。两
人属于同一个班组，但交叉作业。“我们
大概 20 分钟就要放一包铜水，一个班
要放 18包。”刘海用手抹了一把额前的
汗水，边甩汗边说：“温度太高，必须两
组轮流操作，我干他歇，他干我停。这样
便于休息，利于安全。”当一包铜水放满
后，刘海扯开口罩，他的脸上挂满了汗
珠，头发完全被汗水浸透，湿漉漉地紧贴

在额头，成了名副其实的“刘海”。
离开熔炼火炉后，我又来到精炼车

间的圆盘浇铸现场，这里更是热火翻滚
的景象。滚烫的铜水从阳极炉内有规律
地汩汩流出，然后顺着十几米长的流槽
流进圆盘进行阳极板浇铸。为了使铜水
在露天流淌过程中不至凝固结块，流槽
内被注入了天然气。天然气遇到一千
多摄氏度的高温铜水后，熊熊燃烧，火
焰窜出一尺多高。在流槽和浇铸包的
一个逼仄空间中，笔者想拍摄一张圆
盘浇铸的全景照片。站在那里不到二
十秒，就感到身体肌肉被火苗炙烤得
疼痛难忍，不得不赶紧逃开。两个面积
巨大的浇铸圆盘内，通红的铜水被不
停倾倒进阳极板铜模中，随后被机械
手自动抓提，浸入水池进行冷却。当还
没有冷却的阳极板被突然浸入水中
时，迸发出激烈的爆响，激起高高的水
柱，水花四溅，蒸汽升腾，一股湿热的
高温迅速在现场弥漫开来。说起精炼
车间的高温，该车间党支部书记深有
感触。他指着身边的火法冶炼首席操

作师王彤介绍说：“别看现在他身上的
工作服干干净净的，但昨天他一天换
了两套工作服。流汗太多，上午一套，
下午一套，不然汗水湿透的衣服没法
穿！”王彤说起车间工作场所的高温，
更是如数家珍，“我们平时都是腹背
两边炙烤，前面是火炉，背后虽然有
大功率电风扇对着吹，但吹到身上的
都是热风。”作为首席操作师，王彤
对车间里的转炉和阳极炉的科学数
据了如指掌。他认真地告诉我：“炉
内温度 1200 多摄氏度，炉体的表面
温度都达到了 250 摄氏度，所以在员
工进行生产操作的炉子周围，温度非
常高，每次走在炉子旁边，都有正经
过‘火焰山’的感觉。”

当我离开精炼车间，经过高大的阳
极炉旁边时，一位工人正在炉子旁更换
风管，他的动作熟练而规范。虽然隔着十
几米的距离，但抬眼望去，在灯光的映照
下，依然能清楚地看到那位工友侧面脸
颊和脖颈上流着汗珠。

章 庆 李敬忠

有一种过“火焰山”的感觉
———金隆铜业公司冶炼高温岗位扫描

敬业是一种美德，一种习惯，更是
一种人生态度。铜冠电工公司维修班
班长瞿涛于 2000 年参加工作以来，
没有休息过一天年休假、每月的出勤
都在 29至 33个之间。18年过去了，
他的敬业依然“涛声依旧”。

T22 号中速机补给泵不工作、
T38-2高速机出现故障……上午 8时
多，铜冠电工公司维修班班长瞿涛一上
班就带着工具，按照上个生产班交班登
记的值班记录，一一核查有故障的设备。

“这台设备本身没有故障，是操
作工误操作成手工模式。”在 T20号
中速机前，瞿涛按了几下电子操作屏，
几秒钟就发现了问题。“这是拉丝机
定位计出现故障。”在 T38-2高速机
旁，瞿涛同样操作了一下电子操作屏，
发现某一参数为“0”，他立即诊断出
故障点在哪……7 月 13 日，瞿涛是铜

陵有色集团公司 2017 年度劳动模范，
他将要在下午出席集团公司召开的先模
表彰会。“下午开会，上午还来上班？”笔
者很诧异在车间中遇到瞿涛。“不来上
班，心中不塌实。” 瞿涛说。

今年 40 周岁的瞿涛，学的是机电
一体化专业。自从事电工维修工作以来，
瞿涛在工作上始终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
注重从书本上和实践中汲取知识营养，并
把掌握到的业务知识灵活地运用到工作实
践中去。通过不断学习，使他本人的设备维
修技能和应急处理能力都有很大的提高。
漆包线分厂有部分进口设备，自动化程度
高，出现故障很难排查，瞿涛经常和分厂的
技术人员一道解决生产设备遇到的难题，
对不能解决的问题，他积极与设备厂家沟
通，查资料、看图纸，制定解决方案，动脑筋、
想办法，直到难题解决为止。

“以前厂内的设备大都是从德国、

奥地利进口，每次出现故障都要请外国
技师来维修，既耽误时间，又要花费大量
的维修费。”漆包线分厂党支部书记王
益森深有感触地对笔者说：“每次厂家
来人，瞿涛就在车间里寸步不离地陪在
旁边学习，不懂之处就问。但是，更多地
还得靠他自学。瞿涛就凭着这种肯吃苦、
肯钻研的精神，他掌握了维修进口设备
的关键技术。从 2009 年以后，分厂就再
也没请过设备厂家来人维修了。”针对进
口设备备件采购周期长、成本高等特点，
瞿涛积极想办法采用国产备件代替，大力
推进设备零件的国产化，他将拉丝机主电
机安全继电器电子式改成普通接触器，当
发现安装尺寸不符时，他又想办法进行改
造，最终使进口备件国产化，解决了制约
设备正常生产的难题，同时降低了生产成
本，年节省备件费用120万元。

瞿涛是个动手能力很强的人，每次

在厂里举办的电工技术比武中都能获得
第一名，他连续四年荣获铜冠电工公司
标兵。他充分运用自己技术技能好的特
点，积极开展修旧利废工作，把损坏的电
机、变频器、电脑主机及各种电气元件，进
行整合，变废为宝，修复再利用，每年节约
费用约80万元。烘炉加热继电器每台价
值约2000多元，瞿涛每年要修复 60多
台，仅此一项就可节约费用约10万多元。.
由于漆包线分厂的设备是24小时不停机
运转，经常会出现设备故障。为保证正常
生产，不出现设备故障，不影响生产。瞿涛
狠抓TPM管理，他从自己的工作经验中
总结出很多经验，然后结合《设备安全操
作规程》制定详细点检、润滑等计划并严
格遵照实行，由于点检、润滑等到位，避免
很多设备故障的发生，也避免漆包机炉膛
空烧及大量废线的产生。

每年的年休，他从未休过一天。不管
是节假日还是公休日、是白天还是深夜，
他随叫随到。仅去年，他累计义务加班就
多达 89天。7 月 13日晚上，就在瞿涛参
加集团公司先模表彰结束后，他刚吃过
饭，因单位拉线机出现故障，他又赶到车
间去加班了。 方咸达 岳 莹

敬业依然涛声依旧
———记集团公司劳动模范瞿涛

本报讯 今年以来，铜冠冶化分公
司克服不利因素影响，强化管理，精心操
作，持续保持稳定高效生产，上半年基本
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生产目标。

下半年，该公司结合自身生产实际，开
展生产组织、安全环保、原料供配，设备和物
料进出、绩效考核等生产措施保障工作，并
通过技术、QC小组、合理化建议和控本降
耗等攻关活动，促进指标优化，实现高效生
产。进一步加强和提高员工岗位操作技能
水平，提升员工对工艺设备的驾驭能力。

加大对“三违”的查处力度，有效落
实好安全生产监管责任，遏制安全生产
事故的发生。按照属地区域管理原则，加
强防暑降温、防洪防汛物资储备和重点
酸库、酸槽、泵房和配电室等部位监管工
作，确保生产安全。加强环保在线监测数
据监控，保障环保设备设施正常运行，确
保尾气达标排放。生产现场和园区道路
要保持整洁，红粉、中和渣等运输车辆要
及时冲洗保洁，防泼洒防污染，现场物料
存放要符合相关标准规定。

加大设备的点巡检及维护保养和清
洁工作，通过增加预知计划性检修比重，
提高系统开动率。在设备规范操作上下
功夫，降低焙烧炉、锅炉、电收尘和回转
窑等设备故障风险，提高设备运行效率
和质量，为稳定高效生产创造条件。加强
对锅炉、行车、起重、压力容器等特种设
备的安全操作管理，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加强重点备用设备的检查和调试，确保
设备完好率。做好对电器设备、设施的巡
查监控，确保用电安全。

持续开展降本增效工作，克服影响
生产不利条件，抢抓市场机遇，通过效益
化生产配料组织和加快筛下粉细磨利用
进度，实现高效生产。加强车间及岗位之
间生产操作信息联系，及时沟通协调解
决生产中出现的问题，保障生产工序之
间的平衡，促进指标优化和生产稳定。

夏富青 吴思银

铜冠冶化分公司吹响下半年生产号角

7 月 23
日 11 时 15
分，在铜冠池
州公司锌分厂
电解锌工序，
第一炉压铸合
金顺利浇铸成
合金锌锭，至
此 经 百 日 攻
坚，铜冠池州
公司首条锌合
金生产线成功
投产。该条生
产线设计产能
为 年 产 三 万
吨，分为压铸
合金和热镀合
金。
张 军 摄

本报讯 日前，凤凰山矿业公司
领导深入生产一线进行慰问，为坚守
在高温岗位的员工们送上一份夏日的
清凉。

清晨 5 时左右，该公司露采车间
职工们已陆续驾驶车辆前往工作现
场。针对夏季高温，露采车间及时调整
工作时间，合理安排人员进行作业，将
工作时间调整至每天清晨 5 时至中
午 12 时 30 分，有效地避免了午后高
温对露天生产带来的不利影响。与此
同时，在每辆车辆的驾驶室内配备了

风油精、人丹、矿泉水等防暑降温物
品，提前做好防暑降温工作，避免职工
因高温环境中暑。

在该公司选矿车间内，棒磨机和
球磨机不停地转动。在室外温度接近
40摄氏度情况下，两台大型机械发动
机散发着阵阵热浪，加上车间是相对
封闭的空间，此刻车间里格外的闷热。
车间负责人说，入夏以来，车间通过摆
放工业电扇；提前准备好凉白开水；发
放防暑降温物品等方式做好职工的防
暑降温工作。

为做好防暑降温工作，该公司领导
多次深入生产一线进行高温慰问，及时
了解员工的思想动态，认真听取职工的
建议意见，鼓励职工们克服高温天气给
工作带来的不利影响。同时还认真叮嘱
各单位负责人，要做好高温防暑降温工
作，合理安排工作时间，尽量避免高温生
产。对从事高温、露天、高空、危险品等重
点岗位人员要进行重点关注，努力改善
作业环境，避免疲劳作业，确保安全生
产。

黄志皓

凤凰山矿业公司将清凉送到高温岗位

“郑班长，去把朱本元喊来，开分
析会。”7 月 17 日早上，天马山矿业
公司选金车间碎矿大班长王跃书开完
车间早调会，回到大班对生产班长郑
玉贵说道。

“分析会，什么分析会？”大家面
面相觑，“生产上没有出什么安全事
故啊，分析什么？”

“王‘头’，你找我？”不一会儿，
朱本元推门进来。

“对，宣主任马上到，还有几位班
组长、生产骨干，大家在一起开个分析
会。”王“头”点头答道。

“分析会？这与我有什么关系？分析
什么？”朱本元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16 日 HP300 破碎机操作室玻
璃门碎裂，你说和你有没有关系？”王
班长反问道。

“什么，玻璃门碎裂这么大点事
也要分析。我既没有伤害别人，也没有
伤害自己，就伤害了玻璃门，还要开分
析会，也太小题大做了。”朱本元一
听，不服气地嚷嚷着。

“事情是小，但安全事大。安全无
小事，祸患常积于细微，容易被忽视，
但它一旦发作，便会以小引大，造成安
全事故发生。”前来参加分析会的宣

著才主任严肃地说。“我们开分析会，不
是针对你，你不要有什么心理负担。只是
大家在一起把整个事情理一理，掌握事
故发生情况及原因，针对安全生产工作
中的薄弱环节，有的放矢地采取避免事
故的对策，达到吃一堑长一智，防止类似
事故重复发生。”

“哦，好吧。”朱本元不好意思地摸
摸脑袋，红着脸说。“那我把经过说一
下，16 日早上安全派班后，我去清理砂
轮机，由于灰尘烧结，用扫帚扫不掉，我
便准备用钯钉清理，谁知钯钉有些变形，
便想用锤子将它敲平，哪料到一锤下去，
钯钉弹起，砸到了旁边 HP300 破碎机
操作室玻璃门，结果门就碎了。”

“你用锤子敲钯钉时，没有注意到
离玻璃门很近，这就是疏忽了细节问题。
我们在工作时，要强化预知风险意识，提
高预知危险的能力。如果你当时观察了
周边环境，做出提前预判，远离玻璃门，
就不会发生玻璃门碎裂的事情了。”宣
主任一针见血地指出。

“是的，我当时选的位置不好，没有
考虑到离玻璃门太近。以后工作时，一定
要注意细节，注意周边工作环境，提高预知
危险的能力，保证类似事故不再发生。”朱
本元认识到自己的麻痹大意，认真地说。

“这就对了。”宣主任拍拍朱本元肩
膀，郑重地说：“这就是今天我们‘小题
大做’的目的，吸取经验教训，提高我们
的思想意识，时刻绷紧安全弦，防止事故
发生。” 吴奕敏

小题大做

烈日灼灼，铜陵有色人为了全
年方针目标的实现正顶着高温、冒
着酷暑，默默工作在自己岗位上，他
们用汗水书写着奉献。

为了记录铜陵有色员工在高温
工作环境中坚守岗位的一个个瞬
间，展示铜陵有色人敬业奉献的一
片冰心，即日起至十月底本报举办
“高温下的铜陵有色人” 新闻摄影
征稿活动。

要求如下：1、风格各异的原创彩
色作品，单幅、组照均可（组照不超过
3幅）。2、照片主题，反映铜陵有色职
工在高温下生产作业场景。3、图片说
明文字简洁精炼。

征稿一经采用，稿酬从优。
征稿作品可通过电子文件发到铜

陵有色报邮箱：tlysb@tlys.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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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温下的铜陵有色人”新闻摄影征稿启事

日前，冬瓜山铜矿举办纪念改革开放 40 周年图片展，内容包含改革开放以来矿
山生产、设备、安全、党建、文化等方面日新月异的变化，并在采矿综合楼大厅展出，吸
引了广大职工驻足观看（如图）。 汤 菁 摄

7 月 25 日上午，铜陵市委书记李猛在集团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龚华东的
陪同下，赴集团公司开展高温慰问活动。李猛一行深入金隆铜业公司熔炼车间，仔
细询问生产工艺，听取了关于车间生产和安全环保工作的汇报。随后，李猛将绿
豆、冰糖等慰问品送到车间员工手中，并与员工一一握手，叮嘱他们注意防范，保
重身体，好好工作，为企业发展作出贡献。 陈 潇 章 庆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