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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7

蒙电工匠“虎哥”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苏海峰

“朝克苏木乌尤特嘎查
2.8公里现场遇到施工难题，
让施工人员撤离现场，做好
安全保护措施，等重新确定
施工方案后再实施……”

刚走到内蒙古电力公
司首届“蒙电工匠”“金牌
工人”得主———锡林郭勒
电业局锡林浩特供电分局
配网建设办公室主任张虎
的办公室门前，就听到了
他部署工作急促的声音。

张虎是一名退伍军人，
1993年参加工作，在配电线
路检修维护一线一干就是
25年。“虎哥”是平日里同事
们对他的称谓，与他谈起工
作时，他的眼神充满着坚

毅，言语中透露出奋斗的幸
福感。“干线路的，雨天一身
泥，晴天一身汗，冬天趟雪
窝，夏天晒暴皮，春天还要嚼
上满嘴沙”在谈到他的艰苦
工作时，张虎打趣着说。在同
事眼里，“虎哥”总有使不完
的劲儿，想不尽的点子。从学
徒到主力，从技术能手到“蒙
电工匠”，张虎感言：“这些年
的摸爬滚打，不仅要感谢我
的师傅、我的企业，还要感恩
这个奋斗的时代。”

1998年，锡林郭勒草原
上还没有开展带电作业，张
虎大胆实践，带领年轻的团
队成功实现了锡林郭勒地
区10千伏配网带电作业技术

零的突破，组建了锡林郭勒
电业局第一个带电作业班。

在他们的探索和实践
下，锡林郭勒地区带电作业
实现了突破性进展。2011
年，张虎带头开展了10千伏
带电更换电杆作业，是锡林
郭勒地区首次开展的第三
类带电作业项目，为当时不
停电实施配网改造、故障抢
修开辟了新路径。2014年，
张虎又带领团队开展了10
千伏同杆架设双回路带电
更换电杆作业项目，项目作
业难度高，危险点多，两台
带电作业车，近20人的作业
团队，连续工作7小时，又一
次创造了内蒙古电网10千

伏带电作业的第一次。
一谈到带电作业，张虎

就有说不完的话题。“完全
没有想到领导会把这么大
的项目交给我。”2016年年
底，张虎从接到通知到正式
筹备《10千伏配网不停电直
线杆改耐张杆并加装柱上
开关》第四类带电作业项目
作业的一个月时间内，他内
心充满了矛盾和挣扎。领导
将这个创先项目交给自己，
是对自己能力的充分信任
和肯定。可第四类带电作业
项目技术含量最高、难度最
大、危险点最多，对于他来
说是一个极大挑战。

面对严峻的挑战，张虎

每天带领带电作业班成员
进行集中强化训练，按照标
准化作业流程坚持每天在
户外练习长达8个多小时，
他说：“为了咱局带电作业
水平取得新突破，咱们就不
能松劲”，他觉得，人活着，
总要有个志气。终于在2016
年11月18日，项目顺利通过
了内蒙古电力公司专家组
的考评验收，创下内蒙古电
网10千伏配网带电作业的
又一个“第一次”。

一次次的技术创先让
张虎成为了配网技术能手，
而一个又一个技术难题的
攻破则展现出新时代工人
的工匠精神。2013年以来，
他参与研发创新课题8项，
取得国家专利3项，并多次
获得国家和自治区级质量
管理成果奖项。

圆梦路上不停步！张虎表
示，新时代需要奋斗者，不论
在什么岗位，服务人民、尽责
担当永远是他最大的幸福。

一听说油务化验班，
马上同“油渍麻花”联系在
一起。当走进乌海电业局
修试管理处油务化验班的
时候，眼前却不由得一亮：
实验针筒摆放得整整齐
齐，试验设备全都一尘不
染，仪器被擦得油光锃亮，
柜子和地板也是明晃晃
的，耀人眼目。这些仪器价
值不菲，从几万到几十万
不等。在维护和使用上，都
有严格的流程和制度，每
个人在实验操作的时候，
都是那么小心翼翼。

油务化验班共有职工

6人，女同志就有4名，平均
年龄33岁，是一支冲在变
电设备检修试验第一线的
娘子军队伍。

班长苑雪梅今年43
岁，一个精明干练的人。她
说：“化验要取变压器的油
样，取油口附近压力又特
别大，取样被喷是常事。每
个到油务化验班的人，都
有被喷到手上、身上和脸
上的经历，这是合格油务
化验人的基本课目啊。”

有人一句话形容油务
化验班：“满脸油污像，细
瞅一朵花。”搽“油”抹

“粉”，是油务化验人的本
分。

每个油务化验班人都
要到变电站取样，蹭到灰
尘，遭遇油污，司空见惯。
一天下站回来，衣服也就
脏得不成体统。

说曹操，曹操就到。正
说着话呢，两位女工风尘
仆仆地取样回来。一样的
工衣，一样的装扮。脸上沾
有油污，工衣上蹭有灰尘，
其中一位工衣前襟划出一
道口子，安全帽下一双动
人的眼睛却是神采奕奕。
姑娘们的英姿飒爽顿时让

你感到，工衣是那么得体，
安全帽是那么威风，搽

“油”抹“粉”是那么平常，
艰苦奋斗是那么美丽。

当变电设备发生跳闸
情况的时候，油务化验员
第一个出现在现场，为接
下来的检修工作提供第一
手资料。她们要爬梯子登
高作业，个个练得身轻如
燕，把升降车操作得熟练
自如。绕过带电的高压设
备区，避开危险的各种物
品，小心、迅速、快捷是特
点，操作要一气呵成。

最忙时一天要跑十几

个变电站，取回几十份油
样。下雨刮风的天气，要保
证油样不进空气，不进水
分。常常可以见到这样的
画面：为油样打伞，为油样
穿上工作服，人却被风吹
雨淋着。

变电设备报修有时是
白天，有时是晚上，不管是几
点钟，姑娘们跳起来就走。

油务化验班的姑娘都
是有心人，特别爱动脑筋，
常有实用的小发明、小革
新问世。QC成果《顶珠式
取样阀转接装置》，有效解
决了取样时油流速度过

快，油量不好控制的情况。
她们的这一发明，不仅方
便了工作，还获得了各种
荣誉和奖励。她们承担着
乌海电网34座变电站充油
设备的大小修试和实验，
仅2017年，就完成简化试
验700余次，色谱试验1000
余次，被评为内蒙古电力
公司“五一巾帼集体”，多
次获得乌海电业局“安康
杯优胜集体”称号。

班长苑雪梅说，有一
部电影叫《五朵金花》，咱
油务班的姐妹四朵金花，
个个都能干哩。

新华社哈尔滨5月19日

电（记者 梁书斌 樊 攀）

5月的古城宁安，已是草木
葱茏。在黑龙江省宁安市带
状公园中，苍松翠柏掩映下
的马骏纪念馆显得更加庄
重肃穆。“马骏用舍生取义、
不畏生死、一心为国的崇高
爱国主义精神，写下了爱
国、救国、殉国的革命篇章，
将永远感召和激励着我们
家族为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而努力奋斗。”马骏烈士的
重外孙女、宁安市马骏纪念
馆讲解员韩琳琳说。

马骏纪念馆为三层仿
古建筑，飞檐下悬挂着邓颖
超亲笔题写馆名的匾额。据
马骏纪念馆馆长关微介绍，
纪念馆通过实物、创作画、

大型灯箱画、照片、圆雕、浮
雕、沙盘、仿真人场景再现、
影视厅循环播放文献片、各
级领导人题词，生动翔实地
再现了马骏烈士的革命生
涯以及党和人民对他深切
的缅怀。

马骏，又名马天安，回
族，天津觉悟社创始人之

一，著名的爱国学生运动领
袖，中国革命的先驱者。
1915年，他进入天津南开学
校读书，初步受到爱国主义
教育，参加到周恩来等组织
的“敬业乐群社”，并两任学
校的演说会、学生讨论会及
自治励学会会长，又任义塾
服务团总董及教务长，后考
入南开大学。

五四运动中，他站在前
列奔走呼号，发起并成立了
学生联合会，成为五四运动
京津地区主要青年领袖之
一。他与周恩来、邓颖超等
20多名进步青年共同创立
了革命进步团体“觉悟社”。
邓颖超评价他“具有高度的
爱国思想，富有正义感，为
人正直，性格豪爽，工作干

练，认真负责……他积极参
加实际斗争，不怕反动统治
者的迫害，表现出高度的爱
国热情和英勇的革命精
神”。1922年，他回到家乡宁
安，组建了东北地区第一个
中共党组织“宁安党小组”，
从事地下工作。

1925年秋，马骏赴莫
斯科留学。他与王稼祥、张
闻天、邓小平、杨尚昆、左
权、伍修权等人成为莫斯
科中山大学的第一期学
员。在莫斯科中山大学，马
骏学习非常刻苦，很受同
学们尊敬。1926年9月中山
大学学生会成立时，被选

为书记。
1927年，白色恐怖笼罩

大江南北，正在苏联莫斯科
中山大学研习社会理论的
马骏毅然受命归国，担负起
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的组
织恢复和重建工作。马骏的
工作危险重重，但他说：“党
既然给我这个任务，赴汤蹈
火在所不辞，不能知难而
退，只有多加谨慎而已。”马
骏在东城、崇文等区积极开
展秘密活动，很快重建起北
京市委。但不久被奉系军阀
拘捕，1928年英勇就义，年
仅33岁。

马骏牺牲后，北京民

众冒着生命危险将他安
葬。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
家为他举行了公祭仪式，
并把他的坟墓迁到北京日
坛公园，供后人瞻仰缅怀。

马骏光辉而短暂的一
生，始终坚守着一个时代先
锋忠贞不渝的信仰。每到一
处，他都高举革命的火把，
点燃一片炽热的火海，把旧
世界烧焦，化成新中国诞生
的沃土。作为共产党员，面
对敌人的诱逼和酷刑，他坚
定回答：“只要我还有一口
气，叫我不宣传马列主义，
不宣传革命，这比太阳从西
边出来还难。”

油务化验班的姐妹们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苏海峰

播撒信仰火种的革命先驱———马骏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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