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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象征着辞旧、团圆，是寄托和承载中国人情感的传统节日。中国人对家的深情，对
国的热爱，在春节得到尽情释放和表达。过去一年，四万徐矿人走得很稳健、拼得很努力、
过得很充实，“好日子是通过辛勤劳动得到的”再一次在徐矿得到验证。新的一年，让我们
继续努力，奋力向前奔跑吧！

◎实习记者 柳絮

在垞电公司孟加拉希拉甘杰
项目部，2月4日下午3点，距交接
班还有1个小时，项目部负责人兼
锅炉主值王勇就早早地来到集控
室提前做好准备。虽然今天是中
国农历除夕夜，王勇对工作依然没
有丝毫松懈。

“来到项目部创业5年，年年都
是陪着设备过春节。”王勇告诉记
者，今天是除夕，巡检时间比以往
要更长一些，为了把好“安全关”，

他拿出“吹毛求疵”的认真劲儿，一
手执测温仪，一手拿手电筒，仔细
读取设备上的每一个关键数据，对
着交接班记录来回核对。该项目
部是燃气和燃油相结合机组，无论
是设备数量和机组规模都要比徐
州本地机组大许多，这意味着巡检
一次要花双倍的精力。一趟巡检
下来，王勇的工作服早被汗水浸
湿。

回到集控室，王勇双眼盯紧大
屏幕监视重要参数，三期项目新机
组目前正在进行720小时稳定性试
验，为了充分了解新机组的性能，
如果出现差错导致停机就要从头
开始计时。“差一个小时都不行，项
目部的每一个人心里都憋着一口

气呢！”任务在肩，这个春节比过去
更加紧张。

在农历大年三十的前一天，王
勇带领职工一起贴了春联，“新年
新气象，仪式感一定不能少。”

工作虽然忙碌，但是一点也没
有冲淡项目部浓浓的年味儿。职
工们积极想点子、搞活动，大家的
身心都热乎乎的。

一周前，王勇就张罗着收集大
家关于过年的意见，一条条都记在
了随身携带的笔记本上，跟后勤方
面主动沟通。这不，知道大家伙儿
吃腻了牛羊肉，平时在这个伊斯兰
教国家难得一见的大肉今天也摆
上了桌。

“今年的文体活动特别多！”

随着跟业主方沟通越来越畅通，
业主方今年组织了许多文体活
动，再加上项目部自己组织的各
项活动，项目部在过年的每一天
几乎都是热热闹闹的。篮球赛、
羽毛球赛、掼蛋……大家踊跃参
与，“我今天上班前还参加了套圈
活动呢！”指着套来的“战利品”，
王勇笑得很开心。

除夕夜色已深，项目部的中班
工作人员还在岗位上忙碌着。“目
前垞电公司正是转型发展的关键
期，作为外出创业职工更要努力工
作，打响‘垞电’品牌，让垞电的明
天更加美好！”

设备轰鸣声中，新的一年如期
而至，面对新征程，王勇充满信心。

◎实习记者 张炜玮

“这是我工作以来在岗位
上度过的第一个春节，也是第
一个没有和家人一起过的春
节。”农历大年初二 22 时 10
分，新安煤业公司掘进二区技
术主管李勇早早地来到工区
会议室，准备参加班前会下井
带班。

李勇是一名“90后”，2017
年入职的他已经“嫩竹扁担挑
大梁”。“大年三十和初一，虽
然井下停止生产，但依然需要
我们每天在井上做好值班工
作。”李勇说。

22时 30分，班前会正式
开始，区长安排完当班工作
后，李勇作为技术主管传达了
规程措施：“今天我们的工作
任务是到1201材料道运输工
作面设备，这是复工后第一个
工作时段，大家一定要提起精
气神，按规程作业！”对于安全
工作，李勇一点都不马虎，给
工友们特别强调了复工注意
事项。

过年是这几天大家挂在
嘴上的话题，去副井口的路上，家在附
近的工友们开心地聊着过年的种种趣
事。李勇的家在甘肃会宁，从公司到
会宁，需要一天的时间。“今年在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的哥哥也没回家过年，

家里只有爸爸妈妈，不知道他
们的年过得怎么样？”与工友们
的热闹年相比，李勇心里有点
想家。

“大家辛苦了，赶紧吃点
水饺、汤圆再下井。”刚走到井
口，李勇就接到了热情的女工
协管员送上的水饺和汤圆。

“一口咬下去，甜甜的汤圆心
充盈在嘴里，甜的不仅是味
蕾，心里也很甜很暖。”李勇
说，这几天，大家的关心化解
了我的思乡情，我深深感受到
了徐矿浓浓的“家”文化，“温
暖，有凝聚力。”

一到1201材料道，李勇和
工友们立即投入到工作中，检
查设备完好情况、巷道支护变
化……李勇忙得不亦乐乎。“别
看他年轻，工作却十分认真负
责，善于学习，大胆管理。”工友
对李勇这样评价。

“作为一名新入职的大学
生，仅仅工作了一年，就被提
拔到技术主管的岗位上，我真
切地感受到了在徐矿人人是
人才、人人可成才、人人能成
才的良好氛围。我要加倍努

力工作，来回报企业。”谈及就业以来
的成长，李勇充满了感激之情，“今年
没能回家过年，但我在单位感受到了
温暖，同时也为矿井安全生产贡献了
一份力量，我觉得很光荣！”

◎实习记者 周川翔

除夕一家人团聚在一起“守岁”，
是最幸福的时刻，今年除夕，对于华美
热电公司运行副值王岩来说，却要“守
护”机组稳定运行。

“越是过年越要格外小心，节日期
间人手少，任务重，更要仔细排查隐
患、认真治理。这既是我们的工作原
则，更是华美运行人的优良传统。”王
岩告诉记者。

2月5日零点，新年的钟声刚刚敲
响，王岩已经拿起测温枪走在巡查的
岗位上了。从加强防寒防冻措施，到
渣库水坑排水；从旋风分离器出口膨
胀节温度测试，到风机轴承加油，每一
个环节他都仔细检查。凌晨2点，王岩
替换下一直在集控室监盘的主值，开
始了盘上操作。“2号炉再热器壁温怎
么又偏高了。”王岩一边紧盯着盘前，
一边逐渐降低烟气挡板开度，缓慢增
大减温水流量，同时观察壁温曲线变
化趋势。1分钟后，壁温曲线开始平稳
下降，主再热器温度重新回到正常范

围内，这时，王岩才松一口气。
“我们必须密切关注盘上参数变

化，全面分析，并准确及时采取应对举
措。”长期以来，凭借扎实的专业基础
和认真的工作态度，王岩已经成长为
值内技术骨干。在2018年的“以师带
徒”考试和综合评比中，他荣获发电部
第一名的好成绩。

“尽管监盘可以直接监护设备的
稳定运行，但是还需要加强现场巡查
及就地操作，为监盘人员提供现场第
一手资料和判断依据。”凌晨4点，下盘
后的王岩仍不放心生产现场，他拿好
检测工具仔细巡查输渣系统、风烟系
统、灰库、油泵房……一圈下来，王岩
走了一个多小时。在70米高的锅炉顶
部，王岩眺望远处的万家灯火，保障供
热供电的职责让他的自豪感油然而
生。

上午7时，忙碌了一夜的王岩才来
得及向远在连云港的父母编辑一条问
候的短信。“往年春节都要调休回老家
陪伴父母，今年考虑到值班人手不足，
便主动把调休的机会让给了他人。”

◎实习记者 张岩

2月 4日上午8点，徐矿
总医院风湿免疫科主任黄俊
颖准时到医院接班，和往常一
样，上午在门诊室接诊，下午、
晚上值班。不一样的是，这次
一直持续到大年初一早八点
的值班，让黄俊颖拥有了一个
别样的除夕，她的猪年新春，
从岗位上开始，紧接着又是年
初二的门诊……

“发烧一个多月，高烧一
直不退，刚用体温计量还是
40摄氏度，这种情况非常严
重，需要及时住院，尽快控制，
否则会导致多器官功能衰
竭。”黄俊颖与患者的对话引
起了记者的注意。原来，这位
患者被查出系统性红斑狼疮，
情况非常危急。黄俊颖一边
迅速确认患者情况，一边安排
治疗方案。

在医院，为保证门诊、病
房和整个医疗系统的安全，每
个科室24小时必须要有医生
在岗。今年春节，是黄俊颖在
徐矿总医院度过的第20个年

头。“每年年三十都是我值班，
除夕晚上往往有喝多的、突发
心梗的、季节性感冒的患者等
来急诊，我们一会也不能离
开，万一有急症患者就要出车
去接。”她说，“虽然很想陪家
人一起看看春晚，吃团圆饭，
但这是我的工作，医生的天职
就是守护生命健康，我无怨无
悔。”

“今天是大年三十，要贴
春联、包饺子，这些全是老公
和孩子在家忙活。”黄俊颖笑
容中有些歉意。她告诉记者，
值完夜班，她一早就回老家看
望年过90的公公婆婆，陪老
人吃顿团圆饭。

除夕在岗，初二在岗，黄
俊颖的春节是坚守、是忙碌。

“在医院，这就是年味。”黄俊
颖拿出手机向记者“晒”出她
的“感动”：大年三十晚上，院
领导到科室送去节日祝福；零
点时分，收到家人发来的祝福
短信……

“初心不能忘，我们要把
患者当成亲人，时刻为患者着
想。”黄俊颖说。

◎实习记者 李本领

“老婆，我回来了！”临近春节，
天山矿业公司综采二区检修班班
长周平用了近60个小时，回到阔
别已久的家。旅途劳累丝毫掩盖
不住半年没回家的欣喜。“坐下歇
一会儿，午饭马上就好。”在厨房忙
碌的老婆停下手中的活儿，高兴地
回应道。

2010年，37岁的周平毅然远
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创业，从此，
每年周平总与家人聚少离多。即
使过年也难能与家人团聚。今年，
为了让连续3年没有回家过年的
周平与家人团聚，工区党支部特意
为周平安排了春节期间的年假。

除夕傍晚，在睢宁老家，周平

亲手将红烧鱼端上桌时，年夜饭正
式开始，一家老小围坐在老人身
边，这是一年间难得的团圆时刻。
回望过去的一年，在天山矿业公司
干部职工的共同努力下，先后创建
了国家一级安全生产标准化矿井、
顺利通过750万吨∕年产能核增，
周平觉得幸福美满。

“大家干杯，来年继续努力！”
喝下开餐酒，周平暗暗下定决心：
新年一定要有新气象，一如既往地
做好检修工作，确保矿井安全生
产，助力公司蒸蒸日上，让家人的
日子更红火！

大年初一，甘肃平凉崇信县处
处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天刚蒙
蒙亮，新安煤业公司办公室秘书谷
满贵便起床，冒着寒风奔向村口同

族大哥家汇合。按照当地习俗，晚
辈要在大年初一挨家挨户去跟长
辈拜年。

去年8月份毕业参加工作以
来，谷满贵被工作中的机遇与困难
催促着快速成长，也让他对家人的
辛苦与操劳渐渐有了切身体会。
放假回家前，谷满贵特意去镇上置
办了年货，并为家人准备了新年礼
物。“满贵真是长大了！”看到儿子
的成长，爸爸笑得合不拢嘴。

傍晚，结束一天的拜年，谷满
贵与父亲一边喝酒一边畅想未来，
半年来的踏实奋斗，让他从一窍不
通的“门外汉”迅速成长为一名合
格的秘书，“爸，新的一年我一定继
续努力，多学多练，争取尽早独当
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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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岩，除夕护机稳运行

周平，“新的一年，继续努力！”

王勇，异国春节别样红

黄俊颖，享受独特的年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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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天山矿业公司机电科抽风机房司机、即将退休
的回族女职工沙红英，为确保矿井通风正常运行，主动放
弃休假，坚守岗位，站好最后一班岗。 通讯员 高源 摄

图②：张双楼矿职工拜年。 通讯员 王欢 摄
图③：新安煤业公司职工拜年。 通讯员 位小安 摄
图④：徐矿综合利用发电公司汽机专业人员节日期

间对供热设备巡视检查。 通讯员 韩遗龙 摄
图⑤：垞电项目部员工坚守岗位。 通讯员 姚鹏 摄
图⑥：三河尖矿职工食堂为节日期间保障安全生产

的职工准备“年饭”。 通讯员 王琪 摄
图⑦：大年三十，在距离祖国万里之遥的孟巴项目部

职工在宿舍包饺子。 通讯员 吴文礼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