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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安全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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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东升

自打安全生产专项整治活动启
动后，矿上明确了领导带班制度，作
为刚上任的生产矿长，李前进必须身
体力行。那天参加完欢迎会，他叫上
了安监科长张全友，准备下井先熟悉
一下情况，以便日后开展工作。

张全友引着李矿长往井口方向
走，不成想准备检身时却出了点差
错。井口检身工曹大雷见张全友带
着一个陌生人，一把拦住了他，要查
看证件。还没等李矿长反应过来，张
全友就急了，“曹大雷你没长眼睛啊，
你知道这是谁吗？”“甭管谁，下井都
要带证件”，曹大雷寸步不让。

李前进知道他说的是入井安全
资格证。可是出来的时候匆忙，证件
忘在办公室了。

张全友赶紧把曹大雷
拖到一旁，小声交涉。然
而曹大雷不买张全友的
账，大声说，谁也不好使，
矿长咋了？矿长更应该带

头！这话表面上
说的是张全友，
其实说的是李前
进。

这个时候，
李 前 进 也 犯 难

了。要硬闯而过，少不了与检身工纠
缠，还未必能闯得过去；可返回去不
下井，传出去岂不令人笑掉大牙。说
实话，一开始他对这个检身工的勇气
还是有些赞许的，然而什么事情也讲
究个度，差不多就算了，不知道我是
谁也就算了，但张全友同你讲了，咋
还不识趣呢。

这边张全友也傻了眼，“都安顿
好了，咋就把你个‘老顽固’给忘了
呢，快闪开！别碍着李矿长下井！”

“不行！谁也不行！必须要有证
件！”曹大雷的犟劲上来了。

“你犯什么浑！这真是李矿长，
刚到咱们矿的。”张全友急得不行，跳
到跟前，恨不得朝那人扇两个耳光。

曹大雷依然一副“任你泰山压
顶、我自岿然不动”的神情，手一挥，

“啥话也不好使，拿出证件来！有证
件准予通行，没证件免谈！”

李前进不经意看了那人手掌一
眼，心里顿时一惊，只见他的右手仅
留了拇指，其余四指都没有了，这根
拇指孤零零地跷着，好像一个被啃剩
下的梨核一般，残掌上受伤的疤纹清
晰可辨，让人不忍直视。李前进叫住
张全友，说，“你别在这耽误时间了，
回去帮我拿吧！”又指了指曹大雷，

“人家老师傅说得有错吗？”张全友只
好去取。

滞留在井口，李前进有些不悦，
又不好意思表现出来，毕竟人家也是
按章办事。李前进端详了一下曹大
雷，他穿着一身深蓝色的工作服，可
能是洗过很多次的缘故吧，衣服泛了
白，边角还有几处起了线头。黝黑的
脸颊自上而下收缩成一个“V”形，深
凹的双眼却透出一股明亮的光芒。
再看他那只受伤的手，黑瘦的手臂垂
下来，大拇指与虎口处居然能夹起一
支笔，在一本台账上写字，一笔一画，
不仅工工整整，而且速度还够快。李
前进惊叹一声，“老师傅，你写的好字
啊！”曹大雷也不抬头，回应道，“上上
下下的，每班这么多人，不登记清楚
怎么能行。”

张全友很快拿来了安全资格证，
把证件上贴着李前进照片的那一面
在曹大雷面前扬了扬，说，“‘一把手’
啊‘一把手’，你瞪大眼睛看仔细点！”
曹大雷看过证件，大大方方地在李前
进身前例行检查，确认没有违禁物品
后，用右手一指示意通行，那孤悬的
拇指仿佛一根指路的箭头。

一路上，张全友怕李前进生气，
不敢吭声。李前进却很好奇，“你为

啥叫他‘一把手’呢？”
张全友笑着说，“这事说来话长，

他年轻时在井下干活，一不小心被钢
丝绳齐刷刷挤压掉四个指头，只剩下
一只囫囵手，伤好了矿上照顾他，派
他来看井口，可他又爱多管闲事，大
家给他个戏称，‘一把手’就这样慢慢
叫开了。”

李前进“哦”了一下，没说什么。
张全友害怕李矿长责难曹大雷，急忙
说，“其实‘一把手’平常还是很不错
的，责任心强，下井的人黑压压近千
人，他都能准确无误地报上每个人的
姓名和单位来，有时候碰到干活毛躁
的违章大王，他还不忘来个现身说
法，亮出自己的伤手，让他们看看，不
遵守规章制度就是这个下场。”

李前进若有所思，觉得“一把手”
还真是不简单，起先在井口的不快，
以及给他带来的难堪全都烟消云
散。“这样的典型是我们该宣传的，要
是每个人都能像他这样有觉悟，安全
事故就能得到有效遏制。”李前进停
下来，转身对着张全友，“联系一下

‘一把手’，看他愿不愿意把自己的故
事讲出来”。

“好的，我马上联系。”张全友回
答得爽快。

“一把手”

忘不了
当矿工的第一天
老职工反复的叮嘱
告诉我生命只有一次
安全才是生命的保护神

忘不了
进入生产现场
那曾发生事故的设备旁
仿佛依然可见的斑斑血迹
为我鸣响安全的警钟

忘不了
家中父母的千般叮咛
提醒我要用“安全”做砖
筑起家庭的堡垒

忘不了
生产岗位的每一日
师傅严辞教诲
敦促我熟记规程苦练技能
要不断为安全明灯加油添亮

坚毅的目光
从容的面孔
厚实的肩膀
稳健的脚步
你在煤海里淘金
沉睡了亿万年的煤
遇见了执着坚强的你
成就了你和它
在安全的道路上
你们铿锵前行

太阳初升的时候
你坐着胶轮车
驶向煤海深处
黑暗一步步走近
光明在你心中升起
轰隆的割煤声响起
你紧盯滚筒的方向
你知道安全的意义
凝聚十二分精神
穿行在钢铁长廊里

万家灯火的热闹
映托出你的孤单
可那温馨的场景
却与你息息相关
你秉承安全的精神
做一个开采光明的使者
在掘进的生命中
不懈奋斗

守牢安全责任是做好一切工作的
前提，一个人可以没有能力，但不能没
有责任。讲责任，就是要把安全管理做
得像疫情防控那样，切实把安全工作做
细、做实、做好。

安全工作没有做不到、就怕想不
到，要全面衡量、细细思考，认真抓好安
全管理，不能有任何纰漏。安全管理
要从细节上着手，抓细、抓小、抓早。
俗话说：“小洞不补，大洞难堵”。安
全工作中一次不经意的违章，一个小
小的隐患，都可能酿成重大安全事
故。所以，要牢固树立安全生产无小
事的理念，把工作的重点放在查找薄

弱环节上，注重从细微之处发现问
题，从点滴入手、从小事做起，抓大不
放小、抓小以促大，切实堵塞安全工
作中的漏洞。

安全工作是良心活，讲良心就不
会对安全事故视而不见，一旦发现隐患
就要及时整改、立即处置；讲良心才能
义无反顾与违章行为作斗争，不会为
了盲目走捷径而忽视安全。实际工作
中，我们有些职工为了图省事，赶任
务抢时间，忽略了安全，凭着经验工
作，没有把安全生产当成“良心活”，
最终造成了安全事故。

笔者身边曾经发生过一件因“图

省事”而造成的事故案例。那一次工
作面进行改造，在小巷运输连接车盘
时，把钩工为了省事，急着收工而没
有上紧锚拦螺丝。他认为坡道不加连
接连环不会有事，可事故就发生在意
外，当支架回到坡道一半时钢丝绳由
于张力太大，致使钢丝绳和车盘发生
脱离，造成跑罐现象，坡底的风门当
即被撞碎。

安全无捷径可走，却有规律可
循。安全工作需要高度负责的态度和
无私奉献的精神，坚决摒弃侥幸心
理，切实把安全防范各项措施落到实
处，有效防范安全事故发生。

因为曾经在煤矿工作生活过，耳
濡目染，我的生命就有了煤的身影，性
格也染上了煤炭质朴的本色。

在煤矿，人与人之间是没有距离
的。我第一次下井是深秋时节，因没
有准备好入井的衣服，正在踌躇下与
不下，老裴打开更衣箱，给我找了一件
棉坎肩，时隔多年，那种热情，还温暖
着我的心；师傅老江，为我戴好安全
帽，整理好工作服，指导我在井下工作
要时刻注意安全，他的安全思想至今
还一直影响着我；工友智强与我一起
下井，我们互相作出安全提醒，一起筑
牢安全屏障，虽然井下工作辛苦，但我
们却乐此不疲，成了今生的兄弟。

在煤矿，工人村是做旧了的画
册。蓝砖红瓦的棚户区，蜿蜒曲折的
小巷，犹如乡间的阡陌小路，崎岖不
平。居家其间，出入迂回，赫然有了
《醉翁亭记》的感觉：峰回路转，有亭
翼然临于泉上者，醉翁亭也……在这
里，看到的不是有亭翼然临于泉上者，
而是不远处的巍峨的矸石山，还有笔
直的井架。工人村的角落里，有美丽
的矿嫂，送丈夫到门口，叮嘱他井下工
作要牢记安全；有可爱的孩子，亲吻爸
爸的额头，期待晚饭后带他玩耍……
一幕幕，没有惊天动地的场景，却有温
暖涌上心头，任岁月再也冲洗不去。

在煤矿，家是驻足栖息的港湾。因
为长期居住，煤矿成了老家之外的另一
个故乡。刚上班的时候，家中生活非常
拮据。母亲为了照顾我，每天凌晨三点
半，就给我热好了上早班的饭菜，蒸汽氤
氲、饭香缭绕，温暖了我上班的路，也让
我把安全印在心里。即使将来生活有了
挫折，工作有了不顺，我第一个想到的就
是回到煤矿，回到父母的身旁。

煤矿是寄托心灵的地方。因为有
了煤矿，我的生命字典里再也没了孤
单的字样；因为有了煤矿，我的心中有
了安全的力量。

在煤矿

矿上几位摄像爱好者为了提高职
工对安全的认识，制作了一条短视频在
食堂的电视上滚动播出，引得大家纷纷
点赞。

视频的主人公早晨上班前，妻子叮
嘱他说：“晚上给咱妈过生日，你要早点
回来啊。”他高兴地答应了，一整天都精
神抖擞的，干活又快又好。可快下班
了，一想到晚上推杯换盏、谈笑风生，就
巴不得一步跨出井口。为了节省时间，
他抄近路从一排皮带上跨过去，谁知原

本静止的皮带突然开动了，他措手不
及，一个踉跄，摔了下去……大家对视
频中的违章行为有了新的认识，纷纷表
示要引以为戒，在工作中上好安全岗、做
好安全人。

“风险常在收尾处”，仔细想想的确如
此。一项工作刚开始时，作业人员都是体
力充沛，注意力集中，安全弦绷得紧紧的，
生怕一不小心哪个环节出现纰漏引发安
全事故。随着一项项任务完成，作业人员
肩上的担子逐渐减轻，整个人也不再像刚

开始时绷得紧紧的了。看着自己的劳动
成果，想着任务完成后的奖励，再联想下班
后叫上几个工友一起美美地喝上两盅
……事故往往就趁虚而入了。

记得矿上“三级安全教育”时，安全
导师给我们上过一堂课：做一项工作，越
是快要到收工时就越是要稳、要细、要冷
静。工作快要收尾时，人的情绪难免会
松弛下来，注意力也不那么集中了，甚至
为了赶时间、赶进度而急躁冒进，这个时
候就容易出问题。有句话叫“为山九仞，

功亏一篑”，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在最后时刻发生安全事故，归根结

底还是安全意识不够强，放松了对事故
的警惕之心，安全弦一松，行动上往往
就不按章作业。为了避免安全事故的
发生，企业必须一丝不苟地抓好安全教
育，开好班前、班后会，加强现场巡查、
完工检查、班后总结、经验反馈，并做到
严格闭环，不放过一丝隐患，时刻叮嘱
职工把“安全第一”的理念放在心里、落
实在行动上。

良心活

慎终如始防风险

矿山汉子

忘不了

谜面
1、若有先主在怎会失街亭（安全管理术语）
2、哪能什么都制造（劳动保护工作四字用语）
3、架空索道扳手轮（特种作业工种）
4、凭君传话报平安（成语）
5、防滑靴的作用（常用语）

安全谜语安全谜语

黄燕凤黄燕凤

谜底
1、有备无患2、安全生产3、天车司机

4、言而无信5、阻止

焊花飞溅铸匠心 崔兆玄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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