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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秋雨，天气逐渐转凉，电网
人迎峰度夏攻坚战悄然画上句号。
在过去的这个夏天，守护城市光明和
清凉的背后，身着橘红色工作服的共
产党员服务队队员肩负使命担当，不
知疲倦冲锋在排故除险的前沿；他们
肩扛安全供电，不分昼夜穿梭在小城
的街头巷尾，用青春和激情呈现最美
的色彩……

急难险重 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涪江流经金华镇，在江中心留下

两块陆地，大的那块叫水冲坝。坝子

四面环水，岛上村民出行只能依靠一

座大桥。7 月 11 日下午，特大洪峰过

境，上游失控的 4 艘砂石船被洪水裹

挟冲撞该桥，导致桥梁被撞断，该村

唯一出村通道被毁，同时村里断水断

电，400 余人被困。在各种突发自然

灾害面前，共产党员服务队冲锋在

前。接到消息的国网遂宁供电公司

立即组建了以共产党员服务队、金华

供电所员工为主的抢险复电队伍。

7 月 12 日 13 时，3 名供电员工乘

坐救援直升机进入该村。“太好了，

终于要有电了！”“先把手机充电器

准 备 好 ，我 要 给 岛 外 的 女 儿 报 平

安！”村民的焦躁、恐惧被希望和喜

悦代替，聚集在一起的村民们发出欢

呼声。

很快传出了村子里电力设施受

损情况的准确消息：岛上 5 台变压器

有 3 台被淹，造成多处倒杆断线。值

得庆幸的是，还有 2 台变压器能正常

运行，有了恢复临时用电的条件。在

天黑之前，有望让村民用上照明电、

喝上热水。

与此同时，党员服务队的队员们

兵分两路，踩着齐踝的泥泞山路，走

过山洪冲刷过的小溪，翻过雨后滑湿

的山坡，克服重重困难，行进在巡检

线路途中。 17 时许，队员们完成了

岛外部分线路故障点和故障变压器

的隔离处理和线路巡检工作。17 时

40 分，除部分隔离的故障点、故障变

压器外，金华辖区 10 条 10 千伏线路

全线恢复供电。

看到对岸亮起灯光，“孤岛”上的

村民们欢呼雀跃，纷纷伸出大拇指为

身穿橘红色的电力人点赞。

扶弱济困 帮扶中履行社会责任

6 月 18 日下午，队员们带着满满

的祝福，提着面包、牛奶等慰问品又

一次来到了家住人保花园的孤寡老

人杨发中大爷家。今年 93 岁的杨大

爷是党员服务队联系帮扶了 7 年多

的服务对象，长时间的相处和帮助，

使党员服务队队员和他之间建立起

了深厚的感情。

大伙儿一进门，屋里顿时就变得

热闹了起来，他们有的陪杨大爷聊天

唠嗑，有的打扫清洁卫生，有的检查

家中的用电线路和设备，最后还为杨

大爷更换了新的电饭煲和保温杯，杨

大爷感动得嘴里不停地念叨着：“感

谢电力公司，感谢党员服务队！”

而就在这天上午杨大爷还专门

打电话给党员服务队，向全体队员转

达节日的问候和深深的谢意。杨大

爷的电话问候让队员们感慨万千，队

长胡久江说：“我们原计划今天下午

就去看望他老人家，没想到老人先来

电话祝福我们，真正是把我们当成了

亲人啊！”

逢年过节，看望像杨大爷这样的

特殊服务对象已经成为队员们的一

份坚持、一种习惯。共产党员服务队

坚持定期到特殊服务对象家中上门

走访和排查，帮助解决安全用电及实

际生活困难，13 年来从未间断。在

队伍重点联系的特殊服务对象中，有

残疾人、特困户、孤寡老人、老军人

等，队员分别与他们建立结对联系，

党支部、团小组也经常组织帮扶慰问

活动。

立足岗位 树立优质服务标杆

“大爷，您千万不要带电移动家

用电器！不要用湿手、湿毛巾去接触

带电的电器设备，防止触电……”“我

们老年人用电知识了解得少，感谢你

们及时为我处理，以后我们要多听你

们宣传，用电都按你们说的办！”6 月

9 日，在“安全用电宣传服务到农家”

主题活动中，队员们在凉帽山村唐大

爷家向围观客户讲解用电常识。

8 月 24 日 23 时 15 分，国网遂宁

供电公司服务快速响应中心传来指

令：“兴盛小区整个小区无电，请速

去处理。”党员服务队副队长张开国

迅速带领队员直奔现场。兴盛小区

门口已聚集了上百人，七嘴八舌，一

片混乱……张开国一边安抚客户，一

边了解情况，借助手电筒的微弱亮光

开始逐一查找线路、设备故障，很快

找到了故障点，经过 2 个多小时抢

修，凌晨 2 时 02 分小区复电成功。看

着队员们忙碌的身影，业主们一个劲

儿地说，“大热天的，实在太感谢你

们了！”

共产党员服务队把故障报修服

务作为队伍的根本常抓不懈，着力解

决群众急需的用电问题，坚持全天候

24 小时为辖区近 14 万户居民客户处

理低压用电故障，为民服务保供电。

全体队员主动“亮身份、亮职责、亮

承诺”，在优质服务中模范践行供电

服务“十项承诺”和员工服务“十个

不准”，出色完成故障报修服务工

作。

关爱留守 行动中彰显公益形象

共产党员服务队和射洪县复兴

镇中心小学“川电留守学生之家”建

立结对联系，把关爱送到农村留守学

生身边。定期为学校开设“安全常识

宣传课”，检查维修用电设备，与留

守学生一起谈心交流，同时建立了长

期帮扶机制。

5 月 29 日，在复兴镇小学的教学

楼前，一场主题为“情系留守 展翅

追梦”的射洪县关爱百名留守儿童赠

送万册爱心图书启动暨复兴镇小“六

一”庆祝活动拉开序幕，共产党员服

务队的队员们头戴小红帽，和孩子们

一起共同庆祝节日。

活动结束后，队员们来到结对帮

扶对象赵雪晟家的出租屋里，雪晟妈

妈热情地招呼队员们落座。副队长

张开国鼓励雪晟要好好学习，打好基

础，考好了会奖励她少儿读物、学习

用品和玩具。“谢谢你们了！没想到

孩子会遇到你们这群好人。”雪晟妈

妈连声感慨。从此以后，雪晟与服务

队结缘，未来，队员们将用点点滴滴

的关爱温暖小雪晟。

“你们一来，同学们都很羡慕我，

我真的好想叫你们一声‘爸爸、妈

妈’，可话到嘴边，又叫不出口，我担

心，又害怕。感谢你们对我的关怀和

关爱。”2017 年 6 月 24 日，党员服务

队收到一封来自复兴镇龙归村的感

谢信。来信的是结对帮扶了 6 年即

将成为一名初中生的单亲留守学生

胥蕊。在信中，小姑娘深情地回忆了

小学 6 年成长中，叔叔阿姨们给予她

的关怀和帮助。

党员服务队积极参与爱心扶贫，

用爱呵护“留守儿童之家”里的每一

名留守儿童。从帮扶第一位留守儿

童起，关爱留守儿童就是党员服务队

不变的承诺。一句承诺，一直坚持。

国网四川电力（遂宁）共产党员服务

队不仅结对帮扶城区孤寡老人、残疾

人等特殊服务对象，还将爱延伸到了

乡村、学校。

（伍平 全媒体记者 罗明金）

用青春与激情呈现最美色彩
——国网四川电力（遂宁）共产党员服务队侧记

初秋，是甘孜藏族自治州得荣县

最美的季节。两年前的这个时候，十

几位遂电儿女背上行囊，踏上了这方

陌生而美丽土地。从此，他们奋战在

变电运维一线，用青春和热血展现了

“能吃苦、敢拼搏、能奉献”的电力精

神，用拼搏和奋进实现了破茧成蝶的

完美蜕变，践行了出征时许下的铮铮

誓言。

吃苦是一种历练，他们每一
天忙碌在艰苦的岗位

2018 年 9 月 9 日早上 8 点，运维

班值班长石小舟和搭档从驻地出发，

开始了一天的紧张工作。今天的主

要任务是拍摄设备铭牌图片。在崎

岖的道路上颠簸了近两个小时，到达

变电站现场时太阳已经高高挂起，室

外温度达到 33℃。对小个子的石小

舟来说，拍摄设备铭牌既是个细致活

儿又是个体力活儿。为了在保证安

全的前提下拍摄出清晰的图片，石小

舟和搭档一会儿蹲在地上、一会儿踮

起脚尖、一会儿爬上爬梯……

午饭照例是带来的方便面。这

是运维人员下站操作的必备佳品。

快速解决了午饭问题，石小舟忙着把

上 午 拍 好 的 图 片 输 入 电 脑 编 辑 保

存。下午拍摄的图片只有连夜加班

外理，才能确保图片与设备一一对

应。晚上 7 点，现场拍摄工作终于完

成。钻进车，靠在椅背的石小舟有些

狼狈，强烈的紫外线晒得脸颊刺痛、

发红，嘴唇因干燥的空气变得开裂脱

皮，头发被汗水浸湿贴在额头上，工

作服上沾满了灰尘和污渍，唯一没变

的是那双漂亮的眼睛和坚韧的眼神。

这一切，只是得荣运维班日常工

作中的一个缩影。地处川西高原最

南边的得荣县是西南干旱河谷中心，

日照充足，大气干燥，降水稀少，温

差较大，道路崎岖。肩负得荣全县 5
座 变 电 站 的 运 维 责 任 ，心 系 辖 区

2916 平方公里 3 镇 9 乡 127 个行政村

2.5 万余人的安全用电，得荣运维班

的小伙伴，把吃苦当成了一种历练，

他们用脚去丈量高山的挺拔和峡谷

的幽深，穿着工作服的身影与青翠、

疏黄和莹白融合成四季不同的风景。

拼搏是一种精神，他们每个
人都无怨无悔地奉献

在班长黄秀容的记忆中，去年 7
月的经历刻骨铭心。那天凌晨，大地

还在沉睡，一声沉闷的巨响把大伙从

睡梦中惊醒。透过玻璃窗，借助昏黄

的路灯，黄秀容看到距离依山而建的

运维班驻地约 200 米的地方升腾起

浓浓的尘烟。叫上几个男同事一起

赶到现场附近，眼前的一切让大家傻

了眼。山体垮塌，淹没了进出站道

路，滑落的砂石堆积成一座小山，不

时有大小不一的石块从山上滚落下

来。如果是白天发生垮塌，如果运维

人员刚好从这里经过，黄秀容不敢再

想下去，心里一阵后怕。

进出站的唯一通道被堵，运维人

员出不去，运维工作无法正常开展，

就连日常生活都成了问题。黄秀容

心急如焚。依靠外援一周内是解决

不了问题的，只能自己先想办法自

救。询问了几个附近相熟的藏民，得

知有一条羊肠小道可以通到山外，虽

然近几年几乎没人走过，但对运维班

来说已是喜出望外。没有犹豫，黄秀

容领着大伙儿带上砍障除草的工具，

按照藏民的指引，踏上了艰难的寻路

之旅。山体陡峭，杂草丛生，小路的

痕迹几不可辩。探路、标记、除草，

大家相互鼓励，分工协作，一路高歌

猛进。荆棘划破肌肤的刺痛，歧路无

功折返的疲累都阻挡不了众人前进

的步伐，大家心里有一个信念——只

要有路就有希望……

在藏区，有惊无险的事件经历得

多了，再面对工作和生活中的重重困

难，大家都有些云淡风轻的感觉。既

然是自己的选择，就要坚持到底。

“我们不是一个人在奋斗”，在这个

团队，他们把团结、拼搏、向上当做

了一种精神，每一个人都无怨无悔地

在藏区奉献。

关爱是一种温暖，让每一个
队员都如沐春风

从 2016 年第一次走进松麦镇敬

老院开始，得荣运维班的同志们心里

就多了份挂念。

松麦镇敬老院距离运维班驻地

大约 30 多公里，里面住着 26 位 60 岁

以上藏族老人。每隔几个月大家就

会自发地组织起来，带上一些常用物

资去看望老人。打扫室内卫生，检查

电线电器安全性能，煮一顿热腾腾的

饺子，陪老人聊会天。拉着老人枯瘦

的手，听他们絮絮地说一些家长里

短，看光阴的脚步轻悄，将斑驳的光

影投射入安静的小院。

重阳节就快到了，大家早早开始

计划着到敬老院探望老人。值班长

刘彦翻开随身带着的小本，一一核对

着。曲扎奶奶的梳子断了齿，多吉爷

爷手套不暖和，仓位奶奶喜欢红色的

围巾……儿女不在身边，敬老院的爷

爷奶奶们把运维班的姑娘小伙当作

了亲人。细细地清理和摆弄着准备

好的小礼物，刘彦的眼前浮现出老人

们慈祥的脸，深深的皱纹如菊一样绽

放开来。老人们肯定又在数着日子

盼着啦，刘彦这样想着，心里充满了

温暖。

离“家”前一声叮嘱，回“家”后一

句问候，“家”的温馨让“家里人”如

沐春风；结对帮扶、关心老人、关爱

贫困儿童……爱的付出收获的是内

心的宁静和富足。关爱像一股温泉，

在得荣运维班悄然流淌，浸润着他们

走过的每一寸土地，浴爱而生的格桑

花，每一朵都绽放出温暖的味道。

独立运维两年来，得荣运维班正

如千帆竞渡，劈波斩浪。顺利投运了

220kV 去 茨 线 、正 茨 线 ，积 极 参 与

220kV 茨巫站、110kV 得荣站精益化

评价整改及班组建设工作，成功创建

四星级班组，各项工作都走在了最前

沿。他们在奋斗中展现美丽，在奉献

中书写青春，用勤劳勇敢描绘出大山

里一道绚丽的彩虹，在太阳的光辉下

折射出最华美的色彩！

（罗丽 黄秀容 全媒体记者 罗明金）

把拼搏与奉献留在藏乡
——藏区共产党员服务队得荣运维班两周年随笔

本报讯（谭华 全媒体记者 罗明
金）9 月 29 日 ，国 网 遂 宁 供 电 公 司

2018 年度职工创新成果评审发布会

场传来喜讯，国网射洪县供电公司参

与发布的《水电站并列式导轴承冷却

器装置研制运用》和《电网实物资产

高效协同管理》两个项目荣获二等

奖，《水电站动漫培训实用教材的开

发与应用》获得三等奖。

发布会上，各个项目均以最简洁

的话语介绍项目特点，发布人员以实

物、PPT 和现场讲解相结合的方式展

示创新项目的研究背景、过程、成

果、应用研究情况及推广应用价值，

把自己的创新成果完美地展现。针

对项目的各个环节，评审专家们提

出意见和建议，帮着创新团队一起

推敲项目的价值和提升空间，实现

创新创效的目的。国网射洪县供电

公司《电网实物资产高效协同管理》

项目得到评审专家的一致好评，同

时也就进一步简便化、可操作性提

出建议，为下一步推广提出更高要

求。

国网射洪县供电公司工会高度

重视创新工作，积极践行“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号召，全面落实省公

司“素质提升年”工作部署。年初以

来，积极做好项目立项申报，并加强

项目督导，前后开展了项目初评、评

审会、初发布会、评审推荐会，积极

推动项目进度，最终 3 个项目经评比

推荐参加国网遂宁供电公司 2018 年

创新成果发布会。

本报讯（刘凯 全媒体记者 罗明
金）2018 年 9 月，国网射洪县供电公

司完成售电量 1.522 亿千瓦时，继上

月公司创单月售电量新高后，本月环

比增长 0.025 亿千瓦时，再创单月销

售电量新高。

今年以来，国网射洪县供电公司

围绕优化营商环境、强化内部管控为

主线，有效促进售电量不断增长。该

公司按照低压业务“一次都不跑”，

高压业务“最多跑一次”的目标，简

化客户办电资料，同时，内部压减业

务流程，强化专业高效协同，努力确

保客户提早用上电；在持续保持科学

合理调度的基础上，采取带电作业方

式缩短计划检修停电时间；故障停电

的，各级人员快速响应，及时处理，

有效提升了供电可靠性；进一步加大

内稽外查力度，既保证了客户安全用

电，又杜绝了管理漏洞，实现多供少

损。

本报讯（覃俊明 全媒体记者 罗
明金）在国庆来临之际，9 月 30 日，

国网射洪县供电公司在机关本部举

行了迎国庆升国旗及扶贫日捐款活

动。活动由该公司党委书记谢红星

主持。

当日 8 时 20 分，升国旗仪式正式

开始，在《歌唱祖国》的乐曲中，护旗

队正步护送国旗来到旗杆旁，将国旗

安装在旗杆升降装置上。“起来！不

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

城我们新的长城！……”在庄严的

《国歌》声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

升起，国网射洪县供电公司三个方阵

面向国旗行注目礼，齐声高唱国歌。

升旗仪式完毕后，国网射洪县供

电公司党委还举行了扶贫日捐款活

动。在公司机关一楼大厅，公司领

导、中层干部、党员和员工纷纷慷慨

解囊，300、200、100、50 元……不论

多少，表达对贫困户的爱心。

据悉，国网射洪县供电公司下属

单位同时进行了升国旗及扶贫日捐

款活动，全公司共计捐款 35749 元。

这些捐款将用于对射洪贫困村的帮

扶项目。

本报讯（陈海蓉 全媒体记者 罗
明金）9 月 27 日，秋雨绵绵，在射洪县

110 千伏桃花山变电站内，200 余名

技术骨干集中开展检修消缺和变电

站精益化整治工作。这是该站投运

一年来首次全站设备集中检修。

此次检修设备多、作业人员多、

时间紧，存在交叉作业、斗臂车高空

作业、动火作业等风险。为保证各项

工作安全有序开展，国网射洪县供电

公司编制详实的检修方案，多次召开

专题会议分解检修任务，细化落实现

场组织措施、技术措施及安全措施；

各参检单位严格实施现场人员安全

责任清单制，明确责任分工；全体参

检人员各负其责，加强现场安全监

督，全面做好现场安全措施，严格执

行标准化操作，全力确保检修工作无

差错、无遗漏。

当天凌晨 3 时 30 分许，国网射洪

县供电公司变电运维人员按分工切

实履责，到岗到位；4 时许，调度中心

下令对 110 千伏桃花山变电进行全

站停电倒闸操作；6 时 20 分许，停电

倒闸操作全部完成。随后，经许可，

6 个大组 16 个作业小组各就各位，检

修工作随即展开。

在变电站内，各作业点随处可见

醒目的安全提示标语，2 台应急发电

车正高速运转，各组作业人员克服雨

天工程量大、工期短、施工复杂、作

业点多等困难，按分工有条不紊地开

展工作。

期间，国网遂宁供电公司总经理

何永祥、分管生产副总经理向建兵携

安质部、运检部负责人到现场进行督

导和慰问。

9 月 28 日，国网射洪县供电公司

组织人员完成桃花山站 1 号主变及

10 千伏 I 段母线未完的检修调试和

变电站精益化整治工作，并开展防小

动物、开关柜防火等专项整治。

据悉，110 千伏桃花山站投运于

2017 年 8 月 3 日，现有主变 2 台、110
千 伏 间 隔 10 个 、35 千 伏 开 关 柜 12
面、35 千伏消弧装置 1 套、10 千伏开

关柜 30 面、10 千伏并联电容器组 4
路、10 千伏接地变 2 台。此次检修将

完成检修设备 98 台、消缺 42 项、精益

化评价问题整治 30 项，旨在减少和

缩短停电时间，不仅让河东片区的客

户在国庆期间更好地用电，还为射洪

县经开区创建省级园区提供更安全、

可靠的供电。

国网射洪县供电公司

三个创新项目获表彰

国网射洪县供电公司优化营商环境

单月售电量再创新高

国网射洪县供电公司开展扶贫日捐款活动

捐款 35700元用于贫困村帮扶

国网射洪县供电公司冒雨完成桃花山站首检

确保河东片区的客户国庆期间稳定供电

共产党员服务队深入水冲坝抢险

得荣运维班队员们在破碎的山崖间艰难前行

国网四川电力（遂宁）共产党员服务队成立于 2005 年 4 月。13 年来，虽然队员换了一拨又一拨，但是“辛苦我一个，幸福千万

家”的理念没有变，“有呼必应，有难必帮”的承诺没有变，他们用坚持和坚守，扛起了遂宁优质服务的旗帜，2016 年荣获国网四川省

电力公司“十佳共产党员服务队”称号，2017 年 6 月获得国家电网公司“电网先锋党支部”殊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