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332022年8月4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舒兴学
企 业 文 化

“袅袅身姿，轻盈柔美……”这是在
1987年的铜陵有色建安公司的舞台上，
铜冠建安第一建筑工程事业部江爱香跳

“日月星辰”舞蹈时给大家的印象。那时
候的她20岁，正值青春年华。

一心把自己焊在工地上
1986年，江爱香顶父亲职来到有色

建安一处，选择工种时，劳资科大姐见她
是一瘦小姑娘，推荐她干机械工的工
作。她拒绝了好意，跟大姐说，“我要干
点一下会闪出许多火花的工作。”于是，
她选择了让别人大跌眼镜，而她看来却
很美的焊工工种，开始了她艰辛而又火
花四射的电焊工生涯。

她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干一行，爱一
行”。

初学手艺，不知适时拿面罩挡住火
花，烫得她脖颈、胸前全是水泡。回到家
里，妈妈看见她身上红肿一片，心疼不
已，哭着让她换个工种。

“我不想换，别人能干，我就能干。”
母亲的担忧没能改变她的职业生涯，她
在电焊这个高强度劳作的行业里坚持了
下来。渐渐地，身上的水泡越来越少。
6个月后，她就成为操作娴熟的“老师
傅”了。

1991年，她在建安一处钢筋一班，
随当时的班长在二冶的大修现场施工，
每天站在30多米高的脚手架上进行焊
接。说不惧高是假的，她也会怕，只是每
天重复这样的登高操作早已习惯了，从
最初的胆战心惊、瑟瑟发抖，到沉着冷
静、娴熟稳健。当时别的班班长开玩笑：

“多几个像她这样的，班长就省心了。”也
就在这一年，她由于出色的工作表现光
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伴随着焊花飞舞，江爱香一心把自
己“焊”在了工地上足足15年。在这15
年里，她时刻以一名党员的责任心和使
命感严格要求自己。她辗转奔波，各项
目大型吊装件的焊接施工现场几乎都有

她的身影。在金隆熔炼厂房硫酸区域烟
囱焊接时，站在烟囱的爬梯上作业，眼睛
溅进了焊花肿得老高，一阵硫磺烟吹来
鼻子也出血了，嗓子根本说不出话来，她
依然坚持，从未放弃。铜陵铜箔22米高
还带斜坡的屋面，连大老爷们上去腿都
打哆嗦，但她“战胜了”。在稀贵金属分
公司大型钢筋混凝土屋架焊接时，130
米高的大烟囱，她顶着把人晃得来回摆
动的数级大风爬上去了……在建安公司
举行的“单面焊缝，双面成型”电焊工技
术比武中，她拿到第三名；在“三八”节电
焊工钢筋绑扎比赛中，她获得第一名。

“惊人之举”造就“免检产品”
2016年10月，江爱香成长为有色

建安防水防腐公司一名出色的女项目经
理，负责奥炉防水防腐工程。在当时整
个铜陵市的建筑行业，现场项目经理是
女性的，仅她一人。从那一天开始，她的
微信运动步数，每天都在20000以上。

她“泡”在现场，爬钢梯、上屋面，从
污水池到精矿库，从电解车间到净液车
间，每天至少走上10公里的路程。当时
的防水防腐公司党支部书记陈玖生感
慨：“如果不是长期在施工现场的磨练，
同龄女性一般是做不到的。”

谁不想守着一个温馨的家庭，谁不
想穿着漂亮时尚的服装走在都市街头，
在项目建筑工地上却没有这样的待遇。
作为防水防腐公司驻铜冶炼技术升级改
造项目工地的项目经理，江爱香负责整
个工程的防水防腐施工工作。当时的她
已经快50岁了，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价
值，确保工程工期和现场文明施工，不顾
夏天工地上近40摄氏度的高温，将自己
白皙肌肤晒成了古铜色；不顾严冬的寒
风，坚持每天六点多钟去挤公交车；不顾
长期接触环氧树脂对皮肤的伤害，带领
着防腐大军顺利完成铜冶炼技术升级改
造项目12万平方米的防水防腐工作。
心中有信仰，便不会停下脚步。经历一
路艰辛但也同样一路成长，她从不感到
后悔。

在现场，她常有“惊人”之举。奥炉
项目电解屋面板顶棚8700平米防腐施

工，难度较大，她果断地采用了悬空脚手
架施工技术方案，难度之大，令业主和单
位领导都捏了一把汗。她要求现场每个
人都要严格执行施工方案，认真仔细进
行施工现场安全技术交底和全过程的安
全监管，最后顺利完成了任务。

奥炉项目电解区域10200平米防
腐块材铺贴施工时，业主对该项施工的
质量要求非常苛刻，几乎令同事们“无法
容忍”。她按照一贯的作风，中午不休
息，晚上回家进行梳理，编制出科学合理
的施工技术方案，调用施工技术精湛的
施工人员，严格按规定配比调制出施工
材料投入项目。在此期间，她牺牲了很
多业余时间，但保证了施工质量，业主给
予了高度评价。奥炉项目防水防腐工程
共完成施工产值1200余万元，实现了安
全无事故、质量合格率100%。她所负
责的项目，被经常与之打交道的金隆、金
冠等业主监理誉为“免检产品”。

铿锵玫瑰的百转柔情
2017年，初夏的工地平板房里，暑

气蒸人。在那些接近40摄氏度高温的
钢筋水泥前，她脸颊两侧汗水顺流，取下
头上安全帽，一下显露出两条因常年佩
戴安全帽被帽带勒出的白色印痕。她却
时常自嘲，这是她常年在工地上干活，

“脸上的特色，也很美！”其实也并不是不
在意自己的形象，一切只是为了工作。

面对工作经常加班加点、每天起早
贪黑，作为一个妻子一个母亲，她总感到
对丈夫儿子和家人有愧疚。因此，即使
她每天回家再晚，都要把家务处理得井
井有条。好在丈夫儿子们也能理解她的
工作，她又感到十分欣慰。

2019年，组织安排江爱香远赴内蒙
赤峰，全面负责那里的项目建设。初到
赤峰项目部的日子里，强烈的紫外线和风
沙令她双眼通红，几乎睁不开眼睛，鼻孔
冒血，皮肤干痒，很长时间才适应内蒙的
环境。为了确保工期，夏季，避开中午温
度高，她凌晨4点就带领着团队开始投入
施工。而冬季因为温度低，早晚不能施
工，她就利用中午时间不休息连续作业。
有一段时间，因为不间断在现场联络工

作，而顾不上喝一口水，她嗓子干得说不
出话来。工作时的她从来没有把自己看
成一个弱女子，在赤峰金剑项目部爬上
30米高的屋面勘察；迎着风沙，顶着烈
日，带着材料员穿梭奔走在材料市场；每
天20000步，行走在施工现场、业主与监
理单位等各个地方，联络落实工作……
天道酬勤，赤峰金剑项目部工程完工得
到业主和监理的一致好评，也都打心眼
里佩服她。

余热未尽献，老骥不偷闲
近37年来，修身律己、谋事担当，畅

意抒写精彩人生的同时，也不断收获着
领导和同事们的认可。今年，她已到了
可以选择退休的年纪，领导们请她留下
来。其实她是个“软耳根”，本想着已经
在基层奋斗了大半辈子了，如今年纪也
到了，能退就退了吧，内蒙赤峰离家远的
地方也跑不动了。但只要领导提醒她是
一名有着3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或者一
声“老大姐”，她立马就“乖乖缴械”。“总
觉得自己有这个义务，共产党员嘛，就得
指哪打哪。”

这么多年的辛苦付出，江爱香也收

获了多项殊荣，报纸上有名，电视上有
影，广播里有声。曾经获得过安徽省建
筑行业优秀女职工、“全国冶金系统优
秀女职工”、铜陵市“三八红旗手”，多次
获得铜陵有色集团公司优秀共产党员
等荣誉称号，先后被选为市六届党代会
党代表和集团公司党代会代表。

明年2月份，江爱香就真正到了退
休年纪了，“余热未尽献，老骥不偷闲。”，
她说，“只要组织需要，我依然会选择继
续奉献，发挥余热。”

陈卫娟

谁说女子不如男
——记铜冠建安一事业部优秀共产党员江爱香

炎炎夏日，暑气蒸腾，邢电光密切关注着
水处理工作群内发布的进、出水COD值（化
学需氧量），看到生化池内一切正常，他的
心才能稍稍放松。作为冬瓜山铜矿选矿车间
精尾生产班班长，邢电光一直冲锋在前，把初
心落在生产行动上，在岗位上作表率。

精尾生产系统实行的是四班三运转作业
制，辖区内岗位分散、设备多、管道长、作业面
广、战线长，在别人临时休息的时候，邢电光
还在生产线上奔走巡查，是常有的事。为了
保证班组持续安全生产，他每天都会把各个
工作面巡检到位，凭借自己丰富的实践经验，
总是能及时发现和解决各种生产问题。他手
机24小时开机待命，班组无论什么时间出现
解决不了的生产难题，只要电话一响，他都是
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及时处理。一次月度停车
检修期间，总尾浓密机内的矿浆已排空，巡检
时发现其底部有被矿砂包裹、看不清外形的
彩钢瓦。邢电光立刻警觉，进入浓密机检查，
核实发现彩钢瓦体积较大，若不马上处理，开
车会影响浓密机的正常运转。当时是午餐时
间，他全然不顾，随即联系当班人员带上工
具，与职工一起想办法将裹上矿砂的彩钢瓦
清理出浓密机。多年来，他所带的班组没有
一次因为设备、生产管理问题而影响选矿主
系统的正常运行。

邢电光为保证水处理生产系统的正常有
序运行，时刻关注职工的精神面貌和身体状
况。在今年初疫情封控期间，他带领六名值
守人员连续奋战20多个昼夜，轮换巡查点检
动力车间沉淀池、水处理调节池、生化池、沉
淀池、中间水池、COD在线监测分析室等处
的设备设施，加强对中间水池水样检测，保证
水样的技术参数浊度值和COD值符合排放
标准。值守期间共处理10多万立方米生产

用水，全部达标并外排，高效维持选矿系统的
水平衡，有力地保障了矿部及车间的生产与
环保工作。邢电光用实际行动兑现了“绝不
让一滴污水外溢”的承诺。

自2014年7月担任选矿车间精尾生产班
班长以来，邢电光始终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把
工作做得更好，坚持不懈地学习、钻研业务，
时时刻刻严于律己、宽以待人。面对班组人
员少、年龄结构偏大、设备多等困难，他不退
缩、不推诿，知难而进、迎难而上。他从生产
设备的小改小革、班组人员的技能培训和提
高作业人员的积极性入手，实施“三点一线”
策略，不断提升班组整体战斗力，攻坚克难保
生产保安环，以满足冬瓜山铜矿可持续发展
的需要。他发现在絮凝剂制备系统生产过程
中，岗位人员频频清理送药管的弯头。他经
过观察和分析，发现在空气潮湿时，絮凝剂滞
在不锈钢管的直角弯头处容易形成板结，导致
絮凝剂干粉进入制备罐的效率降低，对24米
浓密机内矿砂的沉降速率、底流浓度和输送成
本有不利影响。弯头处易板结，那么减少或消
除弯头，是不是就能解决问题呢？他敢想敢
干，查找成功案例，发现钢丝软管的柔性能避
免转换方位时产生直角弯头，提出的合理化建
议通过审议后进行试验改造，板结情况大大降
低，稳定了絮凝剂配制浓度，降低了职工维护
强度。此外，他在班组日常管理过程中，始终
把搞好班组员工的内部团结放在工作首位，平
时关心职工冷暖，在职工有困难时及时主动伸
出援助之手，得到了职工的交口称赞。

多年来，他多次获得矿党委、矿部及车间
的表彰，先后荣获冬瓜山铜矿“十大功臣”“矿
优秀共产党员”“先进生产者”、“优秀班长”等
荣誉称号。

颜江渊

坚决守住生产与环保的“底线”
——记冬瓜山铜矿“十大功臣”、选矿车间精尾生产班班长邢电光

身材魁梧略显憨厚的王乾，2003年参加工
作以来即一直从事着铜冶炼相关工作，与火红
的炉台相伴。十九年的学习钻研与实践磨
炼，王乾从一名普通的生产操作工，逐步成长
为金冠铜业分公司奥炉熔炼车间主任助理。
日常工作中，细心谨慎、做事认真的他，用心
做好每一项事务；同时，加强工艺生产技术方
面的学习积累与创新。

细心钻研，改进生产操作控制。奥炉投产
之初，奥炉送风机的送风量无法满足奥炉喷
枪点火小风量烘炉的要求，无法按照升温曲
线对奥炉耐火材料进行逐步升温烘烤。面对
难题，王乾在详细了解奥炉送风机性能曲线
后，借鉴在老厂曾参与的送风机改造经验，同
时结合动力中心风机及奥炉阀组现场情况，
选择在风机出口增加仪表放空阀，并在完成
改造后亲自试车。通过手动控制调节，成功
满足了喷枪从小风量点火烘炉到大风量正常
生产的不同工况需求。随后，王乾根据奥炉
喷枪风在不同工况下的压力变化，给定前置
信息，通过工控机连锁控制风机导叶调节速
度和仪表放空阀开度调节，从而实现了喷枪
风量简化控制和自动控制。然而在实践生产
中，工况变化和要求不尽相同，为此，王乾又
穷搜冥讨画了几十张方法图，最终又引用限
幅程序，以紧跟工艺生产要求实现风量快速
精准控制，同时再增加仪表连锁放空阀，确保
喷枪提枪等特殊工况时奥炉送风机的运行安

全。针对实际生产中时常出现的入炉原料波
动，引起炉口正压波动及炉温变化，给生产操
作带来困难这一问题，王乾曾长时间蹲守前
道工序制粒机岗位，细心观察波动原因，与岗
位人员交流分析每台制粒机的工况波动原
因，提出在皮带料斗增加刮板，以解决上条皮
带因下料点变化，导致皮带周期性跑偏，进而
影响到进入制粒机分料量的波动问题；同时
针对制粒机内料量变化关联影响圆盘制粒机
电流变化这一问题，进一步优化2号制粒机转
速控制方式，实现自动调节控制圆盘内存料
量，确保物料进出平衡。

用心工作，保障设备安全运行。“80%的故
障都与设备润滑与紧固等相关。管生产，关
键就要管好设备。”在保全车间工作过的王
乾，深知良好的设备状态对稳定生产的重要
性。为全面掌握设备运行参数、运行条件等
重要信息，王乾的记事本里写满了奥炉核心
设备的运行参数、使用年限及运行状况等数
据。“常和设备待一起，摸得多了，设备有什么
问题，摸一下就能感觉到。”为加强设备日常
检查维护，及时将故障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
王乾积极推进设备目视化管理，通过在螺栓、
压力表上增加标识等手段，提高巡检效率和
效果；采用“听、摸、查、看、闻”基本设备点巡
检方法，并坚持每天将车间各生产设备检查
一遍，以及结合自身多专业技能，在远程工控
机上增加设备异常情况弹窗报警。哪里有问

题，他总是第一个赶到现场与大家一起处
理。同时，积极推动工艺车间与保全专业点
检员开展A 类与重点设备联合点检，并根据
设备关键指标变化趋势，充分利用月修时机
进行预见性检修，全力保障设备长周期稳定
运行。王乾在一次日常巡检中，偶尔闻到高
温排风机处有一丝二氧化硫的气味，因当时
气象条件等因素的影响，后没能再闻到异常
气味，也就无法确认问题点。细心的他却记
在心里，待到计划提枪检修时，王乾即组织区
域人员一起扒开管道保温层，开展地毯式排
查，在烈日炎炎下耗时4小时终于找到隐藏在
管道底部的漏点，从而避免了后期因漏点扩
大再次提枪检修。王乾注重每一次月修、设
备停开炉总结，不断完善各类检修方案，提升
检修过程协调能力和检修质量，加强进度把
控。在近两年的年度检修中，王乾参与了电
收尘热风吹扫改造、水淬系统捞渣机改造、锅
炉出口改造、锅炉入口段与中段更换等项目，
解决了熔炼各关键系统设备问题。尤其2021
年奥炉年度检修要与渣缓冷项目对接，检修时
间紧任务重。为保证检修严格按计划进行，王
乾白天忙碌在现场各个作业面上，协调组织检
修，落实安全监管，把关检修质量；晚上别人下
班，他则回到办公室汇总各项目进度，提前预
安排次日检修计划，督促进展缓慢项目，并针
对项目需要及时加派人手，确保按时按量完成
检修任务。因渣缓冷对接项目需要熔炼、精炼
两车间配合，然而只看图纸，难以精准解决施
工细节上要提前考虑的问题。为此，王乾拿着
图纸对着现场一点点比划记录，不明白的地方
就拉着精炼车间骨干在现场推演，甚至一天十
几个追问电话求根问底。检修期间，每天都要
忙到晚7点左右才能回家。辛勤付出，最终提
前保质保量、安全“零”事故地完成检修计划任
务，渣缓冷项目也顺利对接投入生产。亦如每
次检修一样，心系生产的他总是等到检修结束
投料正常才离厂回家。

关心员工，细微处提升凝聚力。高温熔炼
岗位工作量大、安全风险高，部分劳务顶岗工
文化程度不高且流动性大。为保障安全生
产，提升整体操作水平，王乾坚持经常性与这
些岗位员工面对面交流谈心，增强员工安全
风险防范意识，并持续开展安全操作规程复
述，及时了解和不断提升员工安全操作技能
水平。同时，了解员工思想动态，及时解决诉
求，力所能及地改善提升工作环境。针对高
温熔体岗位配发的统一长度皮围裙，因身高
不同，穿着时有的拖地、有的吊在身上，便分
长短款进货，按实际选用。去年夏季，奥炉堰
口休息室空调因制冷效果不佳需更换，然而
集中采购空调还在招标过程中，王乾便将车
间办公室的空调移过去，优先保障现场一线
人员需求。点点滴滴的急员工之所急，解员
工之所盼，在赢得员工尊重的同时，更凝聚了
班组合力，共同抓好生产。

陶鹏飞 盛 禧

潜心钻研学技术 扎根炉台谱华章
——记金冠铜业分公司2021年十大标兵、优秀管理者王乾

图为邢电光在检查高效浓密机的运行状况。

图片为江爱香（中）在对铜箔二期熔铜屋面卷材施工的卷材封边工序进行检查和指导。

图为王乾在查看奥炉水套回水温度与流量是否正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