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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你最美——致敬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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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31日17点15分，因大连、
青岛雷雨天气影响，烟台机场运行
指挥中心启动大面积航班备降保障
程序，从17点27分至20点共接收
进港备降航班19架次。

19点11分，运行指挥中心已经

接收备降航班15架次，因机位饱和
请示机场1号值班领导，发布不接收
航班备降航行通告，后积极与空管
协调，采取放飞一架备降航班接收
一架备降航班的方案，再次接收备
降航班4架次。19点至20点，一小

时备降航班达到11架次。至22点
24分，本场备降航班已执行完毕18
架次，一架备降航班取消。至9月1
日8点13分，最后一架备降航班执
行完毕。

运行保障部鞠伟军

受雷雨天气影响
烟台机场接收19架次进港备降航班

已经立秋，可是天气却越发的
闷热，太阳明晃晃的，空气湿漉漉
的，衣服紧紧地贴在同事们的身
上。突然，跑道端的绿草丛中有几
只燕子划过，一个娇小的身影忙碌
了起来，观察航班，摆放鞭炮，点燃
后撤，爆炸两声，燕子惊恐地飞走
了。那个身影继续环视四周，细致
又从容，如果不是看到她盘起的发
髻、红润的嘴唇，很难想象刚刚潇洒
的身影是个女生，她就是净空管控
科的盖家慧。

盖家慧2017年大学毕业入航
工作，是净空管控科最年轻的员工
之一，大家都亲切的叫她小盖。小
盖姑娘善良、热情、时髦、可爱，像许
多她这个年纪的姑娘一样从小被父
母千万宠爱。这样一个娇俏的姑
娘，工作中却是个“纯爷们”，冬日里
她能够迎风斗雪，熟练地操作除雪
车在跑道上画出长龙；艳阳下猎枪、
鞭炮的使用对她来说也是驾轻就
熟，小鸟想在她的岗位上与飞机进
行亲密接触真是着实不易；电脑前
她流畅完成总结报告、机坪上她细
心发现FOD、各驻场单位间她温柔
协调流程手续。

小盖同志现在的工作能力大家
有目共睹，可是她的成长也是一个

循序渐进的过程，这离不开她对自
己的严格要求，也离不开净空管控
科这个团结奋进集体的熏陶培养。
如果说员工是绿树，集体就是沃土，
为了培养每一位员工成长进步，净
空管控科从成立之初就坚持定期技
能培训、压实岗位职责，在工作面前
不分男女老少，在责任面前没有冠
冕堂皇，要求每一位员工都要能干
事、想干事、干成事，树立了“保障航
空安全完成工作既是压力也是荣

耀”的良好风气。良好的风气让大
家在工作中有动力、有劲头、有温
暖，小盖同志常说：“在净空科工作
虽然苦点儿累点儿，但是开心快乐
心情通畅。我们宁肯自己多干一点
儿、辛苦一点儿也要坚决完成工作
任务，确保航班运行安全。”

太阳晒得小盖同志白皙的脸庞
微微泛红，我听见了树苗拔地而起
的声音。

场务保障部 鲍承鹏

艳阳绿草映红妆 八月盛夏，是一年中最热的时
候，每日气温都超过32℃，天气进
入桑拿模式。即便在这样的高温天
气下，货运分公司特车队的员工们
仍坚守一线，他们战高温、斗烈日，
每天工作十余小时，24小时轮流坚
守奉献，用行动诠释着责任与担当，
用汗水保障着每一架航班安全有序
的运行。其中，货运特车值班队长
卢明辉就是他们的“领头人”。

随着太阳慢慢升起，7点多钟
空气已经明显感觉到有些燥热，此
时室外温度已达到36℃左右。值
班队长卢明辉已在机坪上来回穿梭
多次，为了避免部门车辆在运行中
出现安全隐患，减少车辆故障的发
生，卢明辉总是在值班期间第一时
间赶到特车停放区检查了解车辆状
况，维护特种车辆，确保车辆运行正
常。中午航班高峰期间，机坪温度
已经达到了56℃，大地像被烤焦了
似的，一切都像在蒸笼里，炙热难
忍。坚守在航班保障一线的卢明辉
也经受着酷暑的“烤”验，这是体力
的磨炼，更是精神意志的考验。太
阳光直落到他的脸颊上，汗水如同

珠帘般从他的脸庞下不停地滴落，
沾湿了他的衣裳。行车安全无小
事，所有一瞬间的失误，都可能发生
不可想象的后果，正是卢明辉日复
一日的坚守，带领大家为车队车辆
安全运行排除了潜在安全隐患，提
供了可靠的安全保障。

作为一名有着30年党龄的老
党员，光荣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让他
无论是烈日炎炎，还是暴雨倾盆，
都始终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巡视
着特车队机坪运行的各个岗位。
安全行驶就是他的坚守，汗流浃背
就是他的工作常态。他用坚持、真
心、汗水谱写了货运车队安全服务
的新篇章。

货运分公司 杨绍平

高温下的坚守

夏季是航空运输业一年一度的
旺季，同时也是机场工作人员工作
最繁忙辛苦的时候。疫情爆发至今
已经持续半年多时间，虽当前疫情
有所缓解，但值机科仍然继续严格

落实各项防疫措施，不抱侥幸心理，
确保万无一失，本着对旅客和自身
负责任的原则，值机员在柜台办手
续时佩戴口罩和橡胶手套，继续做
好防护工作。

入夏以来，随着疫情缓解、整体
经济回暖，复工率也不断升高，出行
的旅客人数激增，值机柜台全开已
是习以为常，值机员在柜台连续不
间断办理手续持续三至四个小时更
是司空见惯。随着气温不断升高，
值机柜台温度也再创新高。值机员
身处的值机工作环境，周围有安检
机器不断散发热量冲身而来，身前
则是一眼望不到边、人头攒动的大
量旅客。

值机员长时间戴着橡胶手套，
加之气温高流汗，橡胶手套会紧紧
贴在出汗的手背上，随着不断的出

汗，整只手基本是完全浸泡在被橡
胶手套包裹起来的汗水里。值机员
还要坚持佩戴一次性口罩，呼吸和
说话都会受到一定影响，声音都是
瓮声瓮气的，摘下口罩就能看到被
口罩罩住的地方被汗水浸泡，口罩
边缘位置对应的面部都有勒痕。女
员工穿着的马甲里面，衬衫被汗水
打湿贴在身上，密不透气，这样全部
湿透的衣服往往要穿一天。

在如此的工作环境下，值机科
全体人员任劳任怨，在承受高温考
验的同时，仍然严格落实疫情防控
工作各项要求和规定，每个人坚守
自己的岗位，本着全心全意为旅客
服务的宗旨，安全、高效完成每一天
航班保障任务，为机场顺利完成暑
运保障任务作出了贡献。

旅客服务保障部 隋丹

不惧高温 坚守岗位

8月5日晚上9点，通信导航保
障部自动化科接到航务保障部管制
员电话，自动化模拟机房的5台模
拟机不能正常启动，而次日航务保
障部要用模拟机做应急演练。自动
化科值班人员立即到模拟机房查看
故障情况，通过查看屏幕显示的故
障代码，我们确定故障是由于非正
常关机而导致的系统图形界面不能
正常启动。值班人员立即输入修复
代码，发现一台机器恢复正常图形
界面，另外4台机器仍无法正常启

动。我们找来应急手册和厂家的设
备常见故障维修说明，对照输入指
令代码，但仍然无法正常启动。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由于
情况紧急，我们马上联系了设备厂
家的工程师，希望帮忙解决问题。
我们通过微信群发送了故障情况图
片和我们所做的修复工作，经过厂
家工程师的协助，我们不断探索，终
于在晚上11:00成功地修复了剩余
4台机器的故障，使所有机器显示
正常。修复完成后，我们也向航务
保障部值班领导详细说明了情况，
指出了开关机的注意事项，避免在
今后的工作中出现类似的情况。

站好每一班岗，排除每一项故
障，做好每一项保障，不脱岗，不虚
岗，是我们通导人共同的职责和使
命，今后我们也会一直秉持我们的
使命，在保障空管的路上一直走下
去。 通信导航保障部 张梦露

牢记使命，站好每一班岗

安全检查部开展基础工作提升
月活动，旅检二科分别就服务、安全
以及科室管理三方面展开建设活
动。

规范服务标准，提升服务质
量。加强纪律和服务建设，进一步
提升服务质量，设置头等舱高端服
务示范通道，创新服务举措，带头做
好服务工作。安检自助验证设备更
新，组织员工学习使用方法，同时记
录自助过检时出现的问题，及时反
馈并解决，为旅客营造快捷舒适的
过检环境。

加强技能培训，提高岗位能
力。针对《安检部基础工作提升》、
《民航安全检查职业技能鉴定培训
大纲》以及《安检X光机培训图像
库》的相关要求，组织员工学习相
关业务知识，制定《X光机操作员
培养与技能保持方案》，切实提高
员工开机水平，杜绝开机岗位隐
患。同时为提升在岗员工应急处

置能力，利用航班间隙组织应急演
练，要求熟练掌握应急预案处置流
程，加强各岗位配合，保障旅客及
自身安全。

完善科室管理，促进工作规
范。制定科室5s管理、《通道组长
职责》和《晚班管理制度》，强化员工
责任机制，认真履行岗位职责。每
班进行班前班后讲评会，认真做好
上传下达，会中记录，会后组内以视
频形式再次组织学习。制定《质控
档案表》和《投诉调查表》，总结每日
质控问题，详细记录每班投诉事件，
做到有据可查，认真进行整改。

旅检二科立足本职岗位，根据
工作特点展开基础工作提升活动，
强化现场安全管理，完善科室管理
制度，提高工作效率，加强员工业务
技能，夯实了安全服务的基础，提升
了安检服务水准，促进本部门安全、
服务、管理工作持续向好发展。

安全检查部 宋晓华 陶丽雯

以“创”促“进”夯实发展根基

八月，夏日漫过人间，生命皆已
繁盛，烟台塔台高高矗立在机场上
空，注视着这一片郁郁葱葱、蓬勃旺
盛的生命力。

随着暑期的到来，疫情亦有所
缓解，烟台机场的航班恢复速度势
头陡增。暑运以来，每日起降航班
均已超过200架次之多。机坪上航
班进进出出，跑道上飞机起起落落，
马不停蹄，你来我往，机场一片生机
勃勃之象。

除了正班航班外，塔台近期还
不遗余力地保障了校飞飞行和一系
列通用飞行任务。虽然经历了因为
疫情导致航班数量大幅减少的一个
过程，但塔台人仍不忘苦练基本功，
砺剑图治，匠心守护，用心铸造安全
之路。

匠心雕琢，工巧所至

放飞，是塔台工作的重点和难
点。随着航班的增多，放飞技巧愈加
显得关键。航班多的时候，放飞时机
只有转瞬即逝的一刹那，一个飞机放
不出去，后面就会积压一堆飞机，导

致后续大面积延误，甚至造成落地飞
机进不了机位的局面。每一个塔台
人在放单之前都须历经寒暑，苦练数
载，熟练掌握放飞间隔和技巧，才能
做到工巧所至，放飞自如。

对于塔台管制员来说，在两个
落地飞机之间插入放飞飞机，就犹
如医生的手术刀一般精准。航班繁
忙时刻，落地飞机纷沓而至，飞机在
五边串成一条线，两两之间间隔只
有三分钟，前机接地的一刹那，管制
员一句干净利落的“进跑道”指令掷
地有声，毫不犹豫，跑道外等待的飞
机应声而入，迟疑一秒便会错过时
机。精准放飞是每一个塔台人经过
近两年时间的见习、培训和实践打
造的重剑利器。分秒之间，一架架
飞机在塔台人的手里以标准的间
隔，在跑道和滑行道之间有序的流
动着，犹如人体内流淌的血液，呈现
着机场的生机与活力。

标兵引领，守护安全

一位劳模就是一面旗帜，一名
先进就是一个标杆。在众多勤勤恳

恳的塔台人里，就涌现出一批批优
秀的“安全守护者”。他们尽职尽
责，精益求精，正是他们的责任心与
上进心，在保障了安全的同时，又提
升了放行效率，改善了服务理念。

1991 年出生的郝润，荣获了
2020年二季度塔台标兵称号，他
基本功掌握扎实，责任心强，经过
几年的工作，已成长为塔台的中坚
力量。郝润同志勤奋好学，任劳任
怨。在航班量日益增长，塔台人手
紧缺的时候，他不喊苦、不喊累，一
到单位总是早早的接班，在管制席
手拿话筒，一坐就是一上午。班组
内人员请病假，无人替换，经常连
值三四个大夜，他自己咬牙坚持，
从不提出请别组成员帮忙。正是
有众多如郝润这般勤劳能干的塔
台人的存在，在今年这种特殊的情
况下，塔台仍然保持了延续多年的
安全运行不出错，同时有效地提高
了航班运行效率，在平凡的岗位
上，为机场安全、高效运行做出了
非凡的贡献。

航务保障部孙鹏超

塔台匠心，铸就安全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