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就在解锋带领工友检修户
外信号系统时，在距此不远的地
铁车辆检修运用库内，车载信号
工班的姚思远，正在车底下和工
友一起对一列地铁列车的车载
信号系统进行仔细检查。

此时，运用库虽然有遮阳顶
棚，但依然闷热难耐，再加上回场
的列车并排停放散热，整个车间如
同一个“大蒸笼”，身后虽有几台电

扇不停地吹着，姚思远和同事们作
业不到5分钟，工装还是被汗水浸
透，工作帽上也有了道道汗渍。

姚思远说，他们对一列电
客车的车载信号系统检查分上
下午作业，其中上午是不带电
作业，下午是带电作业，一次车
底检查下来至少要2个小时，速
度里程计和信标天线及车载定
位仪等部件检查必须细之又

细，因为它关乎行车调度安
全，按照规定的数据要求上紧，
不得有一丝马虎。完成一上午
的 20多项检修，在这闷热的环
境中，往往从头到脚都被汗水
湿透，但必须咬着牙坚持下
来。 本报记者 张彦刚

车底下检修信号装置从头到脚都被汗水湿透

高温下的劳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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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3日11时许，烈日下的
西安地表温度接近45℃，在地铁
四号线航天新城车辆段检修库
前纵横交错的轨道区内，信号工
班的班长解锋，和他的几名同事
正在烈日下对45号道岔信号机
进行月检。在他们周围，钢轨和

路基上的岩石升腾起热浪，几位
二三十岁的年轻工友蓝色的工
装外套、反光背心，早已被汗水
湿透。解锋说，他们工作时要保
证每天进入维修库，对地铁列车
必经的露天轨道信号系统进行
维修、维护，确保完好。这段线

路连接地下地上的线路，如果出
现信号故障，将直接影响列车每
天的正点运营，入库维修责任重
大。日检、半月检、月检不论天
气如何，每天他们必须在此按照
检修计划，对每个信号系统的部
件进行仔细检查。

烈日下查轨道信号系统工装现汗渍

本报讯（记者 张彦刚）昨日
全省以晴天间多云天气为主，全
省42个县区出现35℃及以上高
温天气，最高安康白河 38.7℃，
西安城区 37.1℃。省气象台预
报，未来两天我省以晴天间多云
天气为主，黄河沿线及关中部分
和陕南部分地方有高温天气。

昨天全省晴天间多云，黄河
沿线、关中部分地方和陕南部分
地方有35℃及以上高温天气，最
高达38.7℃。8月15日全省晴天
间多云。黄河沿线、关中部分地
方和陕南部分地方有35℃及以
上高温天气，最高可达38℃。8
月16日陕北多云间晴天，关中、
陕南多云。关中部分地方和陕

南部分地方有35℃及以上高温
天气，最高可达38℃。8月17日
全省多云间晴天。

8月18日全省多云，关中西
部、陕南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
8月19日全省多云转阴天，部分
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8月 20
日全省多云间阴天，陕北西部、
关中西部和陕南西部有阵雨或
雷阵雨。8月21日至22日，陕北
西部、关中西部和陕南西部有阵
雨或雷阵雨，8月23日全省大部
有小到中雨。

8月14日11时05分西安市
气象局发布高温橙色预警，西
安城区、高陵区、阎良区、临潼
区、长安区、蓝田县、周至县、鄠

邑区的部分地方24小时内最高
气温将升至37℃以上。提醒公
众尽量避免在高温时段进行户
外活动，高温条件下作业的人
员应当缩短连续工作时间，对
老、弱、病、幼人群提供防暑降
温指导，并采取必要的防护措
施；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注意
防范因用电量过高，以及电线、
变压器等电力负载过大而引发
的火灾。

西安市气象台预报，近期西
安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高温天
气持续。今天白天晴间多云，
24℃～37℃；今晚到16日晴间多
云，23℃～37℃；17日：晴间多
云，23℃～35℃。

“真是太感谢你们了，家长和老
师都表示要专程来西安感谢你们，我
们与学校沟通后，校方委托我们旅行
社来送锦旗。要是没有你们的帮助，
我们都不知道要怎么办了……”8月
13日下午3点，来自陕中旅的周楠一
行5人不断向三府湾客运站工作人
员道谢，并将鲜花和一面写有“平常
举动正能量 台风凛凛见真情”的锦
旗交到相关负责人刘明智的手中。

这事还得从8月10日说起。受
台风“利奇马”影响，西安部分火车、
动车停运，面对无车可坐的困境，陕
西中国旅行社南二环分公司知行长
安研学旅行来自山东的40多个孩子
滞留在了西安。

不仅接下来的行程无法安排，
更重要的是，台风预计12日抵达山
东，也就是说孩子们至少要在西安
滞留 3天。考虑到孩子们会害怕、
会想家，带队老师们立即决定，当天
必须走，必须赶在台风来临前回到
山东。

经过紧急沟通，多方查找信息，
8月10日早上7点，周楠一行来到了
三府湾客运站寻求帮助。刘明智了

解到情况后，立即和调度室沟通，与
当日8:40发往山东单县方向班车的
司乘人员取得联系，停售当日常规
票，按正常票价对孩子们包车。考虑
到孩子们年龄小、行李多，还安排了
车站工作人员驾驶大巴车到地铁口
去接。

9：50左右，车站工作人员在地
铁口迎来了可爱的孩子们。在工作
人员的帮助下装好行李后，孩子们向
帮助他们的车站工作人员深鞠躬，齐
声喊道：“谢谢。”看着这群可爱懂事
的孩子，看着这一张张稚嫩的脸庞，
司乘人员表示一定把孩子们安全送
达目的地。

文/图本报记者陶颖

三府湾客运站助滞留学生安全返家

本报讯（记者 张毅伟 实习生
党婉婷）8月10日，K8162次列车列
车长田林在站台上巡查时发现，在排
队的人群中，准备检票上车的张先生
脸色有点不对劲，田林联系车站找医
生，为张先生办理了疾病改签证明，
直到张先生送医后，他才放心地踏上
列车。

“有哪位旅客是医生？请到5站
台来，有位旅客突发疾病需要帮助，
我们代表患者家属向您表示感谢！”8
月10日8点15分,西安车站的广播里
传出这样的声音。原来田林联系西
安车站广播室，发起了寻医求助。

当日，田林正在站台上组织放
行旅客乘车，当他巡视至13号车厢
门口时，发现正在排队的人群中，
正在准备检票上车的张先生脸色
有点不对劲，走路看起来有些吃
力，便主动上前，询问过情况后，帮
张先生取下身上的背包，扶他到一
旁休息。

“我可能是胆结石犯了。有点
疼，但应该没事，我忍到蒲城下车就
去看病了。”张先生对田林说。

“先生，您这样一个人坐车，家
人和我们都不放心啊！”听到张先生
的病因，田林拍了拍他的手，耐心地
安抚道，“我帮您联系车站找医生，今
天先看病，车票可以改签，不用担
心。”“谢谢，给你们添麻烦了！”知道
田林是为自己着想，张先生连忙道
谢，同意了先治病的建议。

随后，田林和车站值班员交接
了情况，并为张先生办理了疾病改
签证明。一切就绪后才放心地踏上
列车。后来，通过西安车站了解到，
张先生因送医及时，病情已得到
缓解。

铁路部门提醒旅客，在旅途中
如遇身体不适，应第一时间向列车乘
务员寻求帮助。如情况特殊，还应听
从列车长建议，将健康和生命放在首
位，及时停止乘车，到医院就医。

旅客发病 列车长办疾病改签证明

地铁检修员承受“烤”验
只为乘客一路畅行

虽已立秋，古城西安依然骄阳
似火，酷热难耐。当市民坐在凉爽
的地铁列车里一路驰骋时，有这样
一群人，他们满身油污、挥汗如雨，
用实际行动诠释着高温下的坚守
与责任，他们就是地铁检修员，一
群最基层的劳动者。

▶检修工在检修地铁轨道
本报记者代泽均摄

在当天现场的月检中，有人
发现轨道信号机附近一块枕木上
铺设的绝缘块绝缘性能不达标，
直接影响信号机的准确动作，必
须拆下重新更换，几位工友拿出
被晒得烫手的大扳手，用力拧开
螺栓上的螺帽，重新更换绝缘垫
板。为了找准螺丝孔，两位工友
摘下手套，徒手进行校准。

烈日下，钢轨和岩石散发的
热浪，让汗水顿时从他们脸上滴
落至水泥枕木上，瞬间蒸发殆
尽。为了给信号机边道岔栏杆
装好安全销，有的工友径直躺在
钢轨中央的水泥枕木和岩石上，
经受着下蒸上烤的高温考验，小
心翼翼地将一根根固定销插入
固定孔中。

“烈日下，脖颈常常被暴
晒，在车辆段肤色最深的就数
我们工班的人了。”解锋乐呵呵
地开了个玩笑后，又指挥工友
对照检修任务书，逐项检查维
修后的数据情况。不多时，完
成了45号道岔信号机的几位年
轻人，又走向轨道区深处的又
一处检修现场……

汗滴落在水泥枕木上瞬间蒸发

西安昨日发布高温橙色预警

今明全省局地最高温38℃

本报讯（记者王嘉）根据省政府
《关于建立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的
实施意见》，2019年省财政调整支出
结构，及时下达专项资金5000万元，
支持各地落实贫困残疾儿童康复救
助制度。

据统计，目前全省12个市、59个
县区出台了本地残疾儿童康复救助
实施细则，对救助对象的范围、残疾
儿童家庭经济状况、救助标准等作了
进一步规范和明确。各地在推动制
度建设的同时，结合本地实际，严格
按照《陕西省残疾儿童定点康复机构
准入标准与技术规范（试行）》，认真
评估、审核、筛选确定了残疾儿童定
点康复机构，为我省救助制度的顺利
实施创造条件。据不完全统计，截至

今年7月，全省64个县区已实施人工
耳蜗植入、助听器验配、肢体矫治手
术、辅助器具适配等各类残疾儿童康
复救助项目4926例，较上年同期增
加1513例，增长30.7%，我省贫困残
疾儿童康复服务供给能力显著增强，
更多贫困残疾儿童家庭获得了实实
在在的利益。

下一步，为将更多残疾儿童纳
入康复救助服务范围，确保残疾儿童

“人人享有康复服务”，省财政厅还要
按照绩效管理的要求，支持建立完善
残疾儿童康复救助系统，以加强资金
监管，提高康复救助服务“一站式结
算”能力，防止资金套取、挤占、拖欠、
挪用等违法违规行为，确保财政资金
使用效益。

陕西5000万元助贫困残疾儿童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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