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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日15时30分，正是天马山
矿业公司选矿车间白班与小夜班交接班
时间，而此时选矿车间副主任王刚强来到
磨浮车间，用铁瓢从浮选槽里舀了几瓢矿
浆，一眼就发现选金和选硫浮选时存在不
达标两个问题，便对前来交接班的员工进
行指导。“交接班时间段，选别指标最容易
出现波动。”王刚强告诉记者。

王刚强老家是湖北省潜江市高石
贝镇人，父母皆为农民，他从2011年武
汉理工大学毕业后，应聘到天马山矿业
公司成为一名技术员。

选矿专业科班出生的孙业友，干了
10多年选矿车间主任，既是王刚强的顶
头上司，也是王刚强的师傅。在孙主任
的眼里，王刚强是从农村走出来的孩
子，最能吃苦耐劳。由于选矿作业伴有
粉尘、气体污染和噪音等，这几年分配
来的大学生因吃不了苦，纷纷辞职走
人。而王刚强一干就是十年。

“学选矿的人技术压力大，要了解
原矿性质，像天马山矿业公司以小矿体
诸多，原矿汇聚到选矿后，对选矿技术
要求特别高，有时吃了苦也不一定能看
出成绩，所以耐得住寂寞和经受住考验
是很重要的。”干了近一辈子选矿工作
的孙业友告诉记者。

王刚强刚来到选矿车间在当学徒
时，就有过人的一面，他不是坐在办公
室里纸上谈兵看书学技术，而是按师傅

的要求每天深入现场熟悉选矿生产设
备、工艺流程，在三个月时间内就完完
整整画出了选矿生产工艺流程图。“王
刚强不但聪明，而且用心学技术，是个
培养的好苗子。”孙业友说。

性格刚强的王刚强不仅在学技术
上精益求精，而且在领导交办的事情上
有股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毅力。

2018年12月份，随着天马山深部
开拓工程向下深部进军，井下排水量逐
年增加，为了确保净化站的外排水稳定
达标，水处理系统的升级扩建迫在眉
睫。矿业公司决定把这项工程交给王
刚强负责。

接到任务后，王刚强顿感压力重
重。自今年正月初八工程开展以来，他
带领员工连班加点，时刻心系工程进
度。正月十五16时，妻子打来电话：

“今天是元宵节，能否回来吃个团圆
饭？”“等我一下，忙好就回家！”那段时
间，为了赶工期，都是夜里浇筑混凝土，
是为了确保第二天正常施工。然而王
刚强一忙起来，早把对妻子的承诺忘
了，等到混凝土凝固时，王刚强才拖着
疲惫的身子回家。望着满桌冰冷的饭
菜和熟睡的妻儿，这个瘦小的男儿鼻子
一酸，泪水在眼眶里直打转。

有一天下午，王刚强难得准点下
班，便和妻子相约一起去幼儿园接三岁
的孩子，哪知孩子见到王刚强时很是诧
异：“爸爸，你怎么来接我？”“接你放学
回家呀！”“爸爸，你的家不是在单位
吗？”孩子稚嫩的话语让王刚强很不是
滋味，万般思绪涌上心头，觉得愧疚孩

子有点多了。在王刚强的坚强不屈、顽
强工作下，这项工程终于保质保量按时
完工，为深部开拓工程如期竣工奠定了
基础。

由于工作出色，今年5月份，王刚
强被天马山矿业公司党委任命为选矿
车间副主任，分管车间生产工作。刚新
官上任的王刚强就烧了第一把“火”，他
的做法让许多人难以理解。

“打破吃大锅饭，提高员工生产积
极性，实行奖惩与绩效挂钩。”王刚强
在当技术员时，看到车间里员工干好干
坏差别不大时，心里就萌发出改变的想
法，现在当上生产副主任了，他觉得实
现的时候到了。

王刚强告诉记者，每吨矿石只含几
克黄金，矿石与黄金存在百万倍数关
系，选金宛如在大海里淘沙，人的责任
心决定生产效益。

“现在井下矿量不足，选矿生产五
天就要停产四天，能完成矿业公司下达
的经济技术指标就很不错了，干吗要折
腾自己？”不少班组长带头反对。

“正因为我们从井下搞点矿不容
易，不能仅满足公司下达指标要求，所
以要向最优指标挑战。”王刚强认为对
企业有益的事，犟脾气九头牛也拉不回
来。他积极修改考核方案，并从选矿岗
位最出效益的磨浮中段下手，对班组长
进行考核试点。

那段时间，由于选矿生产的不连续
性，磨浮指标出现较大波动，班组长和
员工没有见过这种情况，生怕出现问题
而担责，没有十分把握而不敢冒险作

业。
而此时的王刚强挺身而出，除白天

全天候蹲守在作业现场外，晚上七八点
钟还要来一次，甚至第二天凌晨四五点
钟还跑过来检查一遍工作。“王主任干
工作不要命，这人真少见。”员工这样议
论王刚强。

艺高人胆大的王刚强，根据平时工
作经验和书本上的知识，不断将黄药、
松油药剂量调到最佳状态。意想不到
的效果出现了，选矿各项经济指标不仅
达到了正常值，有的甚至还超过了正常
值。“现在大家就按照我调的药剂量为
标准参照执行。”王刚强身体力行着。

“王主任虽然年轻，但他敢闯敢管，
现在生产指标上来了，与去年同期相
比，金精矿品位提高5%，硫精矿回收率
提高1%……不服真不行。自从他干车
间副主任后，我不担心指标总搞不上
去，在派班会上低头下腰的，现在我这
个班长的腰杆也直了！”磨浮班长鲁继
明说。

为什么同样的矿山、同样的设备、
同样是在管理，而王刚强做得比较好
呢？孙业友道出原因：“一是王刚强找
到了人员最佳组合点，这与他平时坚持
岗位蹲点是分不开的，能掌握生产第一
手资料，派班能精准到位，让员工从内
心里敬重他；二是他能很好地将日常管
理和选矿专业融合起来，发挥他在大学
里学的矿物加工专业特长，能够根据原
矿品位、生产条件变化准确调节药剂，
及时将科技转化为发展成果。”

夏富青 朱 艳

王刚强：刚强之下的别样人生

“劳动者才是奋斗的凯歌，歌唱
吧，我的祖国！你的璀璨盛开着繁荣
昌盛。”“十一”假期期间，金冠铜业分
公司精炼车间班组人员坚守生产第一
线，以质朴真挚的方式庆祝祖国生日，
用行动传唱着这首劳动者之歌。

走进精炼车间厂房，一幕热火朝
天的劳动景象在眼前展开：只见阳极
炉出铜口处，炽热的铜水倾泻而下，串
起一条条火龙；圆盘控制室前，两个盘
面有规律地转动着，均匀而又平稳，将

铜水浇铸成一块块平整的阳极板；圆
盘水槽旁边，一排阳极板整齐划一，等
着被叉车运送至堆场。秋意渐凉，却
挡不住员工们的生产热情。

由于临近大修，部分设备已经达
到使用期限，班组的日常点检松不得：
在炉口、出铜口等炉体关键部位，精炼
车间于每炉次进行点检，通过动态监
控，密切关注炉体变化趋势，保证及时
施行保护措施。此外，保全人员日常
维保频次也在提高，精炼车间利用操
作和浇铸间隙展开点检和预防保全，
及时清除发现的故障隐患。

保生产不能忘安全。精炼车间负
责人介绍说：“安全环保是常态化工

作，（金冠铜业分）公司在节前专门组
织了安全环保大检查，车间除了落实
整改公司检查结果，还主动进行内部
自查，并积极整改发现的问题。”

不仅如此，精炼车间将布袋检查
和空冷器清理也纳入自查范围，在检
查中确保“负压正常”，并针对近期布
袋收尘提升阀部分工作异常的问题，
及时全数进行更换，以保障烟气达标
排放。

假日期间，精炼车间还进一步完
善了循环水管理制度，实现了重力沉
降池、雨水池、圆盘冷热水池及竖炉冷
热水池的循环再利用，圆满实现“零排
放”目标。 萨百灵 凌 成

生产一线的劳动者之歌

10月2日一早，铜冠（庐江）矿业
公司动力运转中心的员工方同贵一如
往常地在派班工作结束后，穿戴好工
作服，来到主井。

“主井换绳工作已在国庆节前一
天提前完成，这是我们献给祖国生日
的礼物！”方同贵一边快步走向现场，
一边和记者聊着主井换绳工作的概
况，现在下一步的检修工作是主井缩
绳，今天要给卸矿漏斗调整位置，做好
主井缩绳的准备工作。

介绍的当口，维修工人也开始忙
碌起来。当班的班组长安排好工作
后，便拿起工具开始切割下料，两名工

人在井架右边整理电路，固定电缆，另
外两名工人在井架另一侧测量卸矿漏
斗的各种长度，收集数据。

一个小时过去了，准备工作基本
就绪，方同贵与两名维修班长在主井
井架平台上，用刚刚取得的数据，开始
讨论起卸矿漏斗位移方案。

“我觉得应该可以改动一下这个
横梁的位置。”

“这可不行！这个横梁是主要受
力梁，改动恐怕有大影响。”

十月初的阳光依然炙热，在露天
的井架上，三名员工系着保险带，汗水
已经浸透了他们的工作服。

方案确定后，维修班组马不停蹄
地开始落实工作，有的在焊接，有的在
卸矿漏斗上清理杂物，有的在确认各
种电器的安全使用……

16时，卸矿漏斗位置已经调整完
毕，主井缩绳的其他准备工作也已经
完成。

“今天晚班，我们井下还有装载
系统的防腐工程在进行，明天一早就
开始主井缩绳工作。”方同贵表示，国
庆期间的检修工作要确保按时完成，
保持几个部门检修时间节点同步，确
保生产经营的正常流畅。

陈 潇 黄从娥

国庆检修忙

10月1日7时20分，金隆铜业公
司精炼车间行车班班长陈长早早来到
主行车司机操作排班室。一进门，他
就找出铁桶、毛巾和拖把，开始打水擦
拭室内的物品柜、工具箱和地板。7时
25分，另外两名当班职工喻维明和顾
忠国也来到现场，加入清洁卫生的行
列，他们一个清理物品柜，另一个帮着
清理地板。

这间排班室距离地面20多米高，
平时由于工作的关系，一个班次下来

除了操作行车的时间外，剩下仅有的
休息时间也只能在这个约12平方米
的空间里待着不能离开，随时听候指
令应对生产。“现在离交接班还有20
多分钟的时间，平时忙于安全生产没
有过多的时间来细致清洁这里的卫
生，所以今天趁着国庆节，我们赶了个
早，要将排班室更加细致地‘打扮一番
’。”陈长说。经过一阵紧张有序的忙
碌，7时45分左右，现场一台电脑桌、8
个工具箱、12个物品柜和地面被他们

洗刷擦试一新，现场变得更加整洁漂
亮，让人感觉更加舒服。

7时50分，随着行车早班运行班
长的工作交接，一天的工作随之开
始。“昨天的三台行车运行记录、设备
点检登记本都查看了吗？”“发现的设
备缺陷和故障已经及时汇报了，请跟
进。”“别忘了今天巡检时进行复查！”
一句句看似老生常谈的叮嘱筑起了一
块块安全生产的基石，国庆假期，大家
依然坚守工作岗位。 刘 胜

国庆打扫清洁忙

本报讯 为了帮助广大党员干
部职工进一步了解中国共产党伟
大而艰辛的奋斗历程和新中国
成 立 70 年 来 的 发 展 史 ，激 发 大
家爱党爱国的热情和爱岗敬业
的实干精神，国庆前夕，冬瓜山
铜矿在安徽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举办一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学习党史、新中国史专
题辅导报告会 。安徽大学哲学
系教授裴德海应邀作专题辅导
报告。

报告会上，裴德海教授以“学习
党史国史，回答时代之问——共
产党为什么能？”为题，以时间为
主轴，用详实的历史资料和大量
的研究成果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在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
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发和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等三个
历史阶段的发展变化和奋斗历
程。

报告会结束后，大家纷纷表示，
听了裴教授的辅导报告受益匪浅，
有所得，有所悟，进一步认识到没
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
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
能发展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
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主心骨。

该矿领导、矿长助理、高级技术
主管和全矿中层管理人员、党小组
组长、班组长、生产技术骨干以及
大学毕业生等200余人聆听了报告
会。

葛传奎

冬瓜山铜矿举办
学习党史、新中国史专题辅导报告会

本报讯 “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
不能分割，无论我走到哪里，都流出一
首赞歌……”9月30日下午，动力厂七
楼会议室歌声嘹亮，气势雄壮。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和
集团公司成立70周年之际，动力厂党
委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以党日活动为契机，以全体党员为

主体，开展“唱响主旋律，歌颂新时代”
合唱比赛，激励广大党员职工坚定理想
信念，牢记初心使命。全厂五个支部，
十首合唱曲目，大家用嘹亮的歌声深情
歌颂党、歌颂祖国。首首歌曲都传递着
动力厂人奋发进取、实干担当的精神风
貌，体现动力厂职工爱国爱党爱企的拳
拳赤子之心。 董 玲

动力厂开展“唱响主旋律，歌颂新时代”比赛

弘扬爱国情，争
当奋斗者。国庆期
间，冬瓜山铜矿广大
干群坚守工作岗位，
一线职工与采场为
伍，与设备为伴，挥汗
如 雨 ，开 足 马 力 生
产。10月1日至3日，
该矿处理量累计达
39130吨；生产铜精矿
338.93 吨 ，超 计 划
20%；选铜回收率达
89.84%。广大职工用
辛勤的劳动，创造出
优异成绩向伟大祖国
70岁生日献上一份厚
礼。图为选矿车间节
日加班职工在实时监
控选矿作业数据。

汤 菁 摄

10月2日，铜冠电工公司漆包线分厂员工正在加班作业。面对今年漆包线市
场竞争加剧，铜冠电工公司通过全力加大市场开拓力度，积极抢订单，成功开发了
无锡东元等一批新客户，保证了生产经营稳定。国庆长假期间，该公司为满足客
户需要，确保按期交货，组织员工坚守岗位，开展正常生产。王红平 华 伟 摄

10月1日，铜山铜矿分公司工程区大孔班完成T-150凿岩机“转场”任务后，
在负478米中段大巷道里与国旗合影，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余 飞 摄

10月3日，铜冠机械公司员工利用自身技术对单臂平台服务车的臂式平台四
联、五联阀实行国产化替代进口调试成功，标志着该公司科技创新又取得了新成
果。 夏富青 陈克彪 摄

10月1日上午，矿产资源中心第二项目部调整当日班次，组织全体员工在冬
瓜山铜矿驻地安全活动室内观看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

萨百灵 高兴宇 摄

国庆期间，冬瓜山铜矿举办庆“国庆”职工趣味文体活动（如图），来自全矿19
个支部的近三百名职工参加了抢种抢收、滚雪球两个项目的竞技比赛。活动现
场，高潮不断，精彩纷呈，参与比赛的职工们都沉浸在节日的欢乐之中。

杨阅宝 摄

本报讯 近日，金冠铜业分公司
分析化验中心团支部组织团员青年
在滨江公园书吧开展“好书共分享”
交流活动，营造勤于阅读、善于思
考、相互沟通的学习氛围，提升员工
阅读素养，唱响“书香金冠 ”品牌建
设。

活动中，团员青年相互推荐优秀
书籍，有《论论语》《将来的你一定
会感谢拼命的自己》《一切都是最
好的安排》《我爱你就像十除三（小
孩子哲学）》《人生最美是清欢》
等。他们节选书籍章节内容，带领
大家共同走进作者的故事，分享阅
读感触和推荐理由。其中，安全员
谢鹏推荐的书目《断舍离》尤为新
颖，此书是透过整理物品了解自
己，整理心中的混沌，让人生舒适
的行动技术。通过该书联系日常
5S 等工作，呼吁大家爱企如爱家，
整理房间，整理自己，用行动带动
心灵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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