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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美首创人  诠释新担当
     ——记首创集团新乡首创新区水厂机械维修工张庆华

新乡首创新区水厂张庆华，与人交

谈时认真诚恳，给人大方稳重的印象，

和他的谈话也是在一种轻松愉快的氛围

下进行的。他的乐观自信、爱岗敬业的

精神让我们看到了社会主义国家一名普

通劳动者的主人翁精神和责任担当。张

庆华，凭借其自律自强的精神与坚持不

懈的努力，他在新乡首创新区这个小社

会，唱响了一曲动人的劳动者赞歌。

张庆华生长在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

1995 年，19 岁的张庆华从学校毕业后进

入水厂，和父亲一样开始从事供水机械

维修工作，。父亲的勤劳、能干在他的

心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和深远的影响，

平凡中一样可以追求梦想，这也许就是

他初心种子的萌芽。

27 年来，通过自己的不懈奋斗，他

从一名技校生，成长为一名供水设备维

修专家，一次次攻克了被国外技术垄断

的“洋设备”，被同行称为“设备维修

百科全书”。先后荣获新乡市“五一劳

动奖章”“技术标兵”“四创二争”技

术创新能手，公司“首席员工”、“文

明职工”、“先进个人”、“工会积极

分子”、“最美首创人”……完成几十

项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累计节约经费

近 500 万元，有力确保了供水设备保障

安全运行和市民用水正常。

坚定初心   堡垒基石筑梦想

有一种精神如四月青草萌发，有一

种力量在沃腴千里壮大。是怎样的情怀

让张庆华在一个岗位上坚守了 27 年？是

怎样的沃土让他从一名普通的供水职工，

从首创集团近三万名职工中脱颖而出，

完成了三线城市维修工到首创集团最美

首创人的蜕变，完成了从工人干活到工

匠担当的成长？新乡首创水务有限责任

公司拥有新中国第一座自行设计、并完

全采用国产设备的自来水厂，作为共和

国供水长子已载入共和国史册，同时作

为 2015 年才加入首创管理序列的新项目

公司，新乡首创领导班子带领全体干部

职工求真务实、创新奋斗的工作劲头，

赋予这家具有 70 年供水历史企业新的生

机和活力。

近年来，公司为全面落实首创股份

“生态 +”发展理念，实现首创股份“3370”

工作目标的大环境下， 通过开展“两学

一做”和“敢转争”活动，狠抓广大干

部员工的政治素质、业务能力和团队意

识。在党建引领下，坚持党业融合，践

行“八种力量”“八项工作”，号召全

体党员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带头作用，

增强了企业发展的“硬实力”。张庆华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一个普通的机械维

修工、在企业奋进发展的道路上找准了

方向，加快了成长速度。

扎根一线  把工作当成事业

 1995 年，张庆华开始从事供水机械

维修工作，这一干就是 27 年。27 年坚

守在维修岗位，他从没有对设备产生厌

倦，从没有对工作感到平淡，反而立足

本职岗位，深入钻研维修知识，把工作

当乐趣，把工作当事业。

从上班第一天起，张庆华就习惯去

书店买专业维修书籍。“这么多年来，

家里各类专业书籍该有四五百本了。设

备日新月异，技术不断更新，不及时看

书学习就干不好维修工作。”张庆华家

里有个书架专门放置他的维修书籍，工

作之余，他就沉迷在书海中充电。

在同事眼中，张庆华总是习惯随身

携带一个小本子，随时记录着维修工作

中每一个环节，记录着设备常见故障的

判断方法、故障现象及处理过程。

“好记性不如个烂笔头。空闲时，

把记录内容拿出来琢磨、研究。”27 年来，

张庆华凭借爱岗敬业、扎根一线的精神，

经他维修的大小设备达到万余台次。

他还琢磨出一套检查设备的“四字”

要诀，即望、闻、问、切。望：看设备、

电气各项仪表的运行参数是否正常及外

壳表面有无明显裂痕、损伤。闻：在检

查中，利用嗅觉，根据设备、电气故障

散发的气味进行预判。问：经常向值班

人员了解设备的运行情况是否正常。切：

通过触摸发现设备、电气在运行中出现

的异常温升来判断故障点，及时处理解

决。  

通过孜孜不倦的深入钻研，张庆华

从一个技校生成长成为业内有名的“设

备维修百科全书”。

克难攻坚  以行动诠释担当

小事看责任、大事看担当。2020 年

疫情期间，供水企业的政治站位、民生

属性更加彰显。“在这个特殊时刻，我

必须带头上，因为我是一名党员。”为此，

张庆华主动要求延长值班时间，带着妻

女从市区便利地段的商品房搬到离厂区

一墙之隔的家属院集资房，便于及时处

理厂里的突发状况，以实际行动践行党

员担当、以技术先锋支撑给城市安全优

质供水作保障，给并肩作战的同事踏踏

实实的安全感。

为保障设备安全运行，他逆风而行，

每天都坚持对厂区设备做好安全巡查，

尽悉掌握设备运行状况，不放过每一个

运行细节。次氯酸钠投加是净水工艺的

关键，观察次氯酸钠投加系统的计量泵

运行状态及管路上背压阀压力是否正常，

流量管管壁有无结晶现象，储蓄罐的液

位，管道连接处有无漏液现象，成为张

庆华的工作“强迫点”，一经发现问题，

就及时处理，不让供水受影响。

把设备当成“病人”，把维修工作

看成动手术，在工作中追求极致，不断

挑战新高度，张庆华乐在其中。“设备

巡检是治未病之病，设备维修则是给设

备动微创手术，我不是在车间就是在去

车间的路上！”张庆华常常这样风趣地

和同事们形容，干维修，来不得半点马

虎，检修设备就好比是外科医生动手术，

细致观察、勤于思考、谨慎处置、这才

会让咱的维修技术一直有进步。

新区水厂二期日供水 12 万立方米扩

建工程是河南省重点民生工程，其 V 型

滤池的调试、自控系统的升级、高压配

电系统的改造，又是技术支撑的关键所

在。技术工艺、数据问题面前一律平等，

靠的唯有专注钻研。“每攻破一个技术

难题，都会很兴奋！”张庆华在业务知

识上潜心钻研、精益求精，有了不成疯

魔不成活的境界。

2019 年 11 月，新区水厂滤站反冲洗

泵故障，导致无法进行反冲洗作业，造

成滤池运行瘫痪，严重威胁城区供水安

全。由于反冲洗泵是英国进口组件，配

件在国内无法购买和机加工，生产厂家

也因年限过长无法联系。

情况紧急，问题严重。怎么办？“就

是要干掉这个‘洋设备’。”在高精尖的“洋

设备”面前，张庆华没有退缩，反而憋

着一股子劲儿。

为尽快克难攻坚，恢复生产，他连

夜查阅相关资料，通过对联轴器各项数

据分析研究、测量计算发现：电机轴与

水泵轴的直径一样为 80mm，原有齿形

联轴器之间的间距为 1 至 2mm，基础无

法做大的改动，只有采用弹性圈柱销式

联轴器来解决问题。

凭借常年的技术积累，张庆华立即

动手画图、做方案，并根据公差与配合

的基轴制来制作联轴器的加工孔径。为

了节约资金，他带领着组员们自己动手

对配件进行车削、钻孔及加工。在最后

的安装过程中，由于电机轴与水泵轴之

间的间距过小，为保证现有加工好的端

面间距，在不改动基础的前提下，只有

对电机底座螺栓直径进行车削，才能调

整联轴器之间的间距标准。这项工作又

给他们提出新难题——必须达到国标标

准 3 至 4mm，一根头发丝的距离。最终，

联轴器成功匹配并安装，这次设备改造

也因此荣获公司技改一等奖。

敬业奉献  甘舍小家为大家

27 年来，张庆华制作的 KSB 泵迷宫

拆卸装置，荣获公司技改二等奖；对反

应池排泥系统整体改造，使废弃设备得

到最大空间的利用，节约资金近百万元，

荣获公司技改一等奖；在北京首创股份

2017 年度最佳实践成果中，他参与设计

与改造的新区水厂反冲洗泵联轴器和泄

氯回收装置鼓风机的技术改造项目被成

功汇编采用……保剑锋自磨砺出，梅花

香自苦寒来。任何成功的背后，都不是

随随便便的，都有着各种付出和舍弃。

张庆华年迈的父母、正在上学的孩

子，都需要人照顾，特别是老父亲由于

脑中风留下严重后遗症，生活不能完全

自理。妻子既要上班，又要照看家庭，

常常忙得团团转。面对妻子偶尔忍不住

的埋怨，他只能选择沉默……

2016 年 7 月 9 日，新乡遭遇了一场

百年不遇的特大暴雨，张庆华嘱咐家人

注意安全后，便出门跳入齐腰深的洪水

中，艰难跋涉了数小时赶回水厂。来不

及喘口气，他便冒着生命危险数次潜入

三米深、溢满洪水的阀门井中，抢修传

动机构。正是他及时有力地抢救设备，

才确保城市供水安全。

2019 年 1 月的一天，张庆华刚下班

回家，就接到厂里电话：加氯间因止回

阀关闭不严造成回水，导致加氯系统全

线结冰加不上氯，被迫停产。而此时其

妻子已上夜班，他将年幼的女儿留在家

中，立即返厂。凌晨 2 点，设备故障处

理完毕，供水生产恢复正常，张庆华才

回到家中。而此时，女儿已经在沙发上

睡着了……

张庆华始终热爱自己所从事的供水

设备维修工作。多年来，为了城区供水

安全，为了设备安全运行，他舍小家，

为大家，放弃了床前尽孝，放弃了家人

团聚，长期坚守在设备运行的一线。

“对于家庭始终有些愧疚，但我不

后悔。”张庆华表示，供水关系千家万

户日常生活，责任重大，使命光荣。工

作总要有人去干，看着供水设备恢复运

转，看着哗哗的自来水流进千家万户，

这是对我最大的安慰……今后，将继续

坚守在供水设备维修一线，为保障全市

供水安全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根植沃土  创新奋斗正当时

张庆华的成长离不开自我努力，更

得益于党委书记、总经理杨德富带领新

乡首创全体干部职工培育、凝聚贯穿企

业发展的务实拼搏、永不懈怠的劳动者

精神。新乡首创党委以党的十九大精神

为指导，运营管理紧密围绕三个一切，

一切为用户、一切为运营、一切为一线。

在机制建设保障层面，以创建“劳模创

新工作室”为契机，充分发挥张庆华、

赵和平、唐静等省部级劳模先进的引擎

作用，以点带面激发广大职工爱岗敬业、

钻研业务、勇于创新的积极性。让优秀

成为大多数，多渠道、多平台培育和造

就知识型、技术型、专家型、创新型职

工队伍，给企业创新发展赋能，正成为

新乡首创这家具有 70 年供水历史的共和

国供水长子立足未来、谋求发展的核心

理念之一。

张庆华的成长之路、旗帜作用，催

生增强了新乡首创劳模工作团队的效能。

近年来，新乡首创同步涌现的全国住建

系统劳动模范赵和平、河南省五一劳动

奖章获得者唐静、市五一劳动奖章获得

者魏庆远、省建设劳动奖章获得者陈学

聪这些扎根一线工作岗位的劳模先进，

躬耕深植、经纬成网，用劳动创造了价值、

获得了尊重。

从 19 岁进入单位到今日，张庆华将

人生最美好的青春年华奉献给了供水事

业。张庆华 27 年如一日，坚守维修岗位，

永葆创新激情，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

在拼搏中成就事业，在奋进中谱写华章。

今后，张庆华和千千万万个奋斗者一起

将继续撸起袖子加油干，书写好“奋斗”

二字，讲述好精彩的中国故事，为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力量。

（新乡首创水务责任有限公司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