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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不曾见过她，你只能把她当
成一个“能干事”的国企普通女人中的
一个。

如果你和她促膝面对，那手足无措
的拘谨、清瞿面容下的神情，便知她是
一位朴素勤劳的女人。

就是这样一位女人，时时抖擞着一
身精气神，终日和男性同事们摸爬滚打，
爬高下低，被各种工业钢瓶、钢管、铁件围
绕。她在风里来雨里去的流年里，忍着
苦，也咬着牙，开出了“璐”放的生命。

她是工程技术分公司金隆项目部
稀贵区域项目管理员王璐。

五月暮春，金山西路的一处低矮平
房里花丛簇簇，杂树葳蕤。那是王璐所
在的金隆项目部办公室。简陋，萧瑟。
一张旧桌，一台电脑，两把旧椅，外加一
个旧沙发——那是她无数个夜晚加班
后和衣而眠的“床铺”。床头半瓶豆腐
乳，半瓶咸豆角，是她加班后的宵夜。

你不会想到，一个把日子过得如此
了无生机的女人，走出这间陋室后投入
在工地现场时，怒放出怎样磅礴的生命
力：

——两年前的5月，王璐参加金冠
铜业分公司大修工作。55天的大修日
子，身边男同事加班到凌晨2点半，王
璐加班到2点半。出身电焊工、作为管
理员的王璐，不承担具体工作的情况
下，便守着焊工同事递递焊条，担饭送
水，在做好项目监管的同时，就在现场
盯安全，提醒事项。夜太深，风太紧，人
太困，不放心骑车回家的同事，王璐就
会驾着单位仅有的一辆破旧皮卡车，将
同事一一送回，自己再回办公室，安排
数小时后，又见曙光时，她又开始第二
天工作。

金冠铜业分公司检修的烟道，稍有
动静，厚达盈寸的烟囱黑灰便扑满全
身。两年后的今日，她的每一位参与过
检修的同事都清晰记得，舍去女性角色
的王璐，时常喊出一句“我先进去！”再
出来，王璐满面尘灰烟火色。

——去年8月正盛夏时。王璐所

在的项目部接手金隆铜业公司渣选课
污水管道处理工作，需要在高空重新铺
设700多米的粗大管道，新铺设管道需
穿越过已有的蒸汽管道、硫酸管道等如
林管网。在气温40摄氏度的环境下，
王璐带着她的8个同事兄弟，5时起床，
6时开工，21时收工。

其间，几位想中途休息一两天的同
事，看王璐咬着牙现场的坚持，默默打
消了请假休息的念头。

“拼了！”时隔大半年了，5月20日，
王璐的同事、电工班班长魏斌回首那段
时日，轻声里有力迸出这两字。

女人本弱，王璐体会了“为母则强”
的坚韧，却也能实践着“为事则强”的深
沉信念。

素以严苛著称的金隆铜业公司下达
的急迫施工进度，王璐带领的队伍，竟比
业主方规定时间提前了10天完工。

——一只充满气体的氧气瓶重达
六七十千克、乙炔瓶40千克。一个健
壮男同志背负它们爬楼，尚且力不从
心。在今年王璐项目部接到的卡尔多
炉维修项目中，每一天，王璐要背负着

氧气瓶、乙炔瓶、焊机，楼上楼下几十个
趟次。左膝盖严重积水，疼痛里的王
璐，挨过一天又一天。每一日，当曙光
再起，这个普通的女人，凛寒向阳，依旧
怒放在每一个新的日子里，每一个忙碌
工地上。

不善言辞的章功爱是工程技术分公
司金隆项目部的副经理，也是和王璐工
作打交道最多的一个人。从他的侧面了
解中，他断断续续地勾勒的王璐是这样
的：“一月30天，她就上30天班。28天，
就上28天。”“去苏州学习5天，把项目部
事交给王璐。5天里没一个电话找我。”

老班长魏斌，在铜陵有色集团公司
内经历了4家单位。“没见过这样的女
人。包括外包工程的人员，都佩服着
她。她在，累和苦，她一定甚过别人。
她不在，必定去做更累更苦的事去了。”

“璐”放的生命，她就在那里：工程
技术分公司金隆项目部的现场，不言
不语，不怨不悔，对待繁重工作日复一
日，奉献着她认为理所当然的全部情
感。

江 君 方 盼

“璐”放的生命
“大家看好，现在我用万能表的正

极接阳极板，负极接参化电极，这时候，
万能表数显示的就是吸氧电位，数值显
示在0.6到0.8伏之间，说明这块阳极
板还可以继续使用，如果超过1.0伏，
阳极板就需要重新涂层……”在铜冠铜
箔公司铜箔一二工场的表面处理车间
里，阳极板设备厂家的人员正在为现场
人员讲解如何判断阳极板需要重新涂
层。

日前，为加强员工实际技能操作水
平，这个工场邀请阳极板设备厂家的技
术人员为生产和设备维护人员进行现
场模拟培训。技术人员在现场通过重
点讲解了阳极板的电位检测，尤其是对
检测过程中如何判断阳极板是否需要
重新涂层等问题，并自带手提电镀测试
仪等设备，对使用过的阳极板表面的涂
层铱含量进行了现场检测。培训现场
气氛热烈，大家争相询问生产中遇到的

技术问题，更有参训人员拿出手机拍摄
下所有的操作过程，以备日后操作时参
考。

培训结束后，自动化工段长徐文兴
奋地告诉笔者：“就拿刚才说的阳极板
表面的涂层铱含量来讲吧，都知道要用
万能表测吸氧电位，那么怎么测、如何
测，先测什么、后测什么，在这儿对着操
作画面一讲，再实际演练一遍，这种手
把手教出的技术记得牢、用得好，这是
在课堂上培训和在现场培训最大的差
别。”

“把技术培训从会议室搬到生产现
场，从原来的教什么学什么，转变为生
产需要什么教什么，加快关键岗位操作
从熟练工向技能工转变，让技术在一线
解决实际问题，是我们合肥铜箔党支部
党建品牌的一大特色。”合肥铜箔党支
部书记兼一二工场场长郑小伟告诉笔
者。 何 亮 吴云霞 赵英超

技术培训在生产现场

本报讯 5月8日，骄阳似火。10
时的缅甸莱比塘铜矿选矿厂2号破碎
机大修现场，焊花飞溅，哨声、起吊机的
轰鸣声格外清脆。

缅甸铜业公司选矿厂2号破碎机
原计划在6月底进行大修。自5月份
缅甸国家电网供电紧张，万宝矿业公司
缅甸莱比塘矿开始限电生产，每天只能
开启一台破碎机，运输、布料生产只能
在22时至次日6时进行生产。项目部
针对这一情况，在合理组织好生产的同
时，决定提前对2号破碎机进行大修。
莱比塘铜矿两台破碎机是亚洲目前最
大的破碎机，更换整套衬板时则需要对
30多米高的破碎机进行解体。针对２
号破碎机大修任务作业量大、时间紧、
作业工艺复杂、大吨位起吊、高温作业
等困难，项目部及时研究制订了详细的
施工方案并召开检修会。决定在保证
1号破碎机正常生产运行的同时，对2
号旋回破碎机进行解体大修。

自8日开始，项目部安排检修人员
两班制工作，对破碎机进行大修。5月
的缅甸正是最热季节，白天的温度都在
42摄氏度以上，破碎仓内的温度高达
六七十摄氏度。为确保维修人员的各

项安全工作，项目部及时做好防暑降温
工作，配备了防暑降温的药品、生理盐
水，在检修现场悬挂防晒网。因此次2
号破碎机大修主要是更换48块重40
多吨的衬板，在拆除旧衬板的过程中，
每一层都需要把第一块耐磨衬板用气
焊割开，在对动锥底部摩擦盘修磨时，
因空间狭小通风不畅，再加上气焊枪
的高温，维修人员每干一会就需从仓
内爬出换人继续修磨。检修期间白天
骄阳似火，酷暑难忍，检查人员的衣服
被汗水浸湿，工作服上挂满盐霜，夜晚
蚊虫肆虐，检修人员被蚊虫叮咬得痛
痒难忍，但没有一人退缩。大修期间
项目部的技术人员现场跟班作业，遇
到技术问题及时解决。在缅甸万宝矿
业公司相关技术人员的协助下，通过
大家的共同努力，维修人员克服了高
温、大件起吊、高空、交叉作业等诸多
困难，安全、优质、圆满的完成了大修
任务。

5月17日上午，随着缅甸万宝矿
业莱比塘铜矿旋回破碎机发出轰鸣的
破碎声，标志着2号旋回破碎机一次性
试车成功。

胡龙海 黄志皓

酷暑无畏惧 齐心忙大修

铜陵有色缅甸莱比塘项目部

铜冠冶化分公司为打造清洁工厂，始终坚持对生产现场及园区主干道进行清
扫保洁，并定时进行洒水，力争作业区现场清洁无粉尘。 孙晓林 摄

日前，安徽铜冠（庐江）矿业公司员工在修理井下排水泵。汛期来临之前，这
个公司制订防洪防汛应急预案，备足防汛物资，同时对井下各中段水仓进行清理，
确保矿山安全度汛。 潘小祥 摄

5月20日，由建安钢构公司承建的集团公司两大重点工程——内蒙古赤峰金剑精矿库（右图）、池州冶炼厂铅阳极泥建设
工程（左图），首根超大型预制柱于相距千里的两地，各自顺利成功吊装，南北异地，相距千里，同时首柱吊装成功，开创了这个
公司工程施工的新局面。

赤峰金剑精矿库厂房预制排架柱单根最大重量36吨，池州冶炼厂铅阳极泥主厂房建筑面积2700平方米，预制排架柱44
根，单根最大重18.04吨。 在“5·20”这一特殊日子里，两大重点工程同日同时异地实现首柱成功吊装。

吴志停 李海波 摄

本报讯 日前，金冠铜业分公
司举办的2019年度入党积极分子
培训班在安工学院开课。此次培
训规格之高、参训人数之多为这个
公司历年来之最。作为发展党员
工作中的重要一环，这个公司规范
培训形式、邀请外来专家授课等做
法以及参培员工年轻化一线化的
实际情形，都昭示着这个公司发展
党员工作的特色与亮点。

如今，金冠拥有基层党支部18
人，党员367名。2012以来共发展
党员28名，值得一提的是，其中生
产 一 线 20 名 ，占 发 展 总 数 的
71.43%。党员发展向一线倾斜，是
这个公司发展党员工作一以贯之
的坚持。

当前，金冠正处于深度融合的
关键之时，这个公司在党员发展工
作中注重特色注重实效，激励更多
的员工在各自岗位上为金冠的发
展贡献力量。

也因此，发展党员工作被列入
金冠年度重点工作，每年底制定第
二年度组织发展计划，并报集团公
司组宣部备案。同时实行目标管
理，通过开展调查，对党员队伍状
况进行认真分析，切实在党员发展
中改善党员结构。

针对企业青年员工多的特点，
重点在生产一线，35岁以下的优秀
知识青年中发展党员这一重点，紧
扣这一工作思路开展党员发展工
作，使党员队伍年龄、文化结构各
方面逐步趋向合理，党员发展工作
呈现了年轻化、知识化、一线化的
特点。

此外，因为用工制度的特殊
性，这个公司目前有13名劳务派遣
身份工党员在公司工作，其组织关
系所在党支部开具临时组织关系介
绍信至公司党委，公司党委及时建
立劳务派遣身份工党员管理台账，
并将他们编入相应的党支部党小
组，开展日常的教育、管理工作，积
极吸纳他们参与到组织生活中
来，增强员工的归属感。在发展
党员工作过程中，金冠与对方党
组织共同培养，此举得到劳务公
司所在党工委的高度肯定，他们
多次到金冠交流考察劳务派遣工
党员发展工作。

考虑到发展党员质量，这个公
司改变了一些基层党支部坐等职
工群众递交入党申请书后再培养
的传统做法，从提高认识、转变观
念入手，采取会议、培训等形式，帮
助基层党员、干部充分认识做好发
展党员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不断改进工作方法，把培养教育工
作做在职工群众递交入党申请书
之前，积极引导他们向党组织靠
拢。

陈 潇 吴家富

金冠铜业分公司党员队伍
趋 向 年 轻 化 一 线 化

本报讯 “安全工作只有进行
时，没有停顿时，稍有懈怠就会倒退。”
这句话是安庆铜矿从干部到职工已经
形成的共识。今年以来，安庆铜矿将责
任意识、忧患意识、矛盾转化意识和态
度端正意识作为巩固安全成绩的四粒

“扣子”，通过扣紧这四粒扣子，让安全
成为真正的常态。

这几年，安庆铜矿通过采取多种举
措确保了矿山年年实现了安全生产。
为了防止安全工作出现懈怠和上紧下
松的现象，今年上半年，安庆铜矿再次
敲响安全警钟，要求全矿上下必须扣
紧“四个意识”的安全扣子，从思想意
识深处筑牢安全。责任意识，矿山两
级班子在安全上思想不能放松，抓安
全的举措不能放松，落实安全的各项
制度不能放松，对职工的安全教育不
能放松，科技强安的目标不能放松，保
持安全的重心始终向生产一线下移，

扎扎实实地做到日常检查、监督和整
改必须到位，保证生产万无一失和职
工作业安全。

通过召开动员会、专题学习会和调
度会、派班会、班组会及内网宣传、主题
活动等多种形式，提醒干部和职工增强
忧患意识，千万不能陶醉在已经形成的
良好安全氛围中，尤其是一线干部职工
要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对安全隐患保持
敏感和警觉，发现问题立即整改，并要
做到对不同的安全隐患的提前预判和
有针对性的预案；同时，加大对全员及
外协单位员工的安全培训，让每一名职
工都一如既往地保持安全警觉，充分认
识到安全松一松就会有漏洞，一旦漏洞
不补就会酿成事故。还通过一些典型
安全事例教育职工，使他们切实认识到
只有做到有备无患，才可保证持续安
全。

虽然这几年安庆铜矿安全基础打
得比较牢，但是矿山也充分意识到有
些安全隐患随着生产情况、设备情况
和人员变动情况也在发生改变，矿山
已经进入发展中期阶段，生产在向深
部延伸，人员趋向老化和逐年减少，部

分老旧设备还没有完全淘汰，一些安
全上的矛盾容易出现新的转化，有的
会变成一时难以发现的隐患，有的以
新的安全隐患出现，还有的如果不及
时处理好就会造成安全事故，对此，矿
山要求职能部门会同各生产单位、外
协单位逐一摸排，制定有效对策，落实
好责任单位和责任人，从源头解决问
题，将各种转化的矛盾和有可能转化
的矛盾化解掉、消灭掉，确保生产安全
有序和高效进行。

端正态度意识是要求每一个干部
和职工一定要把安全生产和安全制度
牢记在思想意识深处，必须做到不唯生
产论英雄，而要做到“唯安全生产论英
雄”，在发现“三违”现象时，绝不允许避
重就轻，不能将“平时工作好，只是偶尔
安全没做好”作为可以减轻处罚的依
据，在抓安全上实施“顶格处理”，无论
什么人，一旦违反安全规定，就必须严
肃处理，尤其是对重复违反安全规定的
单位和个人加倍处理，让人人对安全保
持敬畏，人人都能够将每一粒安全扣子
扣紧扣牢。

杨勤华

安庆铜矿牢牢扣紧“四个意识”安全扣子

集团公司两大重点工程首根预制柱
同日同时实现顺利吊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