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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工地保安到金牌讲师从工地保安到金牌讲师

本报记者 邹倜然 本报通讯员 楼菲

2000年，高中毕业的许小文怀揣着“来大城市见世面”的

梦想来到长三角，进入中建五局成为一名保安员。从工地保

安到质量主管，再到质量安全专家组成员、金牌讲师，22 年

间，许小文在工地舞台实现了人生逆袭。

“我一入职就主动申请做夜间保安，因为夜晚最容易发生

安全问题。”许小文回忆说。

值夜班很容易犯困，许小文想出了赶走困意的办法：没有

货车进出场地时，他就拿起扫帚、抹布打扫卫生。这个方法不

仅扫除了睡意，也扫出了整洁的场内道路和办公环境。就这

样，他在保安岗位上，一干就是两年。

项目经理被他做事认真的精神打动，破格让许小文到试验

条线锻炼。转岗后，他主动学习安全管理等方面的知识，成为

项目试验员兼安全员，并正式成为中建五局的一名管理人员。

在施工现场，许小文经常拿着一支油漆记号笔转悠，一旦

发现安全隐患，他就画上记号。有班组长开玩笑说：“看到许

小文来现场就有点害怕，大家远远看到他来，就下意识地扶正

安全帽，自查施工行为是否规范。”

一次，龙港市安监站来项目检查，许小文拿出了他的安全

管理日志。日志每天都有安全记录，内容全面、分析清晰、字迹

工整，被检查人员称为“范本”，后来还专门复印给龙港市的其

他工地学习。

许小文还有一个“秘密武器”：6 个连续记录了 1700 多天

的安全教育记录本，每天的记录都配有工地照片，他还自己编

制了培训课程。

20 多年来，不管阴晴雨雪，许小文上班第一件事就是组

织班前安全教育。他每天都至少用半个小时编制早训课程。

他发现，光讲理论和专业知识，工友们没兴趣，容易走神，于是

他将培训内容与案例、警示视频相结合，让工人们听得进、记

得牢。

近年来，许小文成为质量安全讲师团成员。去年，他在华

东公司各地送培训到项目，130天间，他的脚步遍及华东公司

在建的 58个项目，培训学员约 1100名。

今年初，许小文又活跃在浙江温州、衢州、杭州、嘉兴片区

的 18个项目部，为工地拉起安全防线。

本报通讯员 郑传海 曹筱璐

近日，“泉州火车站四电改造升级技术攻关小组”研制的

接触网基础支护装配式模具（以下简称模具），被评为第二届

“燕赵杯”高推广价值专利，这让攻关小组的领衔人郑玉糖和

团队成员都倍感振奋。正是这款“神器”，助力兴泉铁路泉州

站四电改造升级工程顺利完成。

泉州站属于杭深高铁福厦段既有客运站，客运业务繁忙，

每天有 230多趟高铁通行。泉州站四电改造工程被列为兴泉

铁路头号重难点工程，需要在确保泉州站正常运营的前提下，

借助凌晨“天窗”时间，安排四电工程 6大专业施工。

在没有成熟经验可以借鉴的情况下，作为中国铁建电气

化局三公司兴泉项目负责人，郑玉糖想到了把“立木顶千斤”

的原理运用到接触网改造施工中。他和攻关小组先后经过

200 多次试验，最终研制出将 4 块钢板用钢筋连接杆连为一

体、均匀受力的装配式接触网钢模支护模具。

现场试验当晚，等郑玉糖参加完会议从厦门赶回项目部

时，已是凌晨两点，他把资料往办公桌一放，就直奔泉州火车

站的施工现场。

“尽管算力试验和模拟试验都没有问题，但是还是要到现

场看一眼才放心。”郑玉糖说。

来到现场，他拿出随身携带的钢卷尺，三步并作两步，来

到一个新挖的立柱基坑前，裤腿一挽，就跳进基坑、拉开卷尺，

仔细丈量基坑的长、宽、深。既有线路与基坑的距离，钢模板

的长、宽、厚……直到把所有数据都弄得一清二楚，他才长长

舒了一口气。

从钢模板的材料选择、加工、装卸、运输，到接触网立柱基

坑开挖、钢模拼装加固，再到灌注立柱基础的混凝土配合比、

混凝土输送胶管的朝向……每个细节他都一丝不苟。“施工中

不能抱有侥幸心理，更不能偷懒、怕麻烦，必须老老实实地按

照既有要求和规律组织施工。”他说。

在项目部，郑玉糖还立了一个不成文的规矩：每次确定

“天窗”点后，项目部必须组织所有参建员工进行工前教育和

施工操作要点测验，不达标者不能安排现场作业，吃了感冒药

或抗过敏药物的工人不能安排现场作业。“要把人为因素引发

的各种潜在风险源，排除在现场施工管理之外。”他说。

“到现场看一眼才放心”“到现场看一眼才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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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赖书闻

翻开一本本泛黄的笔记，里面写满各类

案件的结构图和犯罪嫌疑人的人物关系，在

海南省海口市公安局秀英分局刑警大队副

大队长、二级警长陈金辉的书架上，20 多本

笔记里记录着他的刑侦“密码”。

“从 2004 年加入警队开始，我就养成了

做笔记分析案件的习惯，这些笔记本也成了

与我并肩作战的‘战友’。”陈金辉对记者说。

18 年来，他组织或参与侦破各类刑事案

件 2800 余起，抓获 1200 余名犯罪嫌疑人，打

掉犯罪团伙 320多个，先后 3次荣立个人三等

功。今年“五一”前夕，陈金辉被公安部、全国

总工会评为“全国公安机关成绩突出个人”。

打黑除恶，屡破要案

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黄鸿发家族特大

黑社会性质组织案”是全国扫黑办和公安部挂

牌督办的重点案件。2018年 10月，海南省公

安厅成立“10·26”专案组，陈金辉因为专业能

力突出被抽调到办案组。

陈金辉带着他的笔记本投入“战场”。

记者看到，在陈金辉的笔记本上，黄鸿发家

族的关系图清晰可见，案件侦查的相关情况

也记录得清清楚楚。

“我每天吃饭、睡觉前都会回想一下案

件情况，看看有没有遗漏的地方。”陈金辉告

诉记者，在办案的 500多天里，他和同事除了

吃饭睡觉，都在梳理线索。经过包括陈金辉

在内的 300 多名干警的辛勤付出，这起海南

建省迄今最大的涉黑案被破获。

陈金辉还摧毁了不少恶势力团伙。在

海口市秀英区长流镇一带，曾有一帮社会闲

杂人员疯狂偷沙，攫取暴利，极大破坏了当

地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陈金辉作为专案

牵头人也受到威胁恐吓，而且由于“村霸”在

当地盘踞多年，很多百姓不敢提供线索，给

侦破工作带来很大阻力。

陈金辉回忆说：“当时，我们每天明察

暗访，搜集线索。”终于，经过 4 个多月的侦

查 ，专 案 组 摸 清 了 该 团 伙 的 犯 罪 事 实 。

2020 年 8 月，陈金辉组织收网行动，成功抓

获了主要犯罪嫌疑人。

守护百姓“钱袋子”

“谢谢陈队，要不是你们，我的血汗钱就

打水漂了。”不久前，海口市民林先生将一面

锦旗送到了秀英分局。

2021 年 8 月，林先生通过手机下载的一

款软件认识了一位“美女”，不久，他被这位

“美女”诱导投资，前后被骗 220多万元。

接到报案后，秀英分局立即组成专案组

侦查。“我们加班加点对近 300张涉案银行卡

进行止付、冻结，全面分析和研判了该团伙

的资金流向。”陈金辉说。

陈金辉带领反诈民警辗转重庆、广东、

四川等地，终于将 5 名犯罪嫌疑人全部抓获

归案。

同时，陈金辉创新工作方法，成立秀英

反诈中心，建立起涉诈警情研判、劝阻指令

流转、精准落地劝阻等工作闭环，大力宣传

全民反诈，秀英辖区电诈案件明显下降。

2021 年以来，陈金辉组织或参与破案电

信网络诈骗案 42起，其中省督办案件 9起，部

督办案件 3 起；帮助破获信息网络犯罪案件

60余起，抓获涉诈人员 200多人，返还被诈骗

资金 60余万元。

不改入警初心

从警以来，陈金辉数次与危险擦肩而

过，支撑他一路前行的是入警时“做一名优秀

警察”的初心。

2016 年的一次追捕行动中，犯罪嫌疑人

符某一路狂奔，陈金辉一路猛追。就在快要

抓到符某时，符某捡起地上的一把砍刀，向陈

金辉砍来，他侧身让过，迅速锁住对方双手，

将其放倒在地。“那一刀离我只差几厘米。”陈

金辉回忆起来，仍心有余悸。

在同事们眼中，陈队长破案认真、执着，

专啃硬骨头。

为了一桩 15 年未破的诈骗案件，陈金辉

把嫌疑人可能去过的地方，全都重新走了一

遍。凭着这股子执着的劲头，5 个多月里，陈

金辉硬是把碎片信息拼接成证据链，最终将

潜逃 10多年的犯罪嫌疑人抓捕归案。

“入警时破案、审嫌疑人，都是辉哥手把

手教我的。”海口市公安局秀英分局经侦大队

四级警长江灿告诉记者，陈金辉办案时的敬

业态度让他十分敬佩。

海口市公安局秀英分局经侦大队四级

警长李鹏曾跟着陈金辉多次进行跨省破案

抓人，与陈金辉并肩作战的时间让他记忆深

刻。“别人弄不下来的案子，在他那里总能取

得突破。”李鹏说。

18 年 ，20 本 笔 记 ，侦 破 刑 事 案 件 2800 余 起 ——

陈 队 长 和 他 的 刑 侦“ 密 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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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撒刀匠传匠心

8 月 5 日，项老赛在陇川县户撒乡腊
撒村制作户撒刀。

户撒刀，因产于阿昌族聚居的云南德
宏州陇川县户撒乡而得名，至今已有 600
多年的历史。

62岁的阿昌族男子项老赛是户撒乡本
地人，14岁师从父亲制刀，至今已有四十余
年，现在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阿昌
族户撒刀锻制技艺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

制刀过程中，项老赛坚持采用阿昌族
独特的锻打、淬火、磨刀等工艺纯手工制
作，并在此基础上不断改进刀的外观、质
地，为老手艺赋予新内涵。由他制作的工
艺品刀具深受顾客青睐。

近年来，项老赛在家乡开办传承基地，
免费教授了上百名徒弟。项老赛说，制作户
撒刀不仅是阿昌人的技术，更是中华民族的
文化瑰宝，传承户撒刀锻制技艺是传承人义
不容辞的责任。 新华社记者 王冠森 摄

王洪彪王洪彪 摄摄

本报记者 彭冰 柳姗姗 本报实习生 王涛

54 岁的“鞠站”热爱的事情有两件：一

是打篮球，二是创新创效。

前者他每天要训练两个多小时，后者

他日思夜想，感觉“上了瘾”，十分享受创新

带来的成就感。

吉林油田乾安采油厂创新创效工作站

站长鞠岳军常被工友们称作“鞠站”。身高

1.87 米的他，说话干脆、雷厉风行，是典型

的东北汉子。

37 年前，因为篮球特长，他被吉林油

田特招为石油工人。作为企业篮球队的主

力，他曾征战多场省级和行业大赛，是叱咤

球场的风云人物。作为一线石油工人，他

先后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吉林油田公

司特等劳动模范等荣誉，晋级中石油集团

公司专家、吉林省首席技师，成为生产一线

名副其实的创新明星。

小胶圈破解大难题

盛夏 7月，热浪在采油区空气里翻滚。

头顶烈日，鞠岳军和工友来到乾安采区

Q174 号油井，为漏油的减速箱更换胶圈。

不到5分钟，抽油机便恢复了正常运转。

别看鞠岳军手中这个直径不到 20 厘

米的胶圈不起眼，却为油田解决了困扰多

年的“烦恼”。

“以前，治理一个漏点要3500元，有了这

个小胶圈，37元就能解决，光咱乾安采油厂

就因此创效近300万元。”鞠岳军对记者说。

乾安采油厂创新创效工作站成立于

2015 年，当时，厂里有 500 多处减速箱漏

点，对外委托治理需要花费 100 多万元。

为了少花“冤枉钱”，鞠岳军和工友们决心

打掉“减速箱治漏”这个当时国内很多油田都

无法攻克的“硬茬”。

他带领工友把密封装置拆开，每个零部

件逐一研究，并综合分析了方形胶圈、弹簧

式、钢骨架式三大类密封装置的优缺点。

经过 1 个月的夙兴夜寐，几十次的试验

和调改，他们最终研发出了造价更低、更换更

方便、更耐磨损的工字型密封胶圈，填补了东

北地区减速箱治漏空白。

此时，距离鞠岳军转型成为石油工人已

过去整整 30年。

20世纪 80年代，因为篮球特长被招进企

业后，鞠岳军从熟悉的篮球场闯入了陌生的

技能赛场。那段时间，他每天跟着厂里的老

师傅跑现场，回家后，就手绘集输管网流程，

钻研业务书籍。他先后自学了集输系统、水

力学、微机操作等方面的知识，靠着过硬的业

务能力在技能赛场上投出一个又一个“好

球”，不仅当上了集输岗岗长，还屡次在吉林

油田公司的技能竞赛中大显身手。

“练体育的人有不服输的精神，敢跟困难

硬磕。”鞠岳军对记者说。

在车间“挑刺”

与创新创效结缘后，鞠岳军在技能赛场

“开了挂”，“金点子”不断。

沉降罐沉降效果不好，极易造成原油外

输含水超标。经过潜心研究，鞠岳军提出了

改造加药系统的建议，不仅使加药成本大幅

下降，而且创造出原油外输平均含水 0.21％
的油田历史最高纪录。

为解决污水外排问题，他建议在污水岗

到热水炉之间铺设一条管线，充分利用处理

后的污水，投资不足万元，却收效明显，极大

降低了污染，又实现了节水、节电、节油目标。

“用思想来创新，用行动去创效”，走进

鞠岳军领衔的创新创效工作站，一行大字跃

入眼帘。站里的工友告诉记者：“平时，鞠站

就爱带着我们在各个车间‘挑刺’，寻找攻关

对象。”

此前，电机维修和充磁，本是工厂外委项

目，厂内既没有维修人员也没有维修设备。

“这活要是自己干，能给企业省下不少钱呢。”

想到这里，鞠岳军创新的“瘾”又来了。

他一边选人培训，一边组装拔线机、切线

机等设备，还动手盖起了烘干房，自建了一个

电机维修组，当年就完成电机维修 234台、充

磁 17台，为企业创效 92万元。

“给他 1 元钱，他至少能创造出 3 元钱的

价值。”乾安采油厂工会副主席梁锦华告诉记

者，鞠岳军带领的工作站总能给厂里带来惊

喜。一组数字让这份惊喜显得更具体，7 年

来，该工作站实施创新创效项目 96 个，推广

应用 40 项，获得国家专利 23 项，累计创效

9866.6万元。

把创新创效每天放在心上

看到“鞠站”成果不断，有人笑问秘诀，鞠

岳军的回答不假思索：“秘诀就是把创新创效

每天放在心上。”

每天早上四五点钟，鞠岳军都会打 1 个

多小时的篮球，但只要脑子在转，他一天十几

个小时都会琢磨如何创新创效，甚至梦里都

在苦思灵感。

“真上瘾啊！”说这句话时，鞠岳军神情陶

醉，“当一个项目产生效益后，那种感觉真带劲！”

“故障已处理完毕，请师傅放心！”7月 13
日凌晨 2 点，乾安采油厂创新创效工作站成

员、1994 年出生的崔久超现场解决完油井故

障后，给师傅鞠岳军发了一条微信。

“ 跟‘ 鞠 站 ’一 起 干 活 ，起 早 贪 黑 都 正

常，但大家都干得特别有劲。”工作站清洗

治漏班班长、52 岁的刘伟对记者说，之所

以没人抱怨，因为最脏最累的活，鞠岳军

都带头干。

清理方箱里面的油污，是个苦差事，因

为方箱里太脏了，但鞠岳军二话不说就钻

了进去。工作站内从 90 后、95 后的油三

代、油四代，到 70 后与鞠岳军前后脚进厂

的老工人，都对“鞠站”很服气。

乾安采油厂创新创效工作站成立之

初，只有 8位成员，底子薄、实力弱，除了一

栋空房子一无所有。而如今，厂里不少工

人都抢着要进创新创效工作站。依托工作

站，鞠岳军为企业先后培养优秀操作骨干

220人，其中，已有 7人走上管理岗位。

去年初，鞠岳军率队设计制作的单井罐

无人值守连控装置投入试验，其中，编程部

分就是工作站90后成员陆阳负责设计的。

“以前，得有专人看守抽油机，光乾安采

油厂就有 400多口单井，工人看井时凭感觉

加温，如果井下出现故障，很难及时发现。

有了这个新装置，手机远程即可操作启停

和加温，自动采集油井数据。”陆阳告诉记

者，在鞠岳军的带领下，他自己也收获颇丰。

题图为吉林油田建设的亚洲陆上第一
大采油平台新立16号平台井。

本报记者 柳姗姗 摄

鞠岳军对创新鞠岳军对创新““上了瘾上了瘾””，，他带领他带领的工作站获得国家专利的工作站获得国家专利2323项项，，累计创效近亿累计创效近亿元元

油油田里的创田里的创效明星效明星

鞠岳军在维修保养集输设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