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班组天地 1568期8 责任编辑：蒋菡

E－mail:grrbbztd@sina.com2022年 7月 26日 星期二

本报记者 刘小燕

5 时，北京的天空逐渐透亮，陈浩已经从

北京通州的家中出发，开车前往位于朝阳区

北湖渠路的北京环卫集团固废物流公司清运

四中心停车楼。根据早班要求，他要在 6 时

前到岗，并按要求整理检查好当天驾驶的清

运车辆。

“好，现在出发！”清运四中心时传祥一班

班长倪庆飞一声令下，数十辆清运车从停车

楼陆续驶出，根据调度安排向各自负责的垃

圾楼站点分散开去。对陈浩在内的 33 名班

组成员而言，他们就是开着清运车穿行在北

京大街小巷的“装甲兵”，通过专业严谨的操

作和彼此的密切配合，让城市生活更美好。

“大事细、小事勤”

据清运四中心党支部书记马永民介绍，

时传祥一班是一支清运生活垃圾的专业化队

伍，成立于 2016年 9月，现主要负责北京市西

城区部分垃圾楼其他垃圾清运工作，每天出

车 130多辆次。

从具体流程来看，班组成员的实际操作

部分听起来并不复杂：根据调度安排将集装

箱车开到各个居民区的垃圾楼，卸下空箱后

再把装满垃圾的重箱装车，随后运到垃圾转

运站。而在有着 20 余年工龄的“老”员工陈

浩看来，环卫事业难就难在坚持“大事细、小

事勤”，这也是他加入时传祥一班后真实感受

到的工作氛围。

班组老成员王金标告诉记者，一方面，部

分垃圾楼设在小区里，早晨第一车清运时间

较早，可能会影响到居民休息，需要向大家做

好解释工作；另一方面，有的胡同过道比较

窄，集装箱车行车有难度，遇到人多的时候，

还会影响居民的通行等，就得找到车主讲出

作业困难，通过与居民有效沟通保障垃圾日

产日清。

除此以外，这只队伍还承担了许多急难

险重的任务。2019 年 1 月，清运四中心接到

昌平区天通苑地区垃圾清运任务。“当时小区

垃圾站垃圾成堆，有的角落里还有很多陈腐

垃圾，都是没有及时清运造成的后果。”据陈

浩回忆，班组第一时间抽调了 20 多人和 7 部

车，仅用一个昼夜，主干道两侧多年积存的床

垫、砖石等几十吨垃圾被清理得干干净净，居

民都夸他们是好样的。

装备与人共升级

不论是日常居民区的垃圾清运，还是“回

天”地区改造项目等紧急需求，又或是庆祝中

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冬奥会和冬残

奥会等环卫服务保障工作，时传祥一班始终

坚守岗位，圆满完成各项清运抢运工作。陈

浩笑着说：“清运车就是我们的装甲车，班组

成员们要做到指哪儿打哪儿。”

如今，陈浩的“装甲车”也有了升级。他

告诉记者，刚开始清运车辆以汽油车和柴油

车为主，驾驶条件比较艰苦，2019 年，清运

中心的车辆均换成了环保能源车，不仅车辆

厢体焕然一新，驾驶体验也改善许多。“电车

不仅环保，噪音少，上路灵活，而且驾驶室相

对封闭，刮风下雨也不怕了。”陈浩笑着说，

班组还经常开展各种小竞赛，从技术上与时

俱进。

说起技术改造，班组里个个都是能手。

“时传祥一班组建初期，就成立了由技术能手

巩爱国为组长的技术创新小组。”中心党支部

书记马永民表示，装备的升级也促使职工熟

悉自己的操作工具，及时更新知识储备，提升

作业效率。

巩爱国在集装箱卸车作业中发现，后厢起

落支架固定销轴锁止挡片，经常出现开焊脱落

现象，销轴窜位滑脱极易造成起槽时后厢倾斜

和固定支架变形，甚至会导致车辆侧翻事故，

存在安全隐患。“经过不断试验观察，我发现原

因是销轴锁止挡片与销轴接触面积过小，导致

起厢后销轴容易移位。”于是，巩爱国和小组成

员想到对销轴两侧锁止片的凹槽加大深度，并

扩展为环形卧槽，使锁止挡片牢牢固定销轴，

从根本上解决了销轴窜位滑脱的难题。

在车辆右侧安装侧灯，解决车辆在视线

不清时的照明问题；加设大箱安全链护套，解

决了安全链破坏车漆的问题；制作安全扶梯，

解决 T5电车上下大厢的安全问题；在厨余车

车厢尾部加设两级后挡板，解决尾部渗沥液

遗洒问题……在日常的操作实践中，班组成

员们通过细心观察和摸索，完成了诸多切实

改善作业条件的技术创新。

给制度以温度

班组成员们能数年如一日地保证居民垃

圾日产日清，保质保量地完成紧急清运任务，

还形成了“比、学、赶、帮、超”的良好氛围，离

不开制度的有效约束，更离不开班组成员们

如家人般的相处。

马永民在 1998 年就成为了一名清运司

机，在一线工作 12年后升任管理人员。每天

环卫工人上岗前，班长、调度、党员骨干都提前

到位；最后一名工人开车回来了，班长、调度得

和工人一起擦车，然后才能下班。“这样工人们

一旦有事了，他们知道该找谁。”在马永民的理

念中，班组就是一个家庭，给制度以温度才能

让大家工作得舒心、顺心。

王金标告诉记者，每当班组有员工过生

日，马永民都会给员工煮生日面。这位“做的

比说的多”的大家长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我只

会煮面，但是幸好我会煮面！”去年春节前，班

组给每名员工家属寄去了手写“祝福家书”，对

职工在车队的表现向家属作了详尽汇报，同时

也向家属们表示感谢；疫情期间，班组住宿区

封闭管理，员工们的生活和防疫物资保障从未

断档……“这些事，看似平常，却拉近了班组和

职工之间的距离，暖热了我们一线职工的心。”

王金标诚恳地说。

今年 5 月，这支“装甲兵”凭借过硬的素

质和坚持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获评“全国工人

先锋号”。“从时传祥精神提出到现在已经过

去了 60多年，我们国家和环卫行业都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时传祥精神的内核没有

变。”北京环卫集团固废物流公司党委副书

记、工会主席武华岚认为，不论客观环境如何

变化，“宁愿一人脏，换来万家净”的时传祥精

神始终是环卫队伍的职业追求。

“清运车就是我们的装甲车，班组成员们要做到指哪儿打哪儿”

清运队伍里的那支清运队伍里的那支““装甲兵装甲兵””
阅 读 提 示

加油！
王秋

“分厂需要6个人清洗空冷器翅片，明天咱班是大休日，

谁愿意来？”7月15日，抚顺石化洗化厂生产分厂工艺四班值

班长刘忠在班组微信群里问道。

“我体力好，我去。”主操曹攀秒回。接着苑闯、李慧、焦

忠宝，李斌斌、杨震闻纷纷响应。

7月以来，抚顺持续高温。设备跟人一样，也需要防暑

降温，如果空冷器换热效果不理想，会影响产品质量。生产

分厂计划分期分批给设备送清凉，为空冷器做个“人工降

雨”，清洗空冷器翅片的积垢，提高换热效率。

过去，这些活都由施工人员干，今年为了节省资金，快速

高效解决生产瓶颈问题，车间采取了自承接方式，在班组人

员中召集志愿者，利用工余时间对空冷器翅片进行水洗。

大休日，曹攀等6人到厂后就开始干活，他们分成两组

轮换，一组负责地面，一组到达装置顶层，也就是四层平台空

冷器处，用高压水枪对空冷器翅片进行清洗。

烈日当头，不动弹都一身汗，脚踩在地面都觉得发烫，

更何况要把消防带弄上四层平台，用高压水枪不停地对着空

冷管束“扫射”。水流喷到高温翅片上瞬间就汽化，感觉跟蒸

高温桑拿一样。干一会儿，汗水和喷溅的水花交织在一起，

顺着脸颊往下淌，全身上下都湿了，衣服紧紧贴在身上。再

加上压力强劲的水龙带震得虎口发麻，得用力才能握住，每

次清洗都是对体能极大的挑战。

就这样，两组人员轮流一台接一台地清洗，生怕清洗不

干净，影响运行效率。“一天下来，说不累是假的，但是活总得

有人干，企业好，我们的小家才能好。”苑闯说。

时传祥一班是一支清运生活垃圾的专业化队伍。不论是日常居民区的垃圾清

运，还是“回天”地区改造项目等紧急需求，又或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

会、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等环卫服务保障工作，时传祥一班始终坚守岗位，圆满完成各

项清运抢运工作。

中国航油虹桥航空加油站加油员每日在
岗时间约为 17小时。由于夏季高温及暑运
高峰叠加因素，在高温预警期间，根据航班执
飞计划，每个班组增加出车轮次及岗内休整
间隔，一般连续出车作业2.5小时进站休息2
小时。

目前虹桥航空加油站实行大班组长班制
运行，一个班组在岗期间集中居住封闭管理
7天。根据虹桥机场疫情防控要求，对所有
来自国内中高风险地区的航班绕机作业人员
按二级保障防护要求，即：一次性面屏、一次
性橡胶手套、N95防护口罩、一次性隔离服和
一次性隔离帽。

高温烈日下，飞机加油员在发烫的加油平
台上进行加注作业。由于靠近航空器发动机
尾喷管，周边的温度可达70摄氏度。而且是
单人保障作业，需独自完成提起井盖和抬举加
油胶管和加油接头操作，体力消耗巨大，更是
对意志耐力的挑战。

图为7月10日，中国航油虹桥航空加油
站加油员在机坪加油作业。 贾峥 摄

本报记者 吴铎思 本报通讯员 侯红丽

“平沙莽莽黄入天”，7月 18日，在中国石

油西部钻探克拉玛依钻井公司 50589 钻井队

井场上，大风卷起戈壁细沙铺天盖地而来。

井场位于风南 4 井区，在新疆准噶尔盆

地西北缘，距大名鼎鼎的乌尔禾魔鬼城景区

只有十来公里，因为同处风口，四季狂风不

断，风力最大时可达 10到 12级。

“这里空气干燥，地表沙土松软，浮沙多，

一旦有风，就容易形成沙尘天气。“每天都刮，

一起风就是漫天黄沙，我们都习惯了。”在风

中，队长阿卜杜许库尔·达吾提张不开嘴，声

音不如平日响亮，中等身材的他每走一步都

要用尽力气与大风对抗。

“接班后第一件事就是巡检、观察，确认

各项设备是不是运行平稳，当班的 12个小时

还要不定时检查”。在泥浆罐上，净化工戴

着墨镜，用飞巾护住口鼻，他一边说，一边用

手套拂去设备表面的浮土，这里看看，那里

摸摸。

“虽然风沙大，但我们还是像平常一样干

活。钻井是连续作业，不能因为天气不好就

停下”。走下泥浆罐，净化工双手紧抓黄色栏

杆，踏上台阶开始朝钻台攀登。在他面前，高

高的井架把人的视线引向昏黄的天空。

越往上，风就越大。外钳工王龙正在钻

台上忙碌，他眯着眼，抿着嘴，衣服被风吹得

紧贴在身上，细小的沙粒粘在脸上头发上。

“耳朵鼻子里都是沙子，每天下班，工服、工鞋

里能倒出半斤。”净化工背着风说。

在 9.5米高的钻台上放眼望去，魔鬼城的

风蚀地貌绵延至此，山丘被吹成了各种形状，

而此刻，大风扬起的沙墙好像千军万马正围

拢而来，颇有魔幻色彩。

“我们在让人羡慕的风景里打井，但一次

也没有仔细地欣赏过。每天上班下班，都想

着地底下的油和气。有些人不知道，这里除

了闻名于世的雅丹地貌，还藏着丰富的石油

资源。”阿卜杜许库尔·达吾提说。

50589 队承钻的这口井设计深度为 4169
米，是一口水平井，钻头带着钻杆先是一路垂

直向下，到了预定地点，再拐一个近乎 90 度

的弯，与地面保持水平继续钻进，直达油层。

“在这期间，我们要克服很多地层难题，比如

井漏、井塌、粘卡等，要把油打出来，可不是那

么容易的事。”阿卜杜许库尔·达吾提说。

大风沙尘天气给生产造成了不利影响，

驻井的安全监理孟凡勇说，为防止发生意外，

队上都提前做好防范措施，把裸露设备、配电

房和自动控制仪器作为防护重点，加防护装

置，及时清理沙尘，同时提醒员工戴口罩、风

镜等防尘用品，最大限度降低沙尘天气带来

的危害，确保安全生产。

黄沙漫天，他们在“风”景里打井

班组现场G

张学鹏 徐率

“知道你们当班看不了演出，我们就到

现场给你们唱。”7 月 19 日，中国铁路哈尔

滨局集团有限公司“文化列车”领队李秋雁

和两名演员走进我国最北火车站月牙湖站

煤炭装卸场内，调车员李云虎刚想摘下沾

满煤灰的手套，却被李秋雁一把握住。

哈 尔 滨 局 管 辖 范 围 大 多 处 于 偏 远 地

区，部分地区条件简陋、文化生活贫瘠。每

年都组织具有演艺才能的职工走进偏远站

区、施工宿营地，进行慰问演出。

今年暑运，哈铁文化列车开始为期 15
天的巡回演出，在月牙湖站演出时，李秋

雁偶然听到站长李世昌说起，还有 4 位调

车员正在组织煤炭调车作业，不能过来看

演出。

月牙湖站是中国最北火车站。附近大

兴安岭古莲河露天煤矿开采的煤，要通过

这里运至省内多家热电企业，夏季进入用

电高峰，小站更加忙碌。

“他们过不来，那我们就过去唱，他们

休息多久，我们就唱多久。”李秋雁当即表

示要去煤炭装卸场，另两名演员也想一同

前往。

装车场地面坑洼不平，满是煤灰，李秋

雁的高跟鞋踩上就陷了进去，她向工人借

了双平底鞋，走了 20 分钟，在一列煤车边

上，见到了正在临时休息的调车员。

看到几位穿着白色礼服的演员突然出

现在自己面前，4 个“00 后”调车员一愣。“我

当过兵，我给大家唱个小白杨吧！”演员李

洪奎笑着说。两个曾当过兵的调车员也跟

着合唱起来。

没 有 音 响 ，没 有 伴 奏 ，火 辣 辣 的 阳 光

下，3 位演员在十几分钟的时间里唱了 4 首

歌，收获了最热烈的掌声。

“谢谢你们，时间差不多了，我们要去

调车了，真的谢谢你们。”调车员李云虎的

对讲机响了起来，他和同事们恋恋不舍地

向演员们挥手道别。

“ 你 们 去 吧 ，我 唱 着 歌 送 你 们 。”李 秋

雁说。

歌声在调车员们身后响起：“为什么我

们大路不走走小路，为什么我们不恋闹市

钻山沟……”

最北火车站里的慰问演出

张传武

持续的高温天气，让人感觉空气都是烫的。7 月中

旬，中国能建葛洲坝钟祥水泥公司 2#线错峰检修正有序

进行着。

“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脚下要踏稳、踏实。”

在钟祥公司 2#线回转窑上，维修班班长马化平带着

人员在近 20 米高的筒体上焊接轮带的垫板和挡板。他

不时提醒大家，高处作业注意安全。

回转窑是水泥生产的核心设备，其运行状况与企业

效益息息相关。因长时间运转，回转窑平稳运行的安全

锁——轮带垫板和挡板出现故障，有部分脱落和断裂，

导致轮带窜位。此次维修就是将轮带复位、更换垫板和

挡板。马化平接到任务后，将 5 名班组成员召集起来进

行交底。根据现场作业面小、危险性大、质量要求高的

实情，在筒体作业面搭建了遮挡烈日的塑料顶篷和安全

防护拦，在地面拉起了安全警戒线。

更换垫板和挡板，必须先将轮带复位。他们分别在

窑筒体和轮带上焊接斜铁，通过筒体转动时轮带及筒体

斜铁之间的摩擦力大小不同，推动轮带复位。先期效果

很理想，几个回合便将 70 毫米的移位值减小到 30 毫

米。之后，斜铁被挤裂的现象一再出现，复位一时受阻。

于是，马化平现场召开“诸葛亮会”，结合以往的工

作经验，在窑筒体的两个面上焊接千斤顶支座，另两个

方位利用原斜垫铁，再在支座与轮带端面之间架设千斤

顶，窑体每转一圈他们就将两个 50 吨的千斤顶微调一

次，经过多次调整，轮带复位成功。

更换垫板和挡板，同样是一道难题。7月的高温天，

尽管有遮阳顶篷的庇护，窑筒体表面温度仍达 50摄氏度

以上。

“人站上面，热浪一阵阵往身上涌，感觉要被烘干一

样，只有不停地喝水。”马化平说，“我们有点像热锅上的

蚂蚁，在哪儿都不好落脚，在哪都热浪袭人。俯着身子

焊接施工时，汗湿的衣服很快就烘干了，每隔几分钟就

要换人。”

4天的时间里，在烈日的“烤验”中，大家凭着一腔热

情和一份责任，将损坏的 36 块垫板和 36 块挡板全部剔

除，将新板安装焊接到位。

烈日下显担当

给空冷器“人工降雨”

刘猛 孙波 文/摄

7 月下旬的常州，炎热又潮湿，高温天气已经持续了 20
余天。常州火车站运转车间调车长钟燕磊和同事们顶着烈

日，在近两公里长的铁轨之间来回穿梭，每天要步行 10 公里

以上。

为了精准预判车头与车厢的距离，钟燕磊调车时要挂在

车厢的外侧，和车头同步行进。烈日暴晒后，铁轨温度常常超

过 50摄氏度，而车厢外部的温度更是接近 60摄氏度。

为了防止烫伤，钟燕磊必须穿戴特制的工服和工鞋才能

作业。“车梯温度太高，普通橡胶鞋的鞋底会融化。我们这个

工鞋都是加厚的橡胶底，虽然更闷热，但防护效果更好。”钟燕

磊说。

钟燕磊所在调车组分 3 班，日班工作时间一般在 11 个小

时左右。现在天气炎热，调车员们就采用“干两头、歇中间”的

工作方式，早晨提早开工，下午避过太阳“锋芒”再开工。每

天，钟燕磊至少要喝 6瓶水才能补充身体流失的水分。

加厚橡胶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