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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们在长江五桥中塔顶着烈日施工。

出梅后，南京的气温不断攀升，进
入烧烤模式。在公交战线，有这么一群
人，无论严寒酷暑，他们用勤劳的双手

让公交车以最完美车容车貌上线运营，
他们是公交车的美容师。

日前，记者来到扬子公交高新公

司修理厂，下午两点半钟，经过阳光辐
射，户外地表温度接近50℃。修理厂
空地上停放着几辆公交车，27岁的漆
工张剑龙师傅头顶着烈日正在一辆车
边作业。

漆工是一个考验技术和耐心的工
种，同时也对人体有害，化学制品和粉
尘的双重危害，使得漆工不得不严密
包裹身体的每一处皮肤。只见张剑龙
身穿长袖工作服，头戴防护面罩，脸上
遮着口罩，戴着手套握着电动打磨机，
专心致志地打磨公交车尾硬化的腻
子。到处纷飞的粉尘落在他的额头
上，与汗水混合形成了一层灰色的泥
垢。

张剑龙时不时要用劲眨眨眼，试图
将流向眼睛的汗水挤出来，不一会眼睛
就红红的了。“冬天还好对付，像最近这
高温天气，汗水混合粉尘流入眼睛里，
眼睛经常肿得不行，有的人脸上皮肤还
会过敏。”张剑龙说，因为这手套上、衣
服上都是粉尘，所以也不敢用来擦拭，
眨眼睛是最方便最节约时间的方式。

“给车身补漆，有时还有些遮挡，但
给车顶补漆，那可以算是在50℃的铁板
上烤肉了，穿得要更严实，上去一会儿

就浑身湿透。” 张剑龙边笑边指着车
顶上的同事。

午后正值阳光最烈时段，张剑龙和
同事们为何在这个时间作业？原来，对
于漆工而言，天气晴朗时进行喷漆，漆
容易干，喷出来漆面效果更好。反之在
阳光不好的天气中喷漆，空气湿度大，
漆面不容易干。

半个小时过去了，漆工师傅们停下
手头的工作，打算去休息一下。记者随
他们走进高新修理厂漆工组。摘下面
具、脱下全副武装，吹一会空调，每人再
喝上一碗修理厂为他们准备的绿豆
汤。记者发现9名修理工的嘴角和额
头都是红红的，长时间带着防护工具作
业让他们早早都起了痱子。

据了解，漆工补漆需要经过铲车
皮、除锈、打腻子、打磨腻子、喷漆等17
道工序才可完成，一辆车子补漆至少需
要5个小时，平均他们每人每天需要为
2台公交车补漆。漆工师傅们每天流了
多少汗，自己也记不得清楚，反正衣服
几乎没有干过。但是他们说：“公交车
每天都在外面跑，是城市流动的窗口，
我们就是车辆的‘美容师’，用自己的双
手美化了城市，我们觉得很自豪。”

盛夏来临，赤日炎炎。7月13日上午，记者来到
长江五桥建设工地，与索塔混凝土班组的工人们一
起，在无遮无挡的30多米高空感受烈日的曝晒。温
度51.8℃。

据介绍，今年是长江五桥建设的索塔之年，主桥
的南塔、北塔以及位于长江中的中塔都在加紧建设
中。目前工地上共有300多名建设者在坚守岗位。
他们用自己的汗水，确保这座跨江大桥能够在2020
年建成通车。

中塔的施工现场位于长江中央。沿着临时搭建
的钢梯笼，记者爬上30多米高的索塔顶部，已经全身
汗湿。还不到10点，塔顶上强烈的阳光照着，就像火
烤一样热辣辣的。记者注意到，塔上的温度已经超过
50℃。工人们不但要忍受阳光直射的曝晒，还要忍
受钢材的热辐射，其中艰辛可想而知。

混凝土班组的几名工人正在清理塔顶的浮浆。
“每一节段拼接完成后，需要浇筑混凝土，5米的混凝
土上方会有10厘米比较松散的浮浆，去除浮浆才能
使两个钢套箱之间密闭得更严实。”中交二航局长江
五桥项目负责人种艾秀说，所有浮浆需要工人凿除后
一桶一桶装走，这只能靠人工来进行。

施工现场钢筋很多，为了避免刮碰，工人们都穿着长袖长裤。
50多岁的薛丰洋皮肤黝黑，带着一双厚实的手套，蹲在地上将打碎
的碎石一捧一捧地往小桶里装，然后再倒入一旁的特制钢箱中。薛
丰洋告诉记者，工地调整了施工时间，从早上5点到10点，下午2点
到7点，避开中午的高温时段。但一天下来，身上的衣服要湿好几
遍，用两升的水瓶喝上至少8瓶水。

在塔上作业的工人表示，上下一趟不仅累还耗费时间，因此除
非情况严重，不然是不会上下跑的。他们上塔之前都会吃仁丹预防
中暑，并穿上长袖长裤，带上充足的水。

一边和高温作战，一边还要确保作业的精准度。索塔钢壳的焊
接，要确保它的高位偏差在其高度的3000分之一以内。如果偏差
超出标准，就会影响索塔的承载力。工人要利用仪器反复测量、调
试，以达到最好的焊接效果。

工人马书清笑言：“我们在塔上的已经算好的了，还有江风吹，
在塔下干活的人要更热呢！”

为了保障施工工人高温天气下的安全，工地采取多项措施，特别
设置了防暑休息区，提供清凉油、仁丹、藿香正气水等防中暑的药品，
空调、绿豆汤供工人消暑。另外，工地保证了每间宿舍都配备空调。

他，30多年如一日投身石油机械行
业，妙手解决各种疑难杂症，成为井口
设备的“研发达人”；他，先后主持或参
与研发了50多项新产品和新技术，为
公司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快速成长为
规模企业作出了重大贡献；他，将两本
600多页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工具书

“装”进脑海，对标准中的各项技术要求
指哪背哪，丝毫不差。他就是首届“阜
宁工匠”、江苏宏泰石化机械有限公司
工程师张学青。

勤奋好学 爱岗敬业

1983年，张学青高中毕业，到阜宁
县益林油化阀门厂做车工。勤奋好学的
他不仅很快精通了车工的业务技能，还
对各种阀门及相关石油机械产品的结构
原理、加工工艺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千
方百计地挤出时间，向有经验的老师傅
学习，向各种专业书籍学习。对经手的
每个加工零件，他不仅了解其加工要求，
以便生产出合格产品，更深刻了解其作
用，以及每个指标对产品质量的影响。

很快，张学青积累了丰富的阀门和
石油机械方面的知识，培养了较强的分
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因为表现出
色，他先后被提拔为班组长、车间技术
员、质量管理员、分厂厂长。为了提高
自己的业务水平，他还参加本科函授学
习，并于1993年7月获得东南大学工业
设计专业的函授本科毕业证书。

张学青坚持不懈的学习精神，踏踏
实实的工作作风和切实有效的工作能
力，得到该县企业家姜玉虎总经理的关
注，特聘他为公司副总经理，负责产品
质量验收和售后服务工作。新的工作
内容，让张学青进一步积累了大量的石
油机械现场使用和维护的宝贵经验，更
精确地了解到油田客户的实际需求。

刻苦钻研 勇于创新

2006年3月，在张学青协助下，江
苏宏泰石化机械有限公司建成投产。
公司创建之初，厂区面积小、生产设备
少、企业员工少、销售收入少，专业技术
人员更是匮乏。张学青勇挑重担，研
发、质检和生产一肩挑，以厂为家，不休
星期天、节假日，每天工作10小时以
上，先后主持或参与研发了50多项新
产品和新技术。该公司目前获得的32
项国家专利中，有25项是由张学青主
持或参与研发的。

张学青通过坚持不懈的学习和多少
年如一日的实践，不仅掌握了近百种井用
产品的生产使用技术，更是将《井口装置
和采油树》《节流压井管汇》两本书600多
页的内容烂熟于心，对书中国家标准、行
业标准的各项技术要求脱口而出，丝毫不
差。凭着高超的技术能力、丰硕的技术成
果，2011年 2月他获得了工程师的职
称。在公司研发、生产、质检和售后服务
工作中，遇到难题找张总，成为江苏宏泰

石化机械有限公司员工的共识。
2010年，张学青在市场调研和售

后服务过程中发现，国内现有的井口装
置在油气田使用时，一旦发生阀门故
障，必须事先组织人力和物力进行压井
作业，再进行维修或更换，否则会发生
井喷事故。压井作业即用高压设备将
大比重的压井泥浆注入井下，封住井下
油气压力；维修后，再开通井下的油气
层恢复生产。这样一来不仅费工费时
花钱多（一次压井的费用高达10万元
以上），且压井液非常容易造成油气层
的颗粒堵塞或水化膨胀的伤害，常会使
高产井变成低产井，自喷井变成抽油
井，后期的损失更是惊人。

经过一年多的刻苦钻研和多次试
验，张学青研发出不压井更换阀门装
置，为公司客户提供不压井更换阀门的
技术服务。由于该项服务安全风险较
大，在开始的几年里，张学青都亲自出
马，带领一队年轻人，深入荒漠草地中
的油井，风餐露宿，使用自制的专利工
具为客户进行换阀维修作业，并手把手
地对年轻人进行技术培训和指导。几
年时间，他为公司培养出能独立进行不
压井更换阀门作业工人12名。在受到
客户欢迎的同时，他们为公司创造了
400多万元的服务费收入。

不计名利 乐于奉献

为了应对我国西北地区油气资

源中含有硫化氢，对井口设备腐蚀严
重的问题，从2012年起，宏泰公司就
着手研发多种结构的金属密封井口
装置和套管头。由于以前公司没有
技术储备和生产使用经验，在新产品
试制过程中，金属密封件的实际密封
性能与标准和使用要求相距甚远，难
以达标。

张学青没有气馁。他带领研发
人员从各种金属密封件的工作原理、
结构参数、材料性能、加工工艺、安装
部位和装配间隙等方面入手，反复研
究、仔细分析和不断试验，每天工作
12小时以上。历时半年，他们先后解
决了四种不同结构、不同型号的金属
密封件在生产和使用中的重大技术
难题，申请并获得了8项金属密封件
的井口装置和套管头的国家专利，其
中4项专利新产品获得“江苏省高新
技术产品”称号。自2012年以来，宏
泰公司先后销售金属密封件的井口
装置和套管头 2000 多台套，实现销
售收入2.4亿多元。

近年来，宏泰公司引进了许多高
学历的科技和管理人才。张学青不
计个人名利得失，主动让贤，腾出一
个又一个重要岗位，让年轻人上岗任
职锻炼。同时，他认真总结自己 30
多年从事石油机械井口设备产品生
产和研发的工作经验，严格对照美国
石油学会和国家标准要求，编写了公
司质量部各个岗位的《质检人员工作
标准》和各个工序的《井口设备的检
验规程》，对质量部的员工进行技术
培训、检查和考核，规范工作标准和
工作流程，显著提高了工作效率和产
品质量。

6月26日，51岁的姜贵才吃过早饭，从家里抱了个
大西瓜，放在了电瓶车的篮筐里，准备出门。“天太闷热，
我去看看秦奶奶，80多岁的人了，别中暑了。”姜贵才一
边推车，一边向爱人交代，“米前阵子才送过去，中午你
再给老人家熬点酸梅汤。”

秦奶奶名叫秦爱珍，今年83岁，丈夫早年去世，膝
下无儿无女，患有糖尿病、高血压、肝病、白内障等多种
疾病。2005年，已担任长西派出所繁荣社区片警7年的
姜贵才，在辖区走访中听说了秦爱珍老人的情况。从此
以后，孤苦伶仃的秦爱珍成了姜贵才最大的牵挂。一有
空，他就往老人家里跑，帮老人办低保，给老人送米、送
面、送油、送药，一送就是13年。街坊邻居见了面，都夸
老太太有福，“跟白捡个儿子似的”。

事实上，在姜贵才救助的困难群众中，秦爱珍老人
只是其中一个。从事社区片警工作20年来，他已先后
帮助150多名下岗职工重返就业岗位（或自主创业）；帮
助230名失足青年回归社会，帮助15名失学儿童重返
校园；资助社区困难群众150户（次），带头和发动社会
捐款近50万元。

“有困难找民警，老百姓的事我得管！”

51岁的张某与丈夫离婚受了刺激，患上了精神疾
病，经常无缘无故用木棍捅别人家门窗，街坊四邻对她
无可奈何。

听张某的邻居孙华（化名）反映这一情况后，姜贵才
立即把自己的电话号码留给了孙华：“下次遇到这种事
情，通知我一声。”有一年冬天的晚上，姜贵才的电话响
了：“老姜快来哟，她又犯病了，把我家门捅个大窟窿，门
上泼的都是屎尿。”姜贵才撂下电话，披上警服就往外
跑。等他骑着电瓶车赶到现场，张某正跟个没事人一样
站在一处黑暗的角落。

姜贵才帮孙华把门口的屎尿收拾干净，叫来一辆出
租车把张某送到医院治疗。由于没有监护人，医疗费用
成了一大难题。第二天，姜贵才找了居委会和街道，又
跑到民政局，请他们帮忙解决张某的医疗费。

“‘心’字头上有三点，每点都代表咱老百姓！”

走在辖区大街小巷，最让老姜应接不暇的是“打招
呼”。老姜“人缘好”，不过，老姜也被人“骂”过。

2010年3月，下大雨。刘氏姊妹不小心把辖区一家
小卖铺门口的货碰掉在了地上。店老板小赵让她们把碰

掉的东西捡起来，刘氏姊妹非但没捡，反而与小赵推搡起
来，随后还叫来家里人打小赵，没想到反被小赵打伤了。
接到报警后，姜贵才赶到现场。“好说歹说，刘氏姊妹的哥
哥非要我们把小赵关起来。我解释，你们理亏在先，又先
动的手……没等我把话说完，兄妹几个膀子一甩，‘行，我
们走，你等着’。”几天后，派出所突然找姜贵才说明情
况。原来，刘氏姊妹写了封信把老姜告到了市软建办。
信上说，“姓姜的执法不公，可恶至极。”姜贵才一看，有口
难辩，一笑了之：“要处罚我，我认了。”如今，在辖区里走
路遇上，刘氏姊妹都会不好意思地冲老姜笑笑。

姜贵才觉得：“我是一名人民警察，干的是最基层的
工作，受点委屈还不正常吗？受了委屈，别放在心上。
你看，‘心’字头上有三点，每点都代表咱老百姓，容不得
我有装委屈的地方。”

“鸡毛蒜皮本无事，老百姓需要我这‘泥抹子’！”

人们都说，从事信访工作，坐的是“清水衙门”，处理
的是“机关第一难”，做的是烦事、难事和窝囊事。在基
层担任社区民警，情况大抵如此。

几年前，辖区居民赵某想租房子，巧的是赵某看中
的这套房子，王某也想租，房东趁机抬高房租价格。赵
某因为出价高，把房给租了。王某越想越气，找人给赵
某放话：“她敢租这套房子，我就和她拼命。”赵某闻言，
心生害怕，报警找老姜。老姜一分析，这事还得找双方
做工作，不能凭王某一句话，就处理人。经过三天调解，
赵、王二人握手言和。

“鸡毛蒜皮本无事，老百姓需要我这‘泥抹子’！”姜
贵才告诉记者，20年来，经他处理的鸡毛蒜皮的事不计
其数，没有一次不被他“拿下”。他还从实践中摸索总结
出了“三心四主动”（即要有责任心、敬业心、爱心，要着
眼主动防范、主动交流、主动帮扶、主动化解）和“社区工
作五法”（即悉心帮扶感化法、扶贫助困温暖法、社区矫
正转化法、主动介入服务法、立足群防织网法），这些经
过实践锤炼和证明了的工作方法，也被市公安局推广给
了全市社区民警，促进了警民之间的互动互信。

20年来，姜贵才扎根基层扶贫济困的事迹多次被
媒体采访报道，他也因此被授予“全国公安系统二级英
雄模范”“全国公安机关爱民模范”“全省公安机关优秀
共产党员”“全省公安机关群众工作标兵”等多个荣誉称
号，并于2015年9月作为全省公安系统三名代表之一，
受邀赴京参加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观礼。

近 日 ，中
石化能源管理
与环境保护部
主任张涌，来
到江苏油田采
油二厂检查环
保隐患。素有

“环保钦差”之
称的他那不放
过“ 一 管 一
线 ”，不 落 下

“一点一滴”，不漏掉“一丝一缕”的认真劲，让员
工们真切感受到了什么是“较真、碰硬、动真
格”。

中午 12时 40分，室外温度达到 37摄氏
度。张涌马不停蹄地赶到金西采油管理区崔庄
联合站，查看“三废”治理和清洁生产工作。进
入大站，锅炉房高耸的烟囱首先引起了这位“环
保钦差”的注意。“锅炉的烟气排放是否达标？”

“环保指标的数据在哪里？”一连串的问题，张涌
给所有人来了个下马威。

崔庄联合站塔罐林立、管网纵横，是高温、
高压、易燃、易爆的要害场所。张涌一看、二听、
三摸、四闻，认真查看每一根管道走向、每一条
线路脉络、每一个接口连接、每一条数据记录，
仔细排查每一个节点的风险隐患。

在站内的“雨污分流”排水工程，张涌满头
大汗使劲扳动闸门，检验围堰闸板的密闭情
况。为了摸清排水口的位置，他忍受各种罐体
的烘烤，墙里院外来来回回跑个不停。隔油池
是防止污水外排的最后一道防线。张涌来到清
理口边半跪下来，伸手在隔板上抹了一把。在
亮出手上的油污后，他直指隔油池存在的问题，
严格要求限期整改。

就这样，在大站里转悠了两个多小时，从安
全环保装置到污染治理设施，从生产运行环节
到固体废物处置，张涌当面找问题，现场过筛
子。化学药剂存放不规范、固体废弃物随意处
置、站库文化缺少环保内容……平时容易忽视
的问题被一个个揪了出来。这种不听汇报、不
框内容、直插现场的检查，工作人员普遍反映

“不好应付”。大家也从中认识到：环境保护不
是软指标，而是硬任务，不容打半点折扣。

为了取得更好的效果，张涌还把这次“找茬
挑刺”的独角戏，变成了“安全环保”的大课堂，
专拣基层一线的共性和个性问题，和现场工作
人员开起了交流会、诊断会，并从污染控制、隐
患排除、现场清理、问题整改等方面提出了指导
性意见。张涌说，央企要在蓝天、碧水、净土三
大保卫战中发挥引领和关键作用，要通过问题
整改来提高员工安全环保的防范意识和能力，
堵住生产中的安全环保漏洞。

■信息速递
扬州医疗器械检验员首次竞技

本报讯（王槐艾）无菌医疗器械检验关乎患者生命健康安全。日前，扬州市总工会联合市食药
监局举办首届医疗器械检验员技能竞赛。

扬州是全省乃至全国重点医疗器械生产基地，目前全市共有医疗器械生产企业175家，其中近
90家生产无菌医疗器械。在这些企业，检验员是确保上市产品安全有效的关键人员，需对进厂原
料、中间品、成品开展检验。举办此类技能比武，旨在提升全市医疗器械检验技能水平。

据介绍，总成绩前三名选手，将可申报“扬州市五一劳动奖章”“扬州市五一创新能手”“扬州市
技术能手”等荣誉称号。同时，市食药监局将继续加强监管，强化检验员质量管理水平检测、业务技
能培训，每年定期开展检验员业务培训、业务考核，持续开展检验竞赛活动。

美国心脏协会急救技能培训在宿迁举行
本报讯(方树侠 姚成洲 丁彬彬)为期一周的美国心脏协会（英文简称AHA）急救技能培训近

日在宿迁市人民医院圆满完成。本次课程是由南京鼓楼医院AHA培训团队，首次携带几百万的仪
器设备外出进行培训考核。据悉，美国心脏协会是全国性的非政府卫生机构，是国际学术影响较
大、历史悠久的心血管学术团体，目的是降低心血管疾病的致残率和致死率。它提供了专门针对心
肺复苏及高级生命支持而修订的急救技能方法。课程内容包括基础生命支持（BLS）和高级生命支
持（ACLS）。

宿迁市人民医院急诊部主任孙明告诉记者，虽然2015版的心肺复苏已经被大家所熟知，但是
实训操作才知道我们离严谨规范还有很大差距。导师们对于每一个动作抠的都很仔细，开放气道
的角度、固定面罩的手法、按压的深度及频率等等，每一个动作都严格要求。

■记者走一线

公交“美容师”：烈日下全副武装 捂出一脸痱子
通讯员 童雯倩 记者 鲍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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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能降耗、保卫蓝天”征文

“环保钦差”查漏记
通讯员 王禄 记者 王槐艾

■身边的江苏工匠

张学青：井口设备的“研发达人”
记者 刘蕾蕾 通讯员 郭益成 周永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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