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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 孙建 吴琼

文明，是一座矿山进步的标志，亦是矿山

发展的灵魂。抓好文明创建工作的目的是什

么？为了让环境更美，为了让风气更好，为了

与美好生活相逢相伴。

初秋时节，漫步在钱营孜矿工业广场，宽

阔整洁的路面，错落有致的绿化，各种健身设

备齐全，九支志愿者服务队相继成立，“最美

人物”评选火热进行……处处彰显着矿山文

明创建提升后的成果。“环境更美了，衣食住

行更舒心了！”谈起矿山环境的变化，钱营孜

矿的职工们个个竖起大拇指。

在文明实践的“催化剂”之下，投产 10 年

的钱营孜矿“旧貌换新颜”，小到一盏路灯、一

株绿植、一个特制烟灰缸，大到 5G 矿山建设，

钱营孜矿员工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得到提

升。

从小事抓起
推动创建工作常态化

今年年初，结合矿井发展实际，钱营孜矿

制定下发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文明创建工作

的实施意见》，成立了矿文明创建工作领导小

组。完善矿区《公民道德公约》，引导员工从我

做起，讲公德，讲礼仪，遵法规、守秩序、摒弃

不良习惯。细化《员工文明行为细则》，规范员

工日常行为、工作行为以及升旗仪式、乘车、

行走、会议、电话接听、文明用语和就餐、洗

浴、住宿、驾车行驶等行为。出台了《员工入井

行为规范化管理制度》，规范员工井口候罐、

井下乘车、井下行走、现场交接班及文明生产

等行为。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肺炎疫情，出

台了钱矿办 9 号、10 号、11 号、13 号、14 号文

件，钱矿党发 12 号、13 号、14 号文件，成立矿

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及疫情防控办公室，

明确了责任分工，制定了管控措施，落实了领

导小组及各支部责任。实施推进“4+1”疫情防

控模式，加强党支部与员工群众、党员与员工

的“包保联络”，通过电话、工作群、一对一视

频等交流，引导员工增强战胜疫情的信心。实

施《矿井复工复产期间疫情防控 60 条措施》

和《矿井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公共区域消毒 15
项指引》“60+15”疫情防控工作法，“严密管

控”疫情防控重点人员，抓细返岗人员健康防

护。按照《关于调整和建立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常态化工作机制的通知》要求，持续落实生产

区、生活区、办公及公共场所消毒、人员体温

监测、通信后勤保障与食堂、浴池、宿舍等疫

情防控措施，取得疫情防控的胜利。

瞄准行为顽疾
强化文明创建整治

紧紧围绕“共建幸福家园、共享美好生

活”的新时代发展理念，积极开展“创美丽矿

山、建美丽车间、做美丽员工”行动，对无理取

闹、打架斗殴、酗酒闹事、违反纪律，公共场所

吸烟、乱扔乱吐等不文明行为进行集中整治，

动员和引导广大员工向不文明行为宣战。实

行入矿员工工作证（出入证）管理，为本企业

员工、其他在矿工作人员、外来联系业务人员

制作工作证、出入证、临时出入证，以加强在

矿人员的管理。落实集团公司《关于印发“礼

让斑马线、守法文明行”专项行动实施方案的

通知》要求，开展以“礼让班马线守法文明行”

为主题的文明交通实践活动。重点对进矿路、

矿内重点路段、行人和车流量大的地方，漆画

斑马线，设置标志牌和提示语，对未按规定礼

让斑马线的行为，按照内部管理规定对驾驶

人做出相应处理，纳入失信人员档案。

全面落实“6S”管理要求，对厂房、车间、

库房、料场、办公室等场所进行整治。列出清

单，立改立行，高标准要求，细化、量化整改任

务，层层推进。按照日督查、周巡查、专项检查

的方式，组织、协调、督导各单位做好文明创

建工作，秉承“首违警告、履违重罚”的原则，

督促责任单位对存在问题进行整改，及时反

馈整改情况，逾期不整改或整改不到位的予

以通报批评和图片曝光。开展“6S 管理最佳

办公室”创建评比活动，巩固 6S成果。武保值

勤人员通过动态巡查、视频监控对员工不文

明行为、车辆行驶、违规停放等进行监察、取

证、查处。实行文明创建工作效果包保联系点

制度。将机关地面职能科室与其他单位对接

分配，包保 2-3 家单位。联责单位与包保单位

实行创建工作同步考核、同步奖惩。

榜样力量浸润人心
深入开展志愿服务

围绕矿井中心工作，钱营孜矿组建矿区

志愿服务队伍，一个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支队，

下辖“红色先锋”“小红帽”“向日葵”“老兵”

“榜样传帮带”“嘹亮”“一路有你”“祝你平安”

“爱心 100”九个志愿者服务队和 22 个党支

部组成的小分队。根据不同项目内容，采取不

同服务方式。开展集中服务，围绕重要主题，

利用节庆、节日等重要时间节点，组织内容丰

富、形式多样的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着眼

满足广大职工普遍、共性的现实需求，围绕安

全生产、专业技术、经营管理、工资收入等与

职工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设计普惠性

志愿服务项目。着眼满足群众个性化、差异化

需求，特别聚焦困难职工、“十类不安全人”，

定制内容各异、需要专门定制的志愿服务项

目。以思想道德文化为龙头，举办第二届“点

燃读书激情·共建书香钱营”诵读比赛、读书

月征文等活动，不断赋予中华传统文化新的

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定期开展“助人为乐

类、见义勇为类、诚实守信类、敬业奉献类、

孝老爱亲类”为主题的“最美人物”评选活

动。

该矿将企业文化建塑工作与文明实践工

作高度融合,向安全生产、经营管理、班组建

设、员工行为等领域延伸融合，强化班前礼仪

管理、“手指口述”安全确认、干部走动式管

理、员工安全联保等为内容的安全文化，提高

“人”的安全素养。开展“安全标杆”人物评选

活动，每季度进行“安全标杆”人物发布，及时

对荣获“安全标杆”的先进个人分别予以奖

励。健全完善员工“四档合一”信息，制定下发

《关于更新和完善员工“四档合一”信息的通

知》，及时掌握员工的思想、工作、生活、健康、

诚信等方面情况，准确并有效发挥其信息管

理作用。录制“安全行为我来说”小视频 22
个，携手共筑安全防护网。实施“一班队一品

牌”创建活动，促进班组管理有品牌、有抓手、

有经验、有成果。

不忘初心，携手共创；文明之光，点亮矿

山。钱营孜矿将以文明的姿态迎接新的未来。

姻 张兰君

“老婆，这个证书你一定要帮我收好，这

是我一生中值得珍藏的荣誉。”今年 5 月 9
日，西北油田采油二厂采油管理一区的采油

技师王永亮对老婆认真地说。

“2019 年度优秀师徒证书！老公，你可要

更加努力，才能对得起师傅的栽培。”王永亮

的老婆眭洁接过证书，边念着边叮嘱道。

老婆的话让王永亮想起师傅吴登亮严厉

又亲切的样子，脑海里一幕幕像放电影一样，

酸甜苦辣又涌上心头。

2010 年，刚刚参加工作的王永亮当上了

一名巡井工，20 岁的他除了按部就班地上下

班，业余时间就和同事打打球，对工作也没太

多想法。42 岁的吴登亮，是采油管理一区的

主任技师。他是行业中的技术高手，人们都称

他为“吴大师”。

2012 年王永亮从巡井班调到采油管理

一区运行中心做一名调度员。在采油二厂开

展的“导师带徒”活动中，王永亮拜吴登亮为

师。

因为年轻贪玩不操心，王永亮没少挨师

傅训。有一次，他上井回来向师傅吴登亮汇

报，吴登亮让他将发现的问题分析一下，他半

天说不出话。吴登亮严肃地说：“去井上是去

解决问题的，不是回来一汇报就完成任务了，

要动脑筋，不会可以问，可以学习，还可以探

讨，不能混日子。”

面对严厉的师傅，王永亮的脸憋得通红，

一米八五的个头站在那里比师傅高大半头，

心里的确不是滋味。

在一次上井时，吴登亮给他们讲“井口

防喷装置”的原理。而这个发明仅仅利用了一

个小球和一小根弹簧，解决了大问题，能够有

效规避井控风险及油气泄漏量。当他得知该

项目是吴登亮发明并获得了西北油田分公司

科技创新成果一等奖，并且成功推广使用。那

一刻，他从心底佩服吴登亮。

他清楚地记得，当时他问吴登亮：“师傅，

听起来原理很简单，我们怎么就想不到，你是

怎么想出来的？”

“这是我不断琢磨，多次实验得出的成

果。如果你想活得有价值，就要常常思考，工

作中得多学习，多动脑筋，付出比他人成倍的

辛苦和努力。”吴登亮说。

师傅的话对王永亮触动很大，为了让自

己快速进步，喜欢打球的王永亮减少了打球

的时间，用更多的时间学习采油知识。

工作中，王永亮上井总是抢着干活，勤学

好问。休息时间到培训基地跟着师傅练习实

际操作，不断积累实践能力。

“师傅说了，能力都是在实践中练出来

的。”他牢记师傅的话。

平时，他把每口井的情况都记在一个本

子上，没事就拿出来看。有一次，师傅问他所

管辖区一共有多少井，在什么地方，产油情

况。他如数家珍般说了出来。师傅惊讶地对他

刮目相看。那种眼神就是对他莫大的鼓励和

动力。

2017 年，西北油田举行“第六届职业技

能竞赛，那时候，王永亮不自信，不敢参加。

吴登亮对他说：“年轻人就要多学多练，

成绩不重要，过程最难得，这是学习提高的好

机会。”在师傅吴登亮的鼓励下，王永亮加入

了 45 天的培训班，学理论、练操作，撞着胆子

参加了比赛。

这次比赛王永亮获得了采油工种第七

名。

王永亮受了打击，心里很是沮丧。师傅看

出了他的心思，对他说了一句话：“通往成功

的路上，总要摔几个跟头，成功没那么容易，

但也没那么难，只要你坚持。”

冷静下来后，王永亮想着师傅的话，下定

决心继续努力学习，争取下届比赛取得好成

绩。

2019 年，王永亮主动参加“西北油田第七

届职业技能竞赛”。训练期间，高达 40 度的天

气，师傅吴登亮在培训基地手把手教他如何操

作冲次、碰泵两项技能，不厌其烦地指导他一

遍一遍操作，一个动作反复进行示范、训练。

终于，王永亮在比赛中获得了采油工种

第三名的好成绩，取得采油工种技师证书。上

领奖台的那一刻，师傅在台下高高伸出大拇

指，赞许地看着他。

“从没见我老公哭过。可那天下了领奖

台，他像孩子一样哭了。”他的妻子心疼地说。

这眼泪里饱含着很多，有喜悦、激动，更

有感恩。

他说：“这几年，通过师傅毫无保留地言

传身教，让我从被动学习到主动学习，从没有

想法到想办法去提高，从自卑退缩到自信满

满，使我在技术能力上有了一个大的飞跃。”

2020 年 5 月，王永亮被选拔参加了中石

化采油测试工技能竞赛，集中培训 5 个月，全

力以付 10 月份准备“参战”。他在奋斗的路上

不停地向前奔跑。

而师傅吴登亮在指导徒弟的同时，从没

忘记不断前行。这些年来，他先后取得西北油

田分公司改善经营创新创效奖 16 项，集团公

司 QC 成果 2 项，取得实用新型专利证书 17
项、发明专利证书 2 项，累计创效 3500 多万

元。

今年，吴登亮又带领采油管理一区“创新

创效工作室”骨干成员，先后攻关 8 项技术创

新项目，累计创效 700 多万元。

捧着西北石油局颁发的“优秀师徒”荣誉

证书的时候，吴登亮说：“要感谢我的徒弟，在

指导他们的同时，也促使我不断提高、不断在

奋斗的路上奔跑。”

干群一张卷
同台比高低
枣矿集团工会举办野安康杯冶知识竞赛

姻 张培良 张八一 殷冲

8月 28日上午，由山东能源枣矿集团工会、

安监局联合举办的“安康杯”安全知识竞赛（决赛）

在枣矿集团柴里煤矿、蒋庄煤矿、田陈煤矿、付煤

公司、高煤公司、新煤公司以及中兴建安公司、八

亿橡胶公司、丰源轮胎公司等 16个单位赛区同时

开赛，从初赛中脱颖而出的各级管理干部和普通

职工，按照“干群一张卷，同台比高低”的模式对口

参加了采煤、掘进、机运、通防、地测、供电、铁路运

输、橡胶化工等九个专业的知识竞赛。

为确保竞赛成效，防止竞赛流于形式，枣矿

集团工会按照“一个试题库，干群一张卷，同台

比高低”的思路组织竞赛，邀请权威专家建立了

九大专业“安康杯”竞赛学习试题库，围绕试题

库，六、七月份组织了历时一个多月的全员大学

习、大培训，通过专业集中大学习、大培训以及

利用学习培训考试网络系统、手机 APP、微信公

众号等载体和形式，三万多名各级管理干部、职

工掌握了本专业试题库知识要点，学熟弄通了

本专业 500 道竞赛试题。在此基础上，枣矿集团

工会于 7 月中旬在所属各生产矿井和铁运处、

供电处以及所托管的山西省东于煤矿等单位设

置了多个赛场，举办了规模空前的“安康杯”知

识竞赛初赛，2.9 万余名各级管理干部、职工参

加了初赛，417 名各级管理干部、973 名普通职

工在初赛中胜出获得了进入决赛的资格。

“干群一张卷，同台比高低，不仅极大地调

动了职工群众参赛的积极性和斗志，而且促使

各级管理干部以前所未有的认真态度与必胜信

念，忘我学习，积极备战，形成了干群争先恐后

的竞赛局面。”枣矿集团工会生产部部长卜庆雷

如是说。

从“门外汉”
成长为“大工匠”
姻 赵馨

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第十三届委员会全体

于 8 月 18 日圆满闭幕。会议选举产生了全国青

联新一届领导机构，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

者、北重集团青年职工王士良为全国青联十三

届常务委员会委员。

1982 年出生的王士良，2003 年毕业于包头

职业技术学院，成为北重集团防务事业部一名

普通员工。在 17 年的职业生涯中，王士良规划

着自己的人生，脚踏实地走好每一步，一点一滴

提升技能，逐步实现人生的价值追求。入职之

初，王士良立志要成为一个对企业有用之人，一

头扎进数控加工技术的海洋，凭借一股钻劲、韧

劲，从“门外汉”成长为“大工匠”。

虽是 80后，他却拥有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

“大师工作室”。多年来，他把目光放在了破解制

约企业发展的生产难点和工艺技术窄口的道路

上，先后组织完成技术攻关和技术创新 82项，攻

克生产难题 117 项，申报国家实用新型专利 5
项，总结、提炼特色操作法 5 项，发表论文 8 篇，

为企业节创价值近亿元，成为了北重集团攻坚克

难的“急先锋”和闯关夺隘的“领路人”。

作为技能人员，王士良深知“个人努力是加

法，团队努力是乘法”。他秉承“学、技、攻、新”四

字箴言，把工作室打造成了传承红色基因、展现

兵工精神的一流团队。王士良不仅自己带头干，

而且带领身边的同事一起干，把所掌握的各项专

业技能知识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学员及周围同事，

使 430多名技能人才受益，团队多名成员在包头

市、自治区、乃至全国技能大赛中频获佳绩。

面对获得的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青

年岗位能手”、全国“青年五四奖章”“金牌工

人”、中央企业技术能手、兵器集团技术能手、第

一批鹿城英才等诸多荣誉，王士良依然秉承着

初心使命，在潜心钻研中默默地享受着这份光

环之下的宁静……

为了与美好生活相逢相伴
———皖北煤电钱营孜矿加强文明创建工作侧记

共同奔跑的师徒

荫志愿者活动现场

荫 师傅吴登亮正在指导徒弟王永亮调冲程、碰

泵、检查皮带、刹车操作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