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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24 日上午 10 点，在
104国道丁山服务区附近路段，
来自市公用产业集团四方公路
养护公司的养护班组正在烈日
下修补路面病害。公路养护技
术员张嘉琪来回穿梭在养护工
人当中，不断根据实际情况提出
技术上的指导意见，保障道路的
维修质量。

29岁的张嘉琪已经在公路
养护技术员的岗位上工作了7
年，虽然在养护班组中年龄不算
大，但路面工作方面的实战经
验却十分丰富。夏季是一年中
修补路面病害的最佳时期，一
方面是因为一些路面在汛期受
雨水浸泡后再遇高温，路面更
容易发生开裂，产生了不少路
面病害，影响市民正常通行；另
一方面则是因为高温下，沥青
具有更好的黏合度，摊铺出来
的路面也更平整，质量更好。因
此，每年高温天，张嘉琪肩膀上
的担子就要比往常更重一些。

他说：“虽然天热，但是人要更加
集中精神工作，保障路面的修补
质量。”

现场，一辆铣刨机正在将病
害刨离路面，路面出现了一条
长约45米的长方形凹陷，随后
一辆绿色的沥青摊铺机接下

“接力棒”，将沥青缓缓摊铺到
这块长方形凹陷的一侧。“在摊
铺过程中，要注意沥青的温度，
温度过低的沥青凝固后，会给
后面的压平工序造成困难。”张
嘉琪表示，沥青在离开摊铺机
时，温度高达180℃，铺洒到地
面上也保持了150℃左右的高
温。此时，养护工人多持铁铲
站在路的一侧等待摊铺完成后

再上场对多余的沥青进行清
理，而张嘉琪却没有闲着，他握
着一只小小的测温仪，跟在沥
青摊铺机后，对着铺洒在凹陷
里的沥青测温。每隔一小段
路，他便要蹲下来测量一次。
刚刚铺洒出来的沥青散发着灼
人的热气，待跟着摊铺机走完
全程，头顶烈日，直面高温沥青
的张嘉琪早已被热气熏得满脸
通红，汗流浃背。但他却没有
休息，而是回到工具箱旁取出水
准仪，对铺好的沥青路面进行高
度测量，排查出不平整的地方，
再及时告知工人们进行整改。

张嘉琪说，每天早上6点，
在工人们还没上路工作时，他就

要沿着公路寻找并对路面待整
治的病害进行测量，算出总面积
后，再计算出需要摊铺的沥青总
量，“如果来来回回补充沥青，会
影响工程进度。”由于现在的修
路工作已经机械化，待工人们到
位开始工作时，张嘉琪需要在路
上关注每一辆功能车的工作情
况，并在修补路面的过程中及
时、实时进行测量计算，确保修
好的路面平整且有质量保障。
午餐时间，他和养护工人一起，
在路边的树荫下匆匆“扒拉”完
午餐，便又要投入到工作当中
去。“我们只知道做，也不懂里面
的技术，全靠小张在这里全程指
导。”养护工人曾永祥对于张嘉
琪这个技术员十分佩服。

当天，张嘉琪所在的班组
需要完成600多平方米的路面
病害修补。待压路机将最后一
块沥青路面全部压平整后，养
护工人们才终于松了口气，来到
路边休息。但张嘉琪的工作还
没有结束。烈日下，他步行沿着
所有修补过的路面进行最后的
督查，确定路面没有坡度或低
洼后，还要每隔半个小时测量
一次新修补好路面的温度，“确
定温度完全降至安全区间后，
这地方才能通车。”张嘉琪说，
多次测温虽然比较麻烦，但能
及时让相关路段恢复通行，方
便市民出行。

鏖战高温忙修路
□记者史思涵文/摄

人物：公路养护技术员张嘉

琪

时间：8月24日上午10点

地点：104国道丁山服务区附

近路段

温度：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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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13价肺炎疫苗在我市启用
6周龄至5周岁孩子均可接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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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2日上午9点，为了确保顺
利送电，市宜能实业有限公司新能
源分公司带电作业班组正在10千伏
钟溪线158号杆进行带电拆搭工作。

9点30分，钟溪线带电作业工
作顺利完成，一起抢修工作不期而
至。该公司带电作业负责人接到电
话称：10千伏高塍线邱庄新电站公
变熔丝具发生烧损故障，由于线路
用户较多无法停电，需要进行带电
作业抢修。随后，四名抢修人员立
即赶赴故障现场，投入到紧张的抢
修工作中。布置车辆、安全维护、抢
修内容、注意事项……在现场，抢修
人员逐项开展准备工作。线路重合
闸停用后，现场负责人一声令下，抢
修工作全面展开。只见两名抢修人
员操作绝缘斗臂缓缓靠近故障点，
对带电部位进行绝缘隔离，确保安
全措施可靠完成后，逐项更换损坏
熔丝具。短短20分钟时间，抢修工
作顺利完成。脱下厚厚的绝缘披
肩，抢修人员已经全身湿透。

据了解，近1个多月来，该公司
已经完成带电作业200多次，减少
线路停电时间超过1000小时。电
力员工用实际行动优化了营商环
境，增强了用户及居民电力获得感。

（通讯员 邓 浩）

带电作业除隐患带电作业除隐患 8月 17日下午2点，10千
伏虹亚线电缆发生故障，周边
临溪花园小区处于停电状态。

接到信息后，市宜能实业
有限公司新能源分公司员工迅
速前往现场勘查，发现是由于
市政企业野蛮施工，导致地下
电缆被钻机破坏，发生电缆短
路。由于电缆大部分采用直埋
敷设方式，因此需要挖掘出故
障电缆，并重新施放一段电
缆。37℃高温下，数十名抢修
人员开始采用机器和人工作业
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故障电缆
挖掘工作。经过连续2小时不
间断作业，故障现场抢修前准
备工作全部完成，6名全身湿
透的抢修人员来不及休息，立
刻投入到电缆中间头制作工作
中。下午5点，经过连续3小
时作业，抢修负责人发现部分
人员出现虚脱情况，立刻指挥
第二批抢修人员继续工作。此
时天色逐渐变暗，不少路过居
民询问何时来电，现场负责人
耐心做好解释工作。中间电缆
头铜端子压接完成，绝缘层恢
复完成，半导电层恢复……一
道道工序高质量完成，晚6点
电缆短路故障修复完成。现场
抢修人员立刻进行电缆耐压试
验工作，确保抢修后的电缆可

以一次性送电成功。
晚6点40分，在最后一缕夕

阳的映衬下，一起电缆外力破坏
故障圆满处理完成，小区用电终
于恢复。 （通讯员 杨佳俊）

抢修确保居民用电

8月 5日上午10点 30分，
市宜能实业有限公司新能源分
公司值班室接到抢修电话称：
我市城区水厂高压柜发生跳闸
故障，居民供水受到影响。

抢修负责人余宽接到电话
后,立刻带领3名抢修人员，第
一时间赶赴现场。在途中，余
宽便进行了抢修分工动员。“高
压柜什么时候发生跳闸故障，
当时有异常情况发生吗？”到达
现场后，余宽立刻咨询水厂用
电负责人，水泵机房工作人员
表示,水泵长时间停用后决定开
机预热，然后就发生了跳闸。

“问题肯定出在这台水泵上！”
经验丰富的余宽锁定故障原

因，抢修人员一行立刻前往水
泵机房验证。为确保设备安
全，余宽下令试验变压器。何
敏很快完成变压器试验，确认
其他设备一切正常。经过检
查，余宽发现水泵内部设备存
在问题，因此无法正常运转。
为确保水厂正常用电，余宽建
议这台水泵暂时不用，找专业
维修人员查明原因后再行决
策，综合现场情况后，余宽与
水厂电工协商，经过负责人同
意后合闸高压柜进线开关。

“终于可以吹上空调，其
他设备也正常运转了！”随着
欢呼声响起，一起用电故障圆
满处理完成。（通讯员 彭红超）

快速恢复水厂用电

8月12日下午5点多，市宜能
实业有限公司新能源分公司接到
消息称：10千伏洗马线大唐1号杆
刀闸冒火，因天气炎热，线路无法
停电，需带电进行修复。

带电作业负责人吴俊收到信
息后立刻前往现场。经检查发现
用户刀闸严重烧损，必须立即进行
带电更换，新的刀闸第一时间由厂
家运送至现场。“生产线上还有两
台机器在生产，突发停电很可能导

致几吨材料报废，麻烦你们快点恢
复供电吧！”位于万石镇的宜兴紫
光神驰环境工程有限公司电气负
责人焦急地说。得知用户生产线
上还有材料，可能造成重大的经济
损失，吴俊立刻指挥抢修人员勘查
现场，制定方案实施带电抢修作
业，标准化围网设置完成后，带电
作业车开始迅速靠近专变故障刀
闸。线路重合闸停用后，吴俊和邵
霖两人立刻操作绝缘斗臂靠近故

障刀闸，开始进行绝缘遮蔽工序，
抢修准备工作完成后，新的刀闸到
达了现场。确认安全后，抢修人员
开始拆除杆上已经烧损的刀闸，此
时户外温度仍然高达34℃，身穿闷
热绝缘服的抢修人员很快全身湿
透，两名抢修人员全然不顾，投入在
忘我的工作中。“还有多久能来电
啊？”一旁观察抢修进度的丁师傅着
急地咨询道。由于超过一定时间后
材料只能报废处理，将给企业带来

较大经济损失，他只能不停催促加
快抢修。“马上就可以送电了！”只见
地面配合人员开始把新的刀闸传递
至杆上，短短20分钟时间，柱上开
关便更换完成。吴俊和抢修人员迅
速复查了一遍设备情况，确认安全
无误后准备进行送电。

晚上8点不到，随着柱上开关
的合闸声响起，该用户车间再次传
出了机器的轰鸣声。

（通讯员 电 文）

带电更换刀闸 挽回用户损失

本报讯（记者何洁蕾）市疾
控中心消息，近日，国产13价肺
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以下简称

“国产13价肺炎疫苗”）已在我市
各疫苗接种点启用，接种年龄段
为6周龄到5周岁的孩子。

据了解，肺炎链球菌会引起
宝宝中耳炎、肺炎、脑膜炎、菌血
症等多种严重疾病，是儿童的常
见病、高发病，不少家长选择为
孩子接种疫苗来预防肺炎球菌
疾病的发生。此前，我国市场上
只有进口的13价肺炎球菌疫苗
供应，接种年龄为6周龄到15月
龄，这意味着孩子必须在6个月
龄内完成4针次接种。然而，6月
龄前，孩子需要接种的疫苗种类
相对较多，加上一些家长对13价
肺炎球菌疫苗了解不多，因此，
孩子很容易错过接种。据市疾
控中心防疫科相关负责人介绍，
本次上市的国产13价肺炎疫苗
弥补了进口疫苗的不足，主要可
预防由13种肺炎球菌血清型感
染引起的肺炎、脑膜炎等多种疾
病，是国内首个、全球第二个13
价肺炎结合疫苗。这批疫苗由

中国玉溪沃森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生产，适用于6周龄—5周岁的
婴幼儿和儿童。与此前的进口
疫苗相比，除接种年龄段放宽之
外，国产13价肺炎疫苗的接种程
序和接种剂次也有所不同。国
产和进口13价肺炎疫苗全程均
可打4针次，开针年龄均为6周
龄，但进口疫苗超过7月龄便不
可以开针；6周龄开针接种进口
13价肺炎疫苗，在6周—6月龄
期间要接种3针次，并在12—15
月龄期间接种第4针次。而国产
13价肺炎疫苗的开针年龄放宽
到6周龄—5周岁，婴幼儿最早6
周龄就可以接种国产13价肺炎
疫苗，共需接种4针次；6月龄到
1周岁接种3针次；1—2周岁需
接种2针次；2—5周岁儿童只需
要接种1针次。

目前，国产13价肺炎疫苗属
于二类疫苗，需要自费接种，相
对进口疫苗而言，价格更加亲
民。目前，我市各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以及宜城预防保健所均可
提供接种服务，有需求的市民可
自行预约接种。

8月19日，红星美凯龙宜兴商场的志愿者开展“夏日送清凉”慰问
环卫工人活动，给市兴城绿化有限公司坚守在高温一线的150多名环
卫工人送去了防暑降温的食品、药品等爱心物资，让环卫工作者在炎
炎夏日里感受丝丝清凉和浓浓关爱。图为活动现场。（记者 蒋 瑜 摄）

为为““城市美容师城市美容师””送清凉送清凉

张嘉琪正在测量已铺好的沥青温度张嘉琪正在测量已铺好的沥青温度

带电作业带电作业

现场抢修现场抢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