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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磨一剑。十年间，临涣选
煤厂东区选煤车间徐磊从一名选煤
专业技校生成长为机电副班长再到
电气技术员，从普通职工走向管技
岗位，实现了破茧成蝶般的人生蜕
变。在临涣选煤厂提起“PLC小王
子”徐磊，了解他的人都会由衷竖起
大拇指：这小伙，善钻研、肯学习、能
吃苦，能有今天的成就，了不起！

先人一步，首战告捷获佳绩

有着对电子产品浓厚兴趣的徐
磊在淮北煤电技师学院学习选煤专
业时，看到淮北矿业集团公司转型
发展中更多高新装备、高科技设备
投入运行，主动报名选修PLC（可编
程逻辑控制器）课程，并在 2008 年
代表学校参加安徽省、全国技能院
校维修电工技能大赛并获奖。首战
告捷也坚定了他参加工作后学习电
气知识的信心。

2008年技校毕业的徐磊，按专
业分配到临选厂选煤车间工作一年
后，通过厂部公开招聘以优异的综
合考试成绩成为一名电气工。干上
了自己喜欢的专业后，徐磊对知识
的渴望和学习业务技能的愿望更加
强烈。当班长给他指定一名师傅技
术大拿余涛时，徐磊却主动提出认
两名师傅，除向余涛学习电气知识
外，还申请向“专家”李少红学习他
热爱的PLC技术。理论指导实际，
实际验证理论，实践中不断积累经
验。期间，他还利用业余时间通过
个人自学取得中国石油大学的本科
学历证。

追求完美，精益求精“强迫症”

徐磊有三个特点，第一个就是
刨根问底。每解决一个问题，他都
要弄清楚前因后果。比如说一个
PLC柜修的时候不知道是怎么修好
的，他晚上不睡觉也要琢磨透，非得
弄懂才罢休。第二个特点就是爱记
笔记。刚开始时是学什么记什么，
等水平提升了以后，他就专捡难点
记，还会对笔记进行分类整理，如果
再遇到棘手的问题时这就是个很好
的参考。第三个特点就是精益求
精。解决问题有原因、有分析、有结
果，力求完美再完美，都快成了“强

迫症”。
“特别享受那种攻克难关的成

就感，每解决一个问题都会很开心，
回家的时候脸上都藏不住笑，我爱
人就会说，又解决了一个难题吧？
看你那高兴劲儿。”徐磊说。

钻研技术，智能时代“弄潮儿”

多年来，徐磊先后在该车间
外围电修班、厂房电修班努力工
作并通过公推公选当选机电二班
副班长。2016 年，该厂首次采用
PLC 无线传输通讯技术对受煤坑
无人值守进行改造，正值盛夏，负
二层受煤坑温度近 40 摄氏度。在
控制柜内接线时，上百根线路纷
繁错杂，他需要一一整理清晰，衣
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炎热的
环境容易使人烦躁，但是这种烦
琐的工作又让他必须冷静思考，
不容许出丝毫差错，一旦有错，就
有可能将模块损坏。经过近两个
月探索实验和反复研究制作，实
现了独立设计无线视频监控系统
的硬件连接及软件编程，自主开
发了 PLC 程序及人机界面，电磁
感应检测精度达到 5 毫米，节省资
金90余万元。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徐磊在
2019 年 11 月厂公开选拔部分专业
技术人员中脱颖而出，成为一名东
区机电车间电气技术员。徐磊在技
术革新的道路上从一名学员、参与
者、主导者到自主设计，成为了该厂
PLC的主力军和先锋官。他先后完
成了该厂东区动力煤集中控制设
计，加压反吹风电磁阀风源的创新
设计，装车系统和压滤系统集中控
制改造。在集中控制空气炮改造过
程中，他利用自己所掌握的PLC技
术独立完成操作画面及程序编程，
缩短了工期，减少了成本投入。

靠着一步一个脚印地奋斗，这
些年徐磊参与设计的多个项目获得
淮北矿业集团公司职工“五小”实用
技术和厂科技大会等奖项。他用坚
毅和执着在平凡的岗位上履行着不
平凡的职责，用自己的追求和奉献
书写了绚丽的人生。

十年奋进
实现人生蜕变

——记临涣选煤厂电气技术员徐磊

“您好，打扰了，我是岱河社区第
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普查员，我需要
了解您家的家庭情况……”连日来的
清晨、中午和晚上，高岳街道岱河小区
的居民们都能看见一位身材不高，左
手臂用绷带悬挂在胸前，挎着人口普
查包，登门入户进行人口普查的岱河
小区人口普查员尹红亮。

自10月11日起，尹红亮就与搭档
一起，坚持“不漏一户，不漏一人”的原
则，对负责的小区进行详细的摸底调

查和人口信息登记。由于白天大多数
住户都不在家，他们便在下班后，利用
晚上休息时间入户进行人口普查。

一趟，两趟，三趟；清晨，中午，晚
上。尹红亮与工作搭档坚持每户进到
屋、见到人、看到户口簿、信息问清楚。

人口普查工作看似是简单的填
表，却是一个细致活，对每一组数据都
要核对落实，一有登记不详细的地方，
尹红亮都要再次上门去核查。耐心细
致的工作态度，让人口普查员尹红亮
和他的搭档赢得了住户的理解和支
持。

谁知天有不测风云，就在人口普
查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时，尹红亮在
途中不慎摔倒，致使左肩受伤。手术
后第二天，他不顾伤痛，在病房里整理
摸底资料，指导邻近小区的普查员排
查摸底调查表，对照资料，找出问题，
理清头绪。

在医院住了三天，尹红亮在病房
再也呆不住了。瞒着家人，偷偷从医
院跑了出来，又挎上普查员包，拿起手
机，对小区住户进行摸底调查登记。

“一个住户一个住户走下来，每天都到
晚上八九点。每一户都要认真按照人

口普查要求填写好表格，做到人口普
查信息的准确无误。”

一群人、一片区，迈开腿穿梭在楼
栋之中；一支笔、一张表，记录着人口
数据。这是社区普查员的工作写照。
户数多、时间紧，普查员们一起加班加
点，连续好几天都没有休息。

“俗话说，轻伤不下火线。我作为
一名普查员必须全力以赴完成工作，
在规定的时间里，准确无误地完成人
口普查信息上报工作。泱泱大国，开
始点名。我自豪，我是人口普查员。”
尹红亮骄傲地说道。

尹红亮：准确记录好每一个数据

“王翠隔三差五就来看望俺，为俺
做了不少好事，是个好孩子！”日前，濉
溪县双堆集镇陈桥村小刘庄 82 岁的
五保老人马立刚，夸起王翠说个没完：

“这床柔软的棉被是她前年冬天送来
的，这个捂手的电暖宝是她去年春节
前送来的，身上穿的这件新棉袄是她
前几天送来的。”

被称为“好孩子”的王翠今年 30
出头，是双堆集镇扶贫工作站的扶贫
专干。她与马立刚非亲非故，也不居
住在一个自然庄，对他怎么会有这样
的“孝心”呢？原来，王翠的父亲王庆
山在陈桥村曾任村党总支书记、村委
会主任长达30多年，从小就随着父亲
走东庄、串西庄的王翠，目睹父亲干工
作的激情和热情，看到了父亲与村民
之间的亲情和友情，在村民中早就混
了个“脸熟”。

“2016年，年迈的父亲退休后，行
动也不大方便，我就经常进庄入户，把
父亲的近况转告给关心他的群众，把
走访了解村民的情况再告诉父亲，顺
便给五保老人、留守老人办一些力所
能及的事，就这样一来二去，如同‘亲
戚’一样越走越亲了。”王翠道出了她
做好事的初衷。

肖太然是位五保老人，居住在肖
马自然庄，今年79岁。他从小就生活
在这个村庄，虽然年纪大了，但不愿去
敬老院过集中供养的生活，又因身患
糖尿病多年，出现视力下降并发症，日
常生活出现困难。“王翠是俺后庄的，
从小我就认识她，是个爱说、爱笑、又
亲人的好孩子。”肖太然介绍说，早在
5 年前，王翠就经常给他送猪肉、蔬
菜、面条等食品，还给他烧菜、包饺子
放冰箱里。嘴里夸着王翠，肖太然还
不时地抹去眼角流出的幸福泪花。

今年80岁的胡士美，儿孙都常年
在外地打工，还在外地买了房子，“故
土难离”的她哪儿也不愿去，只身在家
里生活。4 年前开始，王翠走进了她
的家里，帮助打扫卫生、晾晒被褥、浇
水种菜。“每次来看我都不空着手。”老
人家说，王翠常带来一些瓜子、糖果、
糕点、蔬菜，还送给一些棉鞋、手套、暖

手宝等小礼物，特别是她那机灵劲，让
俺三天不见就想得慌。

“你看这双棉鞋就是前几天送来
的。”今年 80 岁的留守老人王文侠儿
孙都在常州居住，过不惯城市生活的
她自己在家居住。她说：“每年午秋两
季秸秆禁烧，王翠都吃住在她家，不仅
爱做饭、爱说笑，还天天把俺家屋里屋
外打扫得干干净净，这样的好孩子难
找啊！”

“王翠，我好久没有见到母亲了，
可方便去俺家一趟……”今年重阳节
的上午，带着妻小远在上海经商并定
居多年的肖彬，通过微信把思念母亲
的事告诉了王翠。当日中午，她就利
用午休的时间，驱车奔赴十多公里，来
到肖彬母亲李得芳的家，当通过微信
视频看到儿子、儿媳、孙子等亲人给她
问好的时候，老人激动地流下了热
泪。看到这样的场景，王翠说再远、再
忙、再累，做这样的好事也值得。

现在的老年人大都不会使用智能
手机，王翠就以自然庄为单位，在陈桥
村建了 7 个微信群，把在外打工、经
商、工作的村民都拉进一个群里，经常
把家乡的变化、村庄的新鲜事、老人们
的生活场景，编成短信、拍成照片或者
小视频，发到群里，让远在外地打工的
子女经常能了解家乡、看到亲人，同时

还有求必应地满足乡亲们的视频“点
播”要求。

“为五保老人、留守老人做点好
事、办点实事，自己花不了多少钱，但
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关爱、一个安慰，也
许是一件心头的大事。”王翠说，随着
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和农村转移人口的
增多，农村留守老人问题日益突出，他
们在经济供养、生活照料、精神慰藉、

生产劳动和医疗保障等方面都存在问
题，应引起更多的爱心人士关注，形成
全社会共同关爱老年人的良好风尚。

五年来，王翠已结对子关爱贫困
户、五保老人、留守老人22户28人，先
后购买慰藉老人的物品290余件共1.3
万余元，累计开展志愿服务 440 余次
590余小时，用实际行动践行爱心、诠释
孝心，唱响了敬老曲、弘扬了正能量。

关爱老人 传递温暖
——双堆集镇扶贫专干王翠的暖心故事

留守老人胡士美见到王翠亲切地拥抱着。

王翠为五保老人马立刚试穿新棉衣。

徐磊检查PLC柜运行情况。

淮北市众家福酒楼公章遗失，声明作废。

濉溪县宏源电器乡镇连锁有限公司周义洲法人章遗失，声明作废。

吴信泰于2020年10月30日在淮北市龙山陵园购买的墓穴，墓穴排位：福禄园11
区21排9号( 三号墓），票号：5199，公墓证号：20200935，墓穴证遗失，登报声明作废。

武玉峰遗失安徽理工大学成人高等教育毕业证书，批准文号：教育部(85）教
高三字003号，证书编号：103615201405102021，声明作废。

刘杨遗失汇景花园7栋302室购房发票，编号：00019029，金额：608031元，声明作废。

刘杨遗失汇景花园7栋301室购房发票，编号：00019028，金额：556090元，声明作废。

徐州天象广告有限公司遗失爱琴海投标保证金收款收据，编号：AQHSY-
2018-0007662，金额：20000元，声明作废。

淮北容玮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遗失爱琴海投标保证金收款收据，编号：AQHSY-
2018-0005768，金额：20000元，声明作废。

刘垚遗失淮北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淮海御府南苑二期9#2103室购房发
票，编号：01793465，金额：540414元，声明作废。

孙建星（住院时间：2020年6月24日至2020年8月6日）遗失安徽省医疗住院收
费票据，住院号：2006241763，金额：49425.8772元，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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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公益性招聘会公告

关于濉溪五沟界沟医院暂停执业的公示

拍卖公告

淮北市相山区人民法院网络拍卖公告

一、拍卖标的及竞买保证金：火车站附近5栋1407室，建筑

面积约90.58㎡，保证金10万元。

二、拍卖时间：2020年11月16日（星期一）上午9：00

拍卖地点：中拍平台

三、标的展示：拍卖日前两天、标的所在地。

四、登记手续：请于2020年11月15日16：30前持：1、法人

或自然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及复印件；2、保证金；3、手续资料

费：贰佰元。

五、联系电话：0561-3881918 13615618997

六、公司地址：淮北市老财校东100米

淮北市金诚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2020年11月8日

为精准搭建用人单位和求职者对接的平台，促
进就业，根据省、市人社部门要求，由杜集区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主办，淮北市广惠人力资源公司承
办的“金秋招聘月”大型公益性招聘会，于11月14
日上午 8:30-11:30 在矿山集万家汇生活广场举
行。热烈欢迎各类用人单位和求职者前来参加。

联系方式：
1.电话:0561-3321088 3321099
2. 广惠公司网:http://www.hb-

ghrl.com/
3.广惠公众号

拍 卖 公 告
一、受委托，我公司定于2020年11月18日9：00在中拍平

台（濉溪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拍卖厅）拍卖濉溪县孙疃中学洗

衣房五年期经营权，面积约42平方米，竞买保证金壹万元。

二、标的展示：即日起至拍卖日前，标的所在地。

三、竞买登记：请于2020年11月17日下午16时前持：1、营

业执照（副本）、法人代表身份证及复印件等材料；2、保证金及

报名资料费500元办理竞买手续。

四、未尽事宜详见本次拍卖会挂网公告及特别规定。

联系电话：18156110733、0561-3885111

公司地址：市相山北路56号三楼

淮北市金瑞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2020年11月10日

淮北市相山区人民法院将于2020年12月10日10时至2020年12月11

日10时在淘宝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进行网络拍卖。

一、拍卖标的：淮北市相山区渠沟路26号相山家园19幢709号，建筑面

积：83.36平方米，起拍价：305469元。

二、拍卖地点：淘宝司法拍卖网络平台 sf.taobao.com

三、报名时间：自公告发出到拍卖开始前。

四、竞买手续：有意竞买者登录 sf.taobao.com/0560/02，报名竞标并缴

纳保证金。

五、其他事项：与上述有关的案件当事人，担保物权及其他优先购买权

人届时应参加本次拍卖会，如缺席，则丧失相关权利，本公告视为送达担保

物权人及其他优先购买权人。

六、详情请查看淘宝司法拍卖网络平台拍卖公告，竞买须知。

咨询电话：18956118286

淮北市相山区人民法院
2020年11月9日

淮北市相山区人民法院将于2020年12月10日10时至2020年12月

11日10时在淘宝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进行网络拍卖。

一、拍卖标的：淮北市相山区房顶路B-1幢101室、B-2幢101室，建

筑面积：557平方米，起拍价：1909740元。

二、拍卖地点：淘宝司法拍卖网络平台 sf.taobao.com

三、报名时间：自公告发出到拍卖开始前。

四、竞买手续：有意竞买者登录 sf.taobao.com/0560/02，报名竞标并

缴纳保证金。

五、其他事项：与上述有关的案件当事人，担保物权及其他优先购买

权人届时应参加本次拍卖会，如缺席，则丧失相关权利，本公告视为送达

担保物权人及其他优先购买权人。

六、详情请查看淘宝司法拍卖网络平台拍卖公告，竞买须知。

咨询电话：18956118286

淮北市相山区人民法院
2020年11月9日

淮北市相山区人民法院网络拍卖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和《医疗

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现对医疗机构停业相
关情况予以公示。

濉溪五沟界沟医院，位于濉溪县五沟镇界沟
矿。因该院优化就医环境及提升基础设施设备
之需要，拟于2020年3月10日起，暂停提供所有
诊疗科目服务，停业期１年。

咨询电话：0561－6063827
濉溪县卫生健康委员会
2020年3月10日

■ 记者 吴永生
通讯员 范胜明 摄影报道

■ 记者 徐志勤 通讯员 马静

广惠招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