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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曹海英 通讯员 徐春子

———记中铁电气化局城铁公司广州分公司总工丁秋迪
一名电化人的“春夏秋冬”

在一般人的印象里， 能干得
了修路架桥这种粗活的都是一帮
老爷们儿。 凭着一股子钻劲儿和
冲劲儿， 看似单薄， 但却处处散
发着沉稳与自信的女孩， 中铁电
气化局城铁公司广州分公司总
工、 地铁13号线的项目经理丁秋
迪一干就是10年。 今年， 她获得
了北京市三八红旗奖章。

“春”：播下希望的种子

2007年， 丁秋迪以优异的成
绩从石家庄铁道学院通信信号专
业毕业， 怀着对电气化铁路工作
的好奇和憧憬， 迈入电化局城铁
公司的大门。自此，她像春天的一
粒种子，在城铁公司扎下了根。

初到项目时， 领导看她是个
女孩子， 想安排她做资料员， 本
来是对她的照顾， 可倔强的小丁
却主动申请要像其他刚毕业的男
同学一样， 到一线去。

那段时间里， 丁秋迪虚心向
每个有经验的老师傅请教， 成了
工地上的 “十万个为什么”。 白
天 ， 她跟男同事一样戴着安全
帽 、 穿着工装 ， 跑现场 、 钻隧
道、 走区间； 晚上， 当别的女同
事看电影、 敷面膜、 谈恋爱的时
候， 丁秋迪正如饥似渴地对获得
的知识汇总学习 。 她办公室的
灯， 经常是最后一个熄。

通过老师傅们的传帮带和刻
苦的学习， 丁秋迪逐渐掌握了施
工中的一个个 “窍门”， 积累了
现场工作和管理的基础知识。

“夏”：小荷才露尖尖角

经过不断的学习和历练， 丁
秋迪的技术能力迅速得到提升，
也逐步积累了一定的现场管理经
验。 从技术员到分项目负责人，
再到 “挑大梁” 的项目经理， 丁
秋迪只用了4年时间。 她犹如夏
日里的一株小苗， 在城铁公司阳
光雨露的滋养下， 茁壮成长。

53岁的何忠明是丁秋迪的师
傅， “小丁一来项目， 我就当她
的师傅， 这些年一直跟她一起工
作， 别看是个女娃娃， 男娃能干

的她一样可以干！”
地铁13号线是广州市2017年

保开通的重点项目， 该工程线路
长、 站点多、 工期紧、 任务重，
由于前期轨道专业施工进度缓
慢， 留给项目的施工时间仅有3
个多月。 为了赶工期， 丁秋迪和
其他男同事一样， 把行李搬到现
场， 不分昼夜， 指挥员工们见缝
插针开展工作。

“13号线区间交叉作业多 ，
我们的施工作业点很难取得， 线
缆敷设常常是在半夜， 小丁晚上
关注施工进度， 白天还得参加各
种施工会议， 有几次我看她眼睛
都是红的， 女孩子做这个工作，
不容易啊！” 何师傅说。

丁秋迪每天都要在工地上处

理事情 ， 和各种各样的人打交
道。 有几个刚参加工作的青年员
工， 觉得丁秋迪年轻还是个 “娘
子军”， 工作中产生了懈怠和敷
衍情绪。 丁秋迪放弃休息时间，
利用周末组织青年员工有针对性
地学习， 让老电化人给他们讲述
自己的故事。 丁秋迪经常对员工
们说： “再难的事， 也怕认真。
大家不论处在什么岗位， 对待工
作不仅要会， 而且还要精， 要有
永争第一的精气神！”

岭南气候潮湿闷热， 为避免
设备精密原件遭受锈蚀， 丁秋迪
在每个设备室配备了温湿度计、
抽湿机、 电风扇， 为设备除湿。
她带领员工认真擦拭每一个机
柜、 每一台设备、 每一米线槽，

再多的难处都咬牙坚持了下来。
“在保证安全质量的前提下，

要尽力做到文明施工， 我们的工
程不仅质量过硬 ， 还要美观整
洁， 因为我们做的不仅仅是城市
轨道交通工程， 更是城铁品牌、
电化品牌。” 丁秋迪说。

“秋”：磨练中收获成长

在同事们的眼中， 丁秋迪爱
琢磨是出了名的。

项目总工小李回忆说， 在广
州市重点工程地铁6号线施工中，
丁秋迪发现了疏散平台安装合格
率仅有75.6%。 为解决这个难题，
丁秋迪对489处安装后的区间疏
散平台进行抽测， 带领几名技术
人员研发制作了轮对系统梯车，
并据此编制了 《提高疏散平台一
次性安装合格率 》 的QC课题 。
新型测量梯车投入使用后， 疏散
平台合格率提高到98%。 她带领
的小组也荣获了 “集团公司优秀
QC小组” 称号， 并获得 “北京
市优秀质量管理小组” 的殊荣。

在广州地铁13号线建设时 ，
业主方提出“以工匠精神，铸精品
工程”的建设要求，丁秋迪以各部
门负责人为成员组成创精品工作
实施小组。 在制定方案过程中，
丁秋迪提出要运用BIM技术， 通
过BIM建模将实际车站的整体结
构加以展现， 在不断分析和研究
其模型的基础上， 发现其中一些
不合理施工环节， 使得工程施工
方案更为科学合理。 丁秋迪带领
团队制定了详细实施方案， 制定
创精品目标及工期， 并实行责任
包保制度， 制定奖罚措施， 稳步
推进创精品工作的开展。

在工程单位， 女项目经理屈
指可数， 可丁秋迪并没有觉得自
己有什么特别的： “我就想着一
天天地怎么能把手头的活儿干
好， 多学点儿知识。”

“这些年， 小丁真是把项目
当成自己的家， 不仅在工程上是
把好手， 在项目部建设和员工生
活方面， 她也操了不少心。 有好
几次， 她把休假的机会让给身边
的同事， 自己留下来值班。” 分

公司书记说。
丁秋迪早已经记不清多少个

节假日是在工地上度过的， 她说
工程人都是背井离乡， 与父母妻
儿分隔两地，一年才见一两次面，
而她还年轻，熬一熬就过去了。

春种一粒粟， 秋收万颗子 。
丁秋迪先后参与了广州4条重点
地铁线路的建设， 相继荣获城铁
公司 “先进个人”“技术标兵”“优
秀共产党员”，两次荣获“技术拔
尖人才”，集团公司“先进女职工”
“中铁电化巾帼之星” “中国中
铁先进女职工” 等荣誉称号。

“冬”：孕育更灿烂的辉煌

2017年12月28日， 经过几个
月的鏖战， 广州地铁13号线顺利
开通运营， 实现了按期通车的目
标。 望着缓缓驶出车辆段的地铁
列车， 丁秋迪思绪万千。

在很多同事的印象中， 丁秋
迪好像总是穿着一件有点发旧的
浅蓝色工作服。 10多年的一线磨
炼， 让丁秋迪渐渐成为男同事眼
中的 “假小子”， 女同事心目中
的 “女汉子”； 也许在别人看来，
她的生活是单调的， 但丁秋迪从
未后悔。

现在 ， 丁秋迪在广州安了
家， 距离项目部60多公里， 只有
不忙的周末， 偶尔回去住一个晚
上。 闲下来的时间里， 丁秋迪会
洗洗衣服， 看场电影， 但她最大
的爱好还是读书。

“其实有时候也觉得累 ， 很
想干完一个工程就休息一下， 但
任务来了， 我就又有精神了， 想
着等到地铁开通的时候， 老百姓
的出行因为我们的工作而更加舒
适便捷， 那一刻感觉即使付出再
多都是值得的。” 丁秋迪说。

如今， 刚过而立之年的丁秋
迪已经成长为分公司的总工程
师， 作为电化局为数不多的分公
司女总工 ， 她对自己定下一个
“严 ” 字 ， 对员工付出了一个
“爱 ” 字 ， 对事业献出了一个
“诚” 字。 春生夏长， 秋收冬藏，
年复一年， 丁秋迪在岗位上演绎
着别样人生。

□本报记者 刘欣欣 文/摄

总记挂企业安全的“小金总”

金秋雨曾在企业从事安全生
产工作， 如今是平谷区南独乐河
镇安全生产检查队副队长， 因为
工作成绩让人信服， 1987年出生
的金秋雨总是被同事们亲切地称
为 “小金总”。

2012年， 金秋雨在企业担任
装配工艺工程师， 负责安全生产
工作。 为能及时发现问题， 保证
员工的操作安全， 她总是深入车
间装配一线， 巡查员工的操作方
法， 检查设备设施工作状态。 在
休息时， 她与员工近距离交谈，
了解他们的工作方式， 分析车间
存在的安全问题。

一次巡查中， 金秋雨发现一
个为减少仪器噪声而忽略了装配

安全要素的问题。 她仔细研究问
题的根源， 在不改变产品设计的
前提下， 为装配过程设计工艺，
不但优化产品的噪声问题， 更重
要的是让操作人员在使用的时候
更加安全。

“后生可畏，你解决了这个产
品持续十年的陈疾呀！ ”技改评审
通过后，领导拍拍她的肩膀说。因
为她敢于较真、敢于担当、迎难而
上， 刚入职一年的金秋雨就被评
为了总公司年度优秀员工。

此后， 每当到车间巡查时 ，
总能听到员工这样的招呼声 ：
“小金总，又来巡查生产安全啦！ ”
并不是因为解决了一个难题而升
了职， 是因为金秋雨总能发现生
产安全中的问题， 总是向操作人
员 “刨根问底”， 总是喜欢研究

工作的新思路， 因此， 同事们亲
切地称她为 “小金总”。 “我很
喜欢这个名字， 它代表着我的工
作态度和同事们对我的信任。”

“安全无小事， 责任大于天。
每一件安全生产事故的最大受害
者都是一线上辛勤劳动的员工。”
2016年金秋雨选择离开企业， 成
为一名专职安全员。 虽然之前有
丰富的安全生产管理经验， 但上
岗后她认真学习， 请教同事， 很
快进入角色。

通过市、 区安监局组织的知
识培训、集训，金秋雨快速掌握了
安全法规体系知识。 但安全生产
管理不仅仅单有理论便可， 企业
可没那么容易配合。刚入职不久，
她跟随镇安全生产检查队去企业
检查，有闭门不开的，有拒不整改

的， 她才意识到安全生产意识淡
薄是企业普遍存在的弊端， 必须
提高企业对安全生产的重视度。

镇安全检查队加强安全生产
宣传工作， 周密地组织安全生产
部署会及培训， 细心耐心地向企
业分析事故损失后果，现在，乡镇
企业越来越重视安全生产， 配合
安全生产管理工作，从不理睬、不
整改到现在的主动整改， 主动组
织员工开展事故逃生应急演练。

如今， 乡镇的安全管理工作
金秋雨已能独当一面， 因为她总
是爱发现问题， 总是有解决的办
法， 不知何时， 检查队的同事也
开始称呼她为 “小金总”。

“看到企业的进步我们都由
衷高兴， 以后会努力提升安全生
产管理工作水平。” 金秋雨说。

奖章背后的故事

———记平谷区南独乐河镇安全生产检查队副队长金秋雨

丁秋迪 （中） 和同事在项目严格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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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协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