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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刘笑非

10月 26日傍晚，位于昌江黎族
自治县石碌镇的海南矿业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海矿公司）劳模创新工作
室亮着灯却没有人，门外空地上摆放
的液压泵钢柱前，站着一个高大的人。

“在很多人眼里这根钢柱已经废
了，在我这可还有得救呢。”用手指摩挲
着钢柱表面的一道道刮痕，海矿公司高
级技师刘文伟的语气里有些许骄傲。

翻翻刘文伟的简历会发现，能挂
在他名字前的荣誉有很多：“五一”劳
动奖章获得者、全国劳动模范、党的十
八大代表、全国技术能手、国务院“工
程技术”特殊津贴专家……但在刘文
伟眼里，他只把自己当作一个普通的

焊工。
1984年，20岁的刘文伟在待业

两年后顺利通过了石碌铁矿的焊工技
能考试，正式成为一名焊工。“别小看
焊工，这可是个技术活。”刘文伟笑道，
当初年轻气盛的自己因为一直无法提
升技巧，甚至想过放弃，“好在慢慢沉
下心来磨练，最终爱上了这一行”。

干一行，爱一行，刘文伟这一坚持
就是33年，不论是荣誉加身还是职务
改变，他始终坚守在工作一线。“由于
铁矿的特殊性，咱们公司的焊工并不
像普通焊工一样在常规环境里工作，

‘上天入地’都是常事。”
刘文伟的话并不夸张。2010年，

石碌铁矿的开采逐步转入地下开采，
排水系统的铺设成了紧要任务。而刘
文伟领衔的焊工部门需要被吊车吊到
距离地面近百米的高空上进行焊接操
作，而最危险的并不是高度，而是温

度。“空中没有遮阴的地方，还要穿着
厚厚的工服，在四五十摄氏度的工作
环境里，一待就是一天。”回忆起工作
的时光，刘文伟还打趣说，在高空中还
能看见不一样的风景。

随着海矿公司地下开采工作的深
入，下井抢修开采机械成了刘文伟和
同事们的家常便饭。2014年，超强台
风“威马逊”袭琼，矿井发生了透水险
情，价值600万元的大型机械被困井
下，随时可能报废。接到任务的刘文
伟二话不说，带着团队就下了井。“井
下没有信号，整整48小时几乎处在

‘失联’状态，家人的担心也只能放在
一边。”两天两夜的奋战，让刘文伟身
心俱疲，却不影响他将抢修成功的机
械开回地面，不仅避免了险情的进一
步恶化，也“抢”回了公司的损失。

就是这样“上天入地”的刘文伟，
在从事焊工工作的33年里，他带领的

团队共完成设备事故抢修57885台
次、小修2235台次、临修705台次，共
使用焊条达40吨，同时节约成本960
多万元。而他带头申报的152项小改
小革项目，还创造了496万余元的经
济效益。

如今在海矿公司，只要是焊工都
会尊称刘文伟一句“老师”，因为目前
工作在一线的焊工，无不是他手把手
带出来的徒弟，其中包括4名高级技
师、16名技师和20名高级技工。利
用本应休息的假期和周末，刘文伟还
会受邀前往各地无偿授课，将自己多
年的经验倾囊相授，培养出一批又一
批传承了工匠精神的焊工。

33年里凝结下的纯青技艺，刘文
伟还用到了变废为宝上。“采矿机械都
是高消耗，用得多坏得快，就这么丢了，
太浪费。”本着匠人的执着，矿场里用坏
的机械都送到了刘文伟的手上，通过自

学加琢磨，不少本应报废的机械被修葺
一新，重新投入到生产一线。

在刘文伟的带领下，PC-600反铲
铲斗修复工艺、露采焊接反铲大架修复
改造和反铲斗修复改造等27项技术革
新项目孕育而生，不仅解决了生产中的
实际问题，还节约了成本、提高了效率
和产值。也难怪海矿公司的职工都说：

“有老刘在，总能化腐朽为神奇。”
用指尖的触感默默记下液压泵钢

柱上的刮痕，刘文伟揉了揉有些疲惫
的眼睛，33年来接受焊接火光的“洗
礼”，他的眼睛既近视又老花，即便精
力依旧旺盛，也不得不感叹时间留下
的印记。

“这钢柱送到我徒弟手里也能焊得
原模原样，我教出来的焊工，技术和我
一样好！”刘文伟的自信，来源于信任，
也来源于他对工匠精神传承的信心。

（本报石碌10月26日电）

陵水开展
食用油专项整治行动

本报椰林10月26日电（记者林晓君 通讯
员黄玉敏）陵水黎族自治县近日开展食用油专项
整治行动，对全县范围内餐饮服务单位使用食用
油情况进行检查摸底。

在整治过程中，陵水以火锅店、大排档等中
低档餐饮服务单位使用的食用油为重点，严查
所购油品供应商的资质、餐饮服务单位进货查
验、索证索票及食用油标签标识等制度落实情
况；严禁餐饮服务单位使用回收火锅、水煮鱼等
菜品油脂和底料加工食品；查处餐饮服务单位
购买、使用无明确来源食用油加工食物的违法
违规行为。

截至目前，陵水已对全县范围内273家餐
饮服务单位使用的食用油进行安全排查，共下
达 21 份监督意见书、4 份责令整改通知书、4
份当场行政处罚决定书。下一步，陵水将针对
来源不明、无标签标识、不同品种的食用油进
行监督抽检，并加大对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和健
康用油知识的宣传力度，同时畅通投诉举报渠
道，多举措守卫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省人社厅等九家单位出台实施意见

我省构建完善多元化解
劳动人事争议联动机制

本报海口10月26日讯（记者李磊 通讯员
段晓晖）记者今天从省人社厅获悉，近日，省人
社厅、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省司
法厅等九家单位联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
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完善多元处理机制的实
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将通过系列
措施，构建和完善我省多元化解劳动人事争议
联动机制。

《实施意见》指出，我省将加快乡镇（街道）
综治中心劳动人事争议调解窗口的实体化建
设，2018 年前将劳动人事调解仲裁工作纳入
省、市县（区）、乡镇（街道）、村（居、社区）的
逐级综治（平安建设）考评工作；在财力上，把
调解工作经费纳入地方同级财政经费预算予
以保障；同时，建立以党委政府领导、人社部
门主导，综治、司法、法院等有关单位共同参
与，县（区）调解组织、乡镇街道调解组织、企
业调解委员会、人民调解组织等基层劳动争
议调解组织为载体的劳动人事争议调解服务
网络。力争到“十三五”末，实现劳动人事争
议调解组织的建设和运作对所有企业达到全
覆盖。

本报三亚10月26日电（记者孙
婧）今天，2017三亚世界瑜伽交流大
会在亚龙湾开幕。即日起至10月29
日，近20名世界顶尖瑜伽大师、导师
将在三亚多个景点，为国内外瑜伽爱
好者带来瑜伽教学及公益瑜伽课。

享誉全球的印度瑜伽大师巴拉
特·布衫、马来西亚瑜伽大师古儒·蓝
日川，和来自尼泊尔、美国、加拿大、
意大利及中国内地、中国台湾、中国
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近20名瑜伽大
师和导师，组成了本次交流大会的

“最强导师阵容”。
未来几日，瑜伽大师以及导师们

将在亚龙湾会议中心、瑜伽村、亚龙
湾爱立方滨海乐园、天涯海角、大小
洞天、南山寺、三亚湾沙滩、鹿回头山
顶公园等地，举行各种教学及公益瑜
伽课，瑜伽爱好者们可以近距离接受

大师亲身教学。
在今天举行的中国（三亚）-印

度旅游交流推介会上，双方的专家学
者就中国海南三亚和印度的旅游资
源、未来发展、双方合作等话题发表
演讲，并寻求合作机会。

据统计，2016年印度入境中国
旅游人数80多万人次，创历史新高。
今年8月，三亚-广州-德里的航班正
式开通。

本次大会由印度驻广州总领事
馆，中国国际公共关系协会和中国国
际文化艺术中心作为支持单位；三亚
市政府主办，三亚市文化广电出版体
育局、三亚市旅游发展委员会、三亚
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三亚市外
事侨务办公室、三亚假期国际旅行社
有限公司和海南国际旅游岛会展股
份有限公司共同承办。

海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高级技师刘文伟：

在电焊火花间绽放工匠人生
天涯工匠

2017三亚世界瑜伽交流大会开幕

顶尖瑜伽大师三亚现场教学

10月26日，2017三亚世界瑜伽交流大会在亚龙湾开幕。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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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只知博鳌，不知有琼海。没
想到琼海这么美，而且博鳌还只是琼
海众多特色小镇中的一个。”10月26
日下午，2017海南琼海全域旅游暨特
色产业发展推介会（以下简称“推介
会”）在京举行，参加完推介会，北京市
民赵颍亮与其他与会者一样，对琼海
的山水田园之美感慨不已。

琼海旅游资源丰富，1710平方公
里的土地上，融江、河、湖、海、山麓、岛
屿于一体，集椰林、沙滩、奇石、温泉、
田园于一身；汉族传统文化、南洋文
化、海洋文化、红色文化、黎苗文化等
在这里碰撞交融；“田园风”与“国际
范”各放异彩，是远近闻名的中国温泉
之乡、中国华侨之乡。

近年来，琼海不断加快推进特色城
镇化建设步伐，并以5A级标准将全市
作为一个大的景区来建设，打造成了一
个没有边界、没有围墙、没有门票，主客
共享、旅居相宜、农旅相融的全域旅游
景区。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
愁，坐拥现代生活，却没有当下常见的
城市病。都市人向往的山水田园之乐，
已成为琼海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为对外展示琼海全域旅游、特色
小镇及美丽乡村发展成果，树立“全域
旅游，美丽琼海”城市形象，助力琼海
打造成为“产业强、城乡美、百姓富、社
会和”的海南东部中心城市，在10月
26日的推介会上，琼海市政府副市长
洪锋代表琼海市政府向与会嘉宾、媒

体记者作琼海全域旅游推介。他围绕
“全域旅游，美丽琼海”主题，从资源优
势、全域旅游、特色小镇、美丽乡村、产
业规划、招商项目等方面详细推介了
琼海，使现场观众对琼海有了比较清
晰的认识。

据介绍，通过布局全域旅游，今天
的琼海形成了“城在园中，村在景中，人
在画中”的城市风貌，全市13个镇（区）
处处充满特色，美丽乡村处处留住乡
愁。嘉积镇北仍美丽乡村、龙寿洋万亩
农业公园、千亩花海，博鳌滨海酒吧公
园、塔洋七星伴月景区，处处风景如画。

“乡村游已成为琼海旅游的重要
内容，不少农民吃上了旅游饭。”洪锋
介绍，今年1月至9月，琼海共接待游

客880万人次，同比增长10.86%，实
现旅游收入 44.75 亿元，同比增长
9.97%。其中，乡村旅游接待338.65
万人次，占全市游客量的比重高达
38.48%。洪锋表示，琼海将继续巩固
提升全域旅游成果，进一步推进特色
小镇和美丽乡村建设，争取两年内打
造不少于100个美丽乡村。

“全域旅游时代的琼海，风光无
限，商机无限，期待各地朋友到琼海旅
游度假、投资洽谈，携手共创‘全域旅
游，美丽琼海’更加美好的未来。”推介
会上，洪锋向全国人民发出邀请。会
后，现场与会嘉宾纷纷与琼海相关领
导交流沟通、互换联系方式，谋求与琼
海在旅游等方面的合作。

此次推介会由琼海市人民政府主
办，共组织了旅游、农林、商务、招商等
相关职能部门，嘉积、博鳌、潭门、万
泉、中原等13个特色小镇，以及中远
海运博鳌、融创中国博鳌金湾、北京八
大处地产集团海南有限公司、琼海白
石岭景区、海疆集团等企业负责人赴
京推介。

来自中国特色小镇产业建设联
盟、中国城乡建设产业联盟等行业协
会的相关专家，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
台、第一财经、中国青年报、新京报、中
国旅游报、人民网、新华网、新浪网等
媒体的记者，以及万科集团、碧桂园集
团、恒大地产、万达集团等相关企业负
责人共200余人参加了推介会。

琼海13个特色小镇进京“圈粉” 田园琼海推介会上受关注
“您能给我介绍一下琼海的全域旅游吗？”“能

否谈一谈琼海特色小镇建设的经验？”10月26日，
2017中国特色小镇建设成果展暨特色小镇创新
发展大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在琼海展厅，
与会媒体记者对琼海格外关注。

26日，琼海市政府不仅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
举办了专场推介会，还设置了面积达200平方米
的展馆以及两面长达23米的形象墙，集中展示琼
海的特色小镇、美丽乡村以及相关农特产品，成为
本届特色小镇大会上的一大亮点，吸引着众多观
展者、媒体记者前来咨询、采访。

据悉，活动当天，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三
沙卫视、第一财经、中国城市报、证券时报、腾讯新
闻等媒体记者先后采访了琼海市副市长洪锋、旅
游委主任吴恩泽等琼海市相关领导，以便进一步
了解琼海。腾讯新闻、搜狐焦点还第一时间刊发
了相应报道。

“琼海给人的印象很美好，山水田园如诗如
画。在这个浮躁的社会，不少人都渴望能在这么
一处地方安家。”北京媒体人蔷嫱说，琼海是一座
能勾起人们乡愁的城市，值得我们放下忙碌的工
作，去走一走，看一看。

本版策划/见阳 撰文/陈德君 杨宁
本版图片/陈德君 摄

推介会现场座无虚席。

琼海馆展会活动现场。 琼海市副市长洪锋接受媒体记者采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