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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工巧匠看宝鸡能工巧匠看宝鸡
（总第五十八期）

守护列车安全的钢轨神探
——记宝鸡工务段高级技师李尧华

本报记者 孙海

 “盲盒”拆出的“探伤工”
“探伤工”与李尧华曾

经八竿子打不着，上大学时

李尧华学的是土木建筑，带

着设计房屋、建造房子的梦

想，2012 年大学毕业的李

尧华到了铁路系统。在岗前

分配培训班上，老师说起了

“钢轨探伤”，李尧华的好奇

心瞬间被勾起，“脑袋一热”

选择当了探伤工。用李尧华

的话说，犹如拆“盲盒”，自

己对探伤工的了解仅限于

老师的简单介绍，但“盲盒”

拆了就要干下去，而且要干

出名堂。

带着对新岗位的期盼，

李尧华到宝鸡工务段报到。

穿上工装、签订师徒协议

后，李尧华才知道自己的师

傅竟是全国技术能手、全路

首席技师刘志韬。有师傅带

着就能很快掌握“探伤”技

巧，跃跃欲试的李尧华非常

兴奋。可是，师傅刘志韬告

诉他，要想上线检测，必须

先取得无损检测I 级资格

证书，这需要半年多时间的

基础学习。在无损检测I 级

培训班里，李尧华不断汲取

新知识，把每个知识点做成

笔记。经过不懈努力，2013

年 5 月他获得了无损检测I

级资格证书。同年李尧华还

参加了由西安铁路局举办

的探伤工技能竞赛。为了克

服备赛时间短的困难，李尧

华把时间划分成块，严格控

制，每天早上 5 点起床学习

理论知识两小时，下班后练

习钢轨探伤实作技能到凌

晨，在随后的竞赛中他获得

了综合成绩第三名。

失败激发出“好讲师”
取得无损检测I 级资格

证书后，在师傅的带领下就

可以上路检测了。李尧华既

激动又忐忑，激动的是终于

可以通过实践检验自己的学

习成效了，忐忑的是作为“铁

三代”的他能否担当起爷爷、

父亲等老一辈铁路人的重

托。李尧华回忆，第一次去宝

成线上检测非常兴奋，推着

检测设备“一路狂奔”，结果

啥问题也没有发现。事后师

傅告诉他，探伤工要心细有

耐心，只有这样才能发现隐

藏在钢轨里的微小隐患。

之后，在代表西安铁路

局参加中国铁路总公司钢轨

探伤工职业技能竞赛中，李

尧华没能延续好成绩，让他

认识到了知识和技术上的差

距，促使他如饥似渴地学习

探伤技术。2014 年 5 月，李

尧华顺利取得无损检测人员

II 级资格证书，从此他可以

独自上路检测了。之后，李尧

华参与了西宝高铁开通前焊

缝伤损复核工作，其间他复

检验证伤损 30 余处，排除未

达轻伤标准的钢轨 18 处，发

现重伤钢轨 1 处，不仅保证

了高铁运行安全，还降低了

钢轨维修成本。

宝成铁路修建时受限于

当时的技术条件，小半径曲

线多，天气寒冷，现场焊缝数

量多且极容易发生质量问

题，尤其是现场 25 米轨铝热

焊地段问题频发。李尧华采

用新探伤手法对现场焊缝进

行检查，在 2015 年底对宝成

线现场焊缝复检中，累计发

现重伤焊缝 7 处。2016 年

初，车间组织人员对这些重

伤焊缝进行静弯实验，无一

误判。高超的探伤专业技能，

让李尧华成为宝鸡工务段人

人称赞的高手。从 2015 年开

始，李尧华每年都被选为讲

师参加集团公司举办的“无

损检测I 级培训班”和“探伤

工强化培训班”，现场讲授讲

解“钢轨伤损”“钢轨超声波

探伤标准”等无损检测理论

知识及实作技能，他对层层

选拔出来的探伤专业人才倾

囊相授，分享着自己的工作

经验和技能技巧，帮助他们

尽快成才。

创新成就了“追梦者”
经历了从懵懂新工，到

专业能手，再到授课讲师的转

变，尤其是取得无损检测III

级资格证书后，如何把专业做

深做精，发挥所长攻克难题，

成为李尧华的新目标。

李尧华常说，自己有一

种“一日不为，三日不安”的

紧迫感，一有时间，他就钻进

以师傅名字命名的“刘志韬

创新工作室”，翻书本、写论

文、搞创新。

2021 年 5 月，在西安工

务段电供系统劳模和工匠人

才创新工作室成果交流发布

会上，李尧华代表“刘志韬创

新工作室”，对牵头的攻关项

目——“探伤宝”及人工智能

数据分析进行了成果发布，一

举斩获第一名的好成绩。同年

9月，李尧华牵头研制的“钢

轨超声波探伤K型扫查通用

扫查架”，荣获第七届“全国铁

路青年科技创新奖”。

在探伤工作中，李尧华

发现仪器探头连接线易损易

断，大多数探头连线断裂之

后就丢弃了，造成很大浪费。

于是李尧华对已经损坏的仪

器探头连线进行断线再焊，

并且利用损坏的钢轨探头连

线替换被腐蚀老化的焊缝探

头连线，做到废物利用，不仅

保障了工作，还节省了探伤

成本。

2022 年，李尧华与集团

公司工电检测所探伤管理组

主任和其他单位同事共同完

成的《钢轨超声波探伤仪灵

敏度 20%林状回波调节法》

论文，在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

主办的《铁道技术监督》2022

年第 50卷第 2期上发表。

钢轨探伤工，检测的是

钢轨的伤损，保障的是列车

平稳运行。李尧华把一腔热

血倾注到了钢轨探伤事业

中。正如李尧华勉励自己所

言：千磨万击还坚劲，越是

艰险越向前！

李尧华使用超声波钢轨探伤仪检查钢轨内部伤损

惩恶扬善践初心
——记第七届宝鸡市道德模范提名奖获得者胡丽萍

宝文

她作为一名人民检察

官，坚守惩恶扬善的使命，维

护群众对公平正义的信心，

立场坚定、作风过硬，展现了

新时代让党放心、让人民群

众满意的好干警风采。  

胡丽萍，1981 年 10 月

生，中共党员，现任宝鸡市人

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主任兼

未成年人检察办公室主任，

四级高级检察官。

从检 17 年来，胡丽萍一

直将守护公平正义作为自己

的人生信条，在重大疑难案

件面前“一马当先”，敢啃最

难啃的骨头。她成功办理了

“7.30”涉密专案、网络热议

生父摔童案、省扶贫办原副

主任陈某某贪污受贿案、凤

县首例恶势力团伙犯罪案、

全省首例非法买卖制毒物品

案等重大敏感、社会关注度

高的大要案件。

2018 年，胡丽萍入选

全国检察机关扫黑除恶专

家库，参与了全国扫黑除恶

办案指引的出台，并多次受

邀为全省政法系统进行扫

黑除恶专题培训。在疫情防

控阻击战中，胡丽萍第一时

间组织业务尖子梳理涉疫

情犯罪相关司法解释、典型

案例、涉及罪名及法律适

用，汇编成册并在全市印

发。在未成年人检察工作

中，胡丽萍积极打造“法治

进校园”宝鸡样本，推动建

成两处“一站式”办案区试

点建设，防止未成年被害人

受到二次伤害。胡丽萍撰写

的多篇调研、信息被最高检

《人民检察》《检察日报》和

《当代陕西》《陕西检察》等

刊用，2021 年检察应用理

论研究课题申报至最高检

参选。

胡丽萍曾荣获多项荣

誉，2021 年，胡丽萍在政法

队伍教育整顿中被评为全省

政法系统英模，作为宝鸡政

法机关的唯一代表，参加了

全省政法系统英模事迹报告

会，同年被选树为全省百名

新时代政法英模。

*程红莲丢失残疾人证，号码为：61032219610418266924。

*白佳鑫丢失身份证，号码为：61032220050212421X。

*燕文娟丢失身份证，号码为：610322198802165523。

* 涂伟丢失宝鸡三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收款收据一

张，号码为：8678956。

挂失 以下证件遗失，现声明作废。

街头宣传防诈骗

“看病一定要去正规医院，
特别是老年人不要听信陌生人
介绍的所谓专家，谨防上当受
骗。”近日，在市区经二路上，来
自渭滨区卫生监督所的工作人
员，向过往群众宣传非法行医

的危害及防范措施，介绍消毒
产品的种类和功用，并通过展
板普及职业病防治知识、发放
环保袋和彩页，引导群众防范
涉医养老诈骗，远离陷阱。     

本报记者 杨曙斌摄

风采第七届宝鸡市道德模范 3月 4日，我县发布陇县

羊乳区域公用宣传口令征集公

告以来，得到了社会各界的积

极响应和热情参与，截至3月

11日共征集到来自全国各地

参选作品3208条。经专家组评

审,现将获奖结果公示如下。

最佳创意奖：(空缺)

入围奖：

1. 关山草原山羊奶

2. 秦源关山生态奶

3. 陇县生态羊乳

4. 陇县关山山羊奶

5. 陇县生态山羊奶

公告发布之日起，我县

将与获奖者取得联系，发放

证书和奖金。

第二届中国关山·国际奶山羊
高质量发展推进会大会组委会

2023 年 3 月 15 日

陇县羊乳区域公用宣传口令评选结果公示

钢轨内部有没有伤损？焊缝有没有
气孔？钢轨接头有没有焊好？这些肉眼
看不到的，都是铁路探伤工需要精密检查

的。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宝鸡工
务段高级技师李尧华就是一名铁路探伤
工。3 月 4 日，记者采访了李尧华。

文明城市咱的 家

宝鸡人民公园

洋水仙盛开
迎客来

3 月 14 日，笔者在宝鸡人民公
园看到，园区里栽种的洋水仙陆续
绽放，吸引不少游客在此赏花拍照。
据园区工作人员介绍，为延长春季
赏花期，去年他们专门引进了 6 个
品种 2.5 万余株洋水仙。目前，园区
内的碧桃、连翘、玉兰、樱花等也已
相继盛开，欢迎市民观赏。

   田艺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