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烈日下的
一线工作者

② 6月3日，海口椰海大道，一
位清洁工人“全副武装”抵挡烈日高
温。 本报记者 李英挺 摄

① 6月3日，海口市药谷二区，
一位建筑工人汗流浃背地工作着。

本报记者 李英挺 摄

④ 6月3日，海口交警在烈日
下指挥交通。
本报记者 邓海宁 通讯员 林馨 摄

③ 6月3日，海口供电工人在
道客村安装变压器，缓解供电压力。
本报记者 陈元才 通讯员 杨永光 摄

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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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6月3日讯（记者邵长
春 通讯员代进 余加喜）近日，海南大
部分地区连续出现高温天气。受高温
天气影响，6月2日22时，海南统调负
荷首创历史新高，最高达424.4万千
瓦。

据了解，2016年海南统调最高负
荷出现在8月份，为412.9万千瓦，而
根据海南电网对今年供需形势的预
测，预计2017年海南统调最高负荷将

达450万千瓦，同比增长为8.99%，将
出现在6月或7月初。在各项措施的
保障下，今年电力供需基本平衡。

由于高温天气导致用电负荷突然
增长，我省部分地区出现公用变压器
突然超负荷运行，线路突发故障跳
闸。为了保障供电，海南电网各供电
局建立了快速反应的故障抢修机制，
增加故障抢修人员及设备配置，第一
时间赶往故障点，提高抢修效率。

在海口府城高登东街，记者看到，
在灼人的高温下，供电人员汗流浃背，
正在抓紧对超负荷运行的变压器和故
障设备进行更换。而在海南电网公司
调度大楼，调度人员也在时刻监控负
荷变化情况。

海南电网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运行
方式科副科长毛李帆说，为保障高温
天气下的正常电力供应，该公司在高
温来临前做好了各项前期准备工作，

包括督促各统调电厂加强机组及辅机
运行维护，协调超高压海口分局加强
500kV联网工程一、二次设备特巡维
护，加强主网关键输电断面监控等。
海南各市县供电局也加强了主配网运
行设备的巡查测温和监控，做好重载
设备负荷预测，合理安排运行方式，提
前采取转移负荷等措施。特别是在高
温期间，供电部门将合理安排停电检
修，尽量避开高温时段和重要用电时

段，通过转移负荷、带电作业等措施减
少停电时间，保障居民生活用电和高
考用电。

此外，海南电网客户服务中心新
增了供电服务热线95598的坐席人
员，将话务通道由原来的43路扩充到
100路。同时，优化了系统功能和话
务排班，重点在 12：00-15：00，18：
00-21：00等客户用电高峰时段增加
话务人员数量。

琼海力保电网安全“迎峰度夏”

“有故障，立马上！”
■ 本报记者 刘梦晓 通讯员 卢传隆

今天11时30分，琼海市嘉积镇供电所接到
用户来电：爱华路附近区域停电，请求查看处理。
供电所工作人员立即核实详细地址，并火速将报
修电话传达到24小时待命的配电抢修班。

“有故障，立马上！”仅仅8分钟后，配电抢修班
班长何宗肪组织人员带上工具，驾车赶到现场，投
入紧急抢修。抢修员们经过现场勘察，确定为10
千伏联先线19号电杆受损，造成用户停电。拿脉
问诊，对症下药，高温下的抢修作业全面展开。

正午时分，盛夏的骄阳正在发威。电杆上的
横担、三角铁架等，经高温烘烤，已经热得烫手。
5名抢修员身穿长袖工装，戴上厚厚的低压绝缘
手套，冒着酷暑，蹬上电杆，在高空中艰难抢修。

15时40分，故障排除，恢复供电。此时，室外
气温已升到38℃，地表温度高达45℃。抢修员们
在电杆上高温作业足足3个多小时，午饭也只能扒
几口。抢修员曾广林的工作服早已被汗水湿透，汗
珠从安全帽下沿着发梢不停滴落，他只能时不时停
下手中的活，擦拭渗入眼中的汗水。

故障的线路终于修好了，抢修员们擦一擦汗
水，又马不停蹄奔赴下一个故障点……

据了解，近几日琼海持续高温，电力负荷急剧
攀升。为确保电网安全运行“迎峰度夏”，琼海供
电局迅速启动电网特殊巡视制度，每日对高低压
线路、设备开展巡视、测温工作，及时发现和消除
安全隐患。据悉，琼海市供电局今天先后受理各
种抢修任务12宗。 （本报嘉积6月3日电）

三亚多部门联动
坚持推进“创文巩卫”

本报三亚6月3日电 （记者林诗婷）“加把
劲！坚持把这堆建筑垃圾清理干净，老乡为大家
准备了水。”今天，在三亚市天涯区回辉社区，数十
名社区工作人员头戴草帽、扛着铁铲，走村入户清
理卫生死角，维护村内卫生环境。

进入6月，烈日炎炎，三亚气温持续攀升，“创
文巩卫”等相关工作不停歇。连日来，为深入推进

“创文巩卫”等相关工作，三亚市天涯区友谊、建设
街、回新、回辉等多个社区联合包点单位，以及市
区相关职能部门战高温，坚持推进每周的“搬家
式”大扫除工作，进一步推进全民参与到城市环境
卫生整治工作中。

数据显示，仅6月2日，天涯区对城区道路保
洁面积达554万平方米，镇区保洁面积246万平
方米，农村保洁面积332万平方米，同时，对各主
干道进行洒水清洗，面积达165万平方米，清运垃
圾量共762吨。

琼岛持续高温“烧”出用电新高
6月2日22时海南统调负荷最高达424.4万千瓦

定安贫困户下地抽水为芋头“解渴”

“日头毒，别晒坏了脱贫苗”
■ 本报记者 邓钰 特约记者 司玉

“日头毒，水田被晒得发慌，田野烫得渗人。”
今天，在定安县富文镇大里村委会大里村的一片
芋头田中，贫困户林录真顶着烈日，从沟渠中抽
水，浇灌田中的芋头。

“芋头正是长势最旺的时候，缺了水，果实可
没法发育。”这两亩芋头是林录真的宝贝，这两天
持续高温，今天气温更是高达38℃，地里的芋头
有点晒蔫了，可把他急坏了。

“怎能不急？今年的脱贫希望全在里头了。”
林录真说，去年12月，大里村扶持村民发展“八月
红”芋头种植产业，为每户贫困户提供每亩280元
的补贴，用于购买芋头种苗和有机肥，同时每月集
中举办一次种养培训班，为贫困户进行系统性的
技术指导，并派出种植能人指导播种、施肥和除虫
等田间管理工作。此外，村委会将统一寻找销路，
让贫困户种有所得。“我看着种芋有赚头，赶紧把
自家两亩水稻换种成3000多株芋头。”

经过细心照料，林录真种的芋头枝繁叶茂。
“再有两个月芋头就能丰收了，可别让毒日头晒坏
了我的脱贫苗。”他从正午忙到傍晚，黝黑的皮肤
晒得通红，连背心都被汗水湿透了。

林录真虽忙得口干舌燥，但看到一株株芋头
“喝”饱了水，再次恢复了生机，他脸上露出灿烂的
笑容。“保持这个势头，如果每亩能赚四五千元，今
年脱贫不成问题。” （本报定城6月3日电）

■ 本报记者 计思佳

工地“下陷”11米，底下一丝风都
没有，头顶有烈日，别说劳动，就是原
地不动站上2分钟，衣服就会全部汗
湿。

今天下午4时，在海口市学院路
椰海大道交叉口，地下综合管廊项目
施工工地一片繁忙的景象。挖掘机铲
土，吊车起落钢筋，工人们架脚手架、
打模具、焊贴片……每个人都不顾汗
流浃背，紧张工作着。

“我们在地下，比其他工地更闷
热。”中铁四局椰海大道管廊项目安
全总监张辉说，工地地表温度已超
过 48℃，地下管廊现场则会更高。

“很多施工段还没有进行混凝土浇
筑，太阳暴晒下，钢筋温度超过
60℃，烫脚！”

对高温体会最深的应该是焊工颜
满武。只见他“全副武装”，戴着安全
帽和焊工眼镜，身穿长袖长裤，套上厚
重手套，脚上穿着胶鞋。电焊火花呲
呲一响，记者站在他身边，瞬间觉得温
度又上升了10℃。

“没办法，干焊工就是这样。”豆大
的汗珠顺着鬓角往下滑落，他头一歪，
直接往衣服上蹭了蹭。

“干嘛不学其他人在脖子上搭个
毛巾？”听到记者的疑惑，这个30岁的
湖南汉子呵呵一笑：“工期紧，想快点
干完。来不及擦汗，往衣服上蹭也挺

好。”颜满武来海口才3个月，皮肤已
经完全晒成了古铜色。

半小时后，颜满武把工具给了轮
替的工友。他褪下手套、眼镜，走到阴
凉处坐下，先把冰镇矿泉水瓶往脸上
蹭了蹭，降降温，接着咕咚咕咚地大口
喝起来。“这种1.5升的矿泉水，我一
上午能喝3瓶。”

地面上的工人同样要接受高温的
挑战。挖掘车司机苏修贵负责填土，
虽然车内有个小风扇，但吹出来的全
是热风。“车上坐15分钟，椅子上就全
是汗水。”苏修贵说，大家也想能下雨
降降暑，但这样就要耽误工期，“所以
还是加紧干活吧。”

为了应对高温天气，保证工程进

度，海口椰海大道管廊项目安排施工
人员分3组轮番作业。“工人每天的工
作时间是8小时，现在我们把上午上
班时间提前一小时，下午上班时间推
迟 1小时，避免工人在最高温时施
工。”张辉介绍，工地也准备了矿泉水、
饮料、藿香正气液、清凉油等防暑降温
物品。

椰海大道地下综合管廊项目西起
海汽路交叉口，东至龙昆南路交叉口，
总长3.5公里。为了减少对海口市民
正常出行的影响，力争提前竣工，目前
现场劳务人员已增加至500人，全体
人员正加班加点，有望在2018年1月
基本完成。

（本报海口6月3日讯）

海口地下管廊项目工人“地底”战高温

海口绕城高速冒暑施工

“天气晴热，正是
铺沥青的好时机”
■ 本报记者 计思佳

通讯员 张璐

今天14时，气温已攀升到
了38℃。在海口绕城高速改扩
建工程的施工现场，两台大型摊
铺机、8辆压路机和工人们正冒
着酷暑紧张施工。

负责路面摊铺的班组长杨
振宁告诉记者，沥青摊铺，温度
越高越好。这几日天气晴好，正
是沥青施工的最佳时机。

头顶是炎炎烈日，脚下是
170℃的高温沥青，虽然穿了厚
底鞋，但工人们的鞋底经常被烫
得变了形。为了保证进度，他和
同事们每天都早起晚归，虽然辛
苦，但看着平坦的路面一点点向
前延伸，杨振宁心中感到十分自
豪。

目前，该项目投入300多名
施工和建设管理人员和近100
多台机械设备，已基本完成丘
海互通至美兰机场主线的路
基、路面及附属工程施工，预计
2018年3月底全部完成该项目
施工。

（本报海口6月3日讯）

6月3日，人们在海口假日海滩嬉水避暑。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假日海滩 清凉避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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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3关注高温天气关注高温天气

本报临城6月3日电（记者罗安
明 通讯员王海洪）今天省气象局发布
全省高温天气信息，省气象局相关负
责人表示，从监测数据上看，6月3日
琼岛的最高温出现在临高（41.9℃）。

记者从临高县气象局获悉，今天
下午，临高角自动气象站监测到了全

县当天的最高温41.9℃，分布在该县
各乡镇的其他17个自动气象站监测
日最高气温均超过 37℃，未超过
40℃。

当天14时30分，临高气象局已
发布高温橙色预警，各职能部门已经
着手部署防暑降温工作。

针对这两天出现的高温天气，
临高县市政局要求在户外工作的
相关人员做好防暑降温措施，全县
800 多名园林绿化工人每天早上 7
时上班、10时下班，下午4时上班、
7时下班。环卫工人在做好道路清
洁工作的同时，可以就近选择树荫

处或室内场所进行间歇休息，避免
长时间曝晒。临高县住建局启动
防高温预警工作方案，要求各建筑
工地做好建筑工人的防暑降温工
作，发放必要的防暑降温药品和饮
料，一旦工人出现中暑症状，立即
送往医院。

临高市政、住建、农业等部门部署防高温措施

41.9℃！昨天最高温在临高

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