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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职工队伍建设炼就“劳模之家”
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

日前，全国劳模评选
表彰结果揭晓，国网重庆
市电力公司喜获捷报，国
网重庆市北供电公司王
莉佳和国网重庆秀山供
电公司程颖双双获得全
国劳动模范，在国网重庆
电力系统引起强烈反响。

近年来，国网重庆市
电力公司以建设知识型、
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
为目标，大力弘扬劳模精
神、劳动精神和工匠精
神，积极营造劳动光荣的
社会风尚和精益求精的
敬业风气，加快推进劳模
先进梯队建设，积极开展
以选拔人才为目的的劳
动技能竞赛，进一步激发
职工的创新能力和创造
活力，大力推进基层单位
建立劳模创新工作室，充
分发挥劳模在企业发展
过程中的示范引领作用，
采取多项措施激励职工
提升职业技能和综合素
养，为实现企业的可持续
发展夯实人才队伍基础。

清晨，宁静的小城秀山披上温润的光
色，人们在小面馆落座，就着筋道的卤牛
肉和二两小酒，准备开启一天的生活。此
际，国网重庆秀山供电公司电缆检修班技
术员程颖，则早已和同事们巡检在大街小
巷、绿地广场。他的足迹，始终与这座城
市的脉搏跳动保持一致，27年来，从未敢
轻慢过一次。

程颖1969年出生于秀山。他虽在城
里长大，但从小过得苦，早早就挑起生活
的重担，跟着建筑队做些零散小工。高中
毕业两年后，他当兵入伍，成为一名戍守
边疆的光荣战士，人生之路就此改变。如
果说秀山培育了他朴实敦厚的秉性，部队
则锤炼了他的意志和品质。当兵三年虽
没真正上过前线，但那上千个日日夜夜的
刻苦训练，还有勠力同心的战友之情，已
深深印刻在他的心里。

在部队入党立功的程颖退伍后回到

秀山，分配在电力系统工作。“对于我这样
的穷孩子，这已是最好的待遇，那时没想
过别的，就是‘干’，绝不能给部队丢脸。”
程颖最初在阳雀湾电站工作，一年后调任
中和电站当站长，一当就是5年。在他的
任期内，曾发生过一次洪灾让他记忆犹
新。“那是1996年7月14日深夜，洪水呼
啸着涌来，把所有人都吓懵了。我的屋子
就在河边，水淹到窗户也顾不上，赶紧召
集大家一起排水、抗洪，保电站。”在程颖
和同事们的共同努力下，电站最终化险为
夷。

经数年磨炼，2000年程颖调到生技科
后，技术愈发娴熟，社区居民提起他都竖大
拇指：“我们一般不打指挥中心电话，有事
直接就找老程。”程颖曾一天内接到179个
电话之多。有一次程颖和朋友外出钓鱼，
刚下钩就接到抢修电话。程颖二话没说，
隔着60里就赶回去了。程颖说：“通电后
受到群众的赞许，是我最自豪的时刻！”

由于常年劳累，程颖患上了继发性青
光眼和白内障，视力急剧下降，亲人和同事
都劝他多休息。可等视力稍有好转，便又
戴着老花镜开始工作。大抵中国的工人身
上都有那么一股子劲，与他们相处日久只
觉等闲平常，远看才伟岸如山、坚不可摧。

一路走来，程颖把最好的青春年华献
给了电网事业，党和人民没有忘记他——
家中30多个大大小小的荣誉奖状和证
书，就是最好的证明：秀山县首届劳动模
范、重庆市第五届劳动模范……再过几
年，程颖也到了退休的年龄，但这么多年
的工作感情让他难以割舍：“即便退休，仍
要继续发光发热，‘退伍不褪色’嘛。街坊
邻居有用电故障，都知道找我。”

记得一张普普通通的照片：晴空之下，
程颖带着徒弟在郊外的电网路段巡查，他
手指着前方，像在叮嘱着什么……整个画
面似乎被拉长，直到他的人与身后的输电
铁塔融为一体。是的，程颖和他的电从未
分开过，那些万家灯火的背后，那些光影铸
就的辉煌，那些驱散黑暗的光明，就是一个
电网人，更是一群电网人兢兢业业、朴实无
华的默默付出与无私奉献。 罗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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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车水马龙、流光溢彩，楼宇星光
闪耀、交相辉映……在一般百姓眼里，这
般繁华似锦的夜晚只是寻常，但对于在电
力系统工作了23年的王莉佳来说，这灯
火辉煌的背后，既有满足与欣慰，更有责
任与压力。

23座变电站，26个运维人员，作为国
网重庆市北供电公司空港变电运维班班
长的王莉佳，23年如一日坚守在平凡的岗
位上，守护着市北电网的万家灯火，传递
着城市的文明之光。

王莉佳是天津人，在重庆长大，说一口
流利的重庆方言。她生于曲艺之乡天津，
却没有天津人的能说会道；她长于山城重
庆，也没有重庆人的火辣性格。江南的温
柔知性在她身上展现得淋漓尽致，但恰恰
是这股“柔”，使她骨子里生出一股韧劲，让
她在安静中不断蓄能，在逆境中不断成长。

2006年夏天，人和变电站扩建3号主
变准备投运，时任站长的王莉佳正怀有身
孕，她挺着大肚子，顶着40多度的高温，

在电站里来回奔波。预产期临近正值年
关，任务繁重，她依然有条不紊地安排工
作，加班到深夜。“师傅在分娩的前一天，
还打电话交代工作。”王莉佳的徒弟回忆
道。

2011年，空港变电运维班开始全面
负责23个变电站的运维工作，工作量陡
增，压力加大。不过，王莉佳自有解压良
方，她将这些设备视为朋友，当它们“生
病”时，她便会像医生那样对设备进行

“望、闻、问、切”。“一条游若细丝的裂纹，
一股不同寻常的气味，一丝不易察觉的杂
音……这些小细节对发现隐患至关重
要。”王莉佳说起这些“朋友”如数家珍。

一次，王莉佳在10千伏开关室进行
巡查时，一开门就发现气味不对，凭多年
经验她怀疑设备“病了”，便用红外测温仪
测量，发现其中一台设备温度偏高20多
度，当即就安排人员检修。王莉佳靠用鼻
子“闻”，避免了一次设备故障造成的大面
积停电。

新变电站的验收，是运维班的重要工
作，王莉佳对验收的认真态度，曾让徒弟
李承灿印象深刻。一次，由于验收设备接
出来的保护信号不符合运行规范，王莉佳
坚持原则不签字。面对施工方的推诿和
不配合，性格一向温和的她最后还发了脾
气，李承灿回忆说：“师傅平时都轻声慢语
的，那是我印象中唯一的一次发火。”

“才参加工作时，市北供电公司只有6
座变电站，现在已有70座了。”回忆往昔，
王莉佳感慨万分。23年来，她目睹了电力
设备的更新迭代，感受了电力发展的历史
进程，见证了市北电网的历史变迁，更使
自己不断成长。国家电网公司劳动模范、
重庆市劳动模范、全国劳动模范……如
今，身上贴满各种荣誉标签的王莉佳，已
成为电力系统当之无愧的技术明星。

与那些仰望星空、畅想未来的诗人不
同，王莉佳更像是一名守护万家灯火的光
明使者，甘于平凡，才不平凡，始终耕耘着
电力事业的那一片热土，始终期盼着夜幕
里的那一片灯海，始终专注脚下那一条通
往光明的路。 张婷梅

多管齐下 常抓不懈
“劳模之家”的人才培养之路

众所周知，全国劳模评选表彰工
作每5年进行一次，王莉佳和程颖能够
在众多候选者中脱颖而出，殊为不
易。而在这份殊荣的背后，是国网重
庆市电力公司对劳模工匠队伍平台建
设的坚持，更是全公司多管齐下、经年

累月不断推进完善的结果。
1997年，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随

重庆直辖而成立。20多年来，公司狠
抓职工队伍建设，积极探索人才培养
和发展的激励机制，多管齐下，常抓不
懈，在人才队伍建设上取得重大突破，
培养出全国级、省部级、国网公司级和
重庆公司级劳模168人，其中，全国劳
模8人、省部级劳模49人、国网公司级
劳模34人、重庆公司级劳模60人，真
正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人才培养之

路。
——着力建设劳模先进梯队。以

劳模先进梯队建设为基点，着力建立
从区县公司级—市公司级—国网公司
级的梯次人才选拔体系，层层选拔，逐
级提升，形成人才梯队建设的长效机
制，效果显著。

——坚持搭建劳动竞赛平台。围
绕中心工作，针对生产、营销、经营、管
理等重点工作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劳
动竞赛，为创新意识强、业务能力强的
职工提供发韧土壤，让职工在竞赛中
灵感迸发，大胆创新，不断得到进步和
提高。

——积极推进人才培养导师制。
用劳模工匠的卓越技能、奉献精神感
化和带动职工，树立正面典型积极引
导，帮助他们尽快融入团队，适应工作
环境，促使职工与公司共同发展。

——定期开展业务技能培训。组
建公司专家人才库，定期指定专家和
业务能手为职工授课，开展专业知识、
业务技能培训，提升青年职工专业知
识和业务技能水平，为培养企业的中
坚力量进行长远规划，奠定坚实基础。

——全力以赴抓生产一线。以班
组为单位发掘人才，聚焦于培养技术
能手、业务骨干，倾力打造生产一线的
技术团队，培养团队精诚协作、相互促
进的精神，储备职工一线队伍的后备

人才。

示范引领 辐射带动
全面推进劳模创新工作室建设

在劳模创新工作室的建设之路
上，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一直是行业
内的先行者。从2011年开始，公司相
继出台《重庆市电力公司劳模工作室
管理办法》及《重庆市电力公司职工创
新工作室管理办法》，系统有序地推进
劳模创新工作室、职工创新工作室的
创建与管理。目前，建成全国示范性
劳模创新工作室1家，重庆市劳模创新
示范工作室3家，国家电网公司劳模创
新工作室示范点6家。这些劳模创新
工作室充分发挥辐射带动作用，取得
丰硕成果。

作为全国示范性劳模创新工作
室，国网重庆市南供电公司的“张毅劳
模创新工作室”，充分发挥劳动模范引
领、促进技术交流、鼓舞大众创新的重
要作用，获得多项荣誉奖励，造就了一
批技术骨干脱颖而出。张毅的徒弟多
人获得重庆市首届技术能手、重庆市
电力公司技术能手等荣誉。在全国劳
模张毅和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冯
德伦的带领下，劳模创新工作室持续
开展创新创效，先后获得国家专利授
权98项，省部级及以上职工创新成果

奖115项，年年获得“全国优秀质量管
理小组”和“全国质量信得过班组”荣
誉，被誉为创新的大本营、人才培养的
摇篮、成果落地的孵化基地。

力争实现供电单位全覆盖，是国
网重庆市电力公司推进劳模创新工作
室建设的最终目标。为此，公司在全
市范围内举行劳模创新工作室“大比
拼”，通过评选优秀工作室，发放专项
补助资金的形式，让劳模、工匠等人才
在精神上有荣誉、资金上有保障，带动
更多职工主动向劳模看齐。

据悉，国网重庆秀山供电公司以
程颖同志命名的劳模创新工作室正在
加紧筹备之中。未来，程颖劳模创新
工作室不仅是秀山职工“领略劳模风
采，传承工匠精神”的精神高地，更是
推动攻坚关难、解决问题、发明创造的
重要平台。

精心创作 营造氛围
大力开展劳模风采系列宣传活动

为激发广大职工干事创业的内在
动力，激活广大职工爱岗敬业的初心
热情，激励广大职工对标先进、争当先
进，在企业营造“劳动光荣、劳动崇高、
劳动伟大、劳动美丽”的浓厚氛围，国
网重庆市电力公司将以此次全国劳模
评选表彰为契机，制定“线上+线下”的
全年宣传方案，通过彰显劳模的“干
劲、闯劲、钻劲”，鼓舞广大职工争做新
时代的开拓者、奋斗者。

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将充分利用
媒体平台和工会宣传教育阵地，积极
开展常态化的劳模工匠精神宣传，广
泛发动各级各类文体协会，创作反映
劳模工匠精神内涵的诗歌、小说、书
法、摄影、歌曲等文艺作品，弘扬劳模
精神，传承榜样力量，让“劳动之花”绽
放得更加斑斓绚丽。

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将邀请近年
来涌现出来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与今年表彰的10位劳动模范和10位
渝电工匠共同组建宣讲团，积极开展
公司工会组织的“职工大讲堂”“送清
凉送温暖送文化下基层”等丰富多彩
的学习及文艺活动，精心创作、编排主
题节目，在迎峰度夏度冬期间，深入边
远单位和电力建设一线讲故事、谈感
受，动员和号召广大职工，为企业争创
佳绩做出更大贡献。

劳动创造财富，劳动塑造精神，劳
动成就未来。不论历史的车轮如何向
前，劳动依然是时代的最强音，劳模精
神、工匠精神依然是属于每个时代的
最美讴歌，历久弥新，而高举劳模工匠
精神旗帜的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势
必将在新的征途中再上台阶，再攀高
峰，再创辉煌。

梁星
图片由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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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网重庆市南供电公司张毅劳模创新工作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