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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金锁:驰援武汉的
“蓝衣战士”
■ 记者 齐新亚 通讯员 张迪

3 月 10 日中午 12 点 52 分，身在武
汉市黄陂区疫情防控捐赠物资应急仓
库的杨金锁发了一条朋友圈：
“有那么
一帮傻子，
不记任何报酬。一桶汽油，
一瓶消毒液，都是兄弟姐妹们一起凑
钱购买的。每天都在默默地为抗疫而
努力着，
因为我们有着共同的信念，
同
在蓝天下，
携手为攻疫。
”
48 岁的杨金锁是皖北煤电恒源
股份五沟煤矿运输区员工，同时他还
“兼职”淮北“蓝天救援队”副队长。在
收到驰援武汉的招募信息后，他主动
报名，
成为一名“逆行者”。
警报拉响 驰援武汉
“金锁，
你是不是去武汉了？”
“爸，
怕您担心，
就没和您说，
我已经在这边
开始工作，
一切都挺好的，
您放心吧。
”
2 月 9 日晚，瞒着家人“偷跑”到武汉的
杨金锁，
接到父亲打来的电话。
事不避难，义不逃责。收到驰援
武汉的招募信息后，
杨金锁没有犹豫，
也未和家人商量，立刻报名。经过层
层选拔，杨金锁和 4 名队友被确定为
此次驰援武汉志愿者。
2 月 7 日晚，杨金锁和队友整理装
备、带足干粮，向武汉进发。经过 8 个
多小时的奔波，2 月 8 日凌晨 5 点左
右，杨金锁和队友到达目的地武汉市
黄陂区天横三路疫情防控捐赠物资应
急仓库。
由于救援队没有经费，在接到驰
援武汉的通知后，杨金锁和队友凑钱
购买防疫物资。
“ 疫情期间，防疫物资
并不好买，
我们通过多种渠道联系，
购
买了防护服、护目镜、手套、口罩等防
护用品。
”
杨金锁说。
“ 你 一 个 月 才 3000 多 块 钱 的 工
资，
一半以上都用在救援上了，
为了什
么？”面对工友的疑问，
杨金锁这样说：
“我们蓝天救援队队员是因为热爱公
益事业而聚到一起，不求名，也不求
利。我认为在危难中给人带来生的希
望，力所能及地给他人多一些帮助和
温暖，
这样的人生才是有价值的。
”
疏通救援“最后一公里”
“救援队的主要工作是转运、整
理和发放捐助的医疗物资。”杨金锁
介绍说，他们被安排到运转组，负责
将 来 自 世 界 各 地 的 捐 赠 物 资 ，第 一
时 间 发 放 下 去 ，架 起 捐 赠 者 和 医 院
间的桥梁，全力疏通武汉救援“最后
一公里”。
工作中，杨金锁没有固定休息时

杨金锁（左）与队友在应急仓库前合影。
（资料照片）

间，物资随到即转。对定点捐赠的物
资，还要派车送到定点单位。由于应
急仓库吞吐量巨大，
又缺乏叉车、移动
传送带等仓储物流工具，杨金锁和队
友常常徒手搬运物资到凌晨。
“随时有
物资进出，随时干活，没有上下班时
间。仓库的一角是我们的宿舍，受到
条件限制，
大家只能和衣而睡。
”
为了不给救援队增加负担，杨金
锁和队友出发前，
就备足了方便面、面
包、矿泉水等生活物资。因为物流仓
库是临时搭建的，电压低，没有热水，
连续几天没有吃上一口热食。
“在当地
政府和企业的帮助下，各项支援物资
陆续到位后，
我们才吃上正常饭，
洗上
热水澡。
”
杨金锁说。
“比起医务人员我们这点苦不算
什么，
能早点把医疗物资送到医院，
就
可能给患者多争取一份生的希望，再
累也值得的。
”杨金锁在接受记者电话
采访时说。
专业消杀 助力疫情防控
2 月 27 日，由于疫情防控工作的
需要，
杨金锁被分到消杀登记组，
在仓
库大门口对车辆及人员实行全面消
杀，并根据需要进入武汉一些重点区

域，
进行专业消杀工作。
“来往运输货物车辆多，
这势必给
仓库带来很大的安全隐患。仓库里储
存的都是医护人员急需的物资，一旦
出现人员感染，
整个厂库都要被隔离，
里面的物资怎么办？”杨金锁深知厂库
门口消杀工作的重要性，每天认真细
致地对过往的每一辆车及人员实行全
面消杀，
测量体温并做好登记。
由于仓库地处偏僻，很多前来送
货的司机吃不上饭。
“大家都是为了防
控疫情，这么冷的天，看他们饿肚子，
我心里也不是滋味。
”在仓库门口值守
的杨金锁主动为他们送上方便面、面
包等。
加满消毒液的弥雾机重达 50 多
斤，杨金锁穿上防护服，戴上护目镜，
仔仔细细地将小区道路、垃圾箱等公
共设施的每一个角落喷洒消毒液，一
个人背着它上下楼不间断地消毒，身
上的衣服很快就汗透了。
“脱穿防护服
很费时间，
为了节省时间，
我们都尽量
少喝水，
减少去厕所次数，
一天下来口
干舌燥。
”
杨金锁说。

救援队“结缘”。几次参加活动后，他
深深地热爱上了这份“兼职”，2017 年
初，
他正式加入淮北蓝天救援队，
成为
一名应急救援志愿者。
驰援武汉之前，杨金锁印象最深
刻的救援行动是 2018 年 8 月 18 日开
始参加全市暴雨洪涝灾害紧急救援。
四天三夜，
杨金锁和队友冒着风雨，
趟
着泥水，
往返于村子和安置点之间，
没
有回过家，
没有洗过澡，
也没有安稳地
睡过好觉，他们毫无怨言，不辞劳苦，
在与洪水的赛跑中守护人民群众的安
全。当年 9 月，杨金锁荣获“全市抗洪
抢险先进个人”
称号。
面对无情的洪水，
他毫无怨言，
不
辞劳苦，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
全。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他没有一丝
怯弱，
勇敢逆行，
整理和发放着医疗物
资，
全力疏通武汉救援
“最后一公里”。
从 2 月 8 日抵达武汉，40 多天过去了，
杨金锁的武汉“逆行”之旅也即将结
束。在他的日记里，杨金锁郑重地写
下：
“在困难面前能够伸出援手尽一份
力，
这是一份荣耀。经过这次救援，
让
我更加清晰认识到救援工作的重要
偶遇
“蓝天” 勇敢
“逆行”
性。未来，我将更加积极投入到这份
一次偶然的机会，杨金锁与蓝天 ‘兼职’
中来。
”

金亮：选煤线上的
“拼命三郎”
■ 记者

机修工作。刚接手时，重选机修工
作面临摊子大、人员少、职工素质
在淮北矿业集团临涣选煤厂， 及工作技能参差不齐、工作效率工
有这样一位青年，自 2010 年 7 月从 作 质 量 不 高 等 问 题 。 生 性 有 股
安徽理工大学矿物加工工程专业 “拼”劲的金亮，在对机修工作内容
毕业参加工作后，他立足岗位，踏 及人员了解后，制定了《机修工日
实能干，每天忙忙碌碌奋战在洗选 常管理制度及刚性规定》，自己做
线上，常常是一身煤灰，满脸汗水， 到严格执行，每天准时参加机修班
被 职 工 们 冠 以“ 拼 命 三 郎 ”的 绰 前会，参与制定当天工作计划，对
号。他就是西区选煤车间副主任 于当天大活紧盯现场。一段时间
金亮。
后，在金亮身先士卒的带动下，机
工作中，金亮的“拼”是出了名 修班一举提高了工作效率和工作
的，隐患不排除、难题不解决，是不 质量。
会罢休的。介耗高是困扰洗选的
人们常说，喊破嗓子，不如干
难题，影响材料消耗和选煤效益， 出个样子。被职工们亲切地冠以
各环节虽然做了多个改造，却又发 “拼命三郎”的金亮时刻践行着党
现不了具体是哪个环节造成的。 员干部模范带头作用，在车间人手
为彻底解决此项难题，金亮连续多 少的状况下，他都与班组职工们一
天在现场查证，厂房一开车，他就 起干活，常常是一身煤灰，满脸汗
挨个检查重控、磁选机、混合桶等 水。2018 年 11 月的一天夜班，一
设备。经过认真细致反复地研究 皮带吊挂间因满眼器失灵，导致吊
揣摩后，确定矸石入料箱下料不均 挂间积煤达 20 吨左右。为减少影
或各精煤筛分料不均及筛子喷水 响生产时间，室外寒风凛冽，金亮
效果差等因素都有可能造成介耗 穿着单衣，与班组职工们一起清理
高。于是，浑身上下有着一股“拼” 积煤。20 吨积煤，仅仅用了 2 个小
劲的金亮，连续多日，协同机电车 时便清理干净，他虽然戴着手套，
间对不完善地方进行优化改造，彻 可手上还是磨出了几个水泡。在
底解决了介耗高的问题，为节支降 多个生产关键时期，金亮都盯在现
耗作出了突出贡献。
场，与班组职工一起上班、一起下
设备工艺参数的检查是选煤 班、一起干活，以实际行动充分发
技术管理的重点，是洗选出合格精 挥了一名共产党员、管理人员应有
煤产品的有力保障。基于此，金亮 的职责，
较好地完成了生产任务。
不断强化现场管理，加强设备工艺
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
参数检查，确保系统连续稳定运 金亮始终以高度的责任感和强烈
行。如产品重介旋流器溢流管及 的使命感，牢牢抓住分管范围内疫
底流口、振动筛、精煤泥弧形筛等 情防控和安全生产两件大事，确保
关键部位的检查，金亮每天都将其 了“两手抓、两手硬、两不误”，实现
列为生产设备重点检查对象，其他 “两胜利”。
工作完成后，再晚、再累，他都要去
金亮，这位 80 后青年，始终以
现场检查一遍。用他的话说：
“ 自 严细实精的工作作风、以一股顽强
己不亲自去看一遍，晚上睡觉都不 拼搏的劲头，展现着新时代大学毕
安心”。与此同时，为有效保证各 业生的青春风采，先后获得集团公
类设备的工况效果，减少和杜绝各 司“ 五 星 党 员 ”、临 选 厂“ 五 好 标
类堵塞事故，金亮修订完善了生产 兵”
“十佳共产党员”
“优秀毕业生”
系统停车后各岗位的例活管理制 “优秀技术人才”等荣誉，2018 年在
度。特别对重点岗位、重点环节的 临选厂第九次科技大会上获得“技
例活加大日常检查力度，从而降低 术专家”荣誉称号，2019 年获评厂
了事故台时，保证了洗选设备的顺 “优秀管理人员”。而“拼命三郎”
利运行。
的绰号，就是临选厂干部职工对金
2019 年初，金亮负责主管重选 亮工作能力和成绩的最好诠释。
黄旭 通讯员 肖震

“金牌班队长”张西亭

从矿区机电工到工匠大师
——记全国劳动模范杨杰

名字命名的、
培训现代工业自动化控制
技术技能的PLC实训工作室。
2018年初，
他成为安徽淮北煤电技
师学院教师，
肩负着培养优秀技师的重
担子。不久前，在淮北煤电技师学院
“工匠大师”办公楼、
“杨杰劳模创新工
作室”
，
记者见到了淮北矿业集团高级
■ 记者 徐志勤
工程师、
淮北煤电技师学院教师杨杰。
工作室很宽敞，
书柜里满满当当。
“60 年来，
淮北市由煤城变成了一
两张宽大的工作台上有序摆放着杨杰
座美城！祝愿淮北市发展得越来越好，
工作室打造的煤矿可编程控制器、
模拟
城市越变越漂亮，人民生活越来越美
电路、电子元件等实训器具。
“在‘杨杰
好，幸福感越来越高！”3 月 14 日，在工
讲堂’，
大家可以把从学校学到的理论
作室忙碌的杨杰，
话语里洋溢着抑制不
知识与企业最前沿的仪器设备、
生产技
住的喜悦。
术结合起来，
转化为动手能力，
我们这
今年54岁的杨杰，30多年来，
扎根
相当于打通了职业教育的‘最后一公
煤海，
踏实苦干，
刻苦钻研，
勇于创新的他
里’
，
也是对备用设备的再开发。
”
由一名普通机电工成长为高级工程师。
杨杰（中）带领青工现场查排隐患。■ 摄影 通讯员 乔时庆
作为身怀
“绝技”
的技术
“大师”
，
杨
他当选为全国劳动模范、
中共十八
杰深知先进技术只有被更多的职工掌
大代表、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先后获
才能发挥更大能量。目前，
“杨杰讲
得
“全国煤炭系统青年技术能手”
“全国
1987年，
杨杰在淮北市
“百业十行” 坐在各自的罐笼里。毫无征兆地，
提升 握，
已培训各类技能人才近 2000 人，
56
杰出青年岗位能手”
“全国煤炭系统杰 大比武中拿到了绞车工种第一名，
1990 机突然掉电了，
在离井口还有96.3米的 堂”
名技师晋升为高级技师。
出青年岗位能手”
“全国职工自学成才 年被共青团中央授予
“全国煤炭系统杰 位置，
提升机停了。
去年 3 月 27 日，杨杰荣登《好人
标兵”
“全国技能大师”
“第二届感动中 出青年岗位能手”
称号。他更加坚定了
39名工人被突然困住，
没有办法与
国的矿工十大杰出人物”等荣誉称号。 信念：
学一生，
专一行。
外界联系。处理电气故障的专家赶来， 365》栏目封面。同年他作为第十三届
2018 年 4 月 28 日，杨杰荣登中国好人
2002年，
他所在的矿井安装一套高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现场气氛越来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赴北京参加大
“作为基层一线人大代表，
我肩负使
榜，
成为淮北市第144位
“中国好人”
。
压变频提升电控系统后，
变频器的工作 紧张。半个小时过去，
技术人员终于找 会。
并将自己的经验介绍给更
从普通煤矿工人到高级工程师，
从 始终处于不稳定状态。咨询厂家后得 到故障点。排除故障需要立即更换一 命为民代言，
”
默默无闻的无名小卒到全国劳动模范， 知，
采用传统的安装方法不能满足新设 个调闸模块，
可这个模块几天前被调用 多的人！
“在技术创新过程中，
每当我遇到
“机电大王”杨杰的人生经历可谓跌宕 备需求。针对问题，
杨杰设计出一套新 到别的矿上去了。如果从其他矿井调
技术难题时，
都非常高兴，
因为这又是
起伏。
的连接装置，
每年可产生直接经济效益 用模块，
最快也要两个小时。
也是有针对性高
初中毕业后，
杨杰成为淮北矿业集 近百万元。这些年的刻苦钻研形成了
关键时刻，
矿领导想到了杨杰。接 一次超越自己的机会，
效学习的催化剂，
更是一次突破自我的
团朔里矿业的一名机电工。短短几年 诸多的创新成果，
他拥有35项获国家发 到电话后，
他火速赶往现场。
时间，
他通过自学
“啃”
完20多本矿井提 明及实用新型专利，
1 项获中国煤炭工
仅仅几分钟时间，
杨杰在领导的同 过程。何以解忧，唯有创新！何以快
唯有创新！”他目光灼灼地说，
“我
升机方面专业技术书籍，
积累了30多万 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1 项获安徽省科 意下更改好了程序。现场欢声雷动，
39 乐，
是全省唯一破格从高级技师通过答辩
字的读书笔记。多年来，他始终秉承 学技术奖三等奖，
3项获得软件著作权， 名矿工安全走出罐笼。
“精益求精、不断超越、推陈出新”的工 发表论文20多篇，
为企业创效上亿元。
2010 年 5 月，以杨杰名字命名、面 考评获得高级工程师的，也是我省实
作理念，
立足岗位努力自学文化知识和
2006 年 12 月的一天，晚上 9 时左 向矿区开放的“杨杰讲堂”建成开课。 现零突破的‘安徽省学术和技术带头
。我经常会对学生说，
终身学习是
专业技术知识，不断提高专业技能水 右，
朔里矿正处在上夜班职工交接班的 讲堂把 PLC（可编程逻辑控制器）生产 人’
平，
先后围绕制约企业安全高效生产的 时候。提升机缓缓地向井口移动着，
26 控制设备搬进教室，
实现了教学与生产 创新的前提，也能为自己赢得了一次
技术难题，
执著专注进行技术攻关。
名下井的工人和 13 名上井的工人分别 实践
“无缝对接”
，
这是国内首个以工人 又一次的机会！”

张西亭精心维修设备。
（资料照片）
■ 记者 王陈陈
通讯员 郭静 李蓓蓓

创造了安全无事故、质量优良品率
100%的好成绩。
“张西亭当过兵，执行力比较
他平凡却不平庸，通过自己的 强，在工作中能时时处处发挥党员
努力演绎了出彩人生。他就是皖 的模范带头作用。”综机修配二分
北煤电集团机械总厂综机修配二 厂相关负责人这样评价。2019 年 5
分厂综机车间主任张西亭，2018 年 月 6 日，机械总厂接到任务要组织
当选集团“金牌班队长”，2019 年再 人员到山西天煜有限责任公司恒
次获此殊荣。张西亭说，他将以更 晋煤业进行井下维修。这对机械
严格的标准要求自己，用心尽心细 总厂的维修团队来说是一个挑战，
心工作，力争在平凡的岗位上再立 转战三晋大地，要克服气候、饮食、
新功。
第一次井下维修设备等一系列困
“能挑百斤重，不担九十九。 难，必要有一个好的“领头羊”带
在任何岗位都要坚守初心、不丢军 队，
张西亭成为了不二人选。
魂。”这是张西亭的工作信条。自
带队来到恒晋煤业后，张西亭
1997 年从部队退伍后，他在机械总 摆正安全与生产的关系，开工的第
厂一干就是二十多年。面对机械 一件事并不是急着赶进度，而是与
维修这个全新的领域，他凭着吃苦 工友们一起学习有关井下的安全规
善战的军人作风、坚韧不拔的毅 章制度、
注意事项，
提高大家的安全
力，刻苦学习机械维修加工的技术 意识和自保互保能力，然后才带队
要点，遇到不懂的问题就及时向周 下井。井下有什么苦活累活，张西
围老师傅或车间技术人员请教,一 亭都抢在前面、
干在前面，
用自己的
遍学不会就学两三遍，直到弄懂。 实际行动感染着周围的同事。随着
正是凭着这股韧劲儿、钻劲儿和拼 对井下环境的逐渐熟悉，张西亭不
劲儿，张西亭愣是从一个门外汉成 断创新工作方法，
优化劳动组合，
根
长为一个维修运输机、转载机、破 据实际需要自制专用拆除工具，提
碎 机 、综 掘 机 、链 板 机 的 行 家 里 高了拆除各类阀的工作效率。
手。他本人多次在皖北煤电集团
在山西的几个月时间里，维修
举办的技能比赛中获得了第一、第 团队打破了传统地面维修工艺，开
二名的好成绩，他的徒弟也多次在 创了井下维修先河，节约了维修费
全国煤炭系统青工技术比武及皖 用，
减少了维修时间，
服务矿井再上
北煤电集团、总厂技能比赛中获得 新台阶，共拆除、维修了 132 个液压
优异成绩，他带领的班组更是连续 支架，
得到了恒晋煤业的充分肯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