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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勇是金隆铜业公司精炼课阳极
炉圆盘浇铸的一名主操手，他在工作中
的最大特点是认真负责、不等不靠，遇
到任何事情都不推诿，总是积极主动想
方设法解决。他一直是该课职工心目
中的工作榜样。

今年6月30日大夜班，在浇铸阳极
板时，他突然发现A盘水槽冷却水水柱
冲得很高，原来是受高温高压影响，2
号水槽进口阀爆管。水槽冷却水因为
爆管水位突然降低，高温阳极板在进入
水槽后，因为没有足够的水源覆盖，得
不到缓冲，和少量的冷却水产生对冲形
成水柱，阳极板会因此造成碰撞而导致
变形，如不尽快处理会导致生产受阻。
杨勇迅速将水槽出口阀全部打开，同时
将进口阀也全部打开降低水槽进口压
力，保证水槽内冷却水量，维持正常生
产，待浇铸结束后进行爆管处理。一切
处理结束后，杨勇马上联系班长和值班
设备主管，终于在凌晨3点半将爆管处
理好，保证了水槽系统稳定运行。

杨勇始终保持着积极认真负责的
工作态度，发现问题积极主动地去处
理，认认真真完成本职工作，兢兢业业
站好自己的每一班岗，绝不让隐患留给
下个班。

见到杨勇时，刚开始他还有些不好
意思，但是说起自己最得心应手的工
作，他很快便打开了话匣子。他对如何

控制浇铸速率提高阳极板质量颇有经
验，给笔者罗列了好几个注意点，还配
以照片加以解释，真是面面俱到。

经过了解，杨勇是2019年 7月份
从金昌冶炼厂转岗过来的，在老厂时他
还是个班长呢。来到金隆铜业公司后，
面对新的设备、新的环境，遇到了好多
难以解决的问题，不是很适应，多亏了
班长和课室领导的谆谆教导和鼓励，他
一步一步从解决问题中总结经验，越做
越好，越干越利索。

“杨勇接受能力快，主动性强，积极
自觉、不等不靠，与同事们非常团结。
工作勤奋踏实，安排的活儿不仅都能按
时完成，而且从不抱怨，工作的事大家
有时候还没开始动起来，他早就忙活起
来了。”他的班长陈尚飞说，“积极主动、
默默无声是杨勇最大的特点，无论白天
还是深夜，遇到设备突发故障，杨勇不
仅会及时发问题并解决问题，而且绝不
会把问题拖到明天。工作自觉性自律
性非常到位。特别是在圆盘浇铸参数
控制这一块，这方面要求很严格，不允
许有任何出错的地方，杨勇一有时间就
会和我讨论有关参数设置和控制的问
题。”

面对夸奖，杨勇说他早就习惯了，
在老厂是这样，在新的岗位还是这样。
他经常爱就工作问题进行思考：为什么
会出现这种情况？为什么要这样操
作？……实在想不明白就会问班长、问
同事，他把自己的想法与他们的回答联
系起来，再通过实践去分析解决问题，

这样印象会比较深刻，以后遇到了诸如
此类的问题便会迎刃而解。

在日常，浇铸包电子称上的盖板有
积灰和积铜需要定期清理，电子称和浇
铸包工作时是联动的，每次浇铸包在浇
铸开始时，高温铜水与浇铸包接触会有
少量的铜水喷溅到电子称的盖板上及
缝隙中，如不及时进行清理，就会造成
电子称数据异常和失效。每次浇铸结
束，在浇铸包吊离后，他总是第一个上
去，手拿钢钎和大锤进行细致地清理。
有一次在浇铸的时候，由于A盘电子称
限位故障，产生铜水满溢。当时杨勇是
第一次遇到这种状况，十分紧张，在陈
班长悉心指点下，杨勇一边及时通过摇
炉降量，另一边对B盘正常浇铸包实施
加量紧急处理，避免了安全隐患的产
生。有了这次经验之后，杨勇在进行铜
水浇铸时就更加小心翼翼，操作的手法
更加稳当。记得还有一次杨勇上夜班，
大概凌晨两点左右，他发现圆盘提取机
不能自动操作，此时中控没有出现报警
画面，杨勇一看到有异常情况发生，立
即飞奔出中控室，首先检查圆盘提取机
现场及周边，发现都是正常的，他又跑
回中控室仔细观察，发现原来是圆盘限
位故障，因为限位长时间高强度工作，
故障突显连锁启动。他立即打电话给
班长，然后按照指示处理好。杨勇以安
全生产为重，发现问题，不等不靠主动
作为第一时间处理，保证了生产的正常
运行。

刘 胜

——记金隆铜业公司圆盘浇铸主操手杨勇

不等不靠主动作为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进冬瓜山铜
矿正52米井口，冬瓜山铜矿掘进一区
维修工张超开始了一天的忙碌。他麻
利地穿戴好安全防护装备，准备奔赴他
的战场：负850大库。作为设备停放检
修的场所，因其备品备件多而称之为大
库。这里，就是张超每天奋斗的地方。

从部队退伍的张超，站立如松，一
头短发，走路带风，干事就是一个字：
细。他说，这是在部队一点点磨练出来
的。铁一般的纪律刻在胸膛，铁一般的
信念坚定方向，铁一般的纪律时刻不
忘，铁一般的担当扛在肩上。“真正的士
兵，即使脱下军装，依然会保持军人的
信念和勇敢。”

2022年 5月，正在井下作业的铲
车传来一阵阵异响。张超听闻后，立
刻赶到现场去检查。“是什么时候出现
的问题？”“就是刚刚铲矿的时候，声音
很不对劲。”“现在还能不能正常行
驶？赶紧开到库房来！”滚烫的设备和
闷热的作业环境成为开展检修的拦路
虎，他或蹲或仰，对设备的每一个角落
进行检查。终于，在对变速箱进行放
油检查时发现传动油内含有大量铁
屑，激动地说：“问题原来在这，这台变
速箱已经不能用了，马上跟区里汇
报。”残余的润滑油溅到他身上、衣服
上，他都没有察觉。铲运作为掘进过
程中至关重要的一环，与下一道工序
息息相关，停运一天就会造成莫大的
损失。为了能让设备尽早投入生产，
他主动请缨，加班加点投入维修。更
换好变速箱后铲车依然无法动弹，他
想，会不会是新更换的变速箱有问
题。把变速箱拆卸下来，对变矩器、传
动轴一一检查，发现传动轴法兰盘与
原车法兰盘不一致。在拆卸法兰盘
时，发现有些固定螺栓因为长期紧死，
卸下来很不容易。他不断尝试，润滑、
打磨，在十八班武艺轮班“伺候”下，终

于完成了安装。他的衣衫已经被汗水
浸湿，额头的汗水顺着头盔一滴滴滑
落，沾满黑色油污的工作服已看不出那
亮眼的橙色。当被问起为什么这么赶
的时候，张超笑了笑说，“维修就是这样
的，前期做的事越多，后面设备运行出
的问题少，才能保证稳定的生产。”

其实在 2013 年他就接触到了维
修，在学习操作铲运机的时候便对自己
的设备进行养护，更是萌发了学习维修
的想法。2018年，当听闻区里开展“传
帮带”活动，他积极的报名参加，跟着师
傅后面投入到全新的工作当中。他好
学不倦，刻苦钻研，在业余时间购买大
量书籍阅读，很快便熟练掌握各项技
能，成为理论知识和技能水平双提高的

“能手”。在工区无轨设备国产化改造

工作中，张超发现设备上使用的销套进
口件与国产件在使用效果几乎一致，立
即向区部设备技术组汇报，并对使用后
的情况进行了反映，既方便了操作人
员，又极大地节约了备品费用，一年各
类备件修复节约2万多元。该矿自开
展“设备见本色”以来，张超主动请缨参
加设备防腐。仔细地对腐蚀部位进行
除锈、修补，对众多附件一项项拆除、清
洗、打磨、整形后才算完成。经他手的
设备，无论从外观到性能，几乎都达到
新设备标准。“他在工作上尽职尽责，不
管什么事都冲在前，以自己的行动影响
了他身边的一批青工，当过兵的果然不
一样。”这是该工区生产班班长裴学飞
对张超的评价。

王 朝

——记冬瓜山铜矿2021年功臣、青年岗位能手张超

退伍不褪色 井下争先锋

今年以来，铜冠铜箔公司铜箔五六
工场以提升核心竞争力为目标，以深入
推进精益流程管理为抓手，细致推进各
项工作深度融合，巧用“加减乘除”法，
推动流程管理不断迈上新台阶。

“加”上智能，减少工作强度。
2022年年初，该工场开展“铜箔设备及
自动化改进项目”活动，采用问卷调查
和会议讨论的方式，收集改造“金点
子”，提高设备自动化水平，在重点部位
实施以机械化作业替换人工作业、以自
动化生产减少作业人员、以智能化管控
减轻员工工作强度，提升本质安全水
平。

该工场生箔工段在线抛光工序一
直依靠传统的人工手摇，该工场电力自
动化工段主动作为，将这一控制系统改
为自动控制。改造完成后，该工段成为
全工场“机械化换人、自动化减人、智能
化无人”改造升级试点示范标杆和应用
场景，极大程度上缩短了操作时间，节
省了人力物力。

设备是提高工作可靠性的源头，近
年来，该工场持续对设备进行升级换
代。自从该公司物理检测室引进第一
台面密度仪之后，生产工序也在逐步推
进面密度仪的安装，根据不同客户的要
求设定不同的参数来保证铜箔成品质
量。“面密度仪通过持续扫描，可以在第
一时间发现铜箔薄厚不均、标重不符等
问题。”该工场分切工段长吴慧瑾和笔
者说。

“减去”空闲，确保学习时间。七月
以来，为提升工场骨干对流程管理的认
知度，该工场充分利用生产间隙时间，
组织工场管理人员、生产骨干和技术人

员进行精益流程化管理培训。
在开展精益流程化管理的同时，该

工场还定期开展“设备管理”大讲堂活
动，组织工场生产骨干上讲台，为员工
讲解本工段设备以及工作原理，让大家
对工场各生产工序的设备进行了解，掀
起全员学习的热潮。“‘设备管理’大讲
堂活动的开展，鼓励员工之间相互学
习、相互交流，促使员工对生产各工序
设备进行了解。只有掌握了整个生产
设备、生产过程、生产工序，才能使铜箔
的产品质量进一步提高。”该工场党支
部书记汪福来说道。

除此之外，该工场还在图书角不定
期增加与流程管理有关的报刊和书籍，
让员工在空余时间进行学习。“精益流
程管理的实现首先要全面、正确认识流
程，为流程开展‘把脉问诊’提供载体和
依据，进而‘开方抓药’促进流程‘强身
健体’，所以首先要让所有员工意识到
流程管理的重要性。”该工场场长王俊
义在培训时和参训人员说道。

“乘”以党建，提高生产效率。“党建
工作与生产经营就像车轮的轮轴和轮
毂，只有相辅相成，同心同力，才能最大
限度发挥效能。”该工场党支部书记在
汇报党建攻关项目进展情况时说。

依托“党建项目攻关行动”，强力破
解生产过程中的难题，该支部“溶铜自
动化改造”攻关项目，通过编写、安装离
子浓度计在线控制程序，使溶铜工段送
检铜浓度次数由之前4小时一次减少
至一周一次，班组由每班4人减少到每
班3人，大大减少溶铜工段工作强度，
解决了溶铜工段现场依靠人工控制、员
工工作强度较高和控制时效性不强等
一系列问题，极大地提高了溶铜工段生
产效率。

近年来，该工场党支部在工场开展

“党员领衔科技攻关，助力企业创新发
展”党建品牌创建活动，服务生产，服务
职工，坚持发挥支部战斗堡垒和党员先
锋模范作用，促使广大党员在岗位上争
当能手，解决生产技术难题，提高产品
档次和成品率，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除”掉堵点，解开生产难题。通过
流程梳理和分解，摸清工场现阶段生产
难点堵点工作，梳理的目的在于发现流
程管理短板。该工场一开始就确立了
工作重点：一是抓源头，明确主管领导
和分管领导责任，将理论方法和专业技
术相结合，“知行合一”，有的放矢；二是
抓难点，围绕工场生产过程中的难点问
题，力求在最短时间内对生产过程中的
难点问题进行突破；三是抓试点，进一
步总结试点流程管理经验，探索构建精
益流程管理模型，在二期二段溶铜工段
进行试点，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建设
标准。

化学检测室一直面临着人工检测
慢，数据有误差的难题。为此，该工场
主动作为，联系厂家为实验室量身定做
了一台电镀分析仪。“以前人工检测一
个样需要两分钟，自从引用这台电镀分
析仪之后，只需30秒就可以完成。”化
学检测室班长杨巧燕说道。据了解，这
台电镀分析仪仅铜离子检测这一项就
可以将检测误差值从0.5克每升降低到
0.05克每升以内，甚至更低。

今年来，铜箔五六工场以精益流程
管理为统领，以《管理评审计划》《岗位
标准》《产品实现标准》等各项标准文件
规范运行确保流程运转落地。工场各
项生产流程运行更加顺畅，工段之间的
配合更加高效，管得住的基础更加牢
固，理得顺的能力稳步提升，为公司高
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保障。

吴 猛

——铜冠铜箔公司铜箔五六工场深入推进精益流程管理工作

巧用“加减乘除”法 解好“流程管理”题

每天早晨上班时，管长永都会走到
母亲房间的床前，握一握母亲枯瘦的
手，同母亲道个别，然后才出门去上
班。尽管母亲不能说话，但是眼里却充
满了幸福和满足。

今年46岁的管长永，是安庆铜矿
动力车间的一名普通管道维修工，在本
职岗位上，他踏踏实实默默奉献，领导
和同事们夸赞他是一个“待人厚道，工
作实在的人”。自结婚以来，因为哥哥
远在陕西西安工作，姐姐又远嫁芜湖，
父母一直随他们一家生活。

管长永的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农
民，妻子在私人企业打工，一家人日
子虽然过得清苦，但也和睦幸福。
2008年的秋天，管长永的父亲被查出
患食道癌，全家人都很着急，远在西
安的大哥将父亲接到西安治疗，管长
永也随父亲一道去陪护。由于医院
陪护床位紧张，管长永连续半个多月
都睡在病房的走廊上。大哥得知弟
弟平时有胃病，很关心管长永的身
体，让他做一个胃镜检查。那天，管
长永刚刚拔下导管，手机就响了，医
生让管长永赶紧去父亲病房签字做
手术。管长永强忍着做胃镜带来的
不适签了字。手术很成功，但后续需
要长期化疗和精心照顾。管长永陪
着父亲又回到了安庆的家中，每个月
都要带着父亲去医院做化疗和住上
十天左右的医院。尽管姐姐经常回
来照料父亲，但是，长期带着父亲治
病和护理父亲的任务主要落在管长
永夫妇的身上。父亲住院时，每天早
晨，管长永都要做上鸡蛋面条或炖上
新鲜的排骨汤等流食送到病房，给父
亲增加营养。父亲因为化疗反应不
想吃东西，管长永就耐心地劝导父
亲。在管长永和妻子的精心护理下，

父亲的病情得到了稳定。
2010年，管长永父亲的癌细胞扩

散需要做开颅手术，管长永只能请假每
天24小时陪护。此时，家庭经济也越
来越困难了，妻子只能找一家更辛苦
的、收入也相对高一点的私人企业打
工，增加一点收入。此时，儿子才上小
学，一家人的艰辛可想而知。可是不巧
的是，这一年母亲又突发脑梗塞和被查
出患有帕金森症，真是雪上加霜。两位
老人都同时住在医院里，却不在同一个
病区，管长永每天既要照顾父亲，又要
照顾母亲，让他心力憔悴。有一天下
午，父亲出现严重的化疗反应，管长永
不停地给父亲按揉胸口，让父亲得到一
些缓解。就在这时，母亲病房的主治医
生又打来电话，让他赶紧过去，母亲的
病情又有新的变化，管长永安顿好父亲
后，又匆匆赶到母亲病房，直到母亲病
情稳定才松了一口气。这样的情况，三
天两头都会发生。那些天，管长永每天
只能睡两三个小时，人明显消瘦了许
多，可是，为了父母他硬是咬牙坚持了
下来。

母亲出院后留下了后遗症，半边身
体不能动弹，且说话口齿不清，生活不
能自理，照顾母亲的起居饮食都落在管
长永身上，妻子下班回来后就会主动换
一换他。父母亲尽管身体很差，但是都
喜欢吃炖排骨和猪蹄，管长永就经常买
回来让妻子煨烂，自己喂给母亲吃。

2012年父亲病逝，临终前拉着管
长永的手断断续续地说：“我和你妈让
你们夫妇和哥哥、姐姐受累了，我走后，
你们还要照顾好你妈。”管长永流着泪
点头，父亲安然离世。

父亲去世后，为了照顾好母亲，管
长永在母亲的房间里安上了一张小床，
自己每天晚上都睡在母亲的身边，这一

照顾又是十年。母亲的身体越来越差，
每天只能躺在床上，四肢也不能动弹。
管长永每天早晚要给母亲洗脸洗脚，夜
里要给母亲翻身好几次，只要听到母亲
咳嗽，就要用吸痰器给母亲吸痰。有时
半夜还要热点牛奶和冲点米粉喂母亲
吃。通常夜里也只能睡四五个小时
觉。前年，由于常年卧床血脉不畅，母
亲的右脚根处长了一个脓疮，请来几个
医生上门诊治，医生都说“这样卧床的
病人不容易治好。”可是管长永每天都
坚持用酒精给母亲的脓疮处擦拭并上
药，一点都不懈怠，或许是真诚感动了
上苍，两个月后，母亲的脓疮终于痊愈
了。

每年冬天，管长永的大哥就会开
车将母亲接到西安过冬，也让弟弟夫
妇休整一下身体，到了来年春暖花开
时，再将母亲送回来。大姐只要稍微
有点空闲也会赶回来照料母亲。管长
永的儿子自小就很懂事，爸妈不在家
时，就会主动照顾爷爷奶奶，还常常给
奶奶喂饭；考上大学后，每次打视频回
来，总要同奶奶在视频上见一见，让奶
奶开心。妻子在外无论多忙，回来都
会主动照顾好老人，变着法子做点饭
菜让老人多吃一点；每隔几天，妻子就
会给婆婆擦拭身体，十多年如一日，从
无一句怨言。

2021年以来，母亲的身体状况更
差，每天只能靠流食维持生命，每半个
月需要换一次胃管，每次都是管长永自
己给母亲更换。上门诊治的医生感慨
地说“像这样的老人，如果不是儿女孝
顺精心护理，恐怕早就不会有今天了。”
对此，管长永道“父母亲生养了我们，父
母亲老时善待他们是尽人子之孝，无论
多辛苦，也是应该的。”

杨勤华

久病床前有孝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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