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雪根：义务巡河30年
陈文飞 本报记者 徐黎明

暑期到来，樟树市昌傅镇新江村李家脑村民小
组的李雪根戴上红袖套，骑上电动车沿着河堤来回
巡查。这一看似简单的举动，他已坚持了30年。

新江村所处的袁河河段，河面宽阔，河水清澈，
夏季吸引许多人在此消暑。1991年，李雪根在袁河
大堤旁开了一个小卖部。那年夏季，袁河涨水，水
流湍急，他发现不远处有个小孩落水，便跃入水中，
将小孩救上岸。随着村里留守儿童逐渐增多，每到
暑假，李雪根都提心吊胆，总是顶着热辣辣的太阳，
在河堤上巡查，当起了防溺水义务巡查员。

夏季的午后和傍晚，经常有小孩想去河边戏
水。只要发现有小孩靠近河边，李雪根就会大声阻
止，邻村的小孩看见是李雪根来了，都乖乖地回去。

今年67岁的李雪根患有糖尿病、腰椎间盘突出
等多种慢性病，但这并没有影响他巡河。他还用竹子
自制防溺水救生竿。今年“五一”小长假期间，几个小
孩到袁河排涝闸口玩耍，其中一个小孩不慎落水。危
急时刻，李雪根用自制的救生竿把小孩救上岸。

为确保附近几个村的水域都能巡查到，5年前
李雪根买了一辆电动车。30年来，李雪根在河边劝
导上岸的孩子有200余人，救起落水孩童10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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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街小巷，公路河道，四处可见智慧云眼和天网监控摄
像头，这些设备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撑起“智慧保护伞”。
夏日炎炎，记者走进中国电信新建分公司天网维护工程队，
跟随天网维护工程师体验了一番他们的日常工作。

“我们小区智慧云眼视频模糊，请尽快派人帮我们
修复。”7月19日9时许，新建区育新路邮电宿舍小区居
民反映，安装在小区的智慧云眼设备出现故障。接到
群众求助后，中国电信新建分公司立即派出黄永、李
辉、吴淇三名天网维护工程师前往修复。

穿上绝缘鞋，戴上安全帽，背上光纤测试仪器，提
上光纤熔接机，检查好车上的升降机、线缆、竹梯等设
备，三人坐上抢修工程车，迅速赶往维修现场。

一到现场，黄永与李辉负责架竹梯、扶竹梯和递检
修材料，吴淇则打开工具箱，拿好螺丝刀等工具爬上高
高的竹梯，对智慧云眼设备进行检修。在黄永的指导
下，记者爬上另一架竹梯，试图拍下吴淇作业的过程，
发现这并不容易。面对不停晃动的竹梯，站在上面的
记者心里发慌。而吴淇却淡定地站在竹梯上，有条不
紊地完成摄像头清洗、检测和维修。

“高空作业是常态，在基站、线杆、铁塔上面，‘飞檐
走壁’也是我们的必备技能。”黄永告诉记者，这个活不
仅考验技术，还考验体力和胆量。

不到10分钟，智慧云眼修复好了。记者发现，吴淇
爬下竹梯时，汗珠顺着他的额头、脸颊、脖颈往下流，后
背已经湿透。还没来得及休息一下，他们又接到报修电
话，位于溪霞镇105国道旁土地岭位置的天网断线了。

“我们马上到！”挂掉电话，三人又马不停蹄地赶往
现场。30分钟后，他们来到抢修点，发现摄像头的位置
太高。于是，他们改用升降机作业。记者在体验时发
现，在烈日的照射下，线杆被晒得发烫，线缆也烫手。
但黄永、李辉和吴淇三人顾不得这些，迅速分工协作，

查线路、接光纤、擦洗摄像头，修复天网设备。约一个
小时后，天网设备恢复正常。

记者看到，此时黄永、李辉和吴淇三人的衣服已经
完全湿透。“进入三伏天，我们常年在户外工作，衣服湿
了又干，干了又湿，这是常态。”黄永告诉记者，为确保
电信网络安全稳定运转，他们24小时待命，一天至少巡
护200公里。

●记者感言：

入伏以来，记者体验高温下的天网维护工程师的
工作状态，目睹他们用娴熟的技术，巡查、维修线路；徒
手攀爬滚烫的基站高塔，维护设备；徒步在烈日下测试
信号强度，深深感到“哪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
替你负重前行”这句话的分量。因此，对高温下的每一
位劳动者，我们更要多一份体谅和尊重。

持续高温天气，室外骄阳似火，这对施工人员特别
是重点工程的施工人员来说，的确是个考验，既要保工
程质量和进度，又要保证施工安全。7月 19日，记者走
进位于全南县龙下乡的南康至龙南高速公路扩容工程
C3标项目部，体验高温下的户外作业。

下午 3 时，烈日当头，当地实时温度已经攀升至
34℃。南康至龙南高速公路扩容工程宛如一条长龙横
卧在崇山峻岭中，工人们正在进行高空架梁作业。

“作为地方政府干部，平时与项目部联系较多，但
跟工人一起作业还是头一回。”龙下乡党委组织委员曾
娟头戴安全帽，身穿红马甲，在项目党工委书记赵作玲
的带领下来到作业现场。

“我们正在进行架梁作业，桥梁离地面最高的有30
米。”听着赵作玲的介绍，曾娟透过桥缝看了一眼脚下，
不由得紧张起来。“不过你放心，现场临边都扎紧了防
护栏，并铺设防坠网。你即使闭着眼慢慢走，也能确保
不会摔下去。”赵作玲笑着说。

经过一番简单培训后，曾娟戴好面罩，接过电焊工
张最先手中的电焊枪，开始了桥缝钢筋焊接作业。随
着枪头迸发出蓝色的火花，曾娟额头上的汗珠不停地
往下滴，衣服也湿透了。

张最先向记者介绍，与地面作业不同，夏季高空
桥梁作业既要克服恐高心理，还要忍受更高的温
度。“这个枪头的作业温度高达 1000℃ ，桥梁上又没
有任何可以遮蔽的地方。有时候钻到桥缝中间作

业，两边不通风，加上钢筋吸了热，人会更加难受，衣
服就像泡了水一样。趁天气凉快些，我们安排每天
早上 5 时就开始工作，中午必须休息，到下午 3 时才
重新进场。”

每当桥梁混凝土浇筑完后会有一个凝固期，持续
发热好几天，桥面最高温度接近 60℃。“我们试过把鸡
蛋放在混凝土上，一会儿就熟了。”张最先说。

面对高温和高空作业，为确保施工质量和人员安
全，中铁十四局集团南康至龙南高速公路扩容工程C3
标项目部成立了专门的安全管理部，每个作业面都确
保有3人进行安全巡查。“每天早上工作前，我们做的第
一件事就是向大家强调安全意识和防护知识，安全帽、
安全绳等防护设备一定不能马虎对待，同时禁止工人
穿易滑鞋、跑跳和交叉作业等行为。”赵作玲表示，工地
还设置了“防暑小驿站”，配有绿豆汤、纯净水、藿香正
气水等物品，避免工人中暑。

●记者感言：

脚下离地30米高，头顶是灼热刺眼的太阳，还要手
持电焊枪工作；既要确保自身安全，又要确保工程质量
安全，这样的高空作业，让记者发出由衷的赞叹：工人
们真的不容易，工人们真的有力量！当有一天，你驾车
或乘车经过这里时，别忘了今天高温下辛勤工作的建
设者。是他们的付出，才有你的安全畅行。

30米高架上焊接钢梁
本报记者 陈 璋 文/图

24小时待命守护天网
本报记者 洪怀峰 实习生 陈以润 孙木子

曾娟（中）在工人指导下体验焊接作业。

天网维护工程师正在修复线路。本报记者 洪怀峰摄

7月19日，方大九钢轧钢厂高
线车间，热浪滚滚。车间丙班机长
刘硕一头扎进生产一线，一待就是8
个小时。

当天一大早，记者也穿上工作
服，与人称“钢铁侠”的刘硕来到轧
钢厂高线生产现场。上岗前，刘硕
要注意每个细节，除了自己的个人
安全意识，还有方大九钢的安全制
度。他对记者说，今年方大九钢严
格推行“违者必究，一查到底，绝无
下不为例”的管理思路，抓实各层
级以检查维修为重点的安全履职，
全面强化安全生产红线意识。

正式上岗，记者才体会到刘
硕的每句提醒都不是多余的。一
靠近加热炉，只见一条“钢龙”从
炉中奔涌而出，在加热炉纯青烈
焰的映照下，钢坯散发出耀眼的
光芒。刘硕用测温枪对设备进行
点检，脸庞被钢坯映得通红，汗珠
从他脸上一个劲地往下掉，深蓝
的工作服透出汗水流过的痕迹。

“设备是生产的保障。人怕
热，设备也怕热，必须按规定对设
备进行巡检，这样才能及时发现异
常并处理掉。”刘硕顺手抹了一把
脸上的汗珠，“钢铁工人这一行就
是与高温打交道，我们每天至少要
喝3000毫升的水。”

因为是机长，刘硕在生产线上
来回检查，每道工序他都了然于
心。“粗轧工序主要是将钢坯进行
初步的料型控制，并挤压成标准的

料型进入下一架机架，为后道工序打好基础。”随着刘
硕的介绍，记者便见经过粗轧机进行第一道轧制后明
显瘦身的料型，进入到第二道中轧工序。

跟着刘硕走了还没5分钟，记者的T恤衫完全汗
透了。此时，刘硕来不及休息，手持钢钎、头戴面罩穿
梭在轧制线上，巡查吐丝情况，确保吐丝机中的螺纹钢
筋能整齐有序地到达下道工序。现场，迎面吹来的滚
滚热浪让人无法呼吸，刘硕迎着热浪时而用工具挑拣
出废钢筋，时而驻足观望钢筋的走向。记者看到忙碌
的刘硕，汗珠滑入他的眼睛，汗水渗透他的衣裳，他却
丝毫不顾。高温下，他的工作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
泛出厚厚的盐渍。

记者观察到，高线车间流水线约 600米长，挂在
车间的测温计不断在800℃至850℃间跳跃。刘硕介
绍说，这是火红钢材的温度，生产线平台温度超过
50℃ ，在这样的环境下，他一天不知道要走多少来
回。与刘硕一样，方大九钢轧钢工人虽然顶着足以

“洗桑拿”的温度，但时刻不忘岗位安全和生产安全，
他们全神贯注忙着各项工作。而在生产现场，公司不
仅配备了大功率风扇，操作室和休息室还安装了空
调，并且安排人员加强防暑降温物品和饮品的发放。

●记者感言：
安全无小事，安全生产更是一种责任。而守护安

全，这不仅是对自己负责，对家人负责，也是对企业和
社会负责。记者亲身体验方大九钢钢铁轧制现场火
热场面，也从中体会到安全生产的重要性，以及安全
保障工作的艰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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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勇：闲不住的警察
张金玲 许 鹏 本报记者 练 炼

今年 59 岁的王勇是九江市柴桑区公安局民
警，现任柴桑区志愿警察协会党支部书记。

“当民警时，有些事情想做却没时间，现在退居
二线，正好可以和一群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开展了
更大范围的志愿服务活动。”闲不住的王勇说。

爱，像星火燎原，以“维护治安 服务群众”为主
题的志愿者协会很快成为爱心志愿者汇聚的家
园。在王勇的带领下，志愿者协会先后开展了治安
巡逻、护校安保、接处警、交通志愿服务等活动，帮
助解决群众生活上遇到的难题、协调各类矛盾纠
纷、维护社会治安。王勇把柴桑区交通事故志愿者
协会中的知名律师、心理咨询师聚集起来，成立矛
盾纠纷化解群。王勇本人调解交通事故300余起，
调解成功率达到100%。

从事 12年禁毒工作的王勇，深知禁毒预防教
育的重要性。为加强广大群众尤其是青少年禁毒
宣传预防教育，多年来，王勇带领协会会员开展禁
毒宣传进学校、进单位、进农村、进家庭、进社区、
进场所活动，将禁毒宣传预防教育覆盖全区各个
角落。

2017 年以来，王勇先后被评为江西省第二届
“十大禁毒先锋”、全省优秀调解员、九江市第一届
“最美禁毒人”等。

本报记者深入钢铁生产车间、重点工程工地、网络维护公司
采访安全生产工作——

高温下，他们为安全恪尽职守

小孩遇“杀鱼盘”被骗数万元
本报南昌讯 （记者陈璋 实习生徐玉婷）近日，南

昌市红谷滩区某小区一名11岁小孩遭遇诈骗，被骗金
额近5万元。

据介绍，7月 6日上午，受害人徐某 11岁的女儿在
家玩手机。突然，手机QQ群里有人发出名为“腾飞娱
乐平台”的链接，要大家点赞并称可以得 888元的福利
红包。然而，徐某的女儿点赞后无法领取红包，联系该
平台后，对方要求加微信，随后又表示福利红包已经下
发，但因对方是未成年人，填写个人信息错误，导致红
包账户处于冻结状态，要领取的话还需缴纳解冻金。
徐某的女儿信以为真，就把徐某银行卡里的钱转到手
机微信零钱，再把钱转给对方。徐某看到手机里的转
账短信不对，问过女儿后，发现是一场骗局，此时已损
失近5万元。

南昌市公安局反诈中心表示，这类诈骗案俗称“杀
鱼盘”诈骗，指的是诈骗金额小、以未成年人为主要目
标人群的诈骗案件，以高倍返利或免费领取纪念品、红
包等为“鱼饵”，利用年轻群体没有社会经验和贪图小
利的心理，咬钩上当，最后达成“捕鱼”（骗取钱财）的目
的。警方提醒，家长平时一定要给孩子普及防诈骗知
识，切记不要将手机支付密码等信息透露给孩子。

心贴心服务
本报记者 邹海斌

近日，家住宜春阳光华庭的周女士来到宜春水务集
团城北客服中心送锦旗，感谢用水管理员廖会华的361°
贴心服务。宜春水务集团精心打造361°党建服务品牌，
贴心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

保障民生，服务民生。宜春水务集团在全方位做好
供水服务的基础上，全面推行 361°服务，通过供水服务
工作的多一度努力，让用户多一度满意，使供水保障更
强一点、优质服务更优一分。3月，在阳光华庭抄录水表
时，廖会华发现周女士的水表读数大增，便多了一份细
心。经调取用户水表后台数据发现，该用户家近几天用
水量高达100多吨。廖会华立即将水费异常情况电话告
知用户。“我前几天就已离开宜春，不可能用这么多水
的，请你们帮我处理一下吧。”周女士焦急地说。

根据多年的工作经验判断，用户家肯定出现了漏
损。考虑到该用户在外地不能及时赶回来处理，廖会华
主动帮助用户关闭水表闸阀，减少损失，叮嘱用户回来
后及时与她联系。

供水无小事，服务无止境。宜春水务集团通过打造
361°党建服务品牌，提升全员服务意识，在供水服务中多
为用户着想。每季度评出 5名 361°服务标兵，年度评出
十佳标兵、1个361°服务先进党支部，营造了361°服务的
浓厚氛围。

宜春水务集团在宜春经开区设立了 361°妈妈式服
务驿站，为企业提供“四零”服务，即企业“零跑腿”、服务

“零距离”、联系“零空隙”、用水“零困难”。目前，361°妈
妈式服务驿站上门走访、回访企业用户 60余家，上门为
企业办实事、解难题17次。

刘硕手持钢钎、头戴面罩穿梭在轧制线上巡查。
本报记者 余红举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