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温下，胡军正在检修电路。本报记者 洪怀峰摄

铁骑民警在路上巡逻。本报记者 蔡颖辉摄

徐国平坐在热浪滚滚的驾驶室为种植户

翻耕水田。 本报记者 徐黎明摄

李小兵开着叉车在冷库内搬运货物。本报记者 邹晓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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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 外 气 温 近 40℃ ，门 内 是 零 下 18℃ 的 工 作 环

境，每天感受近 60℃ 的温差。酷暑中，南昌有这样

一群劳动者，他们短袖和棉衣相互替换，克服着两

种极端环境带来的困难，辛勤劳作。他们就是冷库

工人。连日来，南昌持续高温，冷库工人每天承受

着高温与低温的落差，穿越“冰火两重天”，将水饺、

肉类、海鲜等食材运送到市民的餐桌上，确保供应

充足。

7 月 25 日，记者来到位于南昌市朱桥东路的南昌

深农冷链物流有限公司冷库。冷库外是一堵坚实厚

重的保温门，隔开了室内室外的两个世界。记者看

到，工人们身着厚厚的棉服，开着叉车把冷库里的货

物搬运到货车上，来来回回忙个不停。

今年 43 岁的李小兵是冷库的搬运工，已经在这

里工作 3 年多，每天在零下 18℃的冷库中搬运货物、

管理货物。

只见李小兵快速换上棉服、戴上棉帽、穿上棉

鞋，给膝盖套上护膝，然后开着叉车进入冷库。记者

也套上一件棉衣，跟着李小兵进入冷库。

进入冷库后，记者感到寒气逼人，地面上已经结

冰。冷库里的肉制品、汤圆、水饺等货物摆放整齐。

在灯光下，能明显看到一层升起来的雾气。尽管外

面是酷暑，但冷库的顶部却结满了厚厚的冰凌。记

者在冷库里只待了 10 分钟，就开始感到阵阵寒意，冷

气从脚底直往上钻，手指头都不太灵活。

李小兵开着叉车在冷库里熟练地将一箱箱冷冻

物品按类别有序摆放。“每天早上 8 时上班，工作 8 个

小时。一般开着叉车进出冷库搬运货物只需要几分

钟，但是，最长的时候在冷库里待了两个多小时整理

货物。”李小兵说，刚做这个工作的时候，他还有点不

适应里外温差，“最难受的是，外面天气热，身上刚出

汗立马进入冷库搬货，温度又急剧下降，那种感觉真

是透心凉。”

走出冷库的瞬间，记者的眼镜上布满水汽，皮肤

有灼热的感觉。每天来回穿越近 60℃ 的温差，面对

“冰火两重天”的考验，李小兵说：“我们都习惯了。”

李小兵每天要出入冷库搬货近百次，搬运货物 50 吨

左右。“想到我们搬运的食材能够及时送上市民的餐

桌，虽然辛苦，但很欣慰。”李小兵笑着说。

穿越“冰火两重天”
本报记者 邹晓华

最近南昌的天气“高烧”不退，烈日当空，骄阳似

火。在所有人都巴不得躲进空调房之时，有一群人

直面酷暑，头顶厚重的防护头盔，穿戴 12 公斤重的制

服与装备，驾驶摩托车，每天至少在路面巡逻 8 小时，

守护着市民的交通安全。他们，就是南昌交警铁骑

民警。

“791、791，赣江中大道万达华府段由南往北方向

有一起两车相蹭事故，请立即去现场处理。”7月 24日

15 时 25 分，南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红谷滩交警大

队指挥中心通过电台呼叫铁骑中队民警张强，要他

立即赶往事故现场进行处理。刚进办公室，只是摘

下头盔喝了一瓶水的张强，戴上头盔又骑上摩托车

出发。

“这是我们的工作常态，除了早晚高峰要在路上

不间断巡查，平峰时段我们还要参与整治不文明交

通行为、打击违法车辆、快速处理事故等工作。一天

基本上有 8 小时穿着这身铁骑制服在路上奔波，保障

群众出行通畅。”今年 38岁的张强说。

与普通民警不同的是，铁骑民警每天穿的制服

内安装了多块防护甲，将铁骑民警身体重要部位包

裹起来，给民警提供保护的同时，也带来了别样的

“温暖”。记者穿上民警们日常穿戴的骑行服，再佩

戴全套装备后，感觉就像是包裹着棉被又在腰间别

了个哑铃，站着不动一会就汗如雨下。

“如果说夏天在室外是‘烧烤模式’，那我们在室

外就像是包了锡纸的铁板烧。”张强执勤回来后取下

头盔给记者看，头盔里面湿漉漉的，湿透的头发贴在

脑袋上；脱去骑行服与装备，里面穿的 T 恤能拧出

水来。

人体大量出汗必须靠不断摄入水分维持体内水

分平衡。张强介绍，在铁骑中队，民警们每天人均喝

掉 15 瓶矿泉水。“我们的辛苦，群众看在眼里，前几天

我在路上疏导交通时，就有司机特意下车送水给我，

并说了一声‘辛苦了’，那感觉比喝冰水还舒服。”

“我们铁骑中队的民警由于装备的特殊性，在

夏天所有铁骑队员随身都会携带防暑药。”红谷滩

交警大队副大队长洪源表示，“所有民警都非常辛

苦，但只要能保障群众安全畅通出行，我们再苦再

累也值得！”

不惧“烤”验保畅通
本报记者 蔡颖辉

7 月 25 日，省气象局发布消息称，全省最高温度

37℃～39℃；体感温度全省平均47.8℃。这对户外带电

作业的电网工作人员来说，是个不小的考验，既要保证

维修电网的质量和速度，又要保证自身的施工安全。当

日，记者跟随国网上饶供电公司输电带电班班长胡军和

他的团队，体验高温下的户外作业。

胡军和他的团队主要负责 220 千伏紫阳电铁 ll
线。这条线路长达 3.1 万米，直接关系合福高铁安全

运行。随着进入夏季用电高峰，该线路也进入高负

荷运行状态，为确保电网运行平稳、客户用电不间

断，国网上饶供电公司决定通过高空带电作业的方

式为该线路进行巡查和检修。

高空带电作业，需要不恐高且技术过硬的电网

维护工程师，他们被称为铁塔上的“特种兵”，胡军就

是其中一员。

一大早，胡军和 9 名同事带上装备，一头扎进紫

阳电铁 ll 线婺源县秋口镇梅田叶村段。这里山高林

密，行进困难，一路上，胡军与同事们只能靠肩扛、手抬

等方式运输施工器具和维修材料，大家的衣服很快就

被汗水打湿。经过一个多小时的爬山钻林，胡军与同

事们来到一座山头上的铁塔下。稍作休整，在同事的

协同下，胡军穿好重达 7 公斤的绝缘服，系好安全带，

戴上安全帽，带上检修设备，开始向铁塔上端攀爬。

抵达铁塔上端后，胡军严格按照规程娴熟、细心地作

业，测试屏蔽服的电阻、挂好绝缘软梯……

随着气温越来越高，胡军早已大汗淋漓。“我们测了

一下，铁塔表面已达58℃。”胡军说。

3 个小时后，作业顺利完成，胡军与同事脱下屏

蔽服，纷纷把屏蔽服里的汗水拧出来。这样的“烤”

验对于胡军和他的团队早已经习以为常。

“作业时需要穿上厚厚的屏蔽服，利用软梯快速

登杆并迅速抓住带电导线……”一边整理检修设备，

胡军一边现场给徒弟姜之强现场教学。今年是胡军

在一线高空作业的第 18 个年头，今天也是他第 4008
次高压带电作业。已经成长为国网上饶供电公司输

电带电班班长的胡军，每一次高空作业完成后，都要

向年轻同事一遍遍讲解高空作业的步骤要领。他

说：“既然大家叫我一声班长，我就有责任、有义务把

我掌握的知识和技能传下去。”

铁塔上的“特种兵”
本报记者 洪怀峰

高温下的坚守！

眼下，正是夏收夏种“双抢”时节。正午时分的

新干县谭丘乡马田村，田间地头升腾起阵阵热浪，此

时的气温已经突破 39℃ ，地表温度达到 55℃ 。今年

60 岁的农机手徐国平正驾驶大型拖拉机在刚刚收割

完毕的稻田里来回穿梭，翻耕平整，为栽插晚稻做准

备。此时，他已经在烈日下连续工作 4 个多小时。豆

大的汗珠不断从他脸上滚落，衣服被汗水湿透，又被

太阳烤干后结了一层白白的盐。

徐国平有一个幸福的家庭，一儿一女均已成家，

孙子孙女乖巧可爱。本可以在家享福的他，舍不得

放下已经干了 6 年的农机手职业。“双抢”是一年中最

忙的时候，徐国平出门前装上一壶当地传统方式制

作的擂茶、一壶温开水，随身备上藿香正气水、清凉

油、风油精等防暑降温药品，驾驶拖拉机直奔田间。

“今天帮邹小新家翻耕 5 亩土地。”徐国平告诉记

者，邹小新在县城做生意，将耕地委托他管理，从耕

到种再到收，一样不落帮邹小新完成。好在现在的

农田都是高标准农田，适合大型农机作业，半天时间

就能完成抢收抢种。要是往年，得花费 4天时间。

“早稻已收割归仓，麻烦徐师傅翻耕一下。”临近

傍晚，徐国平的手机上又收到一条信息。喝了一碗

擂茶，徐国平又爬进驾驶室。拖拉机长时间运转，发

动机热得烫手，散发出的热浪让徐国平浑身是汗。

为了抢时间，徐国平每天要翻耕 30 亩左右的水田，工

作 10 多个小时，不断重复着同样的动作，这对体力是

一个极大的考验。

今年春耕前，徐国平购置了 1 台大型拖拉机，这

是他从事“田保姆”工作 6 年以来添置的第 6 台大型

农机。除去 2 万多元的农机补贴，徐国平只花了 8 万

元，就将这台每天可耕地 30 亩的农机收入囊中。徐

国平说，他目前已经为农户翻耕平整了 800 亩耕地。

烈日下连续作业虽然很辛苦，但看到种植户的收入

稳增，心里很踏实。

徐国平告诉记者，县农机部门经常来到田间地

头看望农机手，将装有防暑降温药品的清凉礼包、

农机安全宣传手册等送到农机手手中，叮嘱农机手

注意休息，安全生产，还安排技术人员对机器进行

检修。“我会鼓足干劲，做好机收机耕机种工作，不

误农时。”

挥汗如雨忙“双抢”
本报记者 徐黎明

7 月 25 日，位于进贤县信江河畔的昌景黄铁路江

西段站前五标施工现场，中铁二十五局昌景黄铁路

项目劳动竞赛誓师动员大会正在举行。“酷暑给我们

施工造成了不小的影响，但是为了确保项目顺利完

成建设目标，我们没有退路。在做好防暑降温措施

的同时，必须咬紧牙关，全力以赴跑出建设加速度，

确保信江西支特大桥连续梁合龙和全线无砟轨道在

今年完工。”中铁二十五局西北分公司昌景黄铁路项

目党支部书记、工会主席王斌说。

上午 9 时，气温已经攀上了 35℃，空气中难觅一

丝凉风。记者跟着施工人员来到昌景黄铁路信江西

支特大桥施工段。爬上 6 米高的桥梁，毫无遮挡的作

业现场让人立刻感受到阳光的炙烤。与普通作业面

不同，这里横跨江面，桥梁混凝土吸收的热量伴随着

河水蒸发带来的热气，让人又晒又闷。短短两分钟，

记者身上的衣服便完全湿透。

“这还不算最高的，往上走可以达到 20 米，那里

更热。”技术员张浩浩笑着说，“我每天都要在桥上巡

查。晚上跟家人视频的时候，他们都说认不出我了，

因为晒得实在太黑了。”

很快，记者来到无砟轨道作业现场。根据施工

要求，无砟轨道混凝土浇筑完成后，要在上面覆盖

一层土工布和一层塑料薄膜，同时 24 小时保证管道

滴水维护，以防混凝土干裂。每天，施工人员都要

将桥下的河水抽进桥面的集水箱，然后通过管道流

入轨道。随后，他们再步行检查，一段一段地翻开

土工布和塑料薄膜，确认没有干涸。“天气热，水干

得快，每过 2 小时上来检查一次。每次翻开土工布，

水汽扑面而来，就像蒸桑拿。”张浩浩擦去头上的汗

水说。

张辉是一名班组长，今年 3 月来到昌景黄铁路项

目。“头顶是烈日，脚下是混凝土，手上是炙热的钢

筋，周围还有源源不断上升的水蒸气，工人每天都要

随身携带防暑药品。”张辉说，为了避免暴晒，工人每

天早晨 4 时就会上工，9 时 30 分休息，16 时重新上工，

直至深夜。

为了保障工人安全，项目部一方面对作业时间

进行了调整；另一方面，设置多个爱心服务驿站，为

工人免费提供西瓜、绿豆汤和防暑药品等。同时，为

了确保施工质量和安全，项目部每天都会安排管理

人员在现场巡查，一旦发现问题，立即整改，确保隐

患消除在萌芽阶段。

咬紧牙关忙建设
本报记者 陈 璋 实习生 邓扶摇

施工人员正在搬钢筋。本报记者 陈 璋摄

编者按
眼下正是三伏天，我省各地遭遇持续高温少雨

的极端天气，各行各业尤其是户外工作者面临着严

峻的身体和心理考验。其中，既有忙碌于田间地头

的农民、项目工地的工人，还有确保路畅民安的铁

骑交警、保障生活物资供应的人员等等。他们顶着

烈日，用实际行动践行着新时代一线工作者的敬业

精神，在平凡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贡献。

为此，记者深入这些行业，与一线工作者一

起战高温、斗酷暑，只为展现他们不畏炙烤的坚

守，致敬他们保障民生的付出，诠释烈日下最美

身影的奋斗意义。

同时，我们也温馨提醒，相关部门、企事业单

位要共同努力，切实做好高温天气作业劳动保护

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