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首都劳动奖章获得者、首钢矿业公司水厂铁矿矿车司机王文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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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矿车“把脉诊病”23年
□本报记者 马超

在首钢矿业公司水厂铁矿 ，
有一名矿车司机， 被人们称为给
矿车“把脉诊病”的“主治医生 ”。
他叫王文超，参加工作23年来，他
专心开车，专注修车，靠着一点一
滴的自学，攻破多项受国际、国内
技术封锁的专业技术难题 ，2015
年度荣获首都劳动奖章 ，2016年
被评为首都最美劳动者。

有一个爱学习的好习惯

王文超之所以能够成为矿车
“主治医师”，缘于他的爱学习。从
上中学起， 王文超就痴迷于无线
电技术， 每个月都要用攒的零用
钱买一本《无线电》杂志来学习。

有一次， 王文超家里的电视
机坏了， 他就悄悄鼓捣上了。 打
开电视机后盖， 捋着里面的线路
一点点检查， 并结合自己的判断
断定问题出在变压器上， 拆下来
一看果然是线圈烧了。 他买来铜
线重新缠好变压器线圈， 把电视
机组装好后， 能凑合看节目， 但
声音总是不清楚。 根据学到的知
识， 他推断是变压器线圈缠得不
实造成的， 又把电视机打开， 重
新结结实实地缠了一遍变压器线
圈， 问题随之迎刃而解。 将近30
年过去了， 说起第一次修理电器
的情形， 王文超记忆犹新。

1994年， 从部队退伍的王文
超来到矿业公司水厂铁矿汽运作
业区， 当上一名矿车司机。 他依
然保持着爱学习的习惯， 没用几
年就成为司机中的佼佼者。 但他
没把目标简单地定在开好矿车、
保证完成运输任务上， 而是把眼
光放得更远， 将学透和掌握矿车
各种总成机件的工作原理、 检修
方法作为自己的追求目标。 每当
矿车出现故障后， 王文超总是要
与修理工一起干， 不懂的地方就
虚心请教。 渐渐地， 他精通了各
类机件的工作原理， 并掌握了大
量维修知识 。 由于工作业绩突
出， 2003年， 他成功竞聘到矿车

机长工作岗位， 成为领导几名司
机和管理几台矿车的负责人。

由于司机的收入与所驾驶矿
车的运输量及耗用成本挂钩， 为
了保证机组里的矿车能超额完成
任务， 降低耗用备件成本， 王文
超动起了修理的心思。 他常常利
用业余时间， 把别人丢弃的一些
矿车上用过的电器废旧元件收集
起来， 带回宿舍、 家中， 对着电
气元件翻来覆去地琢磨、 识别、
拆装、 焊接……等到修复好了 ，
便安装在自己所管理的矿车上。
因为很少领用电器元件， 他的机
组矿车备件耗用量一直很低。

自学打破国外技术封锁

2004年， 水厂铁矿开始引进
白俄罗斯别拉斯重型汽车制造厂
制造的130吨电动轮矿车。 中央
处理器是此类矿车的核心控制部
件 ， 其功能和复杂程度类似于

“人体大脑”。 刚开始时， 此部件
故障频发经常死机， 一台台矿车
被迫停了下来。 中央处理器电脑
控制系统的调控方法和指令程序
属于厂家的商业机密， 售后服务
的专家在处理故障时， 总是把矿
里和车间技术员劝退到车下，关
上司机室门一干就是小半天，不
让任何人靠近。 频发的中央处理
器故障降低了矿车效率， 抬高了
维护成本，面对这种情况，王文超
总觉得矿车和人一样， 都有自己
的生命语言 ， 只要肯去学习了
解， 就一定能攻克这个难题。

修复中央处理器的核心技术
难题， 是要能够对控制程序进行
准确修改， 这可是个高精端的细
致活儿。 王文超把程序文件拿回
家， 在电脑上一打开就傻了眼：
程序文件是用英语编写的， 里面
的数据参数和元器件名称是俄文
标注， 这对只有高中文化程度的
王文超来说， “语言关” 就像大

山一样矗立在眼前。
再高的山，只要肯攀登。王文

超找来俄语词典， 将俄文标注的
元件名称一个一个翻译成英语，
然后再把用英语编写的程序文件
翻译成中文。手上的电脑、身边的
大学生徒弟都成了他请教的对
象，下班后他对照书籍，拿着电器
元件翻来覆去地琢磨， 常常是一
鼓捣就到深夜。 全面完成中文程
序文件的翻译， 王文超用了两年
多，最终，王文超凭借着他的肯学
和努力，掌握了130吨矿车中央处
理器程序控制、 修改的全部 “绝
活”， 打破了国外技术封锁。 自
2007年以来， 水厂铁矿彻底摆脱
了电动轮矿车电控系统修复依赖
国外专家的被动局面。

“造” 出独有中央处理器

成功迈出了第一步， 王文超
仍觉得远远不够。 因为， 修是会
修了， 但故障频发的问题仍然存
在， 难题还没有彻底解决。 “读
懂” 中央处理器后， 王文超开始
踏上它的升级改造之路。

面对升级中央处理器的难
题，他从查找“什么地方坏了”入
手，把中央处理器“拆”开，拿起万
用电子表， 沿着电路板上细小的
线路和板块之间， 不厌其烦地仔
细测试起来……找出了线路虚
接、螺丝松动、连接处开焊、元器
件烧损等问题。在显微镜下，他左
手把持住一块书本大小的电路
板，右手持着如铅笔大小的焊把，
在密密麻麻的电子集成块、 电子
管之间，仔细地穿寻着、点焊着，
把损坏的部位进行处理， 实现简
单修复，装机后效果良好。

“为什么会损坏？” 勤于钻
研、 爱思考的王文超， 每次车辆
发生类似故障时， 就把错误信号
数据记录下来， 等到外国专家把
故障处理好后， 再将有关数据抄
录下来进行对比研究， 仔细寻找
其中规律性的东西， 渐渐积攒下

成千上万条程序数据。 与同事探
讨 、 通过电话或互联网沟通切
磋、 利用休年假时间到厂家登门
请教， 他终于找到了症结所在。

在对中央处理器的部位元件
进行更换、 对线路板进行浸漆、
对箱体进行密封等处理后， 王文
超修复的中央处理器已然是升级
版。 最终， 经王文超巧手 “造”
出的中央处理器， 故障率大幅度
下降， 每年仅需要定期进行一次
“自主保养”。 2015年以来， 水厂
铁矿几乎不需要购买中央处理器
的整机备件， 凭着王文超的独有
技术绝活儿， 仅此一项年降成本
70万元。

自制平台练就修复术

由于水厂铁矿在用的电动轮
矿车电器元件大多是国外进口，
公司提供的又多是整机备件， 没
有零星电器元件。 一块电路板有
上千个元件， 却无处供应。 为克
服困难， 王文超经常利用休息时
间跑唐山、奔北京去查寻，自掏腰
包购买一些电器元件、电修工具、
仪表和技术书籍。 为了方便检修
工作， 他还自行研制了一台矿车
小型电气总成件修复试验台，增
强了对发电机、启动机、换挡器等
矿车小型电气总成件的修复检测
能力，提高了维修质量。

他还自筹资金购买电子显微
镜， 练就出了一手高超的 “显微
焊接工艺”， 通过对精密电子线
路板检查焊接电子元件， 对以前
肉眼很难观察判断故障点位进行
更加准确地辨别和修复， 仅在当
月就修复130吨矿车中央控制器1
个， MBC1个， 节省成本5万元。

多年来， 王文超还修复了大
量发电机 、 电脑平衡器 、 换挡
盒、 启动器以及各种电路板等小
型机电件， 帮助其他机组排除了
不知多少次设备上的 “疑难杂
症”。 依靠机电件修复， 他平均
每年创效益都在120万元以上。

■首都工会人

奖章背后的故事

———记华夏盛世 （北京） 劳务服务公司工会主席刘恩潮
□本报记者 阎义 文/摄

“心里有职工，就感觉不到有难度”

3000多名派遣人员 ， 涉及
200多家不同企业， 分散在北京
市的几个区， 这样的状况下开展
工会工作会带来很大的挑战。 而
华夏盛世 （北京） 劳务服务公司
工会主席刘恩潮却说： “因为这
是我干的活儿， 心里要有职工，
就感觉不到有难度。”

劳务派遣企业把职工派到用
工单位后， 只管理职工的档案、
替用工单位发工资、 帮职工缴纳
社保。 “其实， 职工所在的用工
单位也有工会。 他们可以参加那
里的工会， 但我们还是要成立工
会的目的 ， 就是给职工上双保
险 ， 以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 。”
2010年， 刘恩潮所在的这家公司
成立了工会 ， 他被选为工会主
席， 如今已担任这个职务7年了。

给职工办理职工互助保险 ，
跟用工单位进行工资协商， 举办
各种文体活动， 为职工办理退休
手续， 如果职工与用工单位发生
劳动纠纷要参与诉讼等， 刘恩潮
细数了一遍说： “工作繁琐但必
须要细致， 不能有半点纰漏。 比
如填个单子， 就要准确。”

这么多职工分散在200多家
不同企业肯定会出现各种各样的
问题。 每个月刘恩潮都要到用工
单位了解情况， 还要应对突发的
事情。 在一家用工单位， 他了解
到一名派遣职工的孩子患上了白
血病， 花费巨大。 庆幸的是， 这
名派遣职工缴纳了社保。 刘恩潮
忙前忙后， 帮着进行报销手续，
申请补贴， 让这名派遣职工少花
了20多万元。 “我们不仅帮助患

病职工和患病职工子女， 还帮助
困难职工子女入学。 最多时， 我
们帮助过21名困难职工。 工会应
该是工友之家， 应该对职工呵护
有加。” 刘恩潮说。

200多家企业 ， 每家的效益
各不相同， 职工工资也有差别。
刘恩潮在与用工单位协商工资
时， 将企业状况和职工的情况全
盘考虑， 争取达到用工单位和职
工基本满意的结果。 “有的企业
暂时遇到困难。 我们就问这家企
业是否会裁员， 哪些岗位会裁员
等， 我们在进行工资协商时， 也
会告知职工企业暂时可能有困
难 ， 愿意与企业共渡难关的留
下， 不愿意留下的可以离开。 这
时候我们的工作就起了作用， 职
工都愿意留下。 要不职工可能会

有抵触行为， 既帮不了企业， 职
工也会受到损失。” 刘恩潮说。

文体活动历来是工会工作的
主要内容。 然而，在华夏盛世（北
京） 劳务服务公司开展文体活动
是难上加难。有的职工三班倒，有
的企业没有场地， 有的企业环境
条件比较简陋， 但职工却有这方
面的需求。 刘恩潮鼓励职工可以
根据企业情况申请活动经费开展
文体活动。

刘恩潮还与行政领导协商，
利用公司下属的旅游公司组织职
工旅游， 旅游费里包括企业的福
利费、工会的补贴，职工只需交少
部分钱。 今年8月，该公司工会给
职工送清凉做实事， 组织职工到
河北丰宁疗休养， 让大家放松了
心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