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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淮北矿业集团临涣选
煤厂，提起安全监察部的安监
员王三虎，大家真是对他“爱
恨有加”。 爱他对安全工作的
认真负责，“恨”他对安全问题
上的不徇私情，凡是他查出的
隐患问题，都现场指出并要求
限期整改。没有及时整改落实
的， 依照文件给予下单处罚，
任何人说情都无济于事，根本
不讲情面。

今年 52岁的王三虎做安
监工作已 10个年头， 作为一
名专职安监员，他深知自己的
责任重大，无论是排查隐患还
是安全监管， 总是一丝不苟，
始终以“严细实精”的工作作
风履行岗位职责，受到全厂干
部职工的一致称赞。

选煤厂洗选设备都是大
件，特别是近年来设备老化更
换频繁，这两年智能化临选厂
的建设，对大件设备的起重吊
拉工作较多。特别是攻坚安装
“急难险重”设备时，起重吊拉
设备时稍有不慎，极易发生安
全事故。 作为安全监察员，王
三虎深知自己肩上的责任重
大，为此，每有大的设备更换，
他都紧盯现场，并协助基层车
间人员制定施工安全防护措
施，确保做到安全施工。 2018

年 10月中旬，在更换设备时，
由于时间紧、任务重，个别职
工为了赶时间， 无意中放松
了安全警惕性。 王三虎在发
现一名电焊作业人员站在两
米高的梯子上进行气割作业
时，未使用电焊防护面罩，他
立即让那位职工使用防护面
罩再作业。 事后他通知那名
职工到安监部办了“三违”手
续， 并诚心诚意地对他说：
“气割作业面对锈蚀的铁器，
不戴防护面罩， 万一飞溅的
铁屑溅到眼睛里， 造成从高
处的梯子上摔下来， 你想想
后果会有多严重！ ”

作为安监员，王三虎每天
都和同事对各自负责监管的
区域巡查一遍、两遍，整个厂
区无遗漏的巡查下来，路程加
起来达六公里以上。每次巡查
中发现的问题都一一记录在
本子上，能现场整改的安排责
任单位整改，现场不能整改完
毕的给限定日期，并在规定的
时间里对整改情况进行验收。
2018年 12月的一天，王三虎
在监督外委施工人员作业时，
发现一位施工人员在两米高
登高作业时佩戴的保险带不
标准，未做到“高挂低用”。 王
三虎立即给那位作业人员指
出，让他挂高保险带。谁知，那
位作业人员反问他说：“我登

高作业只要佩戴保险带不就
行了吗？你怎么那么多事！”王
三虎听了后，立即让他停止作
业， 对他说：“保险带挂得低
了，从脚手架上滑下虽然不能
掉到地上，但是可能会闪到你
身体，一样造成伤害。 ”那位作
业人员改正了错误。王三虎还
找到项目负责人让他保证施
工期间的生产安全。

今年初，王三虎在一次日
常巡查中发现一位电焊工，在
电焊作业时灭火器距离作业
点超出规定，当即对他提出批
评，并立即将灭火器拿到作业
地点。王三虎给那位职工的单
位下发了“三违”通知单。 事
后，那位职工托熟人找到王三
虎希望高抬贵手、给个面子别
算“三违”了。王三虎还是那句
话“必须进‘三违’学习班，接
受处罚，接受教育！ ”

私下里也有人说，王三虎
还有几年就退休了，那么认真
得罪人干啥，该高抬贵手时就
睁只眼闭只眼， 免得以后挨
骂。王三虎听说后，微微一笑，
没放在心上，依然按规定行使
安全监察职责。 用他的话说：
“安全无小事， 涉及安全的问
题，我绝对不留情面！ ”在细心
监管和严格督导下，他负责监
管的责任区域连续多年实现
安全生产。

没有丰功伟绩， 有的只是一
份干事创业的激情； 没有豪言壮
语， 有的只是一份脚踏实地的埋
头苦干。 他是皖北煤电集团祁东
矿采煤二区一队队长李传德。

初见李传德， 给人的印象是
朴实的容颜、中等的身材、饱满的
精神， 以及额头上两道深深的皱
纹。 15年来，他始终工作在煤矿生
产一线，扎根矿山、服务矿山的初
心从未改变。

历尽磨难促成长

2004 年 2 月，31 岁的李传德
带着美好的憧憬，离开家乡，来到
矿山。 他暗自下定决心要让家人
过上幸福的生活。

可是现实总是和理想存在差
距。 当时祁东矿 6114工作面过断
层，条件差，又遇到顶板透水，整个
工作面犹如下大雨，李传德初次遇
到这种情况， 心里打起了退堂鼓：
回家至少还有地种， 何必在这受
罪。 可是一回家，让家人过上幸福
生活的小梦想就会破灭。想到家人
送自己出行时流露出的期盼，李传
德攥紧了拳头：“家里十几亩地我
都能种好，这点水算个啥。”他一咬
牙一跺脚， 和其他老工人一样，猫
着腰钻进“雨里”干活，尽管他冻得

嘴唇发紫，浑身哆嗦。
6114工作面完工后， 李传德

所在的区又转战到另外两个工作
面，工作的季节也从“寒冬”迈进
了“酷暑”，一进工作面，人还没开
始工作， 汗就像断了线的珠子似
的往下掉。 李传德当时就有一种
三伏天在地头拉粮食的感觉：浑
身像灌了铅一样，一步都迈不动。
一次，李传德热的眼冒金星、头重
脚轻，晃晃悠悠地眼看就要栽倒，
幸好旁边的工友一把拉住他，到
旁边休息一会才渐渐缓了过来。
回忆起当时的场景， 李传德至今
记忆犹新，“没办法， 男人就是要
养家的！ ”这种对家人的责任也成
为他经受住各种“冰”“火”考验、
坚持下来的动力。

排忧解难助生产

选择了煤矿工作， 就意味着
选择了吃苦，选择了奉献。 “我是
农民的孩子， 既然选择了煤矿工
作， 就会像农民热爱自己的土地
一样，深深地热爱煤矿工作，奉献
自己的一切。 ” 李传德是这样说
的，也是这样做的。

在农村长大的李传德练就了
一身强健的骨骼。 他虚心学习采
煤技术， 细心观察大工师傅的操
作。 师傅见他为人诚实，能吃苦、
力气大，有意培养他，并手把手地

向他传授采梁、架棚、放顶、护顶
等方法。 李传德边做边学，很快便
掌握了操作技术， 三个月后就干
起了采煤大工。

李传德靠着用心、细心、专心
的工作态度， 从一名普通工人成
长为采煤大工， 然后逐渐历练成
为今天的“兵头将尾”。 根据多年
的工作实践， 他逐渐总结出一套
“李式经验”：听、看、摸、嗅。 无论
是皮带的卸载滚筒、采煤机滚筒、
转载机齿箱轴承运转是否正常，
还是减速机的油量、 电机的声响
有无变化，他都听得一清二楚、摸
得分毫不差。

2018 年 6 月的一天深夜，采
煤二区主采工作面 65#支架不动
作，问题查不出来，在场人员都急
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没了办法。 接
到电话， 李传德二话没说赶到现
场， 仔细排查之后断定是液压系
统出了故障。 “不可能，我们刚刚
都排查了， 没发现它出什么问题
呀？ ”一位跟班区领导提出质疑。
“再看看不就知道了吗？ ”说完，李
传德熟练地拆开操作阀组， 果然
是液压系统的操纵阀组堵塞导致
的，故障很快被排除了。 现场人员
无不向他投来佩服的目光。

勤俭持“家”算细账

在农村过惯了“紧日子”的李

传德有着勤俭节约的好习惯。 他
经常对职工说：“弟兄们， 虽然我
们的工作条件是艰苦了点， 可是
井下的物料价钱都不便宜， 大家
要从源头开始节约， 精打细算地
过日子。 ”

多年来， 他要求全队职工从
节省一寸铁丝、一个螺栓等小处、
细处做起，工具管理落实到人，避
免损坏、丢失现象的发生。 同时践
行“弯弯腰”精神，每次他都要跟
班下井带头搞回收， 坚持上井不
空手， 为职工起到了模范引领作
用。 他还在全队实行“定岗、定员、
定责、定量”的“四定”考核细则，
将任务分解到岗位人头， 实行倒
推制，优化施工组织，争分夺秒提
高当班工效；结合队组实际情况，
考核全队材料消耗， 促使人人都
会算“细账”。

在李传德的带领下， 采煤二
区一队 2018 年全年共涌现出 10
余名标杆职工，2名矿级季度标兵
职工、3名区季度学习之星。 2018
年割煤拉架 1295峒次， 区原煤产
量连连攀升。 采煤二区一队也成
为全矿安全、优质、高效生产的典
型。

面对这些骄人成绩， 用采煤
二区一队职工的话说，“那是因
为，我们队有李传德这样的苦干、
实干加巧干的好队长。 ”

“刚开始我只是个门外汉，靠
着师傅们的帮助和自己的勤学苦
练，才练就了现在的业务技能。 ”
不久前在接受采访时， 任飞谦虚
地说。

1975年出生的任飞，上小学时
跟随父母一起来到淮北，1992 年
入伍当兵，1998 年进入市供水总
公司供水管理所， 从事抄表员工
作。由于年纪轻、身体素质好，平日
里，任飞抄完自己所辖片区的水表
后，经常帮着同事抄表。 不到半年
时间，市区所有大街小巷的位置和
名称，任飞已经烂熟于心。

2000年， 任飞调入管线所工
作。 管线所担负着全市的供水管
道、 闸阀和水表等设施的检修维
护，居民家庭供水设施的维修，全
市的地下管网的测漏等。 任飞深
知，管线所是业务部门，要想在公
司站稳脚跟， 就要脚踏实地地学
好保供水技术。

任飞主要工作内容包括管网
测漏和供水抢修。 测漏是个特殊
职业，没有地方培训，找不到书籍
研读，全靠自己悉心摸索，对工作
经验要求非常高。 不仅要求测漏
人员熟悉供水管网的分布， 而且
要准确地辨别漏水点声音， 通过
声音来判断漏水点的大小、 离阀
门的远近、距地面的距离等，进而
最终找到漏水点。

为尽快掌握测漏技术，每当夜
幕降临，任飞就像医生一样背着测

漏仪“出诊”。 戴上测漏仪，拿着听
漏器，三步一停，时不时趴下身去，
耳朵紧贴地面，寻找那来自地底下
的滴漏之声。 工作中，他边学边记
边琢磨，有疑问就向师傅请教。

“测漏是个‘良心活’，可以有
效避免盲目开挖和节省抢修开
支。 那时候我年轻，一身干劲，为
了找一个漏点在一个供水片区或
者一条街道来来回回走上很多遍
是常有的事。 ”任飞笑着说。

经过几年的悉心摸索， 任飞
练就了“精准确定漏点，误差不超
1米”的技能，从外行变成了内行。
除了夜间测漏， 任飞白天还要参
与供水抢修。 在抢修现场，大到路
面开挖、 破混凝土， 小到接下水
管、更换水表这些具体工作，他都
是冲在最前面，不怕脏，不怕累，
回到管线所时经常是 “晴天一身
汗、雨天一身泥”。

2015年，因工作业绩突出，任
飞被提拔为管线所所长， 这意味
着任飞不仅是工作的参与者，更
是领导者。 任飞并没有因此骄傲，
每次接到报修电话， 任飞总是及
时组织抢修，科学安排分工，和抢
修人员并肩作战在第一线， 直至
事发现场恢复供水后， 才放心地
和同事们一起离开。

任飞至今还记得， 有一次市
二幼门前道路下的供水管道出现
漏水情况， 导致行道树及周边地
面塌陷， 幼儿园门前的电线杆出
现了倾斜。 接到报修电话后，任飞
临危不乱，一边联系交警部门，请
求维护现场交通秩序、 协助开展

抢修工作， 一边立即通知施工人
员领取抢修零部件、 第一时间赶
往事发现场。 最终经过多方的共
同努力，不到两个小时的工夫，漏
水管道就被更换一新， 事发路段
也恢复了正常通行。 连续多年的
扎实工作， 使得任飞的业务技能
不断纯熟、 沟通协调能力和组织
能力得到显著提升。 如今不论遇

到什么样的供水事故， 他都能从
容应对、处理的井井有条。

据统计， 任飞每年大约修复
供水管线百余处， 解决突发漏水
事件 80多起，赢得了领导和同事
们的一致好评， 确保了千家万户
喝上甘甜清澈的自来水， 为我市
的城市建设和供水事业发展作出
了积极贡献。

任飞（右一）和抢修人员维修市妇幼保健院内的消防栓。（资料照片）

不讲情面的安监员王三虎苦干实干加巧干的好队长
———记祁东矿采煤二区一队队长李传德

1998年任飞进入市供水总公司工作，现任市供水总公司管线所所长。非科班
出身的任飞，凭着吃苦耐劳和踏实肯干的精神，把自己从一名普通的抄表员锻炼
成为我市供水战线上的保供水专家，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带领团队奋战在抢修
一线，连续多年出色完成保供水任务。

精练技艺保供水

任飞（右一）和同事冒雨抢修。 ■摄影 通讯员 赵彬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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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年深加工 1005万羽家禽产品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征求意见
稿网络链接 ：https://pan.baidu.com/
disk/home?#/all?path =% 2F&vmode =
list；

2、纸质报告书查阅途径：征求意
见稿纸质版放置于淮北市相府禽业
发展有限公司（安徽省淮北市烈山区
孟山南路西侧）；

3、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社会各
界人士，特别是可能受到拟建项目不
利影响的公众和社会团体；

4、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5、https://pan.baidu.com/disk/

home?#/all?vmode =list&path =% 2F%
E9%82%A6%E4%BC%A6%E5%A1%
91%E6%96%99

6、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电子邮件、信函或现场投递。

7、投递邮箱：xjq2587@yeah.net
8、邮寄及现场投递地址：
淮北市相府禽业发展有限公司
联系人：刘总
联系电话：13909612092

淮北市相府禽业发展有限公司年深加工 1005 万羽家
禽产品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

■记者 王陈陈 通讯员 毛焦 胡珊

■记者 黄旭 通讯员 肖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