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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航测遥感局有这样一个平凡的集体袁 长年
奋战在测绘作业一线曰她们是一群平凡的女子袁用
现代女性的勤劳智慧尧正直善良尧开拓创新尧坚忍
奉献诠释了测绘巾帼的美丽风采曰 她们的团队为
智慧国家尧数字城市建设努力奋斗着袁那些累累硕
果灿若星贝点缀着祖国大地袁 城市的未来因为她
们的努力而更加美好遥 这个集体就是航测局工程
监理咨询分公司数据生产室要要要中煤航测遥感集
团有限公司 2018年度野先进集体冶袁中国煤炭地质
总局 2018年度野三八红旗集体冶遥

工程监理咨询分公司数据生产室共有员工 94
人袁其中女员工 74人袁女性占比 79%袁中高级职称
25人袁占比 34%袁党员 8人袁占比 11%遥数据生产室
主要承担着工程监理咨询分公司测绘内业空三加
密尧数据采集尧影像图制作尧数据编辑及入库等主
要工作遥2018年共计完成各类作业项目 37 个袁完
成生产产值近 3000万元袁为工程监理咨询分公司
完成全年任务指标起到决定性作用遥 数据生产室
注重人才培养及技术储备袁 先后为局及公司各科
室输送优秀人才 10多名袁 培训新入职员工 30多
人袁为公司发展提供了坚实有力的支撑遥

爱岗敬业 处处争先创佳绩

测绘作为地勘规划的先头兵袁 具有质量要求
高尧生产周期短的特点遥数据生产室自成立以来就
面临诸多挑战袁 在技术骨干匮乏及一线生产人员
流动比较大的情况下袁 全体员工发挥出特别能战
斗的煤航人精神袁 女职工也充分发挥了特有的职
业韧性遥她们素质过硬尧业务娴熟尧爱岗敬业尧吃苦

耐劳尧不惧挑战袁能够胜任各种复杂的工作遥她们
舍小家顾大家袁 放弃大量的休息时间全力以赴投
入到工作中袁平均全年加班 56个工作日袁出色地
完成各项生产任务遥

近两年来袁 数据生产室完成的灵璧县 1颐1000
数字化地形图航测项目获 2018年度陕西省测绘
地理信息学会测绘科技进步三等奖曰 榆林市中心
城区大比例尺地形图测绘服务项目获中国地理信
息产业优秀工程金奖曰 巴拉素矿井及选煤厂井田
区域航测数字化成图项目获中国地理信息产业优
秀工程铜奖遥先后申请的 15项发明专利和实用新
型专利袁已经全部获得了授权或受理遥这些成绩无
不是她们辛勤付出和智慧的结晶遥

有人说袁外业队是一帮纯爷们儿浴殊不知袁其
中还有许多敢于拼搏尧敢于创新尧不畏艰难而又甘
于奉献的野女汉子冶袁她们在平凡的工作中谱写了
一段段佳话袁创造了一个个佳绩遥

精诚团结 乐于奉献创合力

虽然硕果累累袁荣誉满载袁但谦虚是数据生产
室一贯的优良传统袁 她们在作业室主任黄晓艳的
带领下袁一直秉承着不骄不躁尧谦虚努力的工作作
风遥 黄晓艳认为没有集体的努力就不会取得好成
绩遥和她谈起集体获得的荣誉时袁她云淡风轻地笑
着说院野这都得益于我们有好的团队和员工袁 能心
无旁骛踏踏实实做好工作遥冶

作为数据生产室负责人袁 黄晓艳十分清楚自
己肩上的担子有多重遥自担任负责人后袁她对生产
室的每一名员工都有详细的了解袁 包括她们工作

中的特点袁每个人都擅长哪方面工作袁有哪些困难
需要协调并提供帮助遥 对每一名员工总是嘘寒问
暖袁及时送去关怀与帮助遥黄晓艳不仅会动手尧善
表达袁而且能合作袁在团队中发挥着中流砥柱的作
用遥作为团队的领头人袁她充分发挥了知性尧柔美
与温情的优势袁是团队里的大姐大遥同事们遇到难
题总能想到找她来疏导遥

在黄晓艳的带动下袁 整个数据生产室形成了
相互学习尧互帮互助尧团结友爱的合作氛围遥大家
在工作中形成合力袁攻克了许多技术难题袁优化了
作业方法袁从而激发了团队的创造性与凝聚力袁发
挥了团队的作用和力量遥

精彩纷呈 快乐工作陶情致

数据生产室是公司最具活力的地方袁 始终对
新生事物和新的生产手段保持浓厚的兴趣和热
情曰 先后组建了倾斜三维小组并完成了三维建模
的实验袁 改进了调绘影像图的生产工艺袁 快拼影
像从测试走向应用遥 同时袁 她们积极参加各类文
艺活动袁 工作生活多姿多彩遥 她们积极参加环中
湖公园健步走尧 冬季健康跑尧 西安国际马拉松袁
各类趣味运动会尧 跳绳大赛尧 羽毛球尧 乒乓球比
赛袁以及网球培训尧瑜伽练习尧舞蹈练习等各类有
意义的活动遥

创建文明城市活动中袁 数据生产室的姐妹们
更是一马当先遥每年的妇女节尧青年节尧测绘法宣
传日袁她们都会走上街头袁宣传测绘知识和测绘标
示的保护遥举办的野共享测绘成果袁惠及百姓民生冶
行业进社区活动袁获得群众的一致好评遥

和谐家庭 贤妻良母述亲情

测绘项目工作量大尧 时间紧迫袁 长期处于紧
张尧 加班的工作状态袁 女性面对的艰辛和困难更
多遥 在这个集体中袁 日夜奋战在生产一线的女职
工袁有 20岁出头风华正茂的姑娘袁有书生气十足
刚毕业的大学生袁有刚步入婚姻殿堂的新娘袁有初
为人母但无暇顾及孩子的年轻妈妈袁 更有上有老
下有小的大姐遥

西北姑娘小李袁结婚对于她来说袁只能用野匆
匆冶二字来形容袁婚礼结束后袁没有时间陪伴家人袁
更没来得及休婚假袁 就赶回单位投入项目作业当
中遥 河南姑娘小郭袁 这位年轻的妈妈舍小家顾大
家袁野抛开冶未满周岁的孩子袁全身心投入生产遥青
年骨干小丽袁 常常可以看到她独自一人加班到深
夜袁都没有时间谈一场恋爱遥还有很多人怀孕时袁
挺着大肚子克服身体不适袁 一如既往地坚持做好
各自的工作遥还有人孩子中考尧高考袁生产任务紧
张时也没能好好陪伴孩子学习遥 她们的付出真是
令人感动钦佩遥

但是袁 工作之余袁 她们总能用温情来补偿家
人袁利用假期多陪伴家人袁给他们家的温暖遥她们
常说院野工作袁是价值所在曰家庭袁是能量源泉遥冶

多年来袁 数据生产室向全公司职工传递了无
私奉献尧勇于创新的正能量遥她们用优异的工作业
绩和良好的精神风貌展示着新时代女性的自尊尧
自强尧自立和自信遥她们是测绘战线上迎风怒放的
铿锵玫瑰袁 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辛勤汗水为测绘
内业数据生产撑起了一片天遥

渊上接第一版冤
当钻进至设计孔深1450米时袁由于地

层的变化地质目的还未达到袁 为了控制深
部煤层是否存在袁 需要再向下延伸 200米
才能达到目的袁 可在木里地区复杂地层从
来没有打过如此深的孔遥

打还是不打钥 如果不打袁 没有达到地
质目的袁 对青海局的声誉及后续项目将带
来负面影响遥 如果打袁 万一出了生产事
故袁 那之前的努力就都白费了遥 从局领导
到一〇五队领导班子都进行了一番深入的
考量遥

野打袁必须打袁还要打得漂漂亮亮的袁打
出青海局专业煤勘队伍的水平浴冶局总工程
师文怀军向项目组传达了领导班子的决
定遥此后袁各级领导多次深入一线袁给予技
术指导和全方位帮助遥

2019 年 7 月袁7-5 钻孔顺利完工袁终
孔孔深 1627.6米袁刷新了木里地区小口径
绳索取芯钻探最深纪录袁 并钻遇到了预想
的目标煤层袁 在木里矿区取得了深部找煤
突破遥

从传统经验打钻向科学打钻转变

野我们干钻探的袁最害怕的就是要完成
目标的时候袁 一个事故让一年的辛苦白
费遥冶这是一位野老钻探冶的心声遥

2018年以来袁一〇五队在科学钻探上
做足功课遥 职工创新工作室与野外生产钻
探业务紧密结合袁 不断配比研制适宜的泥
浆遥 自主设计的高性能低渗透低软化点防
塌泥浆袁具有良好的维护孔壁稳定的效果袁
在中侏罗统江仓组油页岩破碎坍塌地层的
应用中作用显著遥

自主研制的适合于高原地区地质钻探
泥浆固液相分离装置堪称 野环保利器冶袁钻
探施工中无任何废弃浆液产生袁 泥浆可以
实现重复利用袁 能有效地改善泥浆性能及
质量袁钻进效率较以往可以提高 30%以上遥

根据木里矿区煤系地层特征及岩石可
钻性袁 一〇五队与国内多个钻头厂家合作
开展钻头选型生产试验袁 先后生产试验和
改进了多个不同类型尧不同胎体尧不同口径
的金刚石与复合片钻头袁 在施工中取得了
良好效果遥

通过 7-5 钻孔的组织施工袁 一〇五
队成功申报国家发明专利一项 渊一种地质
钻探防塌冲洗液及其制备方法冤袁 申报实
用新型专利一项 渊一种多功能双台阶孔内
事故处理工具冤遥 并且有效提高了该队在
复杂地质条件下的深孔钻探施工能力和技
术水平袁钻月效率大幅提升袁从以前的月均

300 米提升到 600 米袁 为今后承担深孔
渊2000米冤 钻探施工任务和拓宽钻探事业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遥与此同时袁由 508钻机
承担的 6-6钻孔在短短 3个月内顺利完成
设计孔深遥

党的建设与绿色勘查奏响野红与
绿冶的交响曲

该项目任务重尧要求高尧工期紧袁为更
好地推进项目开展袁 项目现场指挥部 渊工
区冤结合实际情况袁联合项目党员成立了聚
南项目临时党支部袁 把基层党建工作与地
质找矿工作紧密结合起来袁 增强了党组织
的凝聚力和战斗力遥

项目负责人尧两位返聘专家尧机长都是
党员袁同时也是项目实施的核心团队成员遥
在该孔生产施工中袁 临时党支部充分发挥
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袁 带领党员一起想
办法尧出主意袁为提高生产效率出谋划策袁
为钻机生产施工排除困难遥 不仅使党员的
学习正常化尧同步化袁而且将党的先进理论
与生产施工结合袁开展大讨论活动袁统一了
思想袁凝聚了战斗力袁实现了基层党建工作
与钻探施工找矿的同步提升遥

聚乎更南部煤炭预查项目的绿色勘查
工作给人眼前一亮的感觉遥进入现场袁统一
的红色工装尧标准规范的操作尧现场所有钻
杆及设备有序摆放袁 泥浆采用不落地装置
循环袁 道路及场地周边种草复绿噎噎施工
中优选环保泥浆材料袁 尤其在 6-6钻孔使
用了自主研制的适合高原地质钻探的泥浆
固液相分离装置袁 实现了泥浆连续减量化
环保处理袁并取得了良好的技术效果袁一套
在保护生态前提下开展地质钻探工作的新
方法日趋完善尧成熟遥

磨砺出锋芒袁艰辛造尖兵遥日复一日与
这样艰苦的环境为伍袁历练出一支意志力尧
战斗力超群的队伍遥 聚乎更南部煤炭预查
项目就要完工了袁 项目组成员的归期指日
可待遥 他们为青海省深部地质找矿事业交
上了一份合格的答卷袁 也为一〇五队今后
在高海拔尧 高寒地区施工 2000 米甚至
3000米以上深孔积累了经验遥

高原的雄鹰袁见证了他们战风雪尧斗严
寒尧通宵达旦尧不辞劳苦的奋斗故事袁也用
野搏击长空九万里冶的壮志和力量激励着高
原追梦的青海煤勘人遥

他们像石头一样坚硬袁 又像春天一样
丰富曰他们像钢铁一样冷峻袁又像阳光一样
温暖曰他们像草木一样平凡袁又像战士一样
伟岸噎噎他们将在青藏高原的大地上袁书
写更加精彩的发展篇章浴

在埃塞俄比亚马特哈拉袁 有一
群黄皮肤尧 黑眼睛的中国人在紧张
地组织公路施工遥 人群中袁 一个身
形单薄尧 戴着一副眼镜的年轻人袁
时而与当地人交谈袁 时而拿着图纸
和监理确定施工边界袁 时而拿着手
机 野叽里咕噜冶 地与电话那头说着
什么袁 显得特别忙碌袁 他就是江西
省煤田地质局二二七队埃塞马特哈
拉公路项目副经理魏一华袁 一名被
当地人亲切地称为野Doctor冶的 80 后
青年遥 他的故事袁 还要从他的称呼
野Doctor冶说起遥

当地工人熟知的野Doctor冶
2009 年5 月袁 从江西医学院临

床医学专业毕业的魏一华入职二二
七队遥 6月 18日袁 他服从单位安排袁
作为项目的随行医生被派至埃塞 AF
项目工作遥 初次踏上非洲的土地袁
一切对魏一华来说都是那么新鲜遥但
作为项目上唯一的中方医生袁他又感
到责任重大袁因为他得保障项目上几
十名中国人的日常身体健康及项目
上千余名当地工人的应急诊疗袁这在
缺医少药的非洲来说袁不是一件容易
的事情遥

到达项目的第二天袁魏一华就开
始了他的工作遥当地工人听说项目上
来了中国医生袁高兴坏了袁有个头疼

脑热尧 手割破脚划伤之类的问题袁都
喜欢找魏一华遥他每次都耐心地给当
地工人诊疗袁并给他们一些从中国采
购过来的药品遥因为疗效佳尧态度好袁
他很快就赢得了当地工人的信任袁加
上医生在非洲是个非常受人尊敬的
职业袁于是当地工人就开始亲切地称
他为野Doctor冶遥从此袁野Doctor冶成了大
家对魏一华简单明了的称呼遥 现在袁
你要问野魏一华冶是谁袁他们可能不知
道袁但要是问野Doctor冶袁他们准能带你
找到他遥

成为独当一面的项目管理者

2014年 2月 19日袁 因为魏一华
具有较好的对外沟通能力袁 队上决
定将其派往孔博洽公路项目任经理
助理袁 分管外联尧 机料袁 并协助分
包商管理等工作遥 虽然这项新的工
作与他之前从事的工作没有太大关
联袁 但是之前在 AF 项目的工作经
历袁 使他积累了一些经验遥 新的项
目袁 一切又是新的开始遥 他对项目
的前期策划尧 营地建设尧 施工准备
等工作都积极参与袁施工期间常跑到
工地袁通过野问尧听尧看冶袁慢慢掌握了
工程的基础知识袁懂得了工程施工的
一般工序与工艺袁很快进入并适应了
新角色袁 项目也逐渐走上了正轨遥从
机料到外联袁再到分包商管理袁事无

巨细袁 他每次都能出色地完成任务遥
在他和项目部同事的共同努力下袁项
目最终顺利交工遥

2017年 10月 9日袁 二二七队指
派魏一华到新中标的马特哈拉公路
项目任项目副经理遥 该项目是江西
中煤在埃塞的第一个设计+施工
渊DB冤 项目袁 无任何经验可借鉴袁
只能靠着自己一页一页地去翻合同
学习及日常不断摸索积累经验遥 DB
项目前期最重要的就是通过线型优
化来降低工程量袁 所以项目前期袁
他与设计部门经常跑工地袁 筛选出
有利线型袁 再与当地政府沟通袁 说
服他们接受设计线型袁 最后报监理
业主审批遥 该项目共 84公里袁 道路
所经之处必须一个一个去谈遥野Doc鄄
tor冶为了不影响项目的推进袁 经常是
一早就出去袁天黑才回来袁一整天一
整天在当地政府的办公室和当地人
反复地谈遥最后袁当地人都被他的毅
力和智慧所折服遥很多当地人和他接
触得多了袁就会问项目上其他的中国
人院野他到底是 Doctor 渊医生冤 还是
Doctor渊博士冤钥冶项目部的同事就会笑
着说院野都是遥冶

十年的坚守与不易

2019 年是魏一华驻守海外的第
十个年头遥十年间袁他由一个与工程

毫无关联的随行医生袁转变成一名专
业的工程管理人员曰从一个稚气未脱
的年轻人袁变成了一个带点沧桑的建
设者曰 也从一个富有朝气的男孩袁转
变成一位成熟稳重的父亲遥

十年驻守海外的不易和辛酸袁只
有长年驻外的人才能真正体会遥

2009年年底袁魏一华接到国际长
途电话袁被告知一手把他带大的外婆
去世了袁 而他却没见到外婆最后一
面袁 痛苦的心情可想而知遥2013年 3
月袁由于工作太忙袁他无法按计划休
假袁妻子只能在家人的陪伴下进入产
房袁工地上网络很差袁着急的魏一华
只好一大早就跑到市里袁隔着电脑屏
幕袁看着紧张临产的妻子袁安慰着她遥
为了等候妻子被推出产房袁看到刚刚
出生的宝宝袁他只能让家人抱着电脑
一直守在产房门口遥

青春有多少种选择钥有人在灯火
阑珊处举杯欢笑袁有人在诗与远方的
田野中寻找自我袁但以魏一华为代表
的野海外筑路人冶的青春是勤奋好学尧
努力拼搏遥 他们的汗水渗透着智慧尧
热血夹杂着勇气袁从戈壁荒漠到原始
森林袁从寂寥村庄到幽深峡谷袁到处
都有他们忙碌的身影遥

铿锵玫瑰 迎风怒放
要要要记航测局工程监理咨询分公司数据生产室

阴 李 英

音近日袁江苏地质矿产设计
研究院连续承接了徐州市贾汪
区潘安古镇和贾汪区中小学尧幼
儿园校舍房屋质量鉴定项目袁房
屋安全鉴定总面积近 10万平方
米遥 吴 俊

音近日袁江苏煤炭地质勘探
三队中标常州市皇粮浜地块改
造项目东第园水处理工程遥该项
目为设计尧采购尧施工工程总承
包项目遥 周 涛

音近日袁河北省煤田地质局
物测队中标中国科学院地质与
地球物理研究所内蒙古包头矿
区人工源地震勘探数据采集项
目遥该项目探测深度大尧接收排
列长尧采集质量要求高袁主要目
的是查明 3000米以浅的主要控
矿构造的埋深尧层厚尧空间展布
形态等遥 张灯亮 齐亮亮

音近日袁山东省煤田地质局
一队中标五莲县花岗岩集中开
采区三维倾斜航空摄影建模项
目遥此项目是该队首个倾斜摄影
测绘项目袁将利用无人机倾斜摄
影技术袁 获取矿山开采现状尧地
形尧地表影像三维矢量信息等原
始数据袁建立高清精准三维数据
模型袁为建立数字化矿山尧智慧
矿山尧绿色矿山提供数据基础遥

王 惠

音近日袁山东省煤田地质局
二队中标单县丰源实业有限公
司张集煤矿 2 号陷落柱地面钻
孔探查项目袁 总价款 120 余万
元遥该项目的目的是通过钻探取
芯尧测井尧取样化验尧抽渊压冤水试
验等方法对陷落柱形态尧性质进
行探查袁 为下一步陷落柱的评
价尧注浆治理提供详实的地质资
料遥 王同华

音日前袁由河南省煤田地质
局三队承担的许昌新龙矿业有
限责任公司梁北煤矿抗灾排水
系统钻孔施工工程通过开工验
收遥该项目共设计施工大口径钻
孔 4个袁 其中抗灾排水管路孔 3
个袁 抗灾排水电缆钻孔 1个袁总
工作量近 3000米遥 席观伟

江西局二二七队魏一华的华丽转身要要要

从当地人口中的野Doctor冶到项目管理者
阴 涂序广

日前袁贵州省煤田地质局一四二队党委书记吴良成一行到陕西省一九四煤田地质有限公司开展工作
交流袁与一九四公司党委书记尧总经理岳正喜等袁围绕当前地勘单位体制改革尧转型升级这一核心问题进
行了座谈遥 吴良成一行还参观了一九四公司地质博览室尧荣誉室尧机械厂等遥 程荣华 摄影报道

音日前袁甘肃煤田地质局一
三三队工程地质勘察院中标白
银市平川区复兴乡汉口村上汉
川沟泥石流治理项目一标段袁中
标价为 400余万元遥 任丁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