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国涛查看洗选设备。

“为矿工洗掉煤尘，让他们
每天的工作服都干干净净的，
我们就特别有成就感。 ”3月 13
日， 走进皖北煤电钱营孜矿洗
衣房，负责人李皊皊介绍。

洗衣房内， 充斥着浓浓的
工业碱的味道。 一眼可以看到
一台大型洗衣机、两台甩干机、
两台烘干机呈 L形摆开， 中间
有序排列着用粉色花卉和绿叶
点缀着的 30 多个衣架， 全矿
2000多名干部员工的工作服，
都在这里洗晾。

收衣、送洗、检查、装机、洗
涤、脱水、烘干、叠检、缝补、对
号、上架摆放……洗衣房的 14
位女工， 每天都要重复着这十
多道流程。 她们虽然干着简单
甚至枯燥乏味的工作， 但却是
矿工们心中 “洗出靓丽矿山的
使者”。

在洗衣房的办公桌上放着
几本记录本。 李皊皊说，这是 24
小时工作日志，对工作服实行档
案式动态管理，准确记录着职工
的姓名、编号等，一人一号，一班
一洗， 保证矿工能随到随洗，及
时穿上干净舒适的工作服。洗衣
房墙上挂着一张小黑板，上面写

着四位女工的名字。 李皊皊介
绍， 前些日子大家刚刚通过投
票，选出全队的“女工之星”参加
矿上“三八”节表彰会。墙上小黑
板上写着名字的四位女工就是
备选人， 其中江楠楠得了十票，
当选“女工之星”。

洗衣房看似简单的工作，
却需要很大的耐心。 比如检查
衣服口袋这一项， 通常一个人

一站就是几个小时， 不断重复
着单调的动作， 上千套衣服检
查完，女工的手指都会发麻。一
天下来，近 2吨重的工作服，需
要她们连续六七个钟头的苦干
才能完成。停下手上的工作时，
身上的衣服早已被汗水浸透。

在洗衣房的后面， 有一个
羽毛球场大小的日光晾晒房。
春阳正好， 日光晾晒房里面的

温度比外面要高出十几度。 额
角沁出汗珠的女工徐艳秋，推
进一车刚刚洗好的矿工服，迎
着阳光逐件展开，挂上衣架，排
在钢丝晾晒，动作麻利。

“徐艳秋曾在矿青工比武
中获得第一名。”李皊皊骄傲地
说，洗衣工也是技术活，叠、缝、
补、挂都有学问。徐艳秋手上功
夫最好，一分钟能叠三套衣服，

叠得有角有棱， 和商场里的新
衣服一样。“我们还要对入井矿
工进行宣讲， 安全知识也是比
武内容。还要会察言观色，发现
疲劳上岗矿工，就通知矿上。一
名优秀的洗衣工， 要学习的知
识可多呢！ ”

之前， 矿工们穿着潮湿的
衣服入井，易得皮肤病。洗衣房
女工们就积极向矿领导建议，
投资建了阳光房。 矿工服挂在
阳光下晾晒，让日光消毒，矿工
们能穿着满含太阳味道的松软
工作服，在井下工作，体感会很
舒服。

矿工整天和岩石钢铁打交
道，工作服极易破损。每件工作
服晾晒干后， 李皊皊和她的姐
妹们都要挨个儿检查， 有掉扣
子的吗？有破损的地方吗？她们
再挑出来，一针针地缝好。

“祝你平安喔祝你平安，让
那快乐围绕在你身边……”此
时， 从洗衣间里传来悦耳的歌
声。“这是李大姐又唱歌呢。”李
皊皊说，这里工作很辛苦，唱歌
能缓解疲劳，女工们在工作时，
都想唱几句。 她们希望矿工都
能平安回家，歌声代表着心声。

洗衣房的女工们， 通过辛
勤的工作， 绽放成矿山最美女
人花。

“踏实肯干、谦虚好学、技术扎
实、做事认真，不论是在安全生产
上还是技术管理上做得都不错。 ”
淮北矿业临选厂干部职工对郑国
涛给出了这样的评价。

2013年 6月，研究生学历的郑
国涛从中国矿业大学矿业工程专
业毕业来到临选厂。 他勤于钻研，
虚心向师傅、同事求教，将专业知
识根植于实践土壤中，短时间内便
全面掌握了洗选生产工艺和工作
要点。

车间微信群里经常会有生产
上的询问信息，郑国涛总会认真地
回答并跑到厂房检查原因。一时查
找不出原因的，他会及时检查生产
过程指标，从数据中分析出问题所
在并予以解决。

正是凭着对选煤事业的热爱，
郑国涛苦心钻研， 不断创新出成
果。 2017年下半年，在入洗临涣焦
煤时浮精灰分较难控制，多批次外
运超灰，给生产、经营带来很大的
被动。 郑国涛认真分析原因后，大
胆提出入洗焦煤时，首先调整混精
中各部分比例， 其次加强过程控
制，严格控制浮选入料浓度和二次
浮选刮泡量，将浮精灰分控制在合
格范围内，减少重介背灰，避免了
混精各部分比例发生变化而导致

外运超灰。
介耗高是多年困扰洗选的难

题，影响材料消耗和选煤效益。 为
此，郑国涛长期紧盯重控、磁选机、
混合桶岗位，认真分析介耗高的原
因，利用全面质量管理的方法开展
降介耗技术攻关，最终将介质消耗
下降， 年节约材料费 100多万元。
他主持的课题《降低外运精煤低灰
率》《降低中损， 提高精煤产率》分
别获临选厂 2017 年、2018 年项目
一等奖。

2016年至 2017年间， 临选厂
东区煤泥发热量长期居高不下，年
平均值在 3000大卡左右。 针对这
样的问题，郑国涛主动排查洗选工
艺，积极开展系统试验排查，通过
一点一滴的试验数据找到问题所
在，经对洗选工艺系统改造，终于
将煤泥发热量降低在 2400大卡以
下，提高了精煤产率。

工作六年来，郑国涛始终沉下
心来， 潜心研究生产技术和管理
方法， 在开发建设智能化选煤厂
广阔舞台上展现着新时代大学毕
业生的青春风采。 曾先后获得临
选厂“五好标兵”“十佳共产党员”
“优秀技术人才”等荣誉称号，2018
年底在临选厂第六次人才工作会
暨第九次科技大会上获得 “技术
专家” 荣誉称号，2019 年新年伊
始， 被临涣选煤厂聘为选煤车间
副主任。

踏实肯干书写无悔青春
———记淮北矿业临选厂优秀技术人才郑国涛

提前谋划、主动参与、精益
求精……吕荣，自 2010年进入
淮北移动公司工作以来， 始终
奋战在工程建设领域， 她用自
己的青春和热血， 践行责任和
担当，扎实完成各项工作。

主动作为

工程建设部的业务涉及公

司内多个部门和多项专业，良
好的协调、 沟通交流能力对于
工作的开展十分必要。

吕荣作为项目计划管理
“大管家”， 在积极学习专业知
识、掌握项目管理技能的同时，
主动跟进、提醒、督促各专业项
目经理注意及时完成项目管理
关键环节， 主动协调各部门相
关资源，商讨解决问题方案，共
同推进项目顺利开展。

2017年 12月中旬， 一个
续建项目急需清理， 缺少一笔
广州施工单位发票匹配。 吕荣
和项目经理多次与施工单位协
调，并督促对方尽快开具发票。
为确保发票到达淮北的第一时

间就能拿到， 她主动询问寄送
发票的快递编号， 实时跟踪寄
送路径， 最后圆满地完成当年
续建项目清理任务。

精益求精

资本开支作为公司经营绩
效考核的重要指标， 各项指标
数据不容有一丝差错。

打开她的工作电脑， 桌面
上是密密麻麻的分类文件夹，
分别按日期收纳排列了几百个
表格。 为确保各专业项目数据
准确， 每逢临近年关、 元旦期
间， 她放弃假期和家人欢聚的
机会，坚守在工作岗位，从早忙
到晚，逐个对表格进行核查。一

经发现问题， 她便主动联系财
务和系统后台维护人员， 商讨
最佳解决方法。 由于长时间面
对电脑看数据， 吕荣拿鼠标的
右手变得有些僵硬， 她就换左
手继续操作，从无怨言。

追求卓越

从每件小事做起、 从每项
任务做起， 吕荣充分发挥基层
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 在平凡
的岗位上践行责任， 于细微处
体现担当。

她所负责的项目成果丰
硕：2016年至今， 淮北续建项
目清理完成率连续三年均达
100%， 位于全省前列；2017、

2018年 PMS 系统工程管理功
能优化活动进度位于全省前
列。 其所在的工程建设部荣获
2018 年省公司工程建设领域
“嵌入式风险防控”最佳实践一
等奖， 并连续多年被安徽移动
公司评为 “投资计划管理先进
单位”。

她在认真做好本专业工作
的同时， 积极参与公司组织的
各项活动， 先后荣获淮北移动
公司战略征文二等奖、 淮北移
动公司反腐倡廉课题研究论文
二等奖、优秀“家”风案例和先
进个人， 她的论文被评为淮北
移动公司优秀思想政治工作研
究论文。

于细微处践行责任
———记淮北移动公司工程建设部吕荣

矿山绽放靓丽女人花
———记钱营孜矿洗衣房辛勤的女工们

洗衣房女工正在认真整理清洗晾晒好的工作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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