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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你们用生命守护生命。”当一张张绘

有天津地标图案、写着暖心话的沟通卡被送到

医护人员手上时，机舱里响起热烈的掌声。

像这样感人的一幕在天津航空有限责任

公司锦绣乘务组经常上演。这个年轻团队的

288名队员，都是从一线服务人员中精挑细选

出来的，承担着天津航空医护包机等各类重大

运输航班任务。在一次次重要保障航班中，他

们在蓝天白云间绽放“锦绣”风采，以实际行动

守护旅客出行安全。

量身定制培养模式

“锦绣”寓意美好事物，以“锦绣”为乘务组

命名代表天航对这支队伍寄予的厚望，而入选

该乘务组是每一个天航乘务员的梦想。

“人员选拔要求非常高，不仅要形象好、

气质佳，专业技能也要精湛。第一批 50名队

员是从 1500名乘务员中选出来的，筛选比例

30:1。要经过初筛、笔试、面试、才艺展示等

多个环节比拼，竞争特别激烈。”回想当初选

拔第一批队员的情形，客舱部党群业务中心

经理、锦绣乘务组工作牵头人梁雁感慨地说。

除了苛刻的选拔条件，天航还为这个团

队量身定制了培训、定组飞行、成果验收的培

养模式。

“每月定期组织地面培训和线下培训，

开展意识提升+能力培养的基础培训，同步

开展服务场景及特情训练的提升类培训。”

梁雁说，“我们的实操训练是‘魔鬼式’的。

要在实训室里一遍一遍走，一遍一遍重复相

同的动作，有的乘务员练哭了，有的脚后跟

磨破了。”

据介绍，从 2021年到今年 7月，锦绣乘务

组仅在实训室的训练量就达到了 380 余人

次、4000余小时。

同时，他们还结合各地区航线及人员特

点定组编排人员，绑定飞行航线，培养成员间

的默契度，提升团体整体作战能力。

“公司根据每个人的性格特点编组，在保

障重要航班时，我们整组一起上，各司其职，

默契配合。”乘务员张丹丹最难忘的就是入选

锦绣乘务组后定组飞行的那段时光。

此外，锦绣乘务组还建立考评机制，优化

激励政策。根据考评成绩将队员划分为不同

梯队，进入第一梯队、第二梯队的人员可优先

保障本站飞行、自主选择年假时间，同时多劳

多得。进入第一梯队的人员在基础资格达标

的情况下还可优先选拔晋级。

据了解，锦绣乘务组成立以来，在 2020

年“海河工匠杯”航空技能大赛中获得团体第

一名，今年又荣获天津市“工人先锋号”称号。

云端上的“逆行者”

“有温度的服务”是锦绣乘务组对每一位

旅客的承诺，“用心、精心、贴心”是他们秉承

的服务理念。

杨宇是锦绣乘务组培养起来的第一批乘

务长，今年年初在接到护送杭州驰援天津医

疗队返杭包机任务后，她和同事们连夜手写

了 160张沟通卡。

这并不是杨宇第一次保障医护航班了。

当年武汉刚刚暴发新冠肺炎疫情时，得知有

保障航班要去护送天津支援武汉医疗队时，

杨宇主动请缨。当看到很多医护人员都是和

她一样的 90 后时，杨宇暗下决心，一定要把

这些白衣天使安全、舒心地送到武汉，疫情过

后再将他们平安、顺利地接回家。

同杨宇一样，田森也是一位“逆行者”。

作为锦绣乘务队为数不多的男乘务长，疫情

来袭后，田森义无反顾地走上第一线。

2020 年 2 月到 4 月短短两个月的时间，

田森先后执行了天津-武汉医疗包机、接天

津支援武汉医疗队回家、接天津支援湖北恩

施医疗队回家等 6班包机任务。

一年365天，田森隔离的天数加起来长达

156天。隔离期间和家人视频聊天，他看到女

儿在襁褓中的样子，看到她会坐了、会招手了、

会叫爸爸了。当女儿胖乎乎的小手挥舞着国

旗朝他甜甜地笑着，田森的眼角湿润了。他感

到对不起女儿，错过了她重要的成长阶段。同

时他又很自豪，因为他送给女儿最好的礼物就

是“告诉她什么叫作担当”。

据介绍，2020年 1月至 2022年 8月，锦绣

乘务组累计执行医护人员包机及医疗物资运

输 122 班，运输防护物资超 110 余吨，累计执

飞国际客改货包机任务 190 余次，运送防疫

物资 2790余吨。

蓝天白云间绽放蓝天白云间绽放““锦绣锦绣””风采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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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厘必争

本报记者 毛浓曦 本报通讯员 周博伦 师润润

靖边东站是国家北煤南运大通道浩吉铁路陕西段的起点，平

均每天有50多列满载电煤的列车在此集结，开往全国各地。在这

里，一个百余人组成的“敲响乐团”每天穿行在钢轨之间，用检车锤

敲击车轮1500多次，弯腰2000多次，行走2万多步，守护着浩吉铁

路列车运行安全。

清脆的金属敲击声此起彼伏，不断打破靖边东站秋日的沉

寂。18时，中国铁路西安局榆林车辆段靖边东运用车间列检二班

检车工长张建亮带着工友们检查电煤列车车辆状态。

张建亮所在的靖边东列检作业场有122名货车检车员，他们

用检车锤对车辆进行敲击检查，听声辨“病”，及时发现处置车辆

问题。每天在股道里“叮叮当当”地敲，他们戏称自己是在钢轨间

演奏的“敲响乐团”。

给列车“体检”是个体力活，更是个技术活。车底离地间隙不

足1米，车轮转向架处空间狭小，到处都是突兀的“钢筋铁骨”。检

车员猫着腰钻进车底下方，眼看锤敲，仔细辨听音色的变化。

随着浩吉铁路运量不断增大，检车工作也变得更加繁忙。每

趟列车的技术检查时间最短只有20多分钟，既要快速检查完，又

不能放过任何一处隐患，需要检车员们倍加用心。

“全线长大下坡道多，万吨列车制动力大，要仔细看下制动系

统和配件，不敢大意。”班中，张建亮反复叮嘱工友们。

当走到机后第13位货车时，张建亮发现“刹车片”——闸瓦磨

耗已经临近更换标准，立即用对讲机呼叫后面的徒弟杨航，要求抓

紧更换13车闸瓦，并捡起一块小石头放在车下枕木上，提醒杨航这

个地方需要再次检查和处理。

杨航顺着工长留下的记号开始更换闸瓦。可是这块闸瓦仿佛

粘在了车轮上，就是撬不开。没一会儿工夫，他就累得满头大汗。

距离开车时间越来越近，他不禁有些着急。

“工长，这块闸瓦不太好换，时间紧，要不就不换了吧，应该没

问题。”

“抓紧换，肯定换得下来。”

张建亮一边给徒弟打气一边赶来增援。他俯身钻到车底，看

准方向，先用锤头从不同方向敲击、调整闸瓦签弧度，又一点点地

撬，既用猛劲、又用巧劲，闸瓦终于一点点松口、脱落。加上换新

闸瓦，整个过程只用了不到2分钟。修完后，张建亮一看表，离开

车还有不到1分钟，他终于松了口气。

今年以来，这个“敲响乐团”已经在靖边东站的股道间“演奏”

了1.3万多场，累计检修车辆71.7万多辆，同比增加52.2%。

夏忠

9月 22 日 10 时，中能建安徽电建一公司机械化大修

厂工间休息的铃声一响，钳工班成员李春便催促大伙回

班组休息室讨论。

大伙推荐李春负责 2022“最班组”全国短视频大赛

参赛剧本的起草。9 月 20 日在网上看到大赛通知那天，

班组便开始讨论拍什么。

工友罗勇说，当然拍创新了，10年 12项专利，创新之

路崎岖不平，回味无穷。

陈师傅提议，拍新能源建设，五年前安装世界最大漂

浮光伏板时，他和班组的几个师傅为克服晕船，晚上“荡

秋千”“跷跷板”的情形记忆犹新。

青工小张则偏向于拍班组十年的变化。十年前他刚

进班组时，班组还不到 20平方米，现在大了近一倍。

……

第一次讨论，大家提出了 12个选题，各有千秋，都很

好，但视频时长限制为 3分钟内，只能从中选一个。说来

说去，难以割舍。一天半过去了，选题还没定，剧本没法

下笔。

李春想起来，昨天下班前，到土耳其项目支援的班组

成员孙恒在微信群里说，他要参加今天的讨论。这时，手

机响了，是孙恒发来的视频连线请求。

孙恒将手机镜头转向窗户给大家看，室外黑乎乎的，

他那边天还没亮呢！“看了群里大家提出的 12条建议，我

们在海外项目出差的几个小伙伴聊了聊。”他说，他和班

组在越南、巴基斯坦、柬埔寨及印尼的同事开了视频会

议，觉得班组这 10 年最大的变化是走出国门，到公司海

外项目出差日益频繁。

“这个选题真不错！”有人夸奖。

上工的铃声响了，大伙约好下午再聊。李春着急了，

开了个“国际会议”，不但没确定选题，还又多了个候选

项。“咱素材这么多，愁啥哟！”罗勇边走边给他宽心。

开了个“国际会议”，不但没确定选题，还又多了个候选项

“咱素材这么多，愁啥哟”

北煤南运大通道上
的“敲响乐团”

创新提效

9月 14日，中石油管道局四公司质检员徐亮亮对刚拼装完成的隧道管片进行错台检
测，确保错台控制在施工规范8毫米以内。该公司严格执行“四检制”，即操作手自检、班组
成员互检、项目质量管理人员专检、邀请监理和业主抽检，不放过一个隐患。 宋洋 摄

杜瑞彬 全若玮

“刘队长，你们队对新员工实行小红帽管

理很有特点，类似于机动车后面悬挂的‘实

习’标识，多了一份对新员工的爱护。”说这话

的是江汉石油工程公司钻井二公司市场开发

中心副主任肖长春。

他所指的“小红帽”，是 70156JH 钻井队

队长刘军专门给新员工配发的红色安全帽。

之所以配发醒目的红色安全帽，原因就

在一个“宠”字。

随着西部市场的开拓，钻井队抽调了一

些老员工去新队伍，补充了部分新工，如何快

速提高新员工的安全意识、操作技能成为一

个现实问题。刘军琢磨出一套“小红帽管理

法”，要老员工多“宠”新员工，在他们干活时

多关注多指导。

在这里，每个新员工都与老员工结成师

徒对子。队里还下发了师带徒奖励办法，师

父们带徒弟的劲头更足了，就连队里茶余饭

后的谈资也从过去的“比兑现”变成了“比徒

弟”。“我这徒弟脑子比较机灵，学东西快！比

我当年强多了！”“我徒弟是个当泥浆工的好

材料！”

“这两年公司人员流动特别快，为了保证

新鲜血液的劳动技能和安全素养，必须全力

护航新员工快速成长。”刘军说。

受宠的“小红帽”

9月16日，中国铁建电气化局三公司京滨城际铁路项目
部技术人员在北辰站10kv配电所检查电源电缆。在施工中，
他们采用双层铝合金架将电源电缆和信号电缆分隔敷设，工
效提高了3倍，还便于运营后的维护管理。郑传海 姜丽丽 摄

最班组·拍摄手记①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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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蒋菡

“这次得到冠军是一个巨大的喜悦，以后

的路上，我会这么一直努力地走下去。”在电

话中，袁晨曦对《工人日报》记者说。

8月 26日，中铁武汉电气化局集团有限公

司信号女子突击队队员袁晨曦在湖北省职工

职业技能大赛轨道交通职工职业技能竞赛中

一举夺得信号专业冠军。这个专业的 50名参

赛者中仅有 5位女性，袁晨曦是其中之一 。

2014 年中专毕业迈入铁路这一行的时

候，那个懵懂的女孩一定没想到，8年后自己

会站上这么高的领奖台。

“一开始我就跳出了固有思维”

2014 年，18 岁的袁晨曦从洛阳铁路信息

工程学校毕业后来到电气化建设工地，成为

一名劳务工。“当初报那个学校，就觉得好玩，

对铁路这个行业有点好奇。”

凭借吃苦耐劳的作风和过硬的技术，

2015年 9月，她加入信号女子突击队。当时她

是队里年龄最小的，姐姐们起初总挑轻松的

活给她，可她并不领情，抢着去干最苦最累的

活。整日风吹日晒，她的皮肤一天天变黑、变

糙，配线、焊线的技能则一天天提高。

随着信号技术的发展，高铁的普及，袁晨

曦开始“不安分”了——不再满足于只会基本

操作技能，她盯上了学技术。

年轻的信号工想试试“往上走”。袁晨曦

自己掂量了一下：中专学的是铁道信号，具备

一定的专业知识，欠缺的主要是实战经验。

一次在信号楼施工时，有技术员过来做

试验，袁晨曦产生了兴趣。后来她经常在旁

边“偷师”，看他们怎么处理故障，然后记下来。

这个好学的小姑娘引起了队长的注意，

专门为她配备了名师。袁晨曦如鱼得水，又

经过几条大线的历练，技术提高很快。

后来，单位内部组织技能比赛，女工一般

报配线焊线，男工会报故障处理。领导问袁

晨曦：“你要不要试试故障处理？”“好啊！”袁

晨曦没多想，乐呵呵地去报了名。

“领导抛出橄榄枝，我会主动接住它。”她

说。

那次比赛，虽然她并未得到很好的名次，

但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了故障处理。信心一点

点累积。

2017 年，袁晨曦成为一名技术员。从工

人到技术员，在信号女子突击队她开了先

河。“工人就只能一直是工人吗？一开始我就

跳出了固有思维。”她说。

“努力去打开那扇门”

“就像人们天生就觉得女生数学学不好

一样，技术上，一般人会觉得女孩上手不会那

么快。”袁晨曦说，“成为女技术员，我打开了

一个口子。”

这条路并非一帆风顺。有时遇到困难，

她也会对自己产生怀疑，要不要站回信号工

的位置上？

继续学习，持续学习，是她获得更多自信

和底气的依据。此后几年，她先后读完了大

专和本科课程，2021年拿下了本科学历。

2022 年年初，在京广线茶岭站计算机联

锁改造项目，袁晨曦成为中铁武汉电气化局

首名女工程部部长——她又打开了一个“口

子”。

通过大家的努力，这项工程在少给 20分

钟施工点的情况下还提前 2分钟开通。

“我才刚开始学习当工程部部长，还比不

上技术大拿，好多地方还需要请教别人。我

希望靠自己的努力去打开那扇门，就像配线

一样，达到精湛的地步。”袁晨曦说。

未来，有无限可能

在铁路上，大部分岗位都需要身强力壮

的男工来干，而信号配线、电路连接之类的精

细活，让女工们有了一小块用武之地。信号

女子突击队凭借优秀的业绩，在 2016年被全

国总工会授予“工人先锋号”荣誉。

“在工程单位，女性发展比较有局限性，

但加入信号女子突击队后，我发现女性可以

有不一样的点去扎根去突破。”袁晨曦说。

在突击队，袁晨曦还感受到了姐妹间的

互相关爱。“像杜大姐，她就像一个大家庭里

的妈妈，处处关爱我们。”她说，“姐妹们申请例

假期间可以休息一天，她一直帮我们向上面

争取，最后争取下来这个福利。”

而新来的妹妹们，也带给袁晨曦不一样的

触动。“每招一批新人，就觉得她们像一束光，

不惧困难，很乐观，会给我新的力量。我干久

了有点疲，看到她们朝气蓬勃的样子就觉得，

自己也应该努力保有十八九岁的活力，做好准

备去迎接各种美好的事物。”

从姐妹们身上，袁晨曦也受到某些启

发。“姐姐们的经历让我觉得工作和家庭很难

兼顾，尤其在我们工程单位，很难给家庭很好

的照顾，导致孩子教育上的缺失。”她说，“所

以，我一直把重心放在事业上，想着先站稳脚

跟，再成家就有个很好的支撑点。”

“我希望我迎接未来孩子的时候是可以

双手拥抱她的，而不是一个手要忙着工作，没

法给他足够的爱和呵护。”袁晨曦说，“希望孩

子成长的路上都有我的身影在。”

她的语气中，有种超越年龄的笃定。

在工程单位，施工节奏比较紧凑，一个工

程干完，就立刻投入下一个。当了 8 年铁路

人，袁晨曦的一大感受是“充实”。

“未来你希望自己能成长为什么样子？”

记者问。

她沉默了一阵，说：“往上走，上面是总

工。我不确定自己能‘够’到哪里，不过无论

到哪里，都希望自己的技术更加精湛。”

隔着电话线，记者“看”到了她眼中的希

冀。未来，有无限可能。

往上走往上走，，打开一个又一个打开一个又一个““口子口子””

李培成

9月 19日 11时 30分，淮北矿业集团桃园

矿运输区微信工作群收到一组清晰的井下轨

道错茬的安全隐患图片，这是身处百米井下正

在进行安全巡查的区长袁凯发来的。

过去，该矿井下发现安全隐患全靠文字

描述，通讯联络全靠固定电话，不能把安全隐

患与责任人及时对接，只有升井后才能安排

责任人整改，间隔时间长，描述易“变形”，成

为制约隐患排查整改的重要因素。

该矿在调度指挥中心建成综合自动化融

合平台后，为跟班干部购置防爆手机，在井下

全覆盖、无盲点安装无线分站，使平台与全矿

所有防爆手机进行无线联网，井上井下无障

碍联通，实现手机无线跟踪，实时信息共享，

实时通讯联络。

近年来，该矿紧紧围绕提高现场安全系

数、提升生产效率、改善作业环境做文章，重

点瞄准无线网络建设，全力推进矿井应用物

联网、大数据、视频分析、人工智能、精准定位

等信息化手段，精心打造井上井下安全信息

“零距离”共享、安全隐患“零隔阂”消除的新

局面，助力矿井实现安全生产。

“管技干部在百米井下生产现场使用防

爆手机，既能把生产现场存在的安全隐患实

时发送给责任人，又能联系下一班负责人布

置工作，安全隐患闭环管理周期缩短 30%以

上，真正做到工作效率高、隐患整改快、生活

质量优。”该矿机电副矿长赵雷说。

井下传来隐患

金牌班组G

26 岁的中铁武汉电气化局信号女子突击队队员袁晨曦在湖北省职工职业技能

大赛中一举夺得信号专业冠军。从信号工到技术员，再到工程部部长，再到省级技能

大赛冠军，这个女孩一直在努力地“往上走”，不断拓展成长的边界。

信号女子突击队队员袁晨曦不确定未来自己能“够”多高，但她会努力去“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