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王菊红：

柔肩挑重担 真爱创奇迹
四矿掘进一队：

安全掘进61年 煤矿区队的传奇

王菊红可谓命运
多舛，但这个柔弱的女
子硬是用坚韧创造了
一个又一个奇迹。

1968 年，王菊红
刚出生 7天，母亲便撒
手人寰；4 岁那年，她
因病落下终身残疾。
1994 年 8 月，儿子出
生时脑部缺氧，被诊断
为脑瘫。医生建议王
菊红放弃，但她却说：

“只要孩子有一口气，
我就要养活他。”从此，
王菊红为儿子四处求
医，每天坚持为儿子做
按摩。十几年下来，王
菊红的手变了形。儿
子 8岁以前不能坐，王
菊红就担负起了孩子的启蒙教育。
儿子 9岁直接从 2年级就读，一个简
单的字反复写几十遍才能写成，手中
的笔也要掉几十次，但王菊红从未放
弃，她不仅要孩子站起来，更要成为
一个有用的人。

当儿子一天天好起来，另一场
灾难却又悄然降临。2008年，王菊

红的丈夫患脑瘤，需
要马上手术。给儿子
治病已经花光了所有
积蓄，她四处借钱给
丈夫看病取药，耐心
安 慰 几 近 绝 望 的 丈
夫。因为她的坚持和
努力，让医生判定只
有 8 个月生命的丈夫
一次次战胜了病魔。
医生说：“能坚持 3 年
多，这是妻子的爱给
丈夫的动力。”丈夫的
眼睛几近失明，面对
丈夫的悲伤，王菊红
说：“有你在，就是全
家的福。你看不见了
还有我，拉着我的手，
我就是你的眼睛。”

在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工会的支
持下，2011年 8月，王菊红还发起并
成立了十二矿“菊红爱心公益联
盟”，目前已拥有志愿者 300 多人。
几年来，他们积极参加社会捐助和
志愿服务活动，写下了无数动人故
事，以感恩之心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
人。6

王菊红，女，中国平

煤神马集团平煤股份十

二矿原职工，2011“感动中

原”十大年度人物之一。

人物档案

他们是矿井
精锐，掘进尖兵，
迎难而上，挖开
黄金通道；他们
是行业翘楚，六
十一年平安无事
故。四矿掘进一
队用行动证明了

“干煤矿可以不
死人的道理”，被
誉为“煤矿区队
安全的传奇”。

建 队 初 期 ，
面对技术落后、设
备欠缺的困难，四
矿掘进一队就叫
响“宁愿汗流成
河，不让鲜血滴一
滴”的口号，先后
开掘巷道150多条，掘进进尺20多万
米，创出同行业日进尺、单进尺最好
水平，受到周总理的亲切接见。

在 61年的发展中，无论自然条
件如何复杂、区队人员如何变化，四
矿掘进一队始终围绕“人”这一最活
跃、最根本的安全要素做文章，按照

“建一流班子、带一流队伍、创一流业

绩、树一流形象”
的愿景目标，构
建了以一个理念
为引领、以六项
安 全 要 素 为 保
障、以三全精细
管理为重点、以
六型团队为支撑
的“1636”区队建
设模式。

团队始终坚
持“宁让汗水流
成河，不让鲜血
滴一滴”的安全
理念不动摇；强
化安全培训、质
量标准化和班组
建设，着力抓好
安全重点工作、

科技兴安、激励约束机制建设；实施
全方位标准覆盖、全员责任共担、全
过程考核控制精细管理；打造学习
型、创新型、务实型、协作型、执行型、
和谐型团队……他们自主管理的经
验，在该集团内外2000多个区队、上
万个班组推广学习，为煤矿区队安全
管理提供了样本。6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平煤股份四

矿掘进一队，始建于 1958 年，现有

职工 160 多人，曾荣获 2013“感动中

原”集体奖，全煤行业先进集体、全

国能源化学工会“工人先锋号”等

50多项荣誉。

人物档案

还记得去年寒冬在甘肃匍匐冰面勇救落水儿童的“红裤头”

吗？

3月29日，在如潮的掌声中，“红裤头”——中国平煤神马集

团建井三处职工王保华站上了“感动中原”的领奖台，成为2018

“感动中原”十大年度人物之一。

对中国平煤神马集团职工来说，这个领奖台并不陌生。

用智慧、责任感和爱心照亮了矿井和人心的“金牌矿工”吴

如；被誉为“本质安全人的典范、基层班组长的楷模”的白国周；

身残志坚，面对脑瘫儿子和脑癌丈夫不离不弃，用爱创造生命奇

迹的坚韧女子王菊红；创造了61年安全生产零死亡奇迹的四矿

掘进一队；在普通工人岗位上精益求精 38年，传承大国工匠精

神、被誉为“中国第一卷绕工”的张国华……

这些名字印在了中原大地上，刻在了一亿父老的心中，发出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正能量的最强音。从 2006年到 2018年，1

个企业12年6次“感动中原”，榜样背后的“精神密码”又何在？

□平顶山观察记者 张建新 张宏怡 本报通讯员 陈璐

发挥亮点效应
让重大典型“熠熠生辉”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平煤
神马集团的“毛主席的好矿工”李二
银等一大批英模人物闻名全国；改革
开放后，该集团的“纺织天使”王永
红、“新时期产业工人的榜样”张玮、

“第一位从煤矿企业走出来的中国工
程院院士”张铁岗等典型成为那个时
代的标杆。

先进典型代表时代风尚、道德高
地和精神坐标，也是一个时代先进文
化的缩影。中国平煤神马集团注重紧
扣时代需求、契合时代精神，抓亮点、
找闪光点，把选树能够引领时代潮流
的重大先进典型作为重中之重。

紧跟“资源节约型社会”建设的步
伐，该集团 20多年坚持下井回收废旧
物资、累计节约资金700多万元的“金
牌矿工”吴如成为时代的楷模；在大力
弘扬工匠精神、建设“制造强国”之际，
该集团又推出扎根一线、匠心钻研卷
绕工艺的“大国工匠”张国华；在“幸福
都是奋斗出来的”大背景下，从农民工
成长为区队长、用奋斗实现梦想的十
三矿掘进二队队长王羊娃，成为这一
信念的最好诠释者。

此外，作为能源化工企业，该集团
突出行业特点，把安全生产典型作为
重点培育对象，白国周、四矿掘进一队
等一批“本质安全人”突显而出。

亮点效应，让重大典型“熠熠生
辉”。在我省进行的 14届“感动中原”
十大人物评选中，该集团共有 8人入
选、6人当选；在 3次“感动中国矿工”
十大杰出人物评选中，先后有 5人当
选；王川根、张玮、白国周、王羊娃等人
分别当选为党的十五大、十六大、十八
大、十九大代表。

发挥乘数效应
让先进群体“闪烁星空”

“企业如何安身立命？敬业就是
敬自己。”“我们感受着企业的温暖，也
愿意用心回报社会。”……类似这样的
声音在中国平煤神马集团不绝于耳。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
辱。该集团始终坚持以全体职工为依
靠，重民生、顺民意，不断为职工创造
良好工作、生活环境，让职工用上更安
全省力的新设备，住上新房，开上新
车，日子一天比一天好。职工们对企
业、对社会的责任感也越来越强烈。

在满足职工物质需求的同时，
该 集 团 注 重 以 文“ 化 ”人 ，厚 德 聚
爱 ，大 力 弘 扬 社 会 主 义 核 心 价 值
观，营造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
等、公正的氛围，并在国内企业中率
先开展感恩教育，传承“开放、包容、
感恩、团结”的企业品格，培育优秀
的企业文化沃土。

为了处处呈现道德之美、文明之
风，中国平煤神马集团注重扩大范
围、拓宽视野，积极培育各个层次、各
个类型的典型人物，以点带线、以线
带面，借助榜样群体的力量建塑企业
精神和企业价值，为高质量转型发展
凝聚强大精神力量。

为此，该集团坚持每月开展一次

“平煤神马好人”评选，年终命名表彰
“平煤神马好人年度人物”；每两年举
办一次“平煤神马文明勋章”暨“道德
模范”评选表彰；每四年评比聘任一次

“首席技术专家”“首席技能大师”。
此外，基层各单位也积极打造独

具特色的典型品牌——“我心目中的
一矿人”，二矿“好矿风好家风”，四矿

“小人物、大英雄”，“感动田选年度人
物”等评选活动，培育了一批特色鲜明
的典型群体，建立了储存丰富的典型
人才库，形成了各类典型层出不穷、新
老典型交相辉映的良好局面。

一花引来百花开。数据显示，从
2009年起，该集团共评出了 100多名
道德标兵和平煤神马文明勋章获得
者，并于 2018 年编印书籍《匠心筑
梦》《青春，为道德代言》，广泛宣传集
团 72名首席技术专家、首席技能大师
和 76名向上向善好青年的先进事迹，
集团上下学习榜样、爱岗敬业、奋发向
上的氛围蔚然成风。

发挥带动效应
让“好人之火”可以燎原

一个好人就是一个火种，一个典
型就是一面旗帜，一个模范就是一座
丰碑。

近年来，平煤神马集团党委始终
在培育道德土壤，发掘先进人物，宣传
典范标杆，而他们也在用自身的努力，
影响更多的人。

自 1998年以来，四矿职工孙刚共
计献血76次，累计献血量29400毫升，
捐献血小板40个治疗单位，成为省、市
两级造血干细胞和眼角膜志愿捐献者，
并于2012年入围中国好人榜。

然而，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
为了汇聚更多的爱心，2012 年，孙刚
发起成立了“四矿孙刚爱心联盟”，积
极组织开展“一帮一”服务、义诊、家电
维修、研究修理、义务献血等全方位爱
心帮扶活动。截至目前，发展成员
300多人，足迹遍布平顶山市 20多个
社区。仅从去年3月 1日到今年3月 1
日，“四矿孙刚爱心联盟”就提供“一帮
一”上门服务百余次，组织大型活动近
200次，服务人群 30000多人次，总服
务10000多小时。

类似这样的爱心志愿团队在中国
平煤神马集团不在少数。

十二矿职工王菊红成立的“菊红
爱心公益联盟”倾心帮助单亲女职工、
困难职工、残疾妇女、残疾儿童和失学
儿童，很多人在受到帮助后，也加入联
盟里来，目前，成员已有300余人。

“平煤神马好人年度人物”、八矿
职工李朋飞从 2009年起开始义务照
顾八矿多名孤寡老人和空巢老人。
2013年，李朋飞和该矿一些爱心志愿
者一起成立了八矿“朋飞爱心服务
队”。从此，八矿孤寡老人和空巢老人
有了更多的“儿女”。

…………
从一名职工到一个单位，从一个

人到一群人，中国平煤神马集团一个
个心存感恩、乐于奉献的普通人，汇聚
成了新时代里最可贵的向善力量，且
这种力量还在不断增强。可以预见的
是，当学好人、做好事成为全体职工的
自觉后，该集团必将在“感动中原”舞
台上更加出彩。6

白国周：

班组管理的旗帜 本质安全的典范

张国华：

“中国第一卷绕工”的坚守
王保华：

卧冰救人的“平民英雄”

卷绕被称为帘子
布生产行业的“特岗”，
湿度接近 70%、噪音
高达 90 分贝、每天 8
个小时几乎不停歇，张
国华却在这个岗位坚
守了38年。

上 世 纪 80 年 代
初，公司的设备和生
产 技 术 全 部 来 自 日
本 。 张 国 华 暗 下 决
心，一定要把技术学
到手，做中国最好的
卷绕工，纺世界一流
品质的原丝。

挂丝是检验卷绕
工水平的重要环节之
一。速度越快，废丝越
少，效益越高。为提高
技术，张国华苦练操作本领。在与一
位日本专家的比赛中，张国华仅用
19秒就完成了挂丝操作，比那位专
家快了5秒。

牵伸辊有 300℃高温，碰一下就
掉一层皮；丝束飞转锋利如刀，挨一
下就是一道口子……张国华双手、双

臂、脸上的一道道清晰
可见的旧伤疤，是他练
就“大国工匠”之技的
最好见证。

他可以用只有头
发三分之一细的丝线

“作画”，被称为“无影
手”。他的异常处置方
法让德国专家竖起大
拇指称他为“神奇的魔
术师”。他总结的挂丝
操作法，即“张国华操
作法”让工人挂丝操作
时间每人次节约 3秒，
每年挽回经济损失上
百万元。

38 年来，张国华
放弃了 300 多天公休
假，有 28 个春节是在

卷绕岗位上度过；上班巡回检查所走
的路有 12万公里，创出生产成品丝
长度绕地球数十圈的神奇纪录。只
要张国华愿意，他随时可以离开卷绕
工的岗位，但他却说：“是这个岗位成
就了我，只有看到这些熟悉的设备，
我心里才踏实！”6

张国华，男，中国平

煤神马集团帘子布发展

公司卷绕工，2016“感动

中 原 ”十 大 年 度 人 物 之

一。

人物档案

“冰湖救人，定格
了你。隐身离去，书
写着你的淳朴。于数
九寒天，匐冰而行，伸
出救命的手，激发身
边 正 义 的 能 量 ……”
这是 3 月 29 日，2018
年“感动中原”颁奖典
礼为王保华写下的颁
奖辞。

时光回溯到 2018
年新年的第一天，王保
华与朋友常广军到金
昌市龙泉公园观光时，
恰逢一个 6 岁男孩不
慎坠入湖中冰窟。听
到孩子的呼救声后，王
保华迅速奔向落水处，
脱去厚重的冬衣，只穿
着一条红裤头就走上了冰面。由于
冰层较薄，他只能小心翼翼地在冰面
上往孩子的方向匍匐前进。随后，他
奋力把热心人编好的藤条扔向在水
中挣扎的男孩。但孩子可能是冻僵
了，根本抓不住。王保华接着往前
爬，在其他爱心人士的共同努力下，

男孩终于获救，而他则
悄然离开了。

事发后，媒体纷纷
跟进报道，共同寻找

“红裤头”好人。原来，
作为“伞钻”能手的王
保华是在金昌市金川
集团进行技术指导期
间卧冰救人的。

王保华和妻子张
苗 都 是 周 口 商 水 县
人。2002 年，他携妻
儿来到平顶山，进入建
井三处成为一名轮换
工。虽然一家五口挤
在租住的房子里，王保
华还是很积极乐观，主
动到技校学习，并顺利
转为正式职工，成为队

里不可多得的骨干力量。三年前，他
买了新房，过上了安定与幸福的生
活。

救人当天，金昌市天气预报的气
温是-11℃~0℃。而“平民英雄”王
保华冒着严寒见义勇为的善举，书写
了人间的大爱，赢得无数点赞。6

王保华，中国平煤神

马集团建井三处第六项

目部二分队职工，2018“感

动中原”十大年度人物之

一。

人物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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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煤神马人12年 6次“感动中原”

解读榜样背后的“精神密码”

吴如，中国平煤神马

集团平煤股份一矿原采

煤一队副队长、2006“感

动中原”十大年度人物之

一，曾获全国“五一劳动

奖章”。

人物档案

他太普通了，普通
得扔到人堆里根本找不
到。但在一矿，吴如却
是一个魅力巨大的“奇
人 ”。 他 27 年 下 井
8300多次，这个纪录在
矿上至今无人打破。

1984年是吴如入
矿第三年，他给自己立
下规矩：升井不空手，每
次回收物资要在 15公
斤以上。27年吴如义
务回收物资折价110万
余元，按照规定应得奖
励20多万元，可他一分
也没要。

吴如在井下还经
常清浮煤。从1984年
到 2008 年退休，吴如
清浮煤至少2.2万吨。按一节车皮装
60 吨计，这些煤可以装满 300 多个
车皮。

对待安全，他较真，一旦发现工
友错误操作或出现安全隐患，立即提
出整改，详细记录并汇报给队里。在

他的带领下，他和全队
170多名矿工，从未出
现一次工伤事故。吴
如被工友们称为“定海
神针”和“矿魂”。

吴如只上到小学
3 年级，刚到矿上，连
队 员 的 名 字 都 认 不
全。而他在 47岁的时
候下定决心要读书识
字，关于煤矿安全生产
的读书笔记记了 40多
本，还编写了全文共
1.3 万字的《煤矿安全
生产四字歌》，将自己
亲历和见到的 6 个事
故案例，编写成 2万多
字的《煤矿安全事故案
例分析》。

吴如对自己很抠，家住破旧的平
房，一辆老“永久”骑了17年，但对别
人慷慨大方，多年来，吴如把劳模奖
金以及慰问金全捐给了工友、社会、
组织。有人问吴如这样做不吃亏
吗？吴如说：“自己高兴吃啥亏！”6

吴如：

以奉献为荣 以助人为乐

幽 暗 巷 道 ，有 死
神在往来倏忽，一双
有力的手，将死神之
喉紧紧扼住。白国周
用责任守护生命，安
慰自己的，是矿工兄
弟们笑容灿烂的全家
福。

班组管理是煤矿
生产管理的基石。白
国周潜心研究和实践
煤矿班组管理工作方
法，探索出了可学可
用的三勤、三细、三到
位、三不少、三必谈、
三提高的“白国周班
组管理法”，成为煤矿
班组安全建设的工作
指南，实现了煤矿班
组管理创新，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
的高度重视和充分肯定，被作为搞
好安全生产的典型在全国范围内推
广应用。

白国周在煤矿井下生产一线连
续工作 22 年没有出现过蹭手碰脚

的小伤。担任班长 21
年，所在班和班里工
作过的 230 多名工友
没有出现过任何安全
事故。

担 任 班 长 期 间 ，
他坚持以人为本，注
重亲情管理，所带的
班形成了一个和谐的
大 家 庭 ，是 安 全 、生
产、和谐建设的“示范
班组”，他本人也被誉
为“本质安全人的典
范”“基层班组长的楷
模”，先后培育出 13名
优秀班长和多名劳动
模范、技术状元、技术
能手。这些班长和所
带班组也从未发生安

全事故。
白国周同志认真钻研业务，掌

握了 10 多个工种的工作原理和操
作技能，拥有 5 个工种的上岗证，2
次在技术比武中获得“技术状元”，
是企业的“首席技工”。6

白国周，男，中国平

煤神马集团平煤股份七

矿原开拓四队班长，2009

“感动中原”十大年度人

物之一，曾获得全国“五

一劳动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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