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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 载 着 科 技 梦 想 的
技术指导生产 倾力服务一线

洒青春，经天纬地为矿山

生产技术科简介

生产技术科测量组印象
杆竖起来的时候袁 同时也竖起了自
己的精神标杆和人生标杆遥
精确——
—不变的追求
野差之毫厘袁失之千里遥 冶这句话
一针见血的指出了袁 精确要要
要不仅
是测量之野精魂冶袁还是测量组成员
不变的追求遥
2012 年 9 月份袁测量组接到一
个新任务袁必须在两个月内袁完成所
有关于大罗坪坑口的测量数据与地
质资料袁这是一块难啃的野硬骨头冶遥
由于大罗坪坑口过去是私人老板承
包袁没有任何的测量地质资料袁一切
都要重头开始遥 此时袁恰逢科室要开
始制定公司 2013 年的采掘计划袁各
类测量尧 地质编录工作也在紧锣密
鼓地进行中袁时间紧袁任务重袁人手
少遥虽然大罗坪距离古益矿仅有 16
公里袁但是山路陡峭袁弯多路窄袁驱
车前往也要 40 分钟遥 为了及时保质
保量完成任务袁 他们奔走在大罗坪
与古益矿之间袁风里来袁雨里去袁从
不间断遥 白天袁他们背着十几公斤重
的测量仪器袁穿梭在井下巷道袁爬斜
井袁 走采场袁 准确收集各项测量数
据袁 一忙就是一整天袁 衣服湿了又
干袁干了又湿袁午餐就在井下草草解
决遥 下午 4耀5 点钟出井是常有的事袁
倘若运气不好袁错过了人车袁就得花
上 1 个多小时袁 背着测量仪器徒步
出井遥 一天下来袁双腿就像灌铅一样
足有千斤重袁 整个人累得散了架似
的遥 晚上袁他们仍旧出现在办公室里
忙着整理尧编录尧上图遥 就是凭借着
这股野铁人冶精神袁仅仅用了 50 天的
时间袁他们硬是把这块野硬骨头冶啃
了下来袁比预期提前了 10 天遥
坚守在地表深处袁 经天纬地奋
战在荒山野岭袁 这不正是他们的真
实写照吗钥 仅有 12 人的测量组袁却
肩负着整个矿山所有工程的测量工
作遥 每年不仅实现了 2 万米无差错
掘进巷道的施工放线尧资料收集尧上
图袁为地质尧采矿专业做采切设计尧
回采尧控制贫化损失提供所需图件曰
还精确贯通了 75 个天井袁 除此之
外袁 还重点开拓了相向贯通 260 中
段 012 斜井改造工程曰20 中段主道
相向开拓贯通工程 渊1650 米冤曰-20
中段开拓工程渊550 米冤遥 工程中的
每一组数据都饱含了他们的心血和
汗水遥
有的英雄在枪林弹雨中造就曰
有的英雄在波谲云诡中炼成曰 有的
英雄只是默默用双脚丈量着矿山的
每一个角落袁纵使耗尽青春袁亦无怨
无悔浴
（梁明艳）

在矿山工人的眼里袁 矿井巷道
是什么样子呢钥 是将深埋地下的宝
藏源源不断输送到地面的 野黄金通
道冶遥
在测量技术人员的眼里袁 矿井
巷道是什么样子呢钥 是一个又一个
点袁星罗密布袁错综复杂遥 每一个点
都有一组详细的数据袁 标志着它的
精确信息和地理位置遥 别小看这些
细小的数据袁却与矿井的规划尧设计
息息相关袁 更是矿山安全生产技术
决策的依据遥
这些小点连在一起就变成了矿
山遥 这些点袁无论是在巷道尧斜井尧采
场还是野外袁 都必须有人一个一个
走上去袁架起仪器袁读取数据袁编入
档案袁描摹画图遥 那么袁这些在矿山
画点的人是谁呢钥 他们就是公司生
产技术科测量组全体技术人员遥
尽职——
—无悔的坚守
关于测量工作者袁 曾经有这样
一个比喻要要
要野行在龙头袁 位在龙
尾遥 冶这个比喻非常形象袁作为一名
矿山测量技术员必须像尖兵一样行
走 在 矿 山 的 最 前 端要要
要野 冲 锋 陷
阵冶袁然而尖兵不是主力袁与采矿尧地
质专业相比袁只能排在最后袁容易被
人遗忘遥 尽管如此袁可他们从未停止
前进的脚步袁从未放弃心中的追求袁
从未动摇坚守的决心遥
冷冽的寒风恣意肆虐着野外的
小草袁绵绵细雨纷飞而来袁此时气温
是 3 摄氏度袁山上浓雾笼罩袁放眼望
去一片白茫茫袁 这样的寒冷雾雨天
气在南方甚是少见遥 已经在山上待
了整整 4 个小时袁 作为一名测量工
程师的小何袁 脸冻得已经没有感觉
了袁手指肿得像胡萝卜一样袁双脚麻
木得不听使唤了袁肩膀也疼痛难忍遥
这是 2012 年 12 月 11 日袁海拔
518.538 米的山上袁大罗坪 114 中段
至古益坑口 138 中段的野外作业现
场遥
当时袁3 个小伙子袁一个肩扛十
几公斤重的沙石袁 一个肩扛十几公
斤的水泥袁 另一个肩扛十几公斤的
测量仪器袁 正在一步一步艰难的攀
登遥 一趟尧两趟尧三趟噎噎终于把 28
个测量点所 需的 420 公 斤重 的 沙
石尧 水泥袁 还有测量仪器扛到了山
顶遥 大伙累得气喘吁吁袁 喉咙直冒
火袁可是谁也没有停下来休息袁只喝
了一点水袁 就开始忙碌起来遥 捣水
泥尧立桩尧架仪器袁放线袁一刻也没闲
着遥 风袁不断地在耳边呼啸曰雨袁不断
地往脸颊飘洒袁 混合着汗水打湿了
头发袁他们却毫无知觉袁依旧全神贯
注的忙着袁 当他们把最后一根测量

生产技术科工作人员在井下进行测量 林江彪 / 摄

工作人员在进行技术交流

林江彪 / 摄

技术员的悄悄话——
—

我心中的佛子
野想飞上天袁和太阳肩并肩袁世界等
着我去改变袁 想做的梦从不怕别人看
见袁在这里我都能实现噎噎冶那一年袁一
个怀揣着梦想袁 一个不知天高地厚尧一
个坚信伸手就能碰到天的年轻小伙来
到了佛子遥
还记得那弯弯曲曲的乡村公路袁还
记得那小桥流水袁还记得那一个个朝气
友善的佛子人袁还有我们这群来自五湖
四海的兄弟遥 从这一天起袁我就爱上了
它袁爱它朝气逢勃的气息袁爱它永往直
前的拼搏精神袁还有那海纳百川的博大
胸怀袁我就犹如幼小的嫩芽袁汲取着它
给予的阳光和养分袁盼望着来日枝繁叶
茂遥
爱情遥 矿山里虽然没有现代都市的
繁华袁但却多了一份祥和宁静遥 在每天
清晨醒来袁那凉风清爽舒适袁那林间鸟
儿的欢快雀跃袁 那小桥流水的叮咚袁往
往让我更静下心来袁想着现在袁想着过
去和未来遥 一幅水墨丹青的画卷袁给了
我心底最平静的安慰袁也给了我播撒爱
情种子的期待遥
友情遥 七八十年代房子两人间单身
宿舍袁却留下了许多欢乐的瞬间遥 佛子
让我们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兄弟齐聚
一堂袁为同一目标袁同一梦想袁不懈 努
力遥 风也过袁雨也走袁有过辛酸袁有过彷

徨袁更有过欣慰与快乐遥 还记得袁那夕阳
下袁柔风拂面袁篮球场上袁一个个帅气的
身影袁一起挥洒着青春激情曰还记得袁多
少个清凉夜袁你未眠袁我未睡袁几包酒鬼
花生袁几瓶啤酒袁分享着你的喜我的忧袁
一起畅谈未来遥 多少个夜晚袁几个潇洒
的灵魂袁为一句小沈阳的那句野 至少你
还有我冶而泪流满面遥
事业遥 在炎热的井下袁 他们孜孜不
倦袁亲身教导袁教我辨岩性尧岩层产状尧
断层的性质尧矿体的产状等等曰在安静
的办公室袁他们不顾出井的劳累教我上
图袁他们就是我的父辈袁教我本领袁教我
做人的道理遥 这份成长的喜悦滋生在我
的心底袁像一份无比巨大的财富袁沉甸
甸的放在我的人生履历里遥 当我在工作
上遇到困难的时候袁不会再担心尧烦燥袁
不会再消极尧气馁遥
回忆是个说书人袁 会用充满乡音的
口味袁诉说着跟佛子的缘分遥 三年的时
光就像指间的细沙袁在不经意间悄悄散
落了一地遥 为了梦想袁我坚信一步一脚
印袁朝自己的梦想迈进遥
我相信袁有你们在我身边袁这里就是
我青春最美的乐园袁是我实现梦想的地
方遥 不管有多大的困难袁我都与你们同
行袁始终坚信经历了风雨袁彩虹离我们
还远吗钥
（黄康荣）

技术员的悄悄话——
—

把工作当成乐趣很来劲

生产技术科工作人员井下工作掠影

PDF 文

件

使pdfFactory
用
试

用

版

李玉娟 / 摄

本 www.fineprint.cn
创 建

记得刚来公司工作时袁 参加了公司
举办的野读书窑励志窑成长冶主题演讲比
赛袁 其中有这么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袁
野态度决定一切袁干与不干袁态度问题曰
干好干坏袁能力问题冶遥 这句话给了我很
大的触动和鼓舞袁态度是一个人面对事
物的一面心灵窗口袁更是个人精神风貌
最直接的展现遥
态度是一个人人生观及世界观的
简单体现袁积极大度的人自然拥有更豁
达开阔的人生轨迹遥
在工作中袁 我看到不少低头做事袁
默默奉献的人袁他们辛勤服务于公司生
产的各个岗位袁 每日重复着相同的工
作袁任劳任怨遥 他们每天都投入不少精
力去学习尧钻研袁关心行业新技术发展袁
力争把工作做得更好遥 刚调到总工办上
班的原生产科同事郭寿良有过这么一
句话院野我感觉画 CAD 图袁 就像是玩游
戏一样有意思冶遥 把工作中所必须完成
的任务当成一种乐趣去做袁工作变得更

加轻松愉快袁没有压力遥 把工作当成乐
趣袁当成生活的一部分袁就会认真的思
索如何才能使其更高效袁更合理袁心态
也会变得更年轻遥
把工作当成自己的兴趣去完成袁这
就是一种工作态度遥
现在我也渐渐有了这种感觉袁 在平
时的绘图过程中袁我会尽量总结绘图经
验袁发掘绘图工具的更简单高效的操作
方法袁 每当学会使用软件的新功能袁都
会让我高兴许久遥 为了完成矿山 3D 地
形图及巷道立体模型的绘制袁我和同事
熬夜奋斗袁等建好了模型袁才感觉困意
袭来袁但心情却异常开心遥
对工作的态度袁 其实也是个人对自
己生活的态度袁在生活中乐观尧豁达和
不计较的人在工作中也不会过多的计
较个人得失遥 只有保持正确的工作态
度袁才能心甘情愿地高效高质地完成好
每一项工作袁才能为佛子梦添砖加瓦遥
（蒙思球）

公司生产技术科袁不仅是公司科学技
术指导的野领头羊冶袁还是矿山安全生产的
野生力军冶遥
科室集地尧测尧采尧地面基建尧综合统
计于一体袁工作范围广袁技术强度大袁它既
是公司生产运转的枢纽袁也是矿山生产一
线的智囊团和操刀手遥 科内共有员工 39
人袁其中本科学历 8 人袁专科学历 10 人袁
工程师 8 人袁助理工程师 15 人袁技术员 13
人遥 一直以来袁他们作为生产技术的中坚
力量袁肩负测量尧探矿尧采矿设计的神圣使
命袁 紧密围绕集团公司的核心经营理念袁
坚持安全生产尧系统管理尧计划开采遥
生产技术科科员不辞劳苦尧 任劳任
怨袁克服重重困难袁以野技术指导生产袁倾
力服务一线冶为己任袁长期深入井下生产
一线开展全面工作遥 既要负责井下开拓系
统尧 生产探矿及采场采切的图纸设计袁技
改工程方案设计袁地质资料的编录袁各种
巷道的施工放线尧贯通精确控制尧实测上
图袁地面基建工程设计与施工指导袁生产
指标相关资料的搜集统计尧 报表编制上
报袁也要做好公司年度的采掘计划等遥
近年来袁生产技术科成功主持了以下
工程遥

一是对古益矿 260 坑口 012 线斜井
进行改造袁 将箕斗式提升改为串车式提
升袁技改后提升最大值为 1.45 万吨/月袁以
斜井服务 5 年袁提升量为 12 万吨/年计算袁
可直接节约成本 150 万元袁缓解了井下提
升压力遥
二是对古益坑口斜井掘进实施机械
化袁使斜井掘进由原来手工出渣改为履带
式耙渣机和耙斗式耙渣机联合出渣袁大幅
度降低工人劳动强度袁斜井掘进效率由原
来 25 米/月提高至 40 米/月袁 加快了深部
开拓工程进度遥
三是开拓贯通了 20 中段主道相向工
程袁该项工程全长 1650 米遥
四是开展了全国危机矿山资源接替
调查项目袁 为公司创造了直接的经济效
益遥
在各类对外统计报表报送工作中袁科
室连续四年荣获广西区联网直报野先进集
体冶荣誉称号遥 除此之外袁在全国危机矿山
资源接替调查项目中因探矿成果显著袁被
中国国土资源部授予野全国危机矿山接替
资源找矿先进集体冶荣誉称号袁也曾荣获
梧州市野工人先锋号冶等荣誉称号遥
（梁明艳）

“ 坚 ”若 磬 石 矢 志 不 渝
采矿助理工程师谢恒坚的故事
他 不 仅有 坚 若磬 石 的 顽强 意
志袁还有勤劳如牛的吃苦耐劳品德遥
十年来袁他以矿石为墨袁青春为笔袁
以自己平凡的岗位为纸袁 用满腔热
忱书写着别样精彩的人生诗篇遥
野坚哥冶是大伙对他的昵称袁其
名谢恒坚袁 公司生产技术科采矿助
理工程师袁一米七的高瘦个子袁这是
野坚哥冶最引人注目的特征遥 虽然不
善言辞袁但是工作起来却如同野拼命
三郎冶遥
工程设计露头角
野业精于勤荒于嬉袁行成于思毁
于随遥 冶这是韩愈在叶劝学解曳中说的
一句话袁也是野坚哥冶的真实写照遥
作为一名采矿助理工程师袁坚
哥肩负采掘工程设计尧 工程施工技
术指导的重任袁 每年要完成大量的
工程设计方案遥 十年来袁我们虽然不
知道坚哥具体完成了多少项设计方
案袁 但是我们知道精益求精是坚哥
不变的追求遥 就拿 60 中段东翼 3 线
至 015 线的开拓设计来说袁 为了做
好古益矿床 60 中段东翼的设计工
作遥 白天袁坚哥深入设计现场袁实地
查看袁记录详细的实际情况曰晚上袁
图为生产技术科谢恒坚 梁明艳 / 摄
认真研究 271 地质队提供的材料袁
查明此矿段的品位和储量袁矿体的产状以
6 线 10 号脉的探矿工程在施工中袁由于受
及地质情况袁并翻阅大量的相关资料遥 坚
到断层尧破碎尧褶皱等地质条件变化的影
哥时而画图袁时而冥思苦想各种最佳的设
响袁探矿工作一时没有头绪袁暂停了施工袁
计袁如置身于无人之境袁总是等到值班的
请生产科出方案袁需要他帮忙解决遥 为了
门卫来叫他了袁 才依依不舍的离开办公
不影响施工进度袁坚哥挂了电话袁把碗往
室遥 经过坚哥一个星期废寝忘食的努力袁
桌上一放袁 以风一般的速度往古益矿赶遥
他终于拿出了两个初步方案遥 经过技术尧
正当大伙一筹莫展的时候袁坚哥的身影出
经济的再三比较袁 一个既符合安全规范袁
现在井下袁他一边向大伙了解情况袁一边
又能满足中段运输能力尧采场生产能力以
实地查看岩性思考分析袁最终凭借自己扎
及探矿要求的设计方案出来了遥 其系统简
实精湛的专业技术袁 将工程调整布置袁又
约袁开拓时间短袁工程掘进量不仅减少了
找到了矿脉袁及时解决了难题袁确保了正
60 米袁节约了生产成本袁还为井下工作人
常施工遥 当问及坚哥为何如此拼命工作
员创造了良好的作业环境袁保证安全高效
时袁他说院野我只是尽了自己的本分而已遥 冶
生产遥
勤奋为径不止步
恪尽职守为生产
野书山有路勤为径袁 学海无涯苦作
野技术指导生产袁倾力服务一线遥 冶不
舟遥冶 时代总在不断进步袁科学技术更是日
仅是生产技术科每一位技术人员心中恪
新月异遥 只有不断充电学习才能提升自己
守的信念袁还是为之奋斗的目标遥 坚哥除
的专业技术水平袁与时俱进袁才能更好地
了负责工程设计以外袁 还要参与公司年
为企业服务遥
度尧季度尧月度生产计划编制以及工程预
坚哥在工作之余袁还抽出时间来学习
结算工作袁工作量大而且繁琐遥
专业知识遥 金属矿床开采尧井巷工程尧凿岩
科内实行分地段综合管理袁坚哥负责
爆破尧矿山机械尧矿山测量袁钻研这些专业
260 至 180 三个中段的采掘技术管理遥 由
技术成了他的一项兴趣爱好遥 当别人逛街
于井下工程点多面广尧复杂多变袁为了做
玩耍的时候袁他尽情遨游在知识的海洋里
好日常的管理工作袁坚哥别出心裁的建立
乐此不疲曰当别人邀上三五知己品茗畅谈
了各种工程的生产台账袁同时还对每个采
的时候袁 他驰骋在试题沙场上奋力鏖战曰
场的顶板进行精心分级袁实行采场顶板分
当别人花前月下浪漫的时候袁他仍然独自
级管理遥
一人挑灯夜读噎噎就是这股勤奋好学劲袁
记得有一次袁 坚哥为了赶 20 中段 01
坚哥不但从一个采矿技术员蜕变成采矿
斜井砼支护方案设计尧编制工程预算书和
助理工程师袁而且还顺利取得了桂林理工
施工合同文稿袁连续奋战了好几天袁由于
大学矿山地质专业专科函授毕业证遥
劳累过度而患上了重感冒袁本来打算不下
十年的光阴流逝袁 十年的青春挥洒袁
井袁好好休息两天的遥 谁知袁早上 7 点 10
十年的矢志不渝袁坚哥默默无闻地用行动
分袁坚哥刚刚煮好了早餐袁才吃了几口就
诠释了袁勤奋务实要要
要华锡之本的真谛遥
被一个求援电话打断了袁原来是 180 中段
（梁明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