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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辉：从矿工技师成长为大国工匠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苏永生

要闻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陈乔年：让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的幸福

“作为一名普通的一
线工人，能够获得北疆工
匠这一殊荣，我要感谢企
业对我的培养，荣誉不只
属于我个人，更属于所有
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矿
工兄弟们。”在4月27日召
开的自治区庆祝“五一”国
际劳动节暨创建和谐劳动
关系表彰大会上，自治区
北疆工匠荣誉称号获得
者、内蒙古平庄能源股份
有限公司六家煤矿职工创
新工作室主任赵辉代表受
表彰者发言时说。

普通一线工人只是赵
辉的谦称，参加工作21年
来，他获得了多项荣誉：党
的十九大代表、全国五一
劳动奖章获得者、全国煤
矿十佳班组长、感动中国
十大杰出矿工、全国煤炭
行业技能大师、中央企业
五四奖章获得者等。

一个技校毕业的学
生，何以取得这么多的荣
誉？答案就在于执着、坚
守、创新。

1997年，21岁的赵辉
从平庄煤业技工学校毕业
后，怀着美好梦想来到六
家煤矿机电区当上了一名
工人。

“我出生在矿工家庭，
从小就对煤矿有着很深的
感情。在煤矿，我一开始是
担任绞车司机，然后又做
维护学徒工，后来又担任
绞车维护班长，井下维护

电气班长，现在担任电力
检测组长，21年一直没有
离开机电区，干的都是同
一种工作。”赵辉说。

在六家煤矿，赵辉所
在的班组主要负责主、副
井提升机的运行保障任
务。赵辉说：“在煤矿，井下
从综采工作面开采下来的
煤要通过皮带运送到储煤
仓，然后用电机车拉到离
地面568米的主井口，再通
过提升机用吊斗吊出地
面。所以保障提升机的不
中断运行，对于确保正常
生产意义重大。”

运输煤炭的主井提升
机不能出问题，运送作业
人员和物品的副井提升机
更来不得半点马虎。赵辉
说起了一件让他至今难以
忘记的事。

“我刚接触维护设备
的工作不久，有一天上午9
点多跟着师傅下井，在升
井时正在上升的载人罐笼
因为提升机发生故障中途
停车，20多名下了夜班的
工人被困在笼中1个多小
时，工人们情绪焦躁的情
景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从那时起，我就下定决心，
一定要保证提升机顺利运
行，让工人兄弟们安全升
井休息！”

为了实现自己的目
标，赵辉大量购买提升机
专业书籍、利用业余时间
认真学习，在本子上记、在

图纸上画、在电气控制元
件上反复实践，经过长期
不断学习强化，他几乎把
各个控制线路的线号都记
了下来。

电气监测不仅要保证
提升机24小时连续作业，
更重要的是要在出现故障
前发现问题，及时维护保
养并针对缺陷进行修复、
改革、创新。

为保证提升机安全运
行，赵辉经过艰苦的实践
摸索，发明了绞车维护勤
问-勤看-勤听-勤用-勤
记-勤动-勤想“七勤”工艺
流程，通过经常看仪表显
示、听设备运转声音、记录
对比设备参数、检验设备
线路连接、思考故障原因
等简单、实用、有效的办
法，确保了主提升机安全
运行，这项工艺流程已经
成为六家煤矿电气检修人
的行为准则。目前，他所在
的班组也创造了连续安全
运行7300天的好成绩。

今年4月13日，赵辉的
一项创新成果“煤矿井下
电钳工维护保养技术”获
得国家实用新型专利。此
外，他的另一项技术正在
申请专利中。

成果的取得源于不断
的创新。在长期的工作实
践中，赵辉认识到，提高主
井提升机的提升效率，缩
短提升时间，就能更多地
把煤从井下提升出来。经

过反复琢磨试验，他终于
找出了提高主提升机的减
速点、对装载系统进行改
造的方案。主井提升机原
设计每个提升循环用时
270.38秒，赵辉把减速点上
移10米后，主提升机每个
提升循环用时减少为233.4
秒，每个循环节省时间
36.98秒。通过这项技术改
造，1年多提升原煤近20万
吨，年增加利润2000多万
元。

此外，赵辉通过对主
井装载系统进行改造，每
年多提升原煤4.86万吨，使
主井绞车年提升能力稳定
在180万吨。

在提升机提升过程
中，控制电路接触器的触
点经常容易烧坏，1年要更
换4次。1个接触器价值1.1
万元，而且因为空间的原
因非常难更换，最主要的
是更换接触器给生产造成
了停工损失。

赵辉说：“针对这一难
题，我们对接触器电路进
行了改造，改造后，从2016
年到现在接触器再没有发
生过故障。”

为确保及时发现提升
机故障，2017年赵辉研发
安装了主提升机故障预警
监测系统，通过在线监测
能够及时发现设备异常情
况，对设备进行早期预防
和诊断，有效地解决了主
提升机真空接触器出现漏

气，造成高压短路故障，导
致提升机停运这一难题。

2011年，六家煤矿以
赵辉的名字命名的创新工
作室成立以来，工作室团
队研发的“刀把室综放工
作面回采”新工艺，有效提
高了综放工作面的回采
率，减少煤炭损失4万多
吨，增效2000多万元。

工作室研发成功的
“东一采区支护设计”项目
不仅缩短了安装工期，减
轻了工人的劳动强度，而
且使每米巷道的支护费用
降低了243元，全长6500米
的巷道仅材料费就节约成
本156万多元。

“从参加工作到现在，
我所在的班组创新创效项
目已经达到291项，我个人
的创新项目达到15项。工
作室成立到现在，已经培
养国家技能大师2名、国电
集团首席技师3名、高级技
师8名、技师22名、高级工
55名。”赵辉说。

工作中，赵辉时刻牢
记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
特别是当选党的十九大代
表以来，他更是时刻以党
代表的标准严格要求自
己。坚持把党的十九大精

神宣传到企业和班组，让
每名职工都了解党的方针
政策，把党和国家对职工
的关心和关爱传达给职
工。

“2012年我获评全国
百名青年矿工，当时组委
会组织我们登长城、参观
人民大会堂、感受现代矿
工的风采，我的内心感到
非常震撼。我觉得，一个人
不论在什么岗位工作，只
要脚踏实地、执着坚持，就
一定能干出一番成绩！”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
出，要建设知识型、技能
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弘
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
营造劳动光荣的社会风尚
和精益求精的敬业风气。
让赵辉倍感振奋、备受鼓
舞。

“作为党的十九大代
表和北疆工匠，在今后的
工作中，我要把荣誉转化
为责任和动力，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与团队成员一
起撸起袖子加油干，为企
业转型升级献计献策，为
推动自治区经济高质量发
展、加快建设亮丽内蒙古
贡献力量！”赵辉表达了自
己的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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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记者 鲍晓菁）“让我
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
披荆斩棘的幸福吧！”这
句被铭刻在上海龙华烈
士馆陈列室墙上的话，是
1928年6月6日牺牲在上
海龙华的陈乔年烈士就
义前的慷慨陈词。牺牲
时，陈乔年年仅26岁。

陈乔年，安徽怀宁
人，陈独秀次子，生于
1902年。1915年入上海法
语补习学校学习，两年后
进入震旦大学学习。1919
年底赴法勤工俭学，1922
年发起成立旅欧中国少
年共产党，同年转为中国
共产党党员，是中共旅欧
支部领导成员之一。1923
年4月到苏联莫斯科东方

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
习。1924年冬回国，先后
任中共北京地委组织部
部长、北方区委组织部部

长。1926年3月18日，北方
区委组织1万多名群众，
声讨英美日等八国无理
通牒中国的罪行。在陈乔

年等北方区委领导人的
带领下，游行示威群众向
段祺瑞执政府门前行进，
陈乔年被敌人刺刀刺伤
胸口，在这种情况下，他
仍然组织群众进行撤离。

1927年，陈乔年在中
共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
员。同年5月任中共中央
组织部副部长；6月起任
中共顺直省委委员、中共
中央代秘书长。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
中央于1927年8月7日在
汉口召开紧急会议，陈乔
年出席会议，并对他父亲
陈独秀在大革命中所犯
的错误进行了严肃的批

评。会后，他被党中央调
任湖北省委组织部部长；
同年秋，又被调任中共江
苏省委组织部部长。他秘
密深入工厂、机关和学
校，恢复被国民党反动派
破坏的党组织，重新聚集
革命力量。

1928年2月16日，中共
江苏省委机关遭到上海
国民党反动派的破坏，陈
乔年等被捕。在狱中，敌
人对陈乔年施尽酷刑。他
坚贞不屈，始终严守党的
秘密。狱中同志见他受了
重刑，十分难受，他却淡
淡地说：“受了几下鞭子，
算个啥！”他还常常利用

机会，给大家讲故事，鼓
励同志们保持革命气节。
敌人将他们押走行刑前，
陈乔年对狱友们说：“让
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
人披荆斩棘的幸福吧！”

“陈乔年烈士所憧憬
的幸福也正是千千万万
革命烈士为之前赴后继
的动力之所在。”安庆师
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朱洪
说，“在奔腾不息的历史
长河中，陈乔年作为革命
先行者追求真理和正义、
谋求人民幸福的伟大献
身精神，融入中华文明的
大江大海，永远不会枯
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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