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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孙静

6 月 19 日下午 1 点，赤日炎
炎。南阳市街头，43岁的美团外卖
骑手张德礼在阴凉处停了车，擦了
把汗，看到手机上又收到一则高温
提醒信息。

“老张老张，天儿太热了，还干
不干？”有工友发来语音，张德礼麻
利地回复了一个“干”字。

老张心里自有盘算。周末本来
单子多，又赶上高温天气，单子更
多。他不怕热，也不担心晒得更黑，

正好可以多跑几单。
当骑手5年，张德礼每天早上8

点出门，只要没有特殊情况，一般要
忙到夜里才收工。凭借辛勤的付出，
他每个月的工资收入都在1万元左
右，并在南阳市买了房子、安了家。

“我有仨孩子。老大在南阳市
的一个重点中学读高二，学习成绩
可好了！我得抓紧时间多攒点钱，
明年送孩子上大学。”说到孩子，张
德礼黝黑的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

休息间隙，周末在家的妻子打
来电话，说要来给老张送午饭。“今

天是父亲节，孩子们让你中午回来
吃饭你也不回，我现在给你送过
去。”

“过啥父亲节！”张德礼嘴上不
屑，脸上的笑容却又止不住地加深
了一层。

等来妻子，快速吃了饭，张德礼
又上工了。他说：“我这个岗位虽然
很普通，但是只要好好干，养家是没
问题的。作为一名父亲，孩子们听
话懂事，这就是最好的礼物，我很知
足，也想努力让他们过上更好的生
活，多苦多累都值得。”③9

□本报记者 尹江勇 师喆

“当前及未来几天的高温天气，如果不及时加
强田间管理，将对秋粮生产产生不利影响。”6月 19
日，河南农业大学教授叶优良告诉记者。

叶优良表示，高温干旱会造成种子灼伤，影响
玉米、花生、大豆等作物正常出苗，从而造成缺苗断
垄现象；同时，还会影响已出苗的玉米、花生、大豆、
辣椒等作物苗期生长，造成后期减产。

面对上述问题，叶优良“对症下药”：对于墒情
适宜地块，尽快趁墒抢时播种，对于墒情不足地块，
进行造墒播种，播后及时浇蒙头水，维持土壤湿度，
确保玉米、大豆等作物全苗。对于旱地作物，可以
中耕松土，加强地面覆盖，减少土壤水分蒸发。同
时，要减少氮肥施用，补充钾磷硅等营养元素，保持
养分供应平衡，通过灌溉施肥或叶面喷肥，水肥配
合，增强作物抗性。③6

秋粮生产

□本报记者 尹江勇 师喆

不顾连日高温，省农科院畜牧所教授陈直几天
来驾车穿乡入村，先后到叶县、清丰县、新蔡县等地
养殖场进行现场指导。

陈直表示，酷暑容易导致家畜、家禽等动物热
应激综合征的发生，促使动物惊恐、衰竭，造成减
产、死亡，要及时采取预防措施。

对于畜舍、禽舍，陈直建议采取措施进行物理
降温。开放、半开放的舍内要加装喷淋设施，用地
下井水对家畜、家禽喷淋，同时架设大功率风扇等
通风设施。全密闭畜舍、禽舍要保证湿帘、风机正
常运行，达到理想的降温效果。

对于家畜、家禽的饮食，陈直建议，一要保证畜
舍、禽舍全天有清凉饮水供应；二要增加饲料脂肪含
量，或在饲料、饮水中添加维生素和电解质等，可有
效提高家畜、家禽的抗热应激能力。“有条件的养殖
场（户）还可在饲料中添加生石膏、柴胡、五味子、党
参等中草药，防止热应激综合征发生。”陈直说。③6

“跑”出幸福好生活

致
敬
高
温
下
辛
苦
劳
作
的
父
亲
们

无
惧

烤
验

爸
气
十
足

□本报记者 陈学桦
河南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成安林

连日来，焦作开启了高温“炙
烤”模式。

6 月 19 日 11 时许，气温升至
38℃。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机
动勤务大队民警李鑫站在人民路与
政二街交叉口，给过往的非机动车驾
驶员宣讲佩戴安全头盔的重要性。

由于常年工作在户外，在太阳
的暴晒下，做了12年交警的李鑫皮
肤黑黝黝的，把制服短袖向上一拉，

手臂上一半黑一半白，而衣服上一
道一道的是汗渍。

“警帽被太阳晒得发烫，头上像
顶着蒸笼，脚下像踩着火球，这是夏
天我们交警的常态。”李鑫说，作为
交警，他早已习惯了高温的“烤”验，
天气再热，也不能让交通“中暑”。

作为机动勤务交警，李鑫和同
事们除了每天上街巡逻维护交通秩
序之外，还要处理突发情况、开辟绿
色通道等。路面上哪里出现突发情
况，哪里就有他们的身影，他们随时
待命，用灵敏的反应、迅捷的速度抢

抓事件处理的“第一时间”。
午饭时间，掏出手机，李鑫仔细

看了看女儿亲手画给自己的父亲节
礼物，画面中，一位父亲用宽厚的肩
膀呵护着一个幸福之家。

“女儿很听话懂事，也能理解咱
们交警的辛苦与不易。虽然我很少
陪伴她，但是我会给她全部的爱。”李
鑫不自觉地向同事“晒”起幸福来。

午饭后，李鑫和同事们再次奔
走在大街小巷，用汗水和辛劳守护
道路畅通，确保出行安全，成为烈日
下最美的一道风“警”线。③9

□本报记者 宋敏

6 月 19 日，烈日当空，位于中
牟县大孟镇的特高压中州换流站
内，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直流中心
运维班值长张亚垒正在进行专业巡
视，不时记录换流变油温油位、充气
设备气压等重要数据。

“天气太热了，电力设备也可能
出现‘反常’。我们运维人员就好比

‘全科医生’，要针对高温天气开展
应对大负荷的专业巡视、在线监测
等，确保特高压设备保持健康状
态。”张亚垒的蓝色工作服已经被汗
水浸湿大半。

“爸爸，父亲节快乐！你什么时
候回家呀？”趁着休息间隙，张亚垒
接通了家人的视频电话，手机里出
现两岁半女儿可爱稚气的笑容，张
亚垒的心一下子融化了。

33岁的张亚垒工作 7年有余，
在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保供电时
光里，他渐渐从懵懂青年成长为电
网运维骨干。对于工作，他爱岗敬
业；但对于家庭，他却总是缺席，与
年幼的孩子聚少离多。

特高压运检人员需要经常驻站
保供电。尤其是迎峰度夏的关键时
期，特高压电网不容出现任何问
题。面对繁重的任务，张亚垒每天

早出晚归，烈日下，总能看到他在运
检现场忙碌的身影。

虽然父亲节仍不能陪在家人身
边，但张亚垒觉得，“只要日子过得
好，家人平平安安，天天都是节日。”
他手机里存的都是家人的照片，休
息时就拿出来看看，疲惫的身躯又
会重新充满能量。

“张亚垒们”的付出是值得的。
6 月 19 日，通过特高压通道，外电
入豫总输送功率达1001万千瓦；连
日来外电入豫日均送电量达 2.4亿
千瓦时，日均减少省内标煤用量
11.05 万吨，为全省清凉度夏提供
了有力支撑。③6

□本报记者 李晓敏 李倩

中暑、电解质紊乱、心脑血管病……最近几天，
随着河南多地气温走高，不少医院内，因“热”而诱
发的疾病开始有所增加。

出现中暑怎么办？“脱离中暑环境、物理降温、
适当补充液体。”郑州市中心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医
师程晓丹说，当中暑严重，患者出现呼吸、心跳骤
停，应立即实施心肺复苏术。

除了中暑外，电解质紊乱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
疾病。省人民医院急诊科主任医师李琳介绍，电解
质紊乱的症状多是无力、头晕。这个疾病多发生在
为了追求减肥效果而只吃瓜果的年轻人身上，以及
一些工作或者运动后大量出汗的人身上。此时他
们应该及时补充淡盐水，以纠正电解质紊乱。

高温下，心脑血管疾病也进入一个发病小高
峰。此外，两位医生还提醒，也要警惕“空调病”、

“肠胃病”、颈椎病、皮肤病、面瘫等疾病。这些疾病
都是由高温诱发或者是不当降温而引起的。

如何应对“高温病”，中医也给出了自己的建
议。省儿童医院东三街院区中医科住院医师付芸
芸认为，夏季应勿贪恋冷气冷饮冷食。

《黄帝内经》认为，人要顺应太阳升起和落下的
规律，夏天昼长夜短，则应“夜卧早起，无厌于日”。
也就是说，要养成规律作息，建议晚上10点之前入
睡，早上6点起床。此外，还要养成午休习惯。

古人在夏季，讲究“使志无怒，使华英成秀，使
气得泄，若所爱在外”，意思是情绪要保持愉快，气
息才能通畅自如。夏季人的心火比较旺盛，所以这
个时候应该适量运动，让身体的阳气运行通畅。

在饮食方面，当湿热遇到一起，中医称为“暑湿
困脾”。医生建议，脾胃虚弱的人可食用一些健脾祛
湿的食物，比如参莲薏苡汤、三叶饮、五豆汤等。③9

烈日下的风“警”线

用汗水“撑起”凉荫

□本报记者 李若凡

6月 19日是父亲节，位于海拔
1178米的嵩山气象站内，几位气象
工作者依然坚守岗位，保障气象数
据采集传输、仪器设备安全运行。
而山下的子女隔着屏幕向几位父亲
送上节日的问候。

正在值班的气象观测员李韶告
诉记者，他家在郑州市区，原本计划
在父亲节这天赶回家陪伴自己的父
亲和两个女儿，但近几日郑州地区
持续高温，夜间嵩山站上还多次出

现临时停电等紧急情况，他只能放
弃这次休假，在站内值班，与同事一
起应对突发情况。

和李韶一起值守的侯少锋，家
就在嵩山脚下。直到 19日上午接
到女儿的电话，他才想起当天是父
亲节。和女儿匆匆通完电话，他又
开始了仪器巡检维修。近期持续高
温，为保证气象数据正常，仪器设备
巡视不敢有丝毫马虎。

“孩子出生之后，我就一直在山
上工作，现在孩子就要上高中了。
这是我在嵩山气象站度过的第十个

父亲节，十几年来，陪孩子的时间实
在是少之又少。”侯少锋愧疚地说。

侯少锋今年40岁，虽然正值壮
年，但每天上山下山，也让他的膝盖
受伤，之前一个半小时就能走完的
上山路，现在往往需要三个小时。

嵩山气象站作为国家基准气候
站，是我省唯一的高山艰苦台站。
像李韶、侯少锋一样，嵩山站工作人
员长年轮流在山上值守，时刻保证
各类气象数据准确采集与传输，为
天气预报和气象服务提供准确的基
础数据。③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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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师喆

“连续高温天气会导致人体的免疫力下降，尤
其是住院病人、老人、儿童等特殊人群更容易‘中
招’。”6月 19日，河南省首席科普专家、省食品检验
研究院食品营养与安全研究所主任医师刘智勇说。

最近一周我省持续高温，刘智勇接到不少关于
食物中毒的咨询。“导致食物中毒的原因很多，其中
最常见的是沙门氏菌食物中毒。”刘智勇介绍，沙门
氏菌可能藏在生或未煮熟的肉、家禽、鸡蛋，未经巴
氏消毒的牛奶，蔬菜和水果中，最短进食 6小时内
就会出现症状。

刘智勇提醒，预防食物中毒，应注意以下几点。
冷冻储藏。奶制品、肉、禽类、鱼、冷冻食品等

仅能在非冷冻状态下维持 4个小时左右。冰箱里
注意把生肉和熟肉制品等其他食品分开放置，以免
发生交叉污染。

蔬菜、水果的清洁。蔬菜在冲洗之前要在清水
中浸泡1小时左右，而水果在吃之前要先用水不断
冲洗，再用纸巾擦拭干净。

食物最好现吃现做，剩菜应尽快放入冰箱贮存，
一旦发现味道或感官变化，要立即停止食用。③6

□本报记者 卢松
本报通讯员 潘泽豫

6月 19日，漯河持续高温，最高
气温超过40摄氏度。上午11点 30
分，中国移动漯河分公司院内，网络
部动力班班长张朋卫正维修汇聚机
房空调。烈日下，张朋卫汗水直流，
湿透的制服贴在后背上。

汇聚机房温度要保持在30摄氏
度以下，设备才能正常运转，漯河市
区移动信号才稳定。因此，越是高温
期，张朋卫的工作强度越大。当天上
午，他就巡检了3个汇聚机房。

暑假是学生上网高峰期，为了

保证移动信号稳定，张朋卫和工友
们一刻都没有松懈。头天晚上，张
朋卫快12点才到家，19日早上6点
又出门赶往单位。

张朋卫的儿子上高一，他平时
工作忙，只有周末才有空陪伴孩
子。这段时间任务加重，早出晚归，
已经十多天没见过孩子了。“儿子学
习很踏实，成绩也不错。”张朋卫说，
虽然平时和孩子交流不多，但希望
通过自己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给
孩子带来更多正面影响。

午后，阳光越发毒辣，张朋卫和
同事匆忙吃过饭，又奔向了下一个
维修点。③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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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19日，中建二局开展夏日送
清凉活动。⑨6 本报记者 王铮 摄

6月 19日，新乡市政设施维护中心
工作人员在修理路灯。⑨6 赵云 摄

6月 17日，河南油田百里油区员
工战高温、夺高产。⑨6 鲁海涛 摄

烈日炎炎，建设者奋战在
中原科技城科创园项目一线，
确保按时完成建设任务。⑨6
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

科学饮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