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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气温不断攀升，厦门迎
来了用电高峰。7月14日13时40
分，厦门地区用电负荷达到579.
8
万千瓦，这是今年以来第三次厦
门用电负荷创新高。
炎热的夏天，
最解暑的莫过于
吹着空调喝冷饮，
而市民们每天享
受这些凉爽的背后，
离不开“光明
—国网厦门供电公司电
卫士”——
网一线作业人员的辛勤工作。他们
在高温下作业，
为市民提供可靠的
供电，不仅为千家万户送来光明，
还为大家送来夏日清凉。他们是名
副其实的“幕后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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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365天，每天24小时都有
人轮流值班，半兰山运维站的22
名变电运维人员守护着思明区17
座变电站，为城区提供可靠供电。

变电站对他们来说早已成为另一
个家，每天他们都要对这些可爱
的“家人”巡视一番。
烈日炎炎，
记者来到半兰山运
维站，此时地面温度已超40℃，
半
兰山运维站副站长许仕伟正和搭
档在变电站室外设备区进行全面
巡视维护。他们身着棉质长衣长裤
工作服，
头戴安全帽，
口罩遮面，
同
时带着望远镜、
万用表、
测温仪等，
正在对变电站的设备进行 “望闻
问切”。像这样的工作，每次要持
续3个小时以上。由于天气太热，
不
一会儿他们就已经全身是汗，
衣服
湿了又干，
干了再湿。
电力设备巡视维护最需要谨
小慎微，因此，不能遗漏任何一个
角落。谈起大热天里巡视维护作
业，
许仕伟告诉记者：
“晴天还好，
最怕夏天暴晒后再下一场阵雨，
又潮又热，
汗都憋在身体里。”
作为变电运维人员，每天都
需要对电气设备进行维护。夜间

xikyz{uU|}(aFu~@ni
?*+,+@A*B=
[\ 

和清晨，许多市民还在梦乡中，却
是变电设备检修倒闸操作最为频
繁的时候，
凌晨 2点、
4点，
都能看
到他们忙碌的身影。
不久前，莲坂变电站新设备
启动送电，许仕伟和同事们坚守
岗位直到凌晨3点。他们说：
“站
好每一班岗，保障电网设备安全
可靠运行，
这是我们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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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电容器发热需要维修的
任务后，一早，变电检修一班工作

负责人许英伟就带着工作班成员
赶到220千伏半兰山变电站电气
设备室。他们提着超过25公斤重
的工具箱，戴着厚重的绝缘手套，
穿着绝缘靴，有条不紊地断开电
容器开关，检查设备状态，验电，
接地……十几个操作步骤，两人
一气呵成。做完前期准备工作，
汗
水已经湿透了工作班成员许英伟
的工作服。
“太热了！戴着口罩，脸上像
盖了一层厚被子。”90后大男孩
许英伟乐观地说：
“虽然夏天干活

很辛苦，但出出汗当成是在运动
就好了，只要及时补充水分，就不
会出问题。”
干完活，这群小伙子的头上
已满是汗珠，衣服也湿透了，他们
每人都是一口气喝完一瓶水。
半兰山运维站站长陈海介
绍，电气设备室安装了风机用于
通风散热，夏季会打开，但即便如
此，室内温度也和室外差不多，甚
至有时更高。
到了夜间，当大多数人在休
息的时候，国网厦门供电公司变
电运维人员和变电检修人员依然
在加班加点，坚守工作岗位，为市
民安全可靠用电保驾护航。
夜里变电站设备异常，需要
及时消缺，对这些变电检修人员
来说也是常事。6月30日晚10点
多，许英伟接到一项紧急消缺任
务，他放下电话后马上出发，一直
处理到凌晨3点多。夜间工作，除
了要忍耐高温，还要克服光线不
足和蚊虫叮咬等困难。不过，
许英
伟并不在意，他说：
“我们平时的
工作主要就是检修和消缺，发现
问题，
解决问题，
还蛮有成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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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高温，有细心的市民发
现，同一时间厦门各区域的气温
不尽相同，有些地区之间气温甚
至相差10℃左右，这是什么原
因？晨报记者为您揭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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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下午4时，记者查询厦
门实时气温，发现有些站点气温
相差比较大。比如，岛内东渡站
的气温是31.
4℃，集美东 BRT
站点的气温高达34.
7℃，而军营
村的气温则低至24.
8℃，后两者
之间温差近10℃。
对此，厦门市气象台预报预
警科张伟表示，之所以出现这种
情况，一方面是因为每个站点的
地理位置、观测环境、海拔高度
都不一样，另一方面是由于各区
域 本 身 的 各 种 环 境 有 差 异 ，所
以，
测得的气温数据不尽相同。
记者发现，夏季厦门岛内和
岛外的气温有差异，通常岛外气
温会高一些。以《2019年厦门气
候公报》的统计数据，
2019年，
厦
门岛内平均气温为21.
9℃，而岛

外平均气温为22.
9℃。就高温日
数来看（日最高气温≥35℃的为
高温日）则差距更明显。2019年
厦门岛内高温日为12天，而岛外
高温日则达到32天。
“岛内靠海，
海风吹过来，气温不至于升到那
么高。而海风吹到内陆比较迟，
所以岛外气温更高。”张伟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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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 岛内 外存 在 气温 差异
外，海拔不同的地方气温也不
同。岛内东渡气象观测站属于低
海拔地区，昨日上午9点测得气
温29.
7℃，而位于中海拔的上陵
村（海拔328米），测得的气温则
是28.
8℃，到了海拔近1000米的
高海拔气象站军营村，测得的气
温则低至22.
9℃。
气象专家分析，厦门夏季气
温差异主要是海陆风和海拔差
造成的。海陆风主要影响岛内和
岛外的温差，而海拔差则影响山
地和平原地区的温差。高温往往
出现在靠内陆和低海拔地区，像
7月13日出现超过40℃高温的塔
斯曼生物基地站，就是位于低海
拔和靠内陆地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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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上一个台风 “鹦鹉”的
消亡已经过去一个月了，台风这
位往年的“夏日主角”今年却出
奇地“低调”。这位往年存在感十
足的“网红”，今年为何会默默无
闻呢？
气象专家介绍，让台风如此

“低调”的“神秘力量”其实也是
让 厦门 今年 高 温天 气不 断 的元
凶——
—副热带高压。副热带高压是
带状结构的，
它平常“闲”得很，
不
断南来北往地移来移去，
它的北边
很凉爽，
经常下雨，南边才会有台
风生成，
而在它笼罩下的区域则高

温天不断。今年，
副热带高压异常
强大，
其庞大的身躯满满地占据着
海洋上空，所以在它的强力控制
下，
台风没有了生存空间。往日里
称王称霸的台风，
今年在副热带高
压面前就像弟弟一样，只能处处
“忍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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