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门头沟清水学校附属幼儿园园长赵丽娜

———记全国技术能手、首钢矿业公司杏山铁矿掘进台车司机侯禹合

“曾是优秀士兵， 如今争当
技术尖兵。” 在全国冶金矿山行
业职业技能竞赛的舞台上， 他身
姿笔挺、 步伐轻盈、 操作熟练，
随着机器的轰鸣声停止， 他像突
出重围打了一场胜仗， 脸上露出
自信的笑容。 如今， 首钢矿业公
司杏山铁矿 “90后” 掘进台车司
机侯禹合脱下绿军装， 扎根新战
线， “退伍不褪色”， 靠着军人
的品格和意志在自身岗位上开创
了新天地， 成为了2019年的 “全
国技术能手”。

军旅生涯的好兵

2011年， 20岁的侯禹合参军
到部队。 回忆起当兵的日子， 他
说： “兵营训练非常辛苦， 尤其
是端枪站姿的训练， 至少一个多
小时， 初期都是流着泪咬着牙完
成的。” 一次5公里负重越野， 侯
禹合正好赶上拉肚子， 跑到一半
就已经掉队了， 最后班长又折回
来找到了他， 背起他的装备， 拖
着他完成了训练 。 “到达终点
时 ， 我和班长都已经站不起来
了， 当时班长跟我说了一句话，
我到现在一直谨记， ‘咱们当兵
的永远不能掉队’。” 在后来的训
练中， 不论多苦， 侯禹合都要坚
持到底。 他也连续两年被评为优
秀士兵， 还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
产党。

侯禹合笑称， 两年军旅生涯
中高强度的军事训练， 让他这个
“白面贾宝玉”变成了“黑旋风李
逵”。 可如此换来的能吃苦、肯坚
持的优良品质 ，让侯禹合感叹
“受益良多”， 直到如今， 在新岗
位上挑战自我的他， 仍把班长说
的那句话当成是自己的座右铭。

地采前线的新兵

2013年12月， 侯禹合来到杏
山铁矿， 成为了开拓作业区一名
井下掘进台车司机。 地采工人永
远要和艰苦的环境挂钩， 尽管在
部队期间， 身体和意志都得到了
历练， 但工作初期的侯禹合还是
不能完全适应井下的环境， 每次
下到地下几百米深处， 都会感到
未知的恐惧 。 “克服这样的环
境， 不能让别人看不起我这个当
兵的。” 他说。

2014年初， 正是杏山地采加
强三级矿量管控的重要时期。 为
了多打米道， 像侯禹合这样的新
手 ， 很难有独立操作台车的机
会， 入厂头半年， 干得最多的就
是拽水管、 铺电缆的工作。 “看
着师傅操作台车挺简单， 自己上

去一试， 连推进梁的顶尖都看不
到， 太难了。” 侯禹合回忆起学
习台车操作的经历唏嘘不已， 一
直到2015年， 侯禹合才算真正独
立上岗。

操作掘进台车， 最难的就是
控制推进梁与作业面的角度， 平
面穿孔作业时可以通过导向杆调
整角度 ， 但进行顶板穿孔作业
时， 只能借助肉眼， 这就需要工
人在反复作业中练就 “火眼金
睛”。 为了练出这样的眼力和操
作手感， 侯禹合自己计算出推进
梁尾端与顶板之间的距离， 然后
在推进梁的尾端绑了小棍， 利用
小棍与顶板的接触瞬间确定角
度。 凭借这个小创新， 他在千百
次的操作和上万米道的推进中，
慢慢摸索规律和操作手感， 最终
甩掉小棍辅助， 凭借肌肉记忆迅
速找准角度， 就连一些老师傅也

吸收了他的好经验。

技术全面的精兵

侯禹合独立操作后的一次夜
班， 作业区计划要求必须完成55
个穿孔。 随着操作技术的日益精
湛， 完成这个指标对侯禹合来说
难度不大， 正当他干得热火朝天
时， 设备故障报警， 蓄能器磨片
坏了。 逐级上报， 等待修理， 这
一来一去， 影响生产两个小时。
没完成生产计划给班组造成了影
响， 他很是愧疚。 他自己暗下决
心 ， 一定要学会常见故障的处
置。 从那以后， 每逢修理工干活
时 ， 他都 “贴 ” 上去 ， 递个工
具， 端个水， 跟着看， 跟着干。
日积月累， 掌握了10多种常见的
故障处置方法， 再碰到蓄能器损
坏， 十几分钟就能自己换好。

穿孔作业的下一段工序是爆
破， 穿孔质量直接影响着爆破效
果。 为了让每一次穿孔都达到技
术标准， 每个班次作业前， 他都
对作业面每一个点仔细测量， 严
格控制孔间距， 保证每一次冲击
穿孔的误差与设计不超5毫米 。
作业区的技术员都说， “侯禹合
是 ‘免检’ 人员， 质量没的说”。

技术和修理水平的不断提
高， 让侯禹合操作掘进台车的小
时效率由初期的5孔/小时， 提升
到了12孔/小时 ， 机台完好率达
到了96%以上。 他也从一名地采
新兵蜕变成了精兵。

技压赛场的尖兵

2016年， 侯禹合参加了 “鞍
钢杯” 首届全国冶金矿山行业技
能竞赛， 但因为经验不足， 在内
部选拔中落败了。 时隔两年， 他

等来了第二届 “首钢矿业杯” 金
属矿井下开掘工比赛。

“绝不能再跟上一次一样当
孬兵”， 侯禹合憋着一股劲， 层
层过筛选， 被确定为种子选手。
备赛期间， 为了弥补理论短板，
在课堂上听老师讲完之后， 他每
天都要整理知识点到深夜， 不明
白的地方第二天找老师、 同事讨
论， 不放过每一个问题。 实操训
练中， 他拿出了在部队训练的劲
头 。 从最开始的穿孔精确度不
高 、 时间超时 、 穿螺丝看不见
孔， 到最后一气呵成完成比赛动
作。 用他自己的话说， “练习穿
螺丝练到现在看什么东西都不由
自主对眼聚焦了”。 最终， 侯禹
合在穿螺丝项目中， 第一个满分
完成。 经过两天的考核， 侯禹合
最终获得了第二届全国冶金矿山
行业职业技能竞赛金属矿井下开
掘工组亚军， 被授予 “全国冶金
矿山行业技术能手” 称号。

大赛之后， 工友们都喊侯禹
合 “专家” 或 “能手”， 他知道，
这里面有祝贺也有羡慕， 但更多
是鞭策。 他表示： “我在理论测
试环节输给了别人， 说明还有不
足， 还得把这块迎头赶上， 还是
那句话， 永远不能掉队。” 为了
补强自己的理论知识， 侯禹合在
作 业 区 的 协 调 下 ， 郑 重 向 内
燃点检岗位的工作人员拜了师，
液压系统、 机械结构、 电气原理
……他要把自己锻造成一名 “全
能士兵”。

工作六年， 不满30岁， 侯禹
合站在了全国大赛的领奖台。 从
“绿军装” 到 “蓝工装”， 他把台
车当做了 “战车”， 不论岗位如
何， 前方有多少阻碍， 他还是重
复着当初的那句话 ： 当好排头
兵， 永远不掉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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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好排头兵 永远不掉队
□本报记者 赵思远

辉辉煌煌中中国国 奋奋斗斗有有我我

□本报记者 闫长禄

大山里的“育林人”

她从教9年一直扎根山区 ，
由一名大台中心小学教师成长为
幼儿园保教主任 ， 2016年9月 ，
在清水附属幼儿园师资急缺的情
况下， 她志愿报名回到偏远深山
家乡从事幼教工作。 她以 “惠深
山百姓， 泽清园花朵” 为办园宗
旨， 将爱洒在大山深处， 特别是
自己患病期间， 心里依旧牵挂着
大山里的孩子。 她就是清水学校
附属幼儿园园长赵丽娜。

“大山里有了幼儿园， 这是
清水百姓多少年的期盼。” 赵丽
娜说。

2016年， 听说家乡开办了幼
儿园， 当时远在大台中心小学当
保教主任的赵丽娜喜出望外 。
“这样一来， 距城镇75公里外的
清水老百姓家的孩子在家门口就
能享受到学前教育了 。 ” 可当
得知幼儿园缺乏专业教师后， 她
做 出 了 一 个 令 大 家 惊 讶 的 决

定———回乡工作。 从教多年的她
心里最明白， 只有好的师资才能
让山里娃享受到好的教育！ 土生
土长在清水的她更知道， 家乡的
父老乡亲对这所幼儿园有多大期
盼。 要想把这所刚刚诞生的幼儿

园办好， 作为从大山走出来的清
水儿女， 就应该用知识和能力报
效家乡。

“咱村里飞出的金凤凰， 飞
回来当园长了！” 回乡办园被当
地百姓一直传为佳话。 可丰满的
理想总会遭遇现实的骨感。 走马
上任后， 最困扰她的就是园里11
名教职工， 专业知识不足。 为了
尽快提高教师的专业水平， 她俨
然成了全能多面手 ， 全天候地
“泡” 在了园里， 扮演着保教员、
保育员、 后勤主任等多种角色。
亲自上示范课， 跟班蹲点， 带领
老师们一起学习培训， 开展课题
研究， 马不停蹄地手把手轮流指
导。 为了让山里的孩子尽早适应
幼儿园生活， 她挤出业余休息时
间带领老师一起布设环境、 开发
特色课程， 丰富实践活动。 全园
的教职员工有个事都爱找她商
量， 把她当成了最贴心的人， 就
连幼儿园的孩子们都亲切地喊
她———“园长妈妈”。

功夫不负有心人， 赵丽娜的

付出得到了家长的赞许。 一次，
有位家长专程给园里送来了感谢
信， 信中这样写道： “我的女儿
从那个不懂事的小孩儿， 成长为
这个独立、 勇敢、 有礼貌的小姑
娘， 其间的点点滴滴都浸润着老
师们的关爱和引导。 被爷奶溺爱
的孩子入园刚开始不会自理， 赵
丽娜园长给孩子擦洗， 带她去卫
生间， 孩子哭了就总抱着孩子，
还有于老师、 宋老师、 贾老师，
一个个细节都是爱的溪流， 潺潺
地流进孩子的心房， 让孩子在爱
的幸福中快乐学习成长。”

“这是村民的心里话， 更是
对我们教职员工办园最高的褒
奖。” 但就在赵丽娜全身心投入
火热的工作中时 ， 2017年6月 ，
她被诊断为乳腺癌， 必须立即手
术。 为了不影响工作， 她思来想
去， 竟把这个天大的不幸深埋在
自己心底， 将手术时间推迟到暑
假去做。 然而屋漏偏逢连夜雨，
最疼爱她的老父亲得知女儿生病
后心疼不已， 患上了抑郁症。 孝

顺的她每天笑呵呵地默默操持起
全部家务， 抽出更多的时间陪伴
老爸聊天， 哄老人家开心。 即使
患病也没有改变她对生活的热爱
和对工作的热情。 手术后便是开
学的日子， 她强忍着病痛， 依然
带着微笑坚守在工作岗位上。 随
后半年令人难挨的化疗放疗， 把
她折磨得身体极其虚弱。 可她面
对生活的劫难， 乐观面对， 坚持
进修学习， 每次进城看病和进修
学习回来， 那崎岖漫长的山路都
把她折腾得疲惫不堪。 可谁能想
到病重的她， 还居然拿到了幼儿
园管理干部培训班优秀学员的证
书， 这其中的酸甜苦辣， 只有她
心里最清楚。

“进山工作， 我不后悔， 在
那里我享受着生命真正的乐趣，
因为我把山里的每个孩子都当成
了自己生命和事业的一种延续。”
赵丽娜说， 她将坚守岗位， 为大
山里的孩子带去更多的知识和欢
乐， 做一名 “大山育林人”， 把
孩子们培养成材。

协办： 北京市职工服务中心
（北京市技术交流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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