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谜面

1、暗疾尚在潜伏期。（打一词）
2、暑期无事故。（打一物理名

词)
3、空头非穴女儿到，令下有误

王者来。（打一词）

4、四四方方一块布，嘴和鼻子
都盖住，两根带子耳上挂，不怕病毒
不怕土。（打一防护用品)

5、身体软弱干枯，遍及千家万
户，逢强舍身拦截，遇弱热心扶助。
（打一电工材料）

谜底
1、隐患2、伏安3、安全4、口罩5、保险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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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随笔安全随笔

罗帆

““露露 脸脸””

安全家书安全家书

张萍张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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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老曹：
夜幕降临，矿区的

天空是如此广袤无垠。
此刻的你，正在井下工
作 面 挥 汗 如 雨 。 我 知
道，你负重前行却从不
诉苦；我知道，你身挑重
担却从未退缩。因为你
忙于工作，咱俩许久见
不到面，可是我对你的
牵挂却一刻未曾停止。
每当你发信息给我，说
有紧急任务要下井去，
我都在反复提醒你，一
定要注意安全。

对我而言，与青春
有关的记忆都是你。穿过广玉兰
浓浓的花香，洋溢着青春活力的南
方校园，路灯下是我们相遇的影
子；明媚的阳光透过云层，给大地
披上了一层嫁衣，而我成了你的新
娘；跨过时间的隧道，我们一路前
行，陕西的关中老矿留下了我们奋
斗的足迹；随着女儿的呱呱坠地，
我们重新收拾行囊，开启“北上”的
新征程，义无反顾地来到毛乌素。
无论多么艰难，我们都一路坚定地
手牵手。曾有人问我，初心是什
么？我开玩笑地说，我们家老曹的
安全就是我的初心。是的，从东北
到陕西，从关中到陕北，12年来，我
一路追随你的脚步，只为了能和你
安安稳稳地相守在一起。

在西北大矿实习的时候，你肯
吃苦，肯付出，沉下心跟着师傅干，
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肯定。回到关
中，你更是敢打敢拼，毫无怨言，成
了综采单位的骨干。看着你手上
的茧子和消瘦的脸，我多少次暗暗

流泪，却忍不住为你自
豪骄傲，你是我心里真
正的男子汉。

作为一名煤矿人的
家属，我深知你的辛苦
与劳累，更知道安全责
任大于天。每当你因为
设 备 故 障 迟 迟 没 有 升
井，每当你手机一直打
不通，我就像热锅上的
蚂蚁，只有联系上你才
能安心。记得那一次你
在井下，因为太着急干
活 ，没 有 进 行 安 全 闭
锁。会上，领导批评了
你 。 当 我 得 知 这 个 情

况，又急又气，打电话质问你，为什
么要违章，面对我的眼泪，你对我
作了最诚恳的保证。千叮咛万嘱
咐是我对你最深切的爱，请你务必
遵守各项安全规章制度，杜绝“三
违”，在努力工作的同时，也保护好
自己的安全。

亲爱的，你知道么？看过了太
多的生离死别，听过了太多的人间
悲剧，我一直都希望能守护你们这
群矿工兄弟。来到你工作的地方，
从参加岗位描述大赛到走上女工
安全协管岗位，从安全通讯报道采
访到安全视频拍摄，作为一名党群
干事的我，一直追随着你的脚步，
用我的全心全意捍卫咱俩共同的
幸福，守护咱们企业长久的发展。

陌上花开，暖一世相遇；与子
偕老，共一生白首。不论外界多么
繁杂，世事多么善变，我只愿你平
平安安，只愿与你长久相伴！

祝你工作顺利，天天平安！
爱你的妻子 小萍

安全快板安全快板

王广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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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月里来学习，
消防知识记心里。
熊熊大火易肆虐，
做好防范保无虞。
家庭装修用阻燃，
油漆火源要远离。
家电着火不慌乱，
拉闸断电是前提。
厨房着火别害怕，
防止爆燃关煤气。
小孩顽皮有禁忌，
莫把玩火当儿戏。
烟花爆竹虽喜庆，
定点燃放有规矩。
生产场所要注意，
必须配备灭火器。
现场作业多留神，
用火动火须警惕。
消防通道要畅通，
安全出口别锁闭。
超荷用电不可取，
私拉乱接出问题。
日常防火顾周全，
防消结合重实际。
宣讲贯彻加演练，
消防知识来普及。
举办消防培训班，
警钟长鸣抓教育。
发放宣传小资料，
人手一册都受益。
争先恐后来竞答，
消防知识全记齐。
开展实操和实训，
现场灭火赛技艺。
消防月里来宣传，
全民参与有意义。
消防月里话消防，
一以贯之要持续。
人人防火事事防，
时时防火到年底。
争做平安守护者，
共为消防出把力！

“避重就轻”不可取！

顺子名叫朴顺，是个农村孩子，后来考进
职校机电一体化专业。毕业后，顺子来到煤
矿工作。顺子平时比较懒散，工作服上总是
沾满油渍，人很邋遢。一转眼，顺子已经工作
10年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顺子被矿里提拔为机
电工区检修副班长。说起来顺子被提拔这事
还真的挺有机缘。

有一次，工区里接到一项紧急任务。为使
煤机处于最佳工况，矿上决定对煤机进行8小
时定修，检修车间全体干部职工全力以赴打赢
了这场定修战役。定修结束后，进行“三清”退
场时，顺子独自下到地沟中清理油污、杂物。

正好矿长到此检查工作，伸着脖子向肮
脏的地沟内看了一眼，说了声：“师傅，辛苦
了。”顺子仰起满是油污的脸回了一句：“为人
民服务！”矿长问周围的工人地沟内的人是谁
后，就径直向机电工区办公楼走去了。下个
星期一，矿里通知下来了：经矿领导集体研究

决定，任命朴顺同志为机电工区检修副班
长。工友们都很羡慕顺子，顺子平静地说：

“不干不行啊。老婆没工作，家里两个娃等钱
用呢。”从此，顺子工作更起劲了。

煤机奏响铿锵的交响乐，带动溜子发出
抑扬顿挫的旋律。职工们正干得热火朝天，
吊装滚筒的3号天车坏了，不能升降。电工班
两位刚参加工作的小伙子上车半天也没修
好。转眼间半小时过去了，眼看着太阳西沉，
煤机还没组装完成，再修不好就要耽误井下
生产了。矿长闻讯来到现场，劈头盖脸把区
长训了一顿。这时，背着工具包的顺子赶了
过来，立即请缨上天车。

顺子让天车工试验了两回吊钩升降，配
电箱接触器没反应。他用万用表一测，判定
是接触器坏了，于是立即让工友拉下电源开
关，把接触器拆下来，换上新接触器。

送电后，天车工试验吊钩升降，吊钩有升
无降。顺子考虑是接触器常开点电压不够的

缘故。在拆线过程中，顺子拿着线的一头，另
一头却弹到旁边，正好和另一头带电部分接
触，立即打出来一个大火球，正好打在顺子的
手上。幸好顺子当时戴着手套，但还是先一
阵剧痛，手指头随后失去了知觉，手套在手上
已经无法取下。

无奈，顺子只好忍痛指导两位年轻人继
续修天车。天车开始缓缓降下，顺子被工友
们送往医院清理包扎。看着受伤的手，顺子
痛恨自己毛躁、粗心，没有落实安全防范措
施，险些造成更大的伤害。

因为出了这起事故，顺子被矿里扣罚当月
全部奖金，并且就地免职。顺子非常窝火，心
想，本来是次“露脸”的机会，却让自己搞砸了。

不过顺子这人想得开，知道这事主要还
是怪自己安全意识淡薄，思想麻痹松懈，在施
工现场没有严格执行安全规定。想到这，顺
子保证在接下来的工作中一定认真执行安全
规定，不再因为疏忽引发事故了。

是否戴好安全帽，关系着瞬间的生与
死。

记得那是几年前的一个雾霾天，在矿里
检修车间的检修平台上，检修工人们正热火
朝天地对大型设备进行检修，我在现场频频
按动快门，将眼前的景象记录下来。

为了捕捉到更精彩的瞬间，我攀上10多
米高的辅助平台。由于高空狭窄，我把安全
帽随手取下来挂到身边的管道上。我正拍
得起劲，耳边响起严厉的声音：“怎么不戴安
全帽？你这毛病要不得，安全问题关系到人
命！”

我连忙放下照相机，一位皮肤黝黑、中
等个子的男子，正严厉地瞪着我。我心里满
是不高兴，嘴里说着“没事儿”，不情愿地戴
上安全帽。

就在我要拍摄一位焊接职工时，脚下突
然一滑。那一瞬间，我本该扔下相机抓扶身

边的围栏，但作为宣传员的那份责任感让我
在身体失去平衡的瞬间果断地按下了快
门。与此同时，我的身体也开始下坠。下落
中，我胡乱抓了一把，还好，抓住了离我最近
的一块跳板。也就在此时，我的头部“咣当”
一声重重碰到铁管上，手和臂膀传来一阵钻
心的疼痛。我眼前金星乱舞，懵了足有半分
钟。

随后，我看见血顺着手和臂膀流下来，
原来是跌落时被划到了。摘下安全帽一看，
我惊得满身冷汗，原本完好的安全帽被碰出
一道深沟。这算是捡了一条命啊，还好戴着
安全帽，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如今，13年过去了，每当我想起那可怕
的一幕，心里仍惊悸不已。这件事时刻提醒
着我：忽视安全，事故就会毫不留情地找上
你；只有从内心重视安全，才能换来真正的
安全。

煤矿企业在监管部门的指导下建立监测
预警系统，加强对危险源的实时监测预警，这
是加强现场安全防范的有效举措。然而，近
日笔者到多家煤矿企业调研时发现，有的企
业为了应付差事，让监测预警系统看上去状
况良好，少录入风险源或者未输入真实的风
险源，以规避有效的实时监测和监管。此类

“避重就轻”的做法涉嫌弄虚作假，是违法行
为。

在安全检查清单纸质化时期，一些企业
疲于应付一沓子巡检清单，存在着敷衍了事
的现象，出现了漏检、少检，甚至是不检查只
在清单后划勾的情况。现在，随着煤矿企业
纷纷建立监测预警系统，且在人员定位系统
与监控系统的“加持”下，漏检、少检的现象减
少了，但是个别企业仍存在风险源录入不完
善的情况。个别企业错误地认为，前期录入
的风险数据越多，后期巡检事项可能就越多，
一旦产生隐患，会影响监管预警系统的运行
效果，势必会引起监管部门的重视，或许还需
要停产进行整改。为了“面子”上好看且过得
去，个别企业在前期的风险数据录入中弄虚
作假，未将存在的较大风险源进行录入。

产生这种现象，除了有企业的主观故意，还
有可能是因为企业受限于自身的资质和规模。
有些小微企业缺乏梳理风险清单的能力，无法
有效筛查风险源。自建平台也只是要求企业内
部技术人员进行简易开发，平台系统看似“五脏

俱全”，其实发挥不了效用。同时，因为各煤矿
企业的地理位置、人员、风险源、环境均不同，也
无法完全通过一套监测预警系统模板套用所有
企业，使得平台供给与一些企业的需求不对等。

笔者认为，监管部门可以“一企一策”对
企业进行帮扶，在企业建立或接入监测预警
平台前，组织专家到企业逐一分析风险源。
类比同类企业，对梳理出的风险源进行反复
核验，对企业进行技术性指导。对于确需帮
扶的企业，可以成立专项帮扶组，全过程帮助
企业筛查风险源，添加系统模块，进行多次测
试，达到有效监测、高效预警的目的。

煤矿企业自身应明确建立监测预警系统
是为了降低风险、防范事故，坚持动态式调整风
险数据。在前期筛查风险源时，必须把工作做
实做细，认真查找每一处风险源，并结合往年风
险清单进行查漏补缺，对于其他企业发生的事
故举一反三，并将相关风险也列入在内，分级管
控。企业要及时对发现的风险隐患进行分析，
同时根据季节、环境、人员等外部或内部因素的
改变，及时对录入的风险数据进行动态调整，严
防弄虚作假，保障风险数据务必真实客观。

与此同时，煤矿企业还应经常与开发监
测预警系统的企业保持沟通，邀请其定期到
企业开展调研，及时发现问题，并根据企业的
实际需求调整系统的设置，加强数据接口的
普适性，让监测预警系统更好地服务企业安
全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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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卫东

惊险瞬间

安全漫画 贪杯的代价 王妮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