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 年 6 月 10 日/星期四

专题 03

责任编辑 王永俊 / 美编 冯潇楠 / 校对 白 洁 / E-mail：
ycwbbjb@126.com

全国
“五一”表彰获奖者风采
“全国工人先锋号”获得者国网山西省电力公司运城供电公司变电检修中心

精心
“呵护”
运城电力设备
□记者

范楚乔

郝丽莎

近期，2021 年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
暨“建功十四五 奋进新征程”主题劳动
和技能竞赛动员大会在北京举行。会上
表彰了 1297 个“全国工人先锋号”获得
者，其中，国网山西省电力公司运城供电
公司变电检修中心榜上有名。
全年全天候随时待命，
“你追我赶”提
升全员技能水平，连续 20 年安全生产零
事故，精心“呵护”我市 96 座 35 千伏及以
上变电站的一次设备检修、维护、例行试
验、诊断性试验……多年来，该中心全体
人员拧成一股绳，紧抓“设备、
客户、
现场”
3 个基本盘，为全市转型跨越发展和运城
供电领先发展提供了坚强保障。

工作人员列队进入工作现场（资料图）

◀

技能过硬除隐患

全天待命守岗位

随着我市社会生产生活水平
的提高，电气设备的使用量越来
越多，运城供电公司变电检修中
心的设备检修工作量也越来越
大。越是狂风、暴雪、高温、寒冷
等天气，电气设备越容易出现安
全隐患和故障。
该中心全体人员常年全天候
待命，随时准备奔赴检修现场。
中心是他们的大本营，平时的主
要工作地点在各县 （市、区），
有时候一天内还会“转战”多个
地方，经常十天半个月回不了
家。
55 岁的吕建国是该中心的
电气试验专家，已工作 30 余年，
光签订“师徒协议”的徒弟就有
10 个。平时年轻工人有不懂的

地方，他总是悉心指导，把经验倾
囊相授。而他和许多同事一样，
因为忙工作缺席了家庭中的许多
重要时刻，孩子中考、高考时他都
没能好好陪伴。
“简单来说，我们就是为电气
设备‘看病’，是电气设备检修的
‘医生’。如果我们的工作做不
好，就会给群众生产生活带来不
便。”吕建国说。
该中心共有 4 个电气试验
班 、6 个 变 电 检 修 班 、1 个 机 具
班。其中，唯一的女班长姚宁是
一 名“80 后 ”，负 责 电 气 试 验 一
班。因为工作认真出色，她先后
荣获“运城市巾帼标兵”称号、
“金
牌工人”称号。
“手机 24 小时开机，晚上出

发、凌晨回家也是常事。我们的
工作就是在一线进行设备检测、
数据分析及事故抢修等。这些都
是常态化、重复性的，还经常爬上
爬下，比较辛苦。不过能够保障
电力设备安全，我觉得十分光荣
和值得。老师傅们无比认真的工
作态度也感染和激励着我们年轻
人。
”
姚宁说。
在岗一天，守岗一天。该中
心已退休的员工张军、张敏，在退
休前一天还出差在外，坚守岗位，
认真完成工作。
“因为常年在外出差，很多时
候照顾不到家庭，家人帮我们承
担了很多。是他们的信任和支
持，才让我们能全身心投入工作，
没有后顾之忧。”王斌说。

创新创效促发展

“安全，在任何时候都是第一位的。
不论是人身安全，还是设备安全，都是保
障安全生产的重要因素。如何做到安
全？就是要掌握更高超的技能，更快速、
高 效 、高 质 量 地 排 除 隐 患 ，保 障 供 电 安
全。”该中心主任王斌说。
作为一个单纯的生产单位，该中心
90%都是技能人员。电气设备、技能技术
在不断更新，该中心也通过多种途径和方
法，
不断督促全体人员提升专业技能技术。
“新员工来了以后，首先要进行一年
的岗前培训，通过理论学习和实地观摩
等，为日后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安全教
育组负责人杨仙峰介绍道。
以赛促学、以学促用。该中心成立竞
赛工作室，坚持常态化开展技能比武、岗
位竞聘、专家选拔等专业技能竞赛；每周
开展生产工作问题交流与讨论、新技术学
习活动，安排近期工作。
2020 年起，该中心开始实行“每日一
题，每周一讲，每月一考”，全体人员每天
要学习微信群内发布的题目。眼过千遍，
不如手过一遍。该中心每月还会组织封
闭考试，参考人员需在纸质试卷上答题，
相关人员会进行评卷、登记。
“比、学、赶、超”的学习氛围，在该中
心十分浓厚，涌现出“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获得者、
“山西省劳动模范”获得者、
“金牌
工人”获得者等 32 名，一大批优秀人才脱
颖而出。该中心大力弘扬工匠精神，培育
“知识型、技能型、专家型”员工，先后培养
高级技师 18 名、高级工程师 22 名、获评省
级以上专家 1 名。
生命至上，安全第一。除技能培训和
学习外，在作业过程中的安全质量把关方
面，该中心也做到了严格有效。
负责现场安全把关的，都是经验丰富
的老班长、老师傅们，他们和作业人员同
进同出，一丝不苟地进行现场安全质量把
关和技术指导。开工前，负责人还会组织
工作人员现场观看安全事故警示教育片，
提高安全防范意识，
警钟长鸣。

该中心充分调动内外部资源，
聚集人才，
为青年员工搭建成长舞
台，
激发创新创效活力。
为解决工作中遇到的新问
题，该中心组织青年员工开展“头
脑风暴”，深入现场研究、反复思
考，发挥集体智慧的力量，从多种
解决办法中选择最适宜的处理方
式，尽可能最大程度保障设备的
安全运行，
提高供电可靠性。
2020 年 4 月，在对 220 千伏
龙门变电站进行综合检修时，为
减少停电范围，最大限度保障用
户正常供电和作业人员的人身安
全，电力检修人员模拟现场工作
环境，反复演练操作，将绝缘斗臂
车作业平台的停留位置精确到厘
米级，精准送到指定位置，圆满完
成检修任务。

该中心在全省率先采用母线
筒 及 母 线 切 割 法 ，成 功 消 除 了
220 千伏杏园变电站 110 千伏东
母母线漏气缺陷，减少母线停电
时间 372 小时；设计制作六氟化
硫加热充气小车，解决了六氟化
硫气瓶上楼难、低温充气浪费，以
及充气嘴不配套等问题，每年节
约资金 6 万多元。
“抱朴守拙、传承创新、勤勉
创效”，秉承这样的核心理念，该
中心成立了创新创效工作坊和马
慧波劳模创新工作室，以山西省
劳动模范马慧波为技术带头人，
组织技术技能专家和青年员工围
绕安全生产、缺陷消除、技术革
新、人员培训、自主创新等方面，
积极开展课题研讨，推动单位安
全生产和改革发展。

目前，该中心 12 项创新成果
获得省市优秀创新成果奖，
两项管
理成果入选山西省电力公司典型
案例库，
“高电压试验操作箱”等 3
项创新成果获得国家专利成果。
当电力设备出现故障时，他
们在一线忙碌地检修，千方百计
减少因故障而造成的损失；当电
网系统正常有序运行时，他们在
分析、控制潜在的风险和隐患，确
保电力电气设备安全；当你和家
人熟睡时，他们或刚从检修现场
回到家，或接到工作安排正准备
出发；你可能不常见到他们，但他
们的足迹遍及河东大地。在电力
设备检修现场，他们总是第一时
间以精湛的技术和精益求精的态
度，吹响“工人先锋号”的进军号
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