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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广青金属科技有限公司后勤科维修工杨辉

“哪里脏去哪里，哪里需要去哪里”
■全媒体记者 黄细英 通讯员 唐洁容
通水管、修设备、查故障……走进
广东广青金属科技有限公司后勤科维
修班的维修现场，一群朝气蓬勃的维修
工正活跃在各个角落，他们风雨无阻，
保证设备设施的正常运行。
“维修的工作就像看病，
只有找准了
病根对症下药才能彻底治愈。
”
90后的杨
辉是维修班中的一员，
入职两年多来，
每
次遇到突发情况，他都会第一时间赶到
现场，
进行抢修。据班组维修日记统计，
2018 年杨辉参与完成的维修任务达 900
多项，
相当于平均每天完成3项任务。

每一次维修都做好日志
2016 年 7 月，杨辉以一名维修工的
身份进入该公司，负责生活区、办公区
水电设备的巡检与维护保养工作。对
于维修这项工作，经验是最重要的。刚
开始，没有工作经验的杨辉就跟着师傅
张文程一起参与维修工作。
每次维修工作完成后，杨辉都会检
查设备转动是否正常，并对设备进行空
载运转、检查，排除一切异常情况，保证
设备正常运行，给现场工作提供更便利
的条件。遇到不懂的问题，就主动请教
师傅。在每一次维修的过程中，杨辉都
虚心请教、留心观察，并整理好维修日
志、维护设备档案资料、收集整理安全
卫生登记表、设备用油记录和重要设备
保养记录，做好及时的总结。
杨辉在一次次的维修工作中积累经
验。很快，
他对电网、
供水管道等一系列
知识了如指掌，并能很好地运用到实践
中，
自己一个人即可单独完成维修项目。
“杨辉成长非常快，他积极主动，虚心学
习，
遇到什么不懂的都主动来问我或者同
事，
接到维修任务也不用我去安排，
他都

■正在维修的杨辉

唐洁容/摄

自告奋勇，
主动要求参加，
并出色地完成
任务。
”
对于这个徒弟，
张文程甚是喜欢。
“活到老，学到老，学习是一个永不
止步的过程，我想尽快进入角色，并能
独当一面，帮师傅分担压力。”为了更
快地成长，杨辉还利用业余时间去学习
钻研，不断提升自己的工作能力。

始终奔赴在维修最前线
作为一个年轻的 90 后维修工，杨
辉在工作中遇到粗活、重活总是抢着
干，他每天出门上班前衣服都是干干净
净的，下班回来的时候都是脏兮兮的，
对此，他一点也不在乎。
有一次，正在工作的杨辉突然接到
一个电话，说 C 栋宿舍旁有一条水管爆

裂漏水了，他马上奔赴现场了解情况，
然后立即制定一个初步计划方案。
由于当时水压很大，
地面到处冒水，
不能确定具体是哪个位置漏水。杨辉临
危受命，担当起了本次水管抢修的重
任。他与后勤科科长钟义和后勤宿舍主
管开会商讨，在确定不影响生活区正常
用水情况下，进行停水开挖。由于楼层
众多，
管道中还储有很多水，
排水需要一
段时间，杨辉带领两个同事一边抽水一
边开挖。三人中，
杨辉的年龄最小，
身体
最强壮，于是他主动提出让他一个人站
在泥中一直挖，直到水管爆裂处全部露
出来。由于开挖出来的地方狭小，加上
水管中的水一直在往外流，只能容下一
个人，
他蹲在泥水中，
任凭黄色泥水的冲
刷，
强忍着饥饿劳累，
以最快速度进行抢
修。最后经检验接口处无漏水后，杨辉
舒了一口气。经过了 3 个多小时的紧急
抢修，
生活区按时恢复正常供水。这时，
杨辉的身上和脸上已经全部染成了黄
色。同事拍拍他的肩膀说：
“小伙子，辛
苦了！真是好样的！
”
在谈到杨辉的时候，钟义也连连点
赞：
“杨辉是个很上进的年轻小伙子，他
肯学肯钻肯吃苦。哪里脏去哪里，哪里
需要去哪里，毫无怨言。”
因出色的工作表现，2018 年杨辉
被评为公司优秀员工。面对未来，杨
辉充满了信心：
“ 我将充分利用公司这
个大平台，认真学好专业知识，全面提
高个人工作能力与综合素质，用 10 年
的时间使自己成为一个优秀的电气工
程 师 ，为 公 司 的 发 展 做 出 更 大 的 贡
献。”杨辉的理想很大，也很小，但是每
一刻他的青春都在维修道路上熠熠生
辉。

南方电网茂名高州供电局

“电保姆”护航三农用电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王艳 通讯员
王政辉）
“我们新增加了 2 台注塑机，现在
一共有 7 台了，每天可以生产 18000 个胶
筐，每个胶筐可以装 16 斤荔枝。工厂开
始三班交替，生产更多的胶筐以应对荔
枝季到来的需求。”铭珠包装制品有限公
司的负责人邱先生向记者介绍道。
铭珠包装制品有限公司是目前茂名
高州地区最大的胶筐生产厂家。今年，
该厂增加了人员、设备，提高产量为即将
到来的荔枝旺季储备胶筐供应。4 月 4
日，南方电网茂名高州供电局分界供电
所人员到该厂对其厂内线路和设备进行

用电检查和提供用电建议。
同日，南方电网茂名高州供电局根
子供电所人员上门为根子镇最大的泡沫
箱厂高州市富华泡沫箱厂进行用电检
查，并提供用电咨询服务。该厂在 4 月 5
日开始生产，提前备战荔枝季。早在 4 月
2 日，根子供电所就对其变压器恢复了供
电。据悉，该厂是根子镇最大的泡沫箱
厂，在 1999 年开厂至今，已经整整 20 年
了，日均泡沫箱产量达 3 万多个，为根子
镇创造了 40 多个就业岗位。
说到供电服务，该厂厂长说：
“ 可靠
稳定的电力对我们的生产实在太重要

了。这些年，根子供电所的员工提供了
非常完善的供电服务，我们从来没为用
电问题担心过。”
在高州分界、金山等地区，大大小小
的冷冻库、果品公司陆续开工，用电负荷
持续增长。高州供电局早谋划，早准备，
不仅要保障荔枝产业上游各工厂正常稳
定的电力供应，还要定期对这些工厂进
行用电检查和回访。随着荔枝季的到
来，高州局将继续关注荔枝季的发展，加
强相关线路和设备的巡视，为荔枝旺季
提供可靠优质的电力保障，服务三农用
好电，促进乡村经济振兴。

茂名石化

小技改提升
电机隔尘网安全性能
“冷却风罩及冷却箱有很厚的油污及
橡胶颗粒，电机冷却箱进风口被油污堵
塞，导致电机运行时起到冷却的效果大大
降低，影响了电机绕组的散热并造成了腐
蚀的隐患，这可怎么办？”
3 日下旬，茂名石化热电分部电气二
车间西南区域班班员再一次被动地面对
工作难题时，接连发出了怎么办的求教。
爱琢磨的班长邹华楚听见后，就放在
心上了，当场拍板，大声地说出了：
“ 看我
们的，就这样办。”话音刚落，干活风风火
火的他立即与班员们分享了想法，决定对
以上造成不安的“祸首”隔尘网进行改造，
从而进一步改善电机的运行状况。
说干就干，邹华楚带领班员对原冷却
风罩的外部防护隔离网进行更换。加装
“W”型 304 不锈钢抽拉型隔尘箱的同时
更换掉全部冷却箱的隔音棉。经过改装
的电机现场使用时，粉尘颗粒物无法进入
到电机的冷却箱内，很好地起到隔离部分
油污的效果；邹班长提出“盯梢”保持冷却
箱内的隔音棉和箱体的干净度，确保电机
使用时的冷却效果更佳。
经过改造后的“W”型 304 不锈钢抽
拉型隔尘箱可以随时拆出清洗和晾干，达
到了持续性使用的降耗目的。
“W”型 304 不锈钢抽拉型隔尘箱的
防尘网具有密度小并且隔离度强，这样一
来，防尘网的孔洞容易堵塞。电机在使用
2-3 个月进行清洗一次，以达到最佳的隔
离效果。改造完成后，邹华楚不忘对班员
们发出安全叮嘱！
（柯思恩）

深圳翠锦社区工联会
举办摄影培训班
本报讯 为了提高辖区职工摄影技术
水平，丰富职工业余文化生活，4 月 9 日
晚，深圳市罗湖区翠竹街道翠锦社区工联
会举办的摄影知识培训班开班仪式，在翠
锦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举行，该社区工联会
有关负责人以及辖区职工 50 余人参加了
活动。
据了解，翠锦社区辖区有四个珠宝园
区，辖区职工近九成从事珠宝产业和与珠
宝相关的产业，而珠宝产业对珠宝相关产
品的摄影要求较高，社区工联会此次活动
能够更好地为职工服务，提升职工的摄影
水平。活动当天，在摄影老师的细心讲解
下，职工们听得津津有味，不时有职工把
重要知识记录在笔记本上。第一节课后，
职工们纷纷表示这次摄影培训非常实用，
期待在紧接着的课程中学习更多摄影知
识。
（杨帅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