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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南电网海口供电公司!一只
!!

年前的仿真芒果直到
如今仍然鲜亮如初" 这只芒果下面衬托着一块瓷碟!中间隔着
一块红色绸布!被罩在一个方形玻璃盒中" 在瓷碟的边沿!一
行红色的字引起人们的注意#全国$三八%带电作业经验交流
会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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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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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

这不是一只普通的芒果!它是一个时代的缩影和珍藏& 它
不仅引起人们对毛主席给工宣队送芒果的历史回忆! 更把

!'

多年前海南供电$三八%带电作业班姑娘们铁塔银线上的燃情
岁月!展现在我们的眼前&

!男人干的活女人也能干"

电光闪闪亮!

弧光飞流星"

英姿飒爽女电工!

壮志凌云震长空"

#$

登铁塔%爬云梯!

顶烈日%战恶风"

织出银线化彩虹$$

这是当年的$三八%带电作业班每个人都能熟悉的歌曲&

在那段铁塔银线上的燃情岁月!她们诗一样的青春年华!就这
样流淌在高压银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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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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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初!全国各地供电系统设备健康
水平低! 带电作业可以很大程度上减少检修设备的停电次
数& $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 男同志能干的!女同志一样
能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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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海南首个也是惟一的$三八%带电作业班应
运而生& 英姿飒爽女电工!以巾帼不让须眉的气概!从此成为
上世纪

$'

年代的特有风景&

在海南日报记者面前!当年$三八 %带电作业班的$铁姑
娘%们依然神采奕奕!谈吐中带着一股强烈力量&

$三八%带电作业班的张小玲当时
"#

岁!中学毕业后!她
被安排到机关工作!正准备上班!便听说海口供电公司要办女
子带电作业班& 当时的张小玲对此甚是好奇&

于是!第二天一早!她就向组织报告!要求放弃去机关工
作!而要加入$三八%带电作业班&

但是情况并不是她想象的那样& 上班的第一天!班长周爱
琴宣布#$带电作业班是要到环境最艰苦的地方去工作! 每天
大部分时间都在野外度过& %这一席话让她顿时后悔不已&

$这完全不是我想象的那样& %张小玲说&而后来的训练工
作更是让她没法想象&

爬软梯'徒手攀铁塔!对女性来说已经不容易!更不要说
移杆子'换导线'换架空地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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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伏带电收紧弧垂'更换瓷
瓶和防震锤这些高难度的工作了"

(三八%带电作业班的姑娘们开始每天凌晨
%

时就起床!

在模拟杆塔上训练& (每天下来!只感觉全身散架!双手和双腿
青一块!紫一块!磨破皮是经常的事& %

曾经多次想退出!但是一次(实战%让她放弃了如此念头&

在苦练
&

个月后!她和姐妹们接到第一个任务就是(去街
头进行带电作业%&

(当时的场面让我一生难以忘记& %当她们在街头作业

时!因为出于好奇!街上群众都涌向她们!用崇敬的眼光看她
们爬杆'换瓷瓶!不时称赞她们#(好样的!男人们做的事!女
人也能做& %

这是她们入班以来! 第一次感觉到自身的价值和训练的
意义& (到最艰苦的地方去!猛然在我心里成为最大的人生理
想& %她自豪地说&

从那以后!女同志们更坚定了自己的意志&

由于工作量不断增加!(三八% 带电作业班由最初的
)

人
增加到

#

人!后来达到
"&

人!最多的时候达
&!

人&

每天与带电高压线!亲密接触"

带电作业是在高压电气设备上不停电进行检修' 测试的
一种作业方法!是避免检修停电!保证正常供电的有效措施&

其工作对象包括发电厂和变电所'电气设备'架空输电线路'

配电线路和配电设备&

带电作业一般都是在野外& 那个时候!外出工作都是乘坐
大卡车!连车篷也没有& 姑娘们就每人裹着一件雨衣!可以挡
风雨'挡灰&

坐在车里!由于当时山路崎岖不平!车子摇晃厉害!每天
完成任务回来后!每个人坐的小板凳几乎散架&

海南输电线路铁塔高
!(

米!比
"&

层楼还高& 第一次体验
爬铁塔的(铁姑娘们%在地上往铁塔上望去就感觉胆战心惊!

浑身发抖&

而当时胆小的张小玲回想起来还觉得不好意思& 当她硬
着头皮爬到

!'

米左右时!风大了软梯开始摇晃!从
!(

米高的
线路上垂下一只软梯!然后爬上去工作& 只要风一吹!软梯就
会随风摇晃!感觉身边的云彩在走!铁塔也在走!吓得脸色苍
白!下来后浑身冰冷!半天说不出一句话!只见眼泪已经偷偷
划过脸颊&

(铁姑娘%梁春梅说!记得第一次带电作业是在
&&'

千伏
开关站跨接引线& 穿上用铜丝织成的

!

斤重的特制均压服!扎
好安全带!穿上绝缘鞋!踩着尼龙软梯!一步一步接近高压线!

由于电场力的作用!人的头发和脸上的寒毛顿时竖了起来!头
上(噼噼啪啪%的放电声作响!火花四射& 她一咬牙猛地向上一
步!抓住导线& 一瞬间!放电声消失了&

(这还不是很艰难的事情& %梁春梅说#(最苦的日子是从
儋州南丰到石碌)南石线*换瓷瓶!或是到琼海巡线!带上煮饭
的大锅!在野外差不多呆上

"'

天& %

汽车开不进一些小路!$铁姑娘%们就分头行动!两个女同
志一起抬着

)

个大瓷瓶上山!走上几公里!每个人肩膀都磨起
了血疱!脚上还被山蚂蟥咬出了血&

$那时巡线的条件很差!我们就暂住当地的小学校里!又
没有地方洗澡!只能

"'

多天后回家洗!全身一股馊味!想想真
是不容易& %梁春梅告诉海南日报记者&

十年青春流淌在高压银线下

由于长期工作在室外!$铁姑娘%们都晒得特别黑!脱下安
全帽时也就两边的安全帽带子遮住的脸部特别白& 每次看到
这两条白印子!大家你看我!我看你!都笑了&

十年间!很多人把她们当作男人看!在单位'朋友的眼里!

她们就是$哥们%!因为工作的性质!让她们成为了男人眼里的
$男人婆%&

$不是我们不想漂亮!女人的天性就是爱美!但是我们没
有办法去梳妆打扮! 也没有更多的时间去浓妆艳抹& %$铁姑
娘%林秋影一语道出了无奈&

二十岁!正值青春年少!恋爱自然是每个青年男女都渴望
的& 但是对他们而言!谈恋爱是不允许的!也是不敢奢望的&

$其实那时我们心里也想! 但是很多男孩子看我们这么
黑!又感觉做的是男人做的事情!谁敢亲近你呀!躲还来不及
呢+ %张小玲面带羞涩的回忆起来&

在工作和理想面前!$三八%带电作业班的姑娘们
"'

年中!

没有一个人谈恋爱& $其实当时我们当中有些女孩子的父母还
是很着急的!怕我们年龄大了嫁不出去!多次想让我们早点退
出!但是我们没有一个人愿意!都坚持到最后& %林秋影说&

一个仿真芒果记录着曾经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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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

日!全国$三八%带电作业经验交流会在广
州召开& $三八%带电作业班的周爱琴和陈才旧!在公司领导的
带领下与会&

这次会议!给她们留下了一辈子难以忘怀的记忆& 周爱琴
代表$三八%带电作业班上台领纪念品& 纪念品是一个仿真芒
果!这并不是一个普通的芒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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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

日! 毛主席把外国友人赠送给他的两颗芒
果!转送给了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以
示关怀& 毛主席送给工宣队芒果!全国人民激动万分!各地的
工宣队都想得到毛主席赠送的芒果& 于是!大家研制出了塑料
和蜡制仿真芒果& 从那时起!在一些重要会议上!仿真芒果作
为奖杯和纪念品开始出现&

时间过去了
!'

多年 !这个仿真芒果仍然保存完好 &

它记录着 $三八 %带电作业班曾经的辉煌 !也是一个时代
的缩影 &

上世纪
$'

年代末!国家人事部明确禁止女性从事高危作
业!其中就包含电力行业的高空女子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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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底!组建了将近
"'

年的$三八%带电作业班正式
解散!$铁姑娘%们告别了铁塔!但也告别了青春!十年的青春
年华就这样流淌在高压银线下,,

十年的时间!她们经历了大大小小的抢修!出色地完成了
各项任务!没有发生任何安全事故& 周爱琴自豪地说!我们不
仅胜任这项工作!而且干得不比男同志差&

(三八%带电作业班姑娘们(驾银线!空中行%的劳动场面成
为回忆!不过海南的带电作业班却一直保留着!近年来!在很多
大项目建设或抢修中!都活跃着带电作业班工人们的身影&

虽然后来的带电作业班已没有当年女电工的身影!但是!

她们勇于面对困难!坚韧不拔!勇于创造!团结和谐的战斗精
神!创造出了专属于那个时代的新女性集体象征的符号!深深
激励着我们!感动着我们&

让我们记住(铁姑娘%们的青春与激情!记住她们的劳动
和创造,,

$注#照片均由海南电网海口供电公司提供%

穿上重重的均压服 & 踩着尼

龙软梯 &爬上高耸铁塔 &一步步接

近高压线 & 头发和脸上的寒毛一

下子竖了起来 &头上 !噼噼啪啪 "

的放电声作响 & 火花四射''你

能想像一群
!"

岁的姑娘在
!!"

千伏带电高压线上工作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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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 海南活跃着一个

!三八 "带电作业班 ) 这群 !铁姑

娘 "在铁塔银线上的燃情岁月 &成

为那个时代的难忘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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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输电线路铁塔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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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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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楼还高) 但!铁姑娘"

们很快就适应了这种 !一架软

梯&飞登电杆"的高空带电作业)

"

三十年后!铁姑娘"们风采依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