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供电所工作人员在山间巡线

在北京最东部， 有一片美丽
的金海湖 ， 这里有一群山间行
者， 只要有线路的地方， 他们必
定要走到最近的位置 ， 查清情
况。 一步一步脚印， 留下的除了
他们的足迹， 还有对工作的信念
和执着。 他们用汗水和辛劳， 吟
唱着守护光明的赞歌。

在这广袤大山当中， 不论环
境多么恶劣， 只要线路有缺陷，
只要供电有威胁 ， 他们就直达
“病患”， 风雨无阻。 他们穿行在
山间、 乡村、 田野， 沿着一条条
线路， 长途跋涉、 风餐露宿。 眼
前是绚丽的风景， 心中是无限的
责任和使命。 他们就在这样的条
件下默默地坚守， 守护着金海湖
畔的万家灯火。

一代代山间行者把青春和热
情挥洒在这片山水之中， 金海湖
供电所先后获得北京市工人先锋
号、 国家电网公司工人先锋号、
全国青年安全生产示范岗等多个
国家级和省部级荣誉。

老员工的责任感
感染新来的大学生

2016年， 家住朝阳区的张鹏
成了金海湖供电所的一员， 他也
是所里的第一名大学生。 这里虽
然山路多， 线路长， 条件艰苦，
但却管理精良， 服务优质。

“曾经在我年少时， 并不懂
什么是坚守和责任， 更不明白为
什么会有人用一辈子的时间重复
一件简单机械又艰苦的事情 。”
张鹏告诉记者， 跟着老员工一起
工作， 看到了他们身上对这份工
作的坚守， 让他逐渐懂得了责任
的含义。

第一位给张鹏留下深刻印象
的是同事老张。 老张叫张宝光，
1987年就到原电管站工作， 在供
电所已经摸爬滚打了30年。 每天
一早， 他都是穿好工作服， 系好
胶鞋带， 挎包往脖子上一挂， 水
杯往屁股兜里一插， 安全帽往头
上一戴， 备好一天的干粮， 就出
门上山开始巡线。

在山区巡线可不是件容易的
事情， 张鹏跟老张有过两次一起
巡线的经历， 巡完线第二天他都
会累得浑身酸软。 其实巡线是件
很日常的工作， 但在山区巡线，
无疑是给工作加大了难度。 山高
路陡， 林深草密， 野鸡草蛇成为
巡线路上的 “小伙伴”。 有些山
坡坡度能达到80度， 松动的碎石
块上面还铺满了枯黄的树叶， 稍
有不慎， 随时会有生命危险。

老张30年的经验， 几乎早已
摸透了每条羊肠小路的情况， 脚
下的路再难， 他总能走过去， 山
再高， 也总有办法爬上去。 在巡
线过程中， 老张边走边拿着望远
镜张望， 每巡到一基线杆， 就会
检查金具是否锈蚀、 缺失， 导线
是否有断股虚接情况， 有没有鸟
窝、 风筝等障碍物， 他都要走到
最近的地方一一看清楚 、 记明
白 ， 就 像 一 位 门 诊 老 中 医 ，
“望、 闻、 问、 切” 是样样都行。
排查隐患， 老张也是出了名的仔
细、 较真儿， 在他的眼皮底下，
绝不给隐患留下任何藏身之地，
也决不允许隐患在他这里默默
“潜伏”。

老张没有当过兵， 一直梦想
着自己可以当兵。 工作时， 每当

自己巡线感到累时， 他就想想二
万五千里长征， 自己再苦再累，
都能克服。 30年的摸爬滚打， 他
早就成了巡线员中的 “老兵 ”
了。 他也经常自豪地说： “算下
来， 我这么多年也相当于走了几
个长征路， 也算是圆了我当兵的
梦想了。”

30年的坚守， 朴实的老张早
就适应了巡线的孤独， 他将最好
的青春奉献给金海湖的大山 ，将
自己融入到这片绿水青山之中。
深一脚浅一脚的印记， 正是一名
巡线员对工作的信念和执着。

遇到特殊天气
随时备班待命

如果说老张30年如一日是一
份坚守， 那老唐便是默默奉献的
典型。

唐小良是金海湖供电所的副
所长 ， 50多岁 ， 这个身高一米
九、 在湖畔长大的汉子， 曾经担
任平谷县篮球队主力中锋。 平时
没什么别的爱好， 就是喜欢喝点
小酒， 基本上每天下班回到家都

要喝上几口。 而他的家人是不太
愿意让他喝酒的 ， 毕竟上了年
纪， 还是要注意身体， 但他的闺
女和媳妇都劝服不了他。

记得有一次外出工作， 在回
所的路上， 张鹏碰到了老唐的妻
子聊了几句。 当时嫂子说： “张
鹏啊， 回头你们都劝劝老唐， 让
他少喝点酒吧 。” 话还没说完 ，
就叹了口气： “哎， 得了， 你们
也劝不了， 我算看出来了， 也就
天不好的时候他不敢喝， 真是拿
他没办法。” 说完便无奈地走了。

一开始 ， 张鹏没懂什么意
思， 为什么天不好的时候老唐就
不喝酒。 慢慢地， 他明白了， 但
凡赶上刮风下雨、 打雷闪电的天
气， 老唐绝对滴酒不沾， 生怕有
什么抢修任务需要随时出动。

后来张鹏也知道了， 其实供
电所像老唐这样的师傅还有很
多，由于供电运行工作的特殊性，
他们对周末、节假日、刮风下雨等
这些字眼都极其敏感。 只要感知
到当天天气不好， 大家都会不约
而同留在家里备班待命， 看到雨
过天晴后， 他们的警惕性才会放
松下来， 这种行为似乎早已成为
了这些山间行者的一种习惯，他
们把工作早已融入到生活中了。

“现在我懂了， 这份坚守，
这份忠诚， 正是他们的职责、 他
们的事业， 也是我的职责和我的
事业。” 张鹏说道。

保护线路平安
牢记责任与承诺

夏季天气炎热， 金海湖供电
所运行班工作人员把巡视线路、
消除隐患作为常态工作。 夏季杂
草疯长， 金海湖供电所辖区又地
处农村山区， 很多变台都爬上了
杂草。 每次外出寻线， 他们都不
忘拿上镰刀、 高枝剪子， 发现隐
患立即处理。 绝不放过一点点隐
患， 保障线路、 设备健康运行。

空调、 冰柜等大功率电器是
夏天每家每户都要运行的， 但它
们也是通常造成线路故障的罪魁
祸首之一。每年入夏后，运行班的
师傅们经常是连续几个月没有休
息，进行10千伏线路的巡视工作，
确保每家每户都能正常用电。

夏天的代名词不仅有炎热，
还有雨水 。 一次 ， 雷雨刚过 ，
金海湖供电所就接到水峪路出现
接地信号 、 需要立即巡线的指
示。 运行班立即组织人员分成4
组进山， 每组4人查线。 经过翻
山越岭， 每个杆到位， 3个多小
时的巡查， 终于发现故障点。 张
鹏虽然是个新人， 但他和同事们
一样， 不顾巡线的疲劳和天气炎
热 ， 抢修更换被雷击损坏的立
瓶， 迅速消除故障， 用最短时间
恢复正常供电。

如果雷雨过后没有出现问题
就可以安心了吗？ 那就大错特错
了！ 雨后特巡也是重中之重。 在
雷雨来临前夕， 气象台频繁发布
各种预警。 辖区地处山区， 河道
容易在雨后出现山洪， 对杆基造
成冲刷现象， 泥石流造成山体滑
坡， 影响线路正常安全运行。 因
此运行班的同事们除正常巡视线
路以外， 每次雨后， 就算没有出
现问题， 也要对所辖地处山区、
存在危险隐患的线路 ， 进行特
巡， 及时排除隐患， 保障线路正

常运行。
过去老百姓有句话， “看天

吃饭”， 说的是农民种地， 听天
由命。 现在金海湖供电所的师傅
们把它改成 “看天休班”。

夏天雨水比常年要多， 气象
台时常发布恶劣天气预警， 为保
证有足够的人员巡视 、 排查故
障。 所内人员倒班之前， 都要看
看天气预报， 假如有雷雨天气就
主动放弃休班， 来单位备班， 以
防线路、 设备发生故障， 随时准
备特巡、 抢修。

规范用电把好关
工作之中保安全

“我的电费怎么还没下来！”
“我家这块表走得快吧？” 听到用
户提出的问题， 供电所的工作人
员会拿上工具， 到用户家中解决
问题。

人无完人， 对于设备来说更
是如此， 没有完美无缺的。 人会
生病， 设备也一样， 总会在某一
时刻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设备
“生病” 了怎么办？ 可能因为它
的 “生病”， 会导致许多数据上
的错误， 所以就需要供电所营销
班的 “大夫” 们前去诊疗。 这些
“大夫” 在系统中寻找那些 “病
人”， 找到之后就马不停蹄地出
发。 那些有问题的电表大部分都
在山区当中， 由于在夏季， 周围
杂草丛生， 被蚊虫叮咬是再正常
不过的事情了， 供电所的人每次
检查完， 身上没有不被咬包的。

张鹏负责营销方面的营配贯
通、 客户的新装、 移表以及客户
抢修工作， 积极参与技术交流和
科技创新活动， 自主创新， 在第
五届北京市青年安全生产管理大
师赛获得了金奖。

谈起参赛项目的设计初衷，
张鹏介绍，目前，低压故障抢修普
遍采用的方法是用绝缘胶布将导
线金属触头包裹， 确保不发生短
路现象， 更换设备后再将绝缘胶
布拆除。 这种方法虽可避免短路
问题， 但在操作过程中短路风险
较高， 需要缠裹绝缘胶布和拆除
绝缘胶布。如果绝缘包裹不严密，
仍存在一定安全隐患。近几年，各
个省份都出现过施工人员在作业
的时候不小心触碰到用胶布缠裹
不严的导线，导致出现触电事故，
而一些居民在自行更换接户线时
也出现过身体部位触碰到裸露导
线导致触电， 其中还有很多触电
后身亡的严重事故。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张鹏研
制了一种新型的低压线绝缘护
套， 代替绝缘胶布， 在表计、 接
户线、 隔离开关、 微型断路器等
设备更换过程中提高工作效率，
保障作业人员安全， 提升工作质
量。 这种被称为夹嘴式的低压绝
缘护套， 提升了现场作业的安全
防护水平， 提高了工作效率。

“我们不生产电， 我们只是
电的守护者， 把它们安全、 高效
地送到您的家中。 让您在黑夜当
中见到光明， 在炎热当中享受凉
爽， 在寒冷当中拥有温暖。” 张
鹏说， 这些山区供电所的兄弟们
用自己的奉献精神诠释着供电职
工的责任和担当。 “未来， 我们
依然会守护好金海湖畔的万家灯
火， 为首都美好的明天做出更大
的贡献。”

□本报记者 刘欣欣

———记国家电网北京平谷供电公司金海湖供电所
山间行者守护电力安全

供电所工作人员为居民宣传煤改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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