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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 萧闻 贺全明

洛阳城里见秋风，欲作家书意万重。

复恐匆匆说不尽，行人临发又开封。

要要要叶秋思曳(唐窑张籍)

“老公，自从我背井离乡来到华蓥山与你

相恋，与煤相守，亲眼目睹到矿区内一派火热

的生产景象和辛勤采煤人兢兢业业耕耘劳作

的画面，目睹到矿区日新月异变化的工作和

生活环境，我便知道，再苦再累，我们生活的

根已经扎在了矿山，但当我耳闻到每一起因

为忽视安全而造成的人身伤亡事故的时候，

我就开始为你的安全揪心，日日夜夜不停地

为你祈祷，就连在睡梦里都祈盼着安全能常

伴你左右。”

这是川煤集团广能公司龙门峡南煤矿在

开展“一封安全家书”征集活动中，一封妻子

写给丈夫的安全家书的片段。字里行间无不

渗透着撰写者对亲人的安全亲情嘱托。

安全是矿工的最大福利。维护职工的生

命安全是企业的神圣职责。近年来，龙门峡南

煤矿把丰富安全教育内容，创新安全教育形

式，提升安全教育效果作为矿井安全文化建

设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在“消除事故隐患，筑牢

安全防线”为主题的安全生产月期间，开展的

“一封安全家书”征集活动，旨在进一步提升职

工的安全意识。活动的开展得到了各单位的高

度重视和广大职工家属的积极响应，矿工兄弟

和他们的儿女、父母、妻子，饱含深情地将安全

叮咛和嘱托写给自己的亲人、同事，让广大职

工从中受到安全生产的教育和启迪。

此次征集活动共收到安全家书 312 封，

这些家书有来自生产一线职工家属的心声，有

来自安全管理人员的述说，有妻子对丈夫情真

意切的关心和叮嘱，有父母为儿子送上的最真

诚的问候和祝福，还有表达对朝夕相处的同事

的关爱之情，给亲人说说心里话、知心话，向亲

人报平安、询安康等。征集到的安全家书从不同

侧面、不同角度、不同层次嘱托亲人要遵章守

纪、安全生产。一封封人情味十足的“安全家

书”，让安全意识深深扎根在了广大职工的心

中，时刻提醒着自己，平安工作是家庭幸福的

根基，平安工作是企业发展的前提。

有妻子写给丈夫的家书，从丈夫经历的

工伤谈起安全的重要性，从身边活生生的事

故案例剖析，向亲人寄语心声，唤起职工增强

“一人安危系全家，全家幸福系一人”的安全

意识，让每位矿工充分意识到他们担负着整

个家庭幸福的责任，要自主地将安全生产的

警示铭记在心。让职工对安全的认识从单纯

的企业行为转变为企业和个人的共同愿望，

为企业发展创造更加人文的安全生产环境。

有儿子写给父亲的家书，从自己收集一

些关于煤矿安全事故发生的原因，剖析安全

生产中要避免侥幸、逆反、麻痹、逞能、从众、

厌倦、违心等不安全的心理，告诫广大职工必

须遵章守纪，才能换来平平安安，只有人人平

平安安，矿井才能更好地发展，只有守好企业

大家庭的美好，个人小家庭才会幸福美满。

有父亲写给儿子的家书，从自己作为一

个退休老矿工的经历说起，告诫儿子从事煤

矿工作，危险是绝对的，安全是相对的，事故

是可以预防的，只要落实好各项安全措施就

可以避免隐患、事故的发生，在工作中能遵章

守纪，落实好每一项安全规章制度，企业就会

安全，生命就会平安。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抚我畜我，长我育

我，顾我复我，出入腹我，欲报之德，昊天罔

极! 父亲，您一定要守安全，保平安，高高兴兴

的上下班，等高考结束了，这个暑假我好好地

孝敬您……”

“老公，家里的走亲访友、家务料理、老人

赡养、子女照料这些你不用担心，我应付得过

来，倒是你一个人在矿上要学会照顾好自己，

和同事和睦相处，上班的时候要时刻注意安

全……”

“儿子，煤矿井下肯定有很多灰尘，你上

班的时候一定要戴好口罩哦! 工作时也一定

要注意安全，井下不比地面安全……”

“爸爸，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妈妈最喜

欢听的声音就是你每次平安下班回家的时候

开门的声音……”

……

这一句句饱含深情，发自肺腑的叮嘱和期

盼，正是龙门峡南煤矿全体职工的共同愿景。

将安全融入文化中，用亲情警醒自己遵

章守纪，用挚爱叮嘱职工安全生产，是龙门峡

南煤矿这次“一封安全家书”征集活动的初

衷。以“消除事故隐患，筑牢安全防线”为主

题，通过组织“一封安全家书”活动评选、优秀

作品通过网站、广播站、QQ 群、宣讲等形式，

提高广大职工的安全生产意识，教育并激发

广大职工自觉遵章守纪、杜绝违章作业、抵制

违章指挥，推进企业安全发展、和谐发展、高

质量发展。

姻 丁玉萍 陈金国

持续的高温，使塔克拉玛干提前开启了

“烧烤模式”，午后的气温高达 40 多摄氏度。6
月 15 日中午 12 时，烈日当空，炙热的气浪烘

烤着大地，位于南疆戈壁滩上的西北油田二

号联合站热浪灼人。

5 号罐矗立在联合站西北角，周围没有

一片可以遮阴的地方，在太阳的炙烤下反射

出刺眼的亮光。5 号罐前，油气处理部党支部

书记孙彪、副经理侯建平带领党员突击队员

全天候蹲守，每隔 10 分钟观察一次大罐含

水，红工衣水洗一般黏在他们身上，湿了又

干，干了又湿。尽管全副武装，还有防晒装备，

他的脸上、脖子上被晒得黢黑涨红。

从 5 月 10 日开始，二联进站原油物性发

生变化，净化油的脱水效果达不到交油标准，

严重影响交油量。

“这是 2003 年建站以来遇到的最严重、

最难以攻克的难题。”二号联运行班长廖红军

忧心忡忡。

4 名党员主动报名请战，组成突击队。要

解决这一难题，一要确定最佳的运行参数，二

要筛选出最佳药剂配备。

5 号罐前，侯建平在检查设备时，手不小

心触碰到了罐体，立马条件反射地缩了回来，

罐体灼热滚烫。“真是太热了”，他一边摇头，

一边用测温仪测量，指针飙升到 55度。

“人会生病。设备也一样。现在二号联‘生

病’了，我们要尽快找到病灶，把病治好！”身

材瘦小的侯建平做起动员声音洪亮。

他们先是对外部集输系统进行调整以缓

解二号联处理负荷，使二号联运行负荷降低

24%，紧接着，把 1 号沉降罐用于净化罐回抽

底水处理，延长净化油沉降时间，然后，强化

药剂的热化学脱水效率，排除温度因素的影

响……

中午是太阳最火爆的时段，燥热的气浪

阵阵袭来，侯建平和队友们片刻不离现场，时

刻关注优化运行参数、复配筛选药剂。

徐辛坤，一个温柔的未婚姑娘。身为技术

员的她，在太阳的暴晒下及时跟进系统运行

情况，白净的脸不仅被晒成了“口罩脸”，还晒

脱了几层皮。同事心疼地怨她：“就你这‘二节

子’脸怎么找对象啊？”她却温柔地微笑道：

“我是技术员，应该这么做的。脸吗，会好的，

别担心。”

他们根据集输系统现状，对运行方式和

参数进行了优化调整。先是对外部集输系统

进行调整缓解二号联处理负荷，通过 10-3、
10-4 计转站调换，使二号联运行负荷降低

24%。紧接着，将 1 号沉降罐专门用于净化罐

回抽底水的处理，杜绝净化罐回抽的老化油

对进站原油脱水的影响；6 号罐调整为净化

油罐使用，延长净化油沉降时间，保障净化油

的沉降效果。然后，强化药剂的热化学脱水效

率，将原油加热温度上调 5益，排除温度因素

的影响。

连续 36 天，天天如此。最终，通过流程优

化将系统内的老化油撇出系统，在塔库首站

3 号罐集中在一起处理，将系统进行“大换

血”。同时，精心呵护一、二次沉降罐的运行，

平稳控制每一项参数，改变传统的以控制油

水界面为目的的手动放水思路，创造性提出

以控制放水水质为导向的手动放水新模式。

同时从 100 多种药剂里优选出两种药剂，经

过 1000 多次比例配备，终于确定了最佳比例

配备。

问题终于解决了，目前二号联交油量日

均 4000 吨。奋战在一线的石油人，经受住了

高温“烤”验，用汗水诠释了什么是最美的“逆

行”。

姻 胡云峰

他们是奔涌的“后浪”，他们是沸腾的希

望，他们是明天的“太阳”。从象牙塔走出的他

们，对企业感受如何？对岗位是否满意？思想

发生了哪些转变？对企业有何需求？7 月 18
日，2019 年入职皖北煤电智能公司的 5 名

“后浪”，在该公司组织部、劳资科联合举办的

2019 年入职大学生座谈会上，汇报思想，汇

报工作，也结合职业规划谈希望、谈需求。

“我先来谈谈吧，我是去年来智能公司

的，先在组织部‘轮岗’，现在办公室‘轮岗’，

公司智能化水平高，虽然不下井是个短板，但

我会多到调度了解情况，多说多看多学，尽快

熟悉文秘业务，也希望公司多举办活动，多给

我们搭建展示价值的平台，另外，要是能针对

我们这些入职短的大学生进行下专业性培训

就更好了。”毕业于内蒙古大学汉语言文学专

业的连佳宇，入职时间短，却已是横跨两大专

业的“后起之秀”，演讲、解说都不在话下，所

提建议也颇具建设性。

“感谢智能公司给了我岗位，给了我岗位

成才的机会，我一定清晰定位、精干本职，业

余时间多‘加油’，多‘充电’，‘大河有水小河

满’，希望咱们企业越来越好，也希望企业多

举办活动，丰富下我们的业余文化生活。”毕

业于巢湖学院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的王杰，

在公司劳资科从事工资考勤等工作，一波豪

横的“跨界秒杀”，彰显了强大的学习力，希望

多举办活动，又不经意暴露了年青人喜爱热

闹的天性。

内蒙古工业大学毕业的陈梦星从事的是

自己喜爱的机电信息工作，他的愿望是能多

和厂家技术人员交流，让自己拥有一双更“会

干”的手；中国地质大学长城学院毕业的吕

游，钟爱所从事的地测防治水工作，智慧矿山

的本质安全又让他萌生了到一线锻炼的念

想。他说：“现场是最好的老师，我要向现场学

习更多建设智慧矿山的技能。”

2015 年从天津科技大学毕业的吕先森，

在很多知名科技企业工作过，来到智能公司，

一听到安徽淮北的家乡话，一下子就找到了

“家”的感觉，加上公司领导的欣赏抬爱，瞬间

就决定放弃高薪报效智能公司。他凭借着丰

富的信息化工作经验，在公司信息化建设上

日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公司的前景好我们的前景就好，希望公

司在人才培养上能因材施教、因地制宜！”吕

先森的话简短、实在，也有力！

“大家谈得都很好，敢于暴露不足，敢于

把想法和盘托出，我们一定把你们的意见反

馈上去。”党委组织部部长陈东春对“后浪”们

的“心声”做了总结，表了态。

“希望你们积极阳光向上，有责任、敢担

当，做好吃苦的准备，不放过每一个展示自己

的良机，以感恩之心融入智慧矿山建设当中，

干中学、学中干，转变思想、更新观念，和企业

共成长、共发展！”该公司党委副书记、纪委书

记、工会主席张建伟的一番话，既有希冀也是

勉励。

“后浪”的心声念念不忘，公司的决策，必

有回响！

江南集团开展
“双百青年”
素质提升培训

近日，中国兵器江南工业集团“双百青年”

素质提升培训班开班。此次培训以安全生产和

环境保护为专题，由公司团委联合安技环保部

共同举办。公司第一批“青年科技、青年技能百

人计划”培养人员、各级青年安全生产示范岗岗

长和基层团干部参加了本次培训。

此次培训是公司“双百青年”素质提升培训

班的第一阶段课程，旨在深入贯彻落实公司“安

全生产月”和“安全生产万里行”工作要求，全面

提升团员青年特别是青年骨干的安全生产和环

境保护意识。专题培训中，公司安全生产专家结

合公司生产经营实际和行业内的具体案例，详

细分析了公司安全生产和环境保护工作形势，

剖析事故发生原因，以及如何进行防范。参培的

团员青年通过培训，可以更加系统地了解到公

司安全生产风险辨识与评估体系、公司环境风

险辨识与评估体系，进一步提升了安全生产防

范意识、环境保护意识。

据悉，下一步，公司团委还将结合公司能力

建设、质量管理、精益改善、工艺改进、知识成果

提炼、管理素质提升等重点工作，开展内容丰

富、形式多样的培训活动，着力提升“双百青

年”、团干部和团员青年骨干的综合素质，夯实

青年人才队伍建设。 渊李勇冤

今年 32 岁的周丹苹是个标准的四川辣

妹子，长着一双古典美丹凤眼，纤细瘦弱，自

打进西南石油大学的那天起，就有一个心愿，

当一名揭开地下油藏神秘面纱的石油人。

2012 年 7 月，她来到了西北油田采油二

厂采油管理三区，在技术组经过几年基层历

练之后，于 2017 年 4 月进入开发研究所。这

是一个被称为原油生产“参谋部”的地方。为

了这个美丽的约定，她把信念和忠诚注满地

下油藏，每天的生活都像打仗一样，加班加点

成了“家常便饭”。

周丹苹称自己为“地下工作者”。她形象

地解释说：我们面对的“敌情”最复杂，塔河油

田特殊的碳酸盐岩缝洞型油藏，地质结构世

界少有、国内仅有。碳酸盐岩裂缝溶洞型油藏

就像地下的溶洞，存在独立小空间和裂缝。我

们的工作就是要把住在数千米下“四合院”里

的稠油解放出来，需要智慧、细心与责任心，

来不得半点马虎。

多年的钻研，使她练就了一副火眼金睛，

眼光敏锐、见解独到。2018 年，她捷报频传。8
月，她到十区项目组工作，以 TH10386-
TH10325 井组为例分析探索水驱井网构建新

模式，为水驱构建提供新的方向，获得厂里一

等奖。另外，她负责的塔河十二区获得优秀增

加经济可采储量区块奖，在全厂开展的动态

分析比武中获第一名，更荣获了西北油田分

公司第八届油气藏动态分析能手大赛动态分

析能手荣誉称号。

石油人的爱情，注定会因为工作而两地分

离。从恋爱到结婚，长达 12年的异地也没有分

开她和爱人。她在新疆工作，3岁多的儿子放在

四川老家由她母亲带，爱人在北京上班。三个人

三个地点。她休假期间会带儿子去北京和爱人

团聚，虽然路途很远，却倍感幸福。

去年 7 月 11 日，她带着小孩去北京，16
时 30 分高铁到达郑州东，突然接到通知，前

方暴雨，山体塌方，需要原路返回成都。听到

这一消息，她赶紧给爱人打电话，两人商量

后决定在郑州相聚。爱人从北京出发，赶到

郑州已是晚上 11 点了。乐观豁达的周丹苹

没有丝毫抱屈，反而开着玩笑说：这么小概

率的事件被我们遇上了，真的可以去买彩票

啦！

优秀的女人是坚强的，她可以把平凡的

生活演绎得充满乐趣。 渊丁玉萍冤

按下“三键”
助推企业复工达产
姻 廖力

近日，中铁物贸成都分公司工会以“抗疫

情、保增长，大干 100 天”专项劳动竞赛为抓手，

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常态化和企业各项生产经营

任务，确保实现“疫情坚决防住、任务坚决保

住”，助推企业复工达产。

按下野服务键冶遥 分公司工会与广大职工同

在，尽心尽力尽职做好各项服务，全力参与分公

司疫情防控工作，彰显“娘家人”担当精神。一方

面主动寻找采购渠道，采购口罩、免洗洗手液、

药品等防疫物资，发放到每一位职工手中，另一

方面充分利用官方微信推送疫情的科普文章、

漫画、动画等，提高职工对疫情的认识，同时开

设主题为“防控疫情、守护心灵”的线上减压课

程，及时分享上级工会、当地政府和工会以及心

理援助热线名单等社会机构所提供的心理咨询

信息，积极为职工提供心理支持与心理援助。

按下野加速键冶遥自专项劳动竞赛启动以来，

分公司工会成立工人先锋号，在抓好疫情常态

化防控下，提前筹划、科学组织为各个施工做好

物资供应和储备工作，主动沟通、积极帮助各施

工单位复工复产，按下“加速键”。目前，经过全

体职工的共同努力，已经完成劳动竞赛确定的

阶段目标任务，取得阶段性成绩。

按下野关爱键冶遥 分公司工会认真落实各项

职工关爱工程，积极营造“情感共同体”的企业

文化氛围，切实提高职工的幸福指数，为复工达

产提供精神保障。从 6 月起，分公司工会开展

“夏送清凉、关爱职工”专项慰问活动，走访四

川、新疆、西藏物供中心及所属项目，送上消暑

“凉”品和防疫物资包，问询并了解职工工作生

活状况，听取职工意见和建议。同时，分公司工

会还开展“战疫情、强体魄，百日健步走”、职工

文体兴趣小组等活动，鼓励职工提高疫情期间

免疫力，增强身体素质，促进身心健康，展现良

好精神风貌。

巷道三千米，家书十五行
———龙门峡南煤矿“一封安全家书”活动侧记

周丹苹：我和油藏有个“约会”

听，“后浪”的心声！
皖北煤电智能公司举办2019年入职大学生座谈会

不惧“烤”验解难题

无微不至伺候“月子”
在全国第十九个“安全生产月”如火

如荼开展之际，中国石油兰州石化维达公

司恰遇化肥厂苯胺生产装置停工检修。该公

司以“快、宣、学、赛、查”五字为工作主线，全

面落实“消除事故隐患，筑牢安全防线”的为

主题，不断掀起“安全生产月”的新热潮。

图为 6 月 12 日，安全生产督查人员在现场

履职，无微不至伺候“月子”，确保“安全生

产月”无事故。 曹平 摄影报道

荫周丹苹在现场

荫皖北大学生座谈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