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月16日上午，中国宝武马钢长材事业部一区（炼钢系统）联合炼钢、连铸、点检及物
流4家单位开展题为“普及消防知识，增强防火观念”的消防安全演练活动。安全管理人员
从消防法有关规定、火灾常识、消防器材三方面为大家全面讲解了消防安全知识，介绍了常
用手提式干粉灭火器、手提式二氧化碳灭火器、推车式二氧化碳灭火器等不同灭火器的使
用步骤和方法。 陈刚/摄

冬季消防 安 全 演 练

短播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层层层层层层层层层层层层层层层层层层层层层层层层层层层层层层层

工运潮汛 2021年11月19日 星期五
责编 何昊 版式 邹晓晓 校对 灵珠
邮箱 gy2318368@163.com

攻坚克难，解决技术难题

1999 年 6 月至 2001 年 6 月，解文中被选派到马钢技

师学院进行为期两年的首届钢铁冶金高级工脱产班学

习。因学习成绩优异，毕业时他是转炉炼钢班唯一的

“优秀毕业生”。学成归来，解文中于 2003年底担任转炉

炼钢炉长。

在担任转炉炼钢炉长期间，解文中的班组坚持攻坚克

难，带头研究解决多项技术难题。2003年马钢CSP生产线

投产后，冶炼CSP低碳钢的炉体维护问题一度成为限制生

产稳定顺行的瓶颈。解文中通过熔渣成分对溅渣层耐火度

的影响分析，果断采用白云石代替部分石灰造渣，并严格控

制白云石与石灰的比例，既确保了终渣含量和碱度，又减少

了石灰消耗，降低了生产成本，大大提高了溅渣护炉效果，

消除了生产瓶颈，使转炉炉龄突破2万炉大关。

2008年，转炉采用双渣操作时倒渣带铁量大的问题严

重影响到转炉钢铁料消耗指标的完成，并且影响了转炉操

作工的操作。解文中采用倒渣前加少量铁矿石和少量生白

云石与氮气打渣相结合的方法促进渣中铁珠迅速沉淀，成

功消除了难题。

2017年，解文中围绕转炉炼钢现场的重点难点开展课

题攻关，解决了包括硅钢初炼钢水氧含量精准控制在内的

多项技术难题，申报了三项发明专利，获得全国机械冶金建

材行业职工技术创新成果二等奖一项，三个先进操作法和

一项三级合理化建议，创造年经济效益 2000余万元。在新

品种开发上，从工艺技术评审到操作方案制定始终都是亲

力亲为，并负责品种钢生产的全程跟班指导，确保品种兑

现、生产稳定顺行。

多年来，在解文中的带领下，班组的产量、质量、石灰消

耗、钢铁料消耗、合金消耗、煤气回收、炉体维护等多项技术

经济指标都始终名列前茅。他先后总结出《在低铁钢比条

件下120T转炉单渣法防喷溅操作法》《优化转炉吹炼操作、

最大限度地提高转炉煤气回收量操作法》《120吨转炉“双

渣＋留渣”少渣低耗操作法》等许多优秀的操作方法，并在

生产中推广，为转炉炼钢降本增效做出了重大贡献。

创新创效，获得多项荣誉

在转炉炼钢炉长岗位上，解文中一干就是 15年。除了

不断提升自己的业务能力，他还先后为转炉炼钢培养出多

名优秀的炼钢炉长；多名徒弟取得技师和高级技师资格，戴

凤、张明等多名徒弟在总厂、公司级大赛上获得“技术能手”

“技术状元”称号。

自2017年担任首席技师以来，解文中全方位地开展“传

帮带”活动，仅2019年，就有3名职工晋升为技师，一名职工

晋升高级工；同时担任马钢技师学院 2019年新型学徒制炼

钢技师班首席导师，负责转炉炼钢理论与实作培训，22名职

工通过了技师考评，晋升为技师；2019年初负责筹备组队参

加马钢第九届职业技能竞赛，并担任一钢轧总厂炼钢工理

论实作总教练，最终包揽了转炉炼钢工的前八名。

工作中，解文中不仅炼钢操作技艺精湛，而且专业理

论功底深厚。在 2005年度马钢十工种职业技能竞赛上，

他以理论和实作双第一的成绩取得转炉炼钢工的第一

名，并荣获“技术状元”称号。由于工作成绩突出，2006
年，他被公司评为“马钢劳模”。另外，解文中还曾代表马

钢在 2008 年的“太钢杯”和 2016 年的“鞍钢杯”两届全国

钢铁行业职业技能竞赛中获奖，并先后两次被授予“全国

钢铁行业技术能手”称号。2016年以来，他引领一线职工

积极参加各级“职工网上练兵”活动，均取得优异成绩，他

本人在 2017中钢协第二届“职工网上练兵”竞赛中以满分

100分的成绩夺得转炉炼钢工第一名，被中钢协授予“学

知识标兵”称号。

2018年 10月，解文中被评为马鞍山市首席技师。2019
年5月，马鞍山市“解文中大师工作室”成立。他借助“解文

中大师工作室”这个创新工作平台，立足现场，紧紧围绕转

炉炼钢生产的重点难点，带领一线炼钢操作工们开展了一

系列的技术攻关和创新创效活动，为转炉炼钢的稳产顺行、

降本增效、质量提升、人才培养开启新的征程。

择一事，终一生。“一干就是二十多年，不是炼钢产线离

不开我，而是我离不开炼钢产线，这是我的工作，更是我一

生的追求。”解文中如是说。 （马工宣 本报记者 何昊）

解文中解文中：：立足炉台立足炉台 以坚持成就梦想以坚持成就梦想
自1996年12月从学校分配到马钢炼钢

炉台的第一天，解文中就梦想着成为一名优秀
的炼钢炉长。从那一刻起，他就为实现自己的
梦想而不懈努力，一步一个脚印，立足炉台26
年，终于成为马钢炼钢技艺的领军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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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长市天康医院工会于2020年6月创建了“户外劳动者

爱心驿站·天康医院工会”，让户外劳动者“渴了能喝水，热了

能乘凉，冷了能取暖，累了能休息，伤了能急救”。

设施完备

“每天在外面六七个小时，累了也没个地方歇脚。现在

有驿站就是方便，天热有地方能乘凉、下雨有地方能避雨，有

这么个可以喝水、休息的舒服地方，真的很开心。”附近的环

卫工人张大姐是爱心驿站的常客。

爱心驿站面积近 80平米，服务设施齐全，除了按照“七

个一”基础标准建设，提供一套桌凳、一台微波炉、一台饮水

机、一套冷暖设备、一台电冰箱、一个应急药箱（配备常用

药）、一个阅览角，还拓展了服务功能，配置了婴儿床、储物

架、WiFi、消毒柜、雨伞、母婴室等设备。为了方便了户外劳

动者寻找，爱心驿站标识明显，在墙面安装了电子显示屏，同

时利用百度地图等互联网查询工具，实现爱心驿站网上查询

功能，并上传了站点位置、外观图、室内配备物品信息等，方

便户外劳动者通过手机等设备了解和查询驿站。

布局合理

为了做好服务工作，天康医院工会号召动员医院支部、

共青团、相关科室组成志愿者服务队共同维护驿站日常运

营。驿站严格按照“谁建设、谁管理”的原则建立，制定了详

细的日常管理规定、服务流程、安全须知等规章制度，并且做

到制度上墙。驿站明确具体管理责任主体和负责人，安排固

定的志愿者团队维护站点日常运营和做好服务工作。

在选择驿站地址的时候，天康医院工会选择了天长城市

新区仁和南路主干道，对面是天长市汽车站、快递公司，西面

是天长市两个重点工程建设项目，全民健身中心和少年文化

宫，门前设有公交站台和交警执勤岗点，西南方还有两家运

输公司，距离交警、快递员、城市绿化、环卫工人、司机、建筑

工人等户外劳动者不足百米。自驿站启用以来，这里已成为

附近户外劳动者的一处温暖港湾。

服务精准

为贴合户外劳动者的切身需求，爱心驿站为户外劳动者

提供定制化服务，让服务功能更加务实、高效、精准。驿站提

供免费WiFi、针线包、充气筒、排插、一拖三手机充电器，雨天

提供便民雨伞，夜间提供应急灯等。驿站还设置了书报角，

提供报纸和各类书籍，方便户外劳动者在临时休息时阅读。

另外，在充分考虑孕期哺乳期妈妈的需求后，驿站内部配有

母婴室、婴儿床，便于哺乳期妈妈临时喂奶和处理一些紧急

情况。

此外，驿站还设置了医疗咨询日，每周五医护志愿者为

来驿站休息的户外工作者提供医疗义诊、健康咨询等服务，

致力于把站点打造成宣传工会文化、服务群众的阵地和爱心

接力、奉献社会的平台。

关爱一群人，温暖一座城。户外劳动工作者爱心驿站

为户外劳动者提供精准温情的服务，改善了他们的劳动条

件和工作环境，让他们切实地感受到来自工会“娘家人”的

温暖和关心。天康医院工会将进一步改造和完善“户外劳

动者爱心驿站·天康医院工会”，把它打造成便民利民、传递

爱与温暖的重要平台，营造全社会乐于奉献爱心和传递正

能量的良好氛围。 （本报记者 何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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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切实解决困难职工

家庭子女上学难、就业难

问题，自 6月起，六安市叶

集区总工会在全区范围内

开展金秋助学活动。

广泛宣传救助政策。

区总工会高度重视、迅速

行动，下发《关于全区工会

开展 2021 年金秋助学活

动的通知》，将金秋助学作

为“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

活动的重要抓手，通过走

访、座谈、谈心、举办主题

活动等方式，广泛宣传资

助对象、资助标准、申报程

序及申报所需材料，突出

宣传励志成才和感恩学子

的典型事迹，提升金秋助

学工会帮扶解困工作的知

晓度。

扩 大 助 学 对 象 范

围。区总工会将高等教

育之外的困难职工家庭

纳入到助学送温暖救助

范围，有效扩大助学覆盖

面。同时在“金秋助学”

的一次性入学救助基础

上 ，继 续 实 施“ 圆 梦 计

划”，对困难职工子女全

程跟踪培养，直到其大学

毕业实现就业。

提高助学资助标准。

区总工会为建档在册困难

职工子女依档发放助学

金，对深度困难档次的困

难职工今年新入高校（含

职业学院）和高中（含中职）就读子女，按当地低保标

准分别发放 10个月、5个月助学金；对相对困难档次

的困难职工今年新入高校（含职业学院）和高中（含

中职）就读子女，按当地低保标准分别发放 8个月、4
个月助学金；对生活困难但不符合建档条件的困难

职工家庭高校在读学生，按照不超过 2000元/人的

标准发放助学金。

完善助学帮扶机制。区总工会通过把经济资助

和学业帮助、人文关怀、能力培养相结合，建立“一帮

一”结对帮扶机制，为困难职工子女建立就学与就业

一条龙服务。

及时发放救助资金。区总工会组织工会干部采

取入户走访等方式深入调查，全面掌握学生的家庭情

况，做到学生考试分数清、家庭收入清、家庭成员就业

情况清、困难状况清，通过入户走访、公示、审核确定

助学对象后，及时将救助资金发放到贫困学生手里，

确保贫困学子顺利进入大学。

截至目前，区总工会已资助59名困难职工子女，

发放助学金 28.97 万元，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数的

227%；还为4名接受特殊教育的残疾儿童、8名小学初

中以及37名家庭确实困难但又不符合建档条件的大

学新生家庭各提供了2000元助学金。 （叶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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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1月 13日下午，肥东县劳模服务队 15
名志愿者在店埠镇镇南社区开展“助力创城、情系镇

南”志愿服务活动。志愿者们穿上红马甲，戴上小红

帽，与社区村干部一起，清理社区街道内的落叶杂草、

楼房走道垃圾，铲除路面的蔬菜，使老街楼房两侧的卫

生状况明显变得整洁美观，同时向小区居民宣传创建

文明城市的意义、垃圾分类知识等。

肥东县最美志愿者、劳模队最小志愿者吴凡说：

“我多次跟随肥东县劳模队参加清理垃圾志愿活动，

我觉得意义很大。文明创建，人人有责！今后我要多

参加类似的活动，为肥东创建全国文明城市贡献微薄

力量。”

县劳模服务队队长元运竹表示：“我们劳模服务队

一直主动融入文明城市创建活动，今后将一如既往地

积极参与文明宣讲、环境整治、关爱弱势群体等志愿服

务，积极充当行动者、宣传队，发挥播种机作用，为创建

全国文明城市贡献劳模智慧和力量，使劳模精神在创

建活动中得到传承。” （李小莉 陈志年）

肥东县劳模爱心志愿服务队

文明创建在行动

淮北市总工会

组织学习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本报讯 11月12日下午，淮北市总工会机关

党支部召开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学习会

议，集中学习传达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市

总工会领导班子成员、机关和事业单位人员参加

会议。

会议组织学习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

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公报》，重点学习了《中共

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

议》《关于召开党的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

议》要点。会议要求，全体干部职工要把学习贯彻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作为当前重要政治任

务，学深学透做实，更高质量地推动全市“五型”工

会建设纵深发展。 （丁艳艳）

定远县总工会

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送温暖
本报讯 近日，定远县总工会开展了“工会进

万家·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温暖行动”招聘活动，在

送岗位的同时宣传了工会组织相关知识，解答了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们关心的问题，加深他们对工

会组织的认知感、归属感，使工会组织真正成为他

们的“娘家”。

下一步，县总工会将以物流公司、外卖企业、

电商平台为抓手，通过拉网式调研、示范式创建、

打造新亮点等举措，推进“货运司机温暖驿站”“骑

手温暖驿站”“快递员温暖驿站”等建设，为新业态

劳动者提供饮水、就餐、小憩等小微服务。（王静）

无为市总工会

组织劳模职工疗休养
本报讯 11月 8日至 12日，无为市总工会在

芜湖市繁昌区马仁奇峰职工疗休养基地组织开展

了 2021第一期劳模和一线职工疗休养活动。来

自全市各行业的 38名劳模和一线职工参加了此

次活动。

在疗休养中，劳模和职工们参观了“新四军三

支队司令部旧址纪念馆”及“谭震林将军”旧居，缅

怀先烈，重温入党誓词；并在马仁奇峰文化园参观

了毛主席像章收藏馆，找寻初心，激发责任感和使

命感。 （李光明）

芜湖市湾沚区总工会

“皖工鹊桥”助力青年职工交友
本报讯 近日，芜湖市湾沚区总工会联合区

妇联，在安徽航瑞航空动力装备有限公司举办企业

青年职工相亲交友活动，来自12家企业的70余名

青年职工参加此次活动。

活动现场，单身男女职工首先通过简单的自

我介绍展示自我并表达择偶要求。男女职工组队

在“你画我猜”“才艺展示”“吹倒纸杯”“夹气球”等

活动中拉近距离。15对青年男女在活动中牵手

成功。 （俞慧玲）

黄山市瓷绘技能大赛举行
本报讯 11月 16日，由黄山市总工会、市人

社局、黟县人民政府主办，黟县总工会、黟县人社

局等承办的 2021“徽州百工”黄山市瓷绘技能大

赛在黟县举行。来自全市各区县9支代表队的39
名选手参加了此次活动。

本次比赛设“釉上彩彩绘”和“紫砂壶铭刻”两

个项目，经过现场制作和理论考试环节，来自黟县

代表队的黄松获得“釉上彩彩绘”项目一等奖，祁门

县代表队的戴沁获得“紫砂壶铭刻”项目一等奖，都

被授予“黄山市五一劳动奖章”。 （何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