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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着金隆铜业公司北五路过了桥，
一直走到南二十四路，周正大的身影很
容易辨认，坚实的臂膀、纤瘦的双腿、提
着工具的双手。如果凑近细瞧，还能隐
约看到几根花白的头发。

他是金隆铜业公司保全课渣选区
域机械专业的技术骨干，负责整个渣选
机械设备的正常运转，自参加工作以来
一直从事设备保全和设备维修工作。提
起周正大，和他共事过的同事都会伸出
大拇指。一是对他专业技术能力的认
可，二是对他一丝不苟工作态度的敬重。

择一事，终一生
周师傅每天上班进厂的第一件事，

就是前往渣选课参加晨会，和工艺专职
一块讨论设备运行情况。按他的话：“我
在这工作了这么多年，这些设备就像是
我的孩子一样，每天得知道它们的情况
才能放心！”

寒来暑往，工艺专职的师傅换了一
批又一批，身边的同事也换了一个又一
个，周师傅仍然坚持在一线，每天两点一
线在现场和办公室之间来回奔走，风雨
无阻。渣选机械设备在他的悉心呵护下
锃亮如初。为了提高渣选系统和设备的
运行效率，减少故障的发生，他主导进行
的“GZT1560棒条给料机技术改造”“球
磨机中轴密封改造”等项目，一部分设备
在经过他的优化改造后更加适合渣选系
统的实际运行状况；他提出的《GZN-38
高效浓缩机回转支持检查更换方案》荣
获2018年安徽省重大合理化建议项目
奖。和他谈起这些荣誉，他总是显得很
平常、很坦然，并没有沾沾自喜。他说他
只是在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罢了。匠人

精神有两种，一种是创新发明开拓，攻克
非凡的难题；另一种是始终如一，把平凡
的工作做到极致。每一天，工作了26年
的周师傅都是踏踏实实地做着这两件
事。

好习惯，解隐患
渣选的核心工艺是“三段一闭路，两

段球磨”，球磨机是集团公司红旗设备，
也是磨浮工序的重点设备，都关系到整
个磨浮系统能否继续运行。

从今年7月份开始，周正大就注意
到2号球磨机齿轮之间的温度差，与1
号相比数据有些许波动，但是球磨机却
是正常运转，一切似乎都没有什么问题。

球磨机这类设备都只有大修时才彻
底打开，平时都是以月修保养为主，更何
况只是通过几次测量，发现的差距不大
的温差。为了确认2号球磨机是否真的
出现问题，他连续记录了两个月数据，并
对有关数据进行对比分析，发现小齿轮
驱动端与非驱动端温度差连续两个月处
于渐高趋势，这表明球磨机内部肯定出
现了问题，他立即向相关领导汇报。

由于之前没有发生过这类现象，周
师傅开始尝试与厂家展开沟通交流确认
在哪个方面出现问题。保全人，最大的特
点是肯干、肯拼，最大的优势是万众一
心。保全课机械专业的点检工程师们一
起研究方案、一块出谋划策。经过一番现
场诊断和讨论后，初步确认了检测方案。

为了能尽快恢复设备运转，他放弃
了国庆假期，经过几天的连续加班工作，
通过多次检测后终于锁定了原因所在。
在夏季限电期间，球磨机频繁启停，造成
球磨机筒体主轴承座和小齿轮轴承座向

外移动跑偏。发现了原因所在，接下来
就是对症下药。解决故障，谈何容易！
7天时间里他尝试了多种方法结果都不
太理想，大小齿啮合仍然过大。在多次
试验无果后，他总结了前几次的经验，将
主轴承座向小齿轮方向分三次共顶进3
毫米，小齿轮轴承座电机端加0.30毫米
垫片，小齿轮电机端轴承座向1号球磨
机方向顶进0.50毫米，检测结果小齿轮
同心度在可控范围，大小齿啮合正隙用
塞尺检测相差在0.10毫米以下，完成了
对2号球磨机检修。

完成了2号球磨机检修，周师傅并
没有停下思考的脚步。2号球磨机有问
题，而1号球磨机和2号球磨机启动和停
止相差不到20分钟，那么1号球磨机是
否也有这个毛病呢？想到这，周师傅决
定打开1号球磨机进行检查确认，果不其
然1号球磨机也产生了同样的问题，有了
之前2号球磨机检测修复经验，1号球磨
机修复起来得心应手。在保证小齿轮同
心度的情况下，电机端小齿轴承座向2号
球磨机方向顶进0.80毫米，大小齿啮合
正隙用塞尺检测相差在0.12毫米左右，
符合标准检修完成。

此次重大设备隐患处理因为周师傅
及时发现了问题，有计划地选择了渣选
月修期间进行停车预防性维修。从检测
到处理完成仅用时9天，没有耽误渣选
一天的生产。倘若是在带料运行期间球
磨机积累的问题全部爆发，整个渣选磨
浮系统只能被迫停车处理，而这种大型
球磨机设备事故绝对不是一个星期就能
处理完成的，带来的损失和连锁反应无
法估量。

因为一个习惯去测量了温度、又因
为一份执着坚持了两个月，最后竟发现
并解决了足以让整个系统崩溃的隐患，
优异的成绩来自于良好的习惯，而非一
时的冲动，渣选能在今天还连续保持高
效运转离不开周师傅这26年来背后的

一次次执着。
薪火接续，保全人的传承

作为渣选机械方面的“大拿”，周正
大在负责设备日常维护的同时，还承担着
对渣选区域年轻机械点检员的培养工作。

在他眼里，自己一人好不算好，一个
团队好才是真的好。只有把团队中的所
有成员有效地组织起来，把技术传授给
年轻人，使大家团结在一起，才能发挥出

团队的无穷力量。
这么多年来，周正大带出的徒弟很

多。他说：“企业文化需要传承，技术也
同样需要传承。技术是自己的，更是企
业的，企业造就了我们，为我们的成长营
造了良好的氛围，为我们展示技能创造
了机会。我会毫无保留地把我的经验传
授给更多的年轻人，希望他们早日成为
企业的顶梁柱。”

从他身上，不仅看到作为一位长者
的“师德”，更看到作为一名机械点检员
的艺德。

他也曾开玩笑说，希望点检员这个岗
位将来有一天在金隆失业，那个时候设备
也就不会有问题了。不过，每当他看到皮
带运行、球磨机转动、行车行驶……整个
渣选系统正常运转，脸上总洋溢着自豪
感。 朱德平

于平凡处见责任，于细微处见担当
——记金隆铜业公司保全课设备工程师周正大

在冬瓜山铜矿充填区班组，虽说平
均年龄超过52岁，大伙儿的节能意识
依然紧跟潮流，他们不仅青睐节能“新”
材料，还充分融入节能新媒体、崇尚节
能新概念，让节能变得如此时尚美丽，
工友们亲切地称他们是“矿山美丽‘节
能班’”。

“自凝”堵漏“新”材料，听起来就
十分高大上的名称，应该是某个科研
院所攻关项目吧，答案是否定的，它正
是充填班组“智囊团”们结合自身岗位
特点和精湛技能摸索出的“金点子”。
针对井下采场充填材料消耗大、生产
成本高的不利因素，充填生产二班班
长钟兵和工友们，通过对新投入采场
充填和进入结顶采场充填进行分析与
比对，发现新采场底部位置的围岩裂
隙明显多于上部中段的结顶采场；发
现频繁的裂隙渗漏故障，时常制约管
道系统的正常运转。于是在不影响充
填质量的前提下，积极向区里建议根
据各处采场充填体的上升高度，一方
面提前规划好充填管道线路走向，另
一方面严格把关不同充填阶段充填灰
砂比的调整档期，此举既“激活”了系
统管道运转效应，同时也发挥出充填
体“自凝”封堵围岩裂隙渗漏的效果，
从而大大减少了充填配料的使用量，
节能降耗显而易见。

时下流行的“直播带货”新媒体，
在充填班组也悄然兴起，他们可不是
推销啥“山货”，或纯粹“蹭流量”，而是
他们开展的修旧利废、节支降耗的一
项活动。在原先开展修旧利废、节支
降耗活动中，职工习惯将回收修复的

各类生产配件统一入库摆放在货架
上，但却发现有少数职工不待见这些
修复配件。为了让已修复配件尽快成
为节支降耗的“热销”，班里萌生“直播
带货”的突发奇想，并且动员大家在日
常工作中，将所发现的可修复配件，一
律顺手捎带上，还要第一时间拍照上
传至工作“微信群”，让每位工友及时
了解“带货”信息。“今天中班巡查充填
管线时，发现井下负730米中段57线
材料摆放点有许多前期拆除的管道螺
丝和螺帽，在巷道潮湿环境下，容易造
成凸出的管道连接螺丝锈蚀情况，我
建议在连接螺杆时多加一道螺帽防锈
蚀，将其用上。”充填三班班长刘世平，
率先成为节能降耗“带货”人。

不仅“带货”回收修复配件，对于
短缺的加工小件，还能提前“下单”。
此前开展的对井下负670米中段充填
班组工具柜加工，还差几组角钢没有
配齐，焊工周洪在“带货”微信群发出
需求留言后，立马有人“接单”。原来
前期参加过巷道整治作业的充填班组
青工小王，想起老区矿段已拆除的巷
道平台和漏斗有许多可以再利用角钢
材料，为自制工具柜解了燃眉之急。

一说起美容，人们立马会联想起
时尚、精致、养眼等词句，如今在充填
班组，大伙也爱上了“美容”。但谁也
没有察觉彼此的模样变化，倒是他们
一天比一天忙碌，一天比一天黝黑。
原来这是一项节能“美容”攻略。众所
周知冬瓜山铜矿井下采场充填现有六
套主充填管道系统，分别铺设在负280
米、负390米、负460米、负670米、负

730米等中段。随着每条管道的超期
使用，管道磨损和腐蚀是相当严重，加
之汛期雨水多、持续降雨时间长，对管
道的伤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为有效
延长管道使用寿命，降低生产成本消
耗，充填维修班班长阮学军主动向区
长请战，对各中段管道实施刷漆防腐

“美容”。阮学军的“美容”第一“刀”，
是负730米中段54线两套数千米长充
填主管道。面对锈蚀而又湿漉漉的管
道，阮学军带领工友先用钢丝刷、铁砂
纸等工具，将管道表面的腐蚀物清理
干净，然后再用棉纱头将管道擦拭干
净，才开始涂刷“底漆”。在擦拭管道
环节，为避免管道二次受潮，他们采取

“擦拭”与“底漆”同步进行的办法。听
阮学军介绍说:“自六月下旬开工以
来，已完成负460米、负670米、负730
米中段数千米管道除锈和‘底漆’涂刷
任务，眼下正在为涂刷‘面漆’做准
备。”

在今年盛夏期间，维修班对井下
充填主管道展开刷漆防腐工作，让超
期使用的充填管道重新换上能够抵御
高温、高湿的夏日“新装”，提高了管道
设备质量，促进了生产成本降耗。青
工小刘一脸喜悦地说道：“瞅着那些原
本锈蚀管道、废旧管卡，经过一番‘美
容’，又重新派上了用场，大伙心里美
滋滋的。”

眼下，维修班又有了新的“美容”
计划，那就是如何做好秋冬季节管道
防腐和设备维护。为了这份“美丽”计
划，工友们正摩拳擦掌……

汪为琳

如此美丽的“节能班”
程克才是矿产资源中心第一项目

部井下安装工兼专职安全员，在这个项
目部已工作了二十一年。在这二十几
年里，他从事过钻探工、钻探机长、材料
员等诸多工作，可谓是行行通、样样精，
可以根据生产需要随时随地转变角色，
所以在职工印象里，他就是万能的“百
晓生”。

需要工具时，他是行走的“工具箱”
“程师傅，把你14寸扳手用一下”

“程师傅，把你开口扳子借一下”“程师
傅，把你起子用一下”……班组人员经
常借用程克才的工具，不仅是因为他工
具齐全，每次下井都随身携带，更是因
为他的工具用起来非常顺手，每次在使
用过后他都会精心擦拭，细心保养，每
当别人说他“敝帚自珍”时，他总是说：

“你们没有当过兵，我们工具就像是战
士手里的枪，如果枪都坏了，我们怎么
上战场杀敌？没有好的工具，不能及时
排除故障，是会造成很大安全隐患的！”

需要安装时，他是严把质量的安装工
“左边9.3cm，右边9.5cm，机头再

往后一点，好！停！没问题了，两边都
是9.4cm，开始打顶杠。”程克才认真地
指挥着安装组，每次安装，他都会认真
对待每个过程。安装前，他认真地平场
地、清浮矸，保证场地平整、牢靠；安装
时，方位必须精确一致。别人说他“斤
斤计较”，他回应道：“正所谓差之毫厘，
谬以千里，我们钻机方位安装差一丝一
毫，闭孔时就可能差十几米，甚至几十
米，失去了原有的地质意义，你打的就
是废孔，所以我必须保证安装时方位角
度不能有丝毫偏差。”正常钻进时，他还
会经常到现场，拿水平仪、方位线、角罗

盘校对水平、方
位和角度。

需要运输材
料时，他是“瞻前
顾后”的安全员

每次材料运
输时，他总是最
忙的那个。装材
料时，要确保平
车重心、材料高
度 和 长 度 等 问
题，材料摆放结
束时，他又会绕
着平车转几圈，
在确保安全后，
再固定，上好“安
全锁”。推车时，
他一会跑前、一会跑后，在确保道路畅
通的同时，还要时刻注意着架空线，有
位刚分配来的大学生问他：“架空线不
是断电了嘛？材料碰到了也没事吧？”
他回答说：“因为安全无小事，等出了事
故，再后悔也没用了，不管任何时候，我
们都要把架空线当有电来看待！”上罐
笼时，他先是确认罐笼高度，然后指挥
工友将材料上罐，最后再爬到罐笼里，
关闭阻车器，垫上木块，确保平车在罐
笼里不会前后晃动。

需要攻坚克难时，他是足智多谋的
智多星

冬瓜山井下-640米中段老鸦岭铜
矿床首批探矿项目孔施工过程中，漏浆
严重、现场水量有限等问题导致施工人
员不能采用注浆的手段处理，多次灌水
泥也都无效果。面对这种情况，程克才
凭借多年经验，提出用水泥、堵漏剂等

材料和成泥球，外面用塑料薄膜包起
来，投到孔底，并根据钻孔深度、漏浆深
度，估算投到孔底的泥球数量，一次性
就解决了困扰班组的生产难题。

需要培养年轻班长时，他是倾囊相
授的好老师

“换到慢一档，往下钻进，看泵压，
泵压高了，就提钻，降下去了就继续往
下扫，来回多扫几次孔，一直到泵压稳
定，把泥浆比例也同时调整下，加白泥
和少量聚丙烯酰胺，增大密度，提高携
粉能力。”程克才在旁边认真地指挥
着。这一天，项目部党支部开展党员安
环先锋队活动，到作业现场时，发现钻
井遇到了粉化地层，年轻班长没经验，
他就悉心教导，把自己多年钻探经验倾
囊传授，并引导他们多看、多思考，达到
知其然并且知其所以然的目的，帮助班
长们迅速提高钻探技能。 陈 腾

“万能”党员程克才

（上接第一版）
突出党建引领 凝聚发展合力
该公司坚持把党建工作贯穿海外

项目建设全过程，把党组织的政治优势
转化为竞争优势，为海外事业科学发展
提供了强有力的政治保障和组织保证。

针对海外党建工作受到政治体制、
当地法律、宗教信仰、社会环境和现场
条件等诸多因素制约，不能公开开展党
组织活动的实际情况，该公司各海外党
支部开展党内实践活动严格遵循“五不
公开”原则，均在外籍管理人员下班之
后，按照该公司党委的要求，同步开展
党员教育活动，引导广大党员在任何国
家、任何岗位、任何时间、任何情况下，
牢记党员身份，履行党员义务，不断增
强党员意识，发挥好党支部抓好党建促
生产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
作用。

海外员工长期远离祖国、亲人，在
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形势面前，他们的

思想可能受到国外政治、宗教和文化的
渗透和影响。为此，海外党组织利用互
联网覆盖面广、形式多样、渗透力强等
特点，拓展海外党建工作的渠道和空
间。通过OA协同办公系统、微信、QQ
等平台，开展跨国界的学习，加强海外
员工爱国主义教育、形势任务教育、外
事纪律教育等，切实增强海外员工的守
法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

该公司对海外员工在事业、感情、
待遇等方面给予特别关怀，并不断创造
有利条件，让海外员工与家人联系更紧
密。海外员工由每年一度的探亲假改
为一年两次，特殊情况随时请假，最大
程度地满足他们的亲情需求。每逢新
春佳节，由该公司领导班子成员轮番赴
海外陪伴坚守岗位的员工一起过年，这
已经成为一项传统，让远离祖国和亲人
的员工充分感受到铜冠矿建大家庭的
温暖；国内后勤组与海外员工家属建立
联系制度，全面了解和掌握海外员工家

庭的生活状况和实际需求，随时帮助解
决后顾之忧，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架起
海外员工与公司和家庭之间的连心
桥。同时，该公司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理念贯彻到海外项目中，通过对外籍特
困员工的帮扶慰问、评选表彰优秀外籍
员工，增强员工归属感，促进中外员工
文化融合。

十年砥砺奋进、十年栉风沐雨。该
公司海外事业从小到大，市场竞争力从
弱到强。该公司一批又一批党员干部
和员工奔赴海外，远离家乡，战险阻、斗
顽石，用辛勤和汗水抒写着铜冠矿建人
敢想、敢干、敢闯的壮志豪情，在平凡的
岗位上创造出了非凡的业绩，展现出矿
建人“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
忍耐”的精神特质，推动了该公司海外
事业实现了从“搭船出海”到“造船出
海”、从输出技术到输出标准的跨越，全
力打造世界一流矿山开发服务企业。

曾红林 项兴成

坚定不移走国际化发展之路
——铜冠矿建公司十年海外发展纪实

图为程克才在库房整理备品备件。

图为周正大正在巡查设备。

图为冬瓜山铜矿充填区班组员工正在进行井下充填管道防腐摸底确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