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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晓阳

暑气至，蝉始鸣，花似锦，草木
荣……随着夏至节气的到来，炎热
的盛夏正式来临，高温的炙烤开始
登场。

《夏至九九歌》这样描述变热的过
程：“夏至入头九，羽扇握在手；二九一
十八，脱冠着罗纱；三九二十七，出门
汗欲滴；四九三十六，卷席露天宿；五
九四十五，炎秋似老虎……”

今年夏至是 6月 21日，但在夏至
到来之前，我省已经开始遭遇高温袭
击。据河南省气象台消息，从 6月 13
日开始，我省部分地区出现 37℃至
39℃的高温天气，预计此轮高温天气
将持续到6月22日左右结束。

《月令七十二候集解》载：“夏至，
五月中。《韵会》曰：夏，假也，至，极也，

万物于此皆假大而至极也。”夏为大，
至为极，万物到此壮大繁茂到极点。

夏至分为三候：一候鹿角解。夏
至阴气生而阳气始衰，鹿角开始脱
落。二候蝉始鸣。雄性知了此时因感
阴气之生而鼓翼鸣叫。三候半夏生。
喜阴的药草半夏开始生长。这个极富
诗意的植物名字仿佛在提示着人们，
不知不觉间夏天的时光已经过半。

所谓“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夏至
时节，农作物生长繁茂，同时水肥需求
旺盛，故有“夏至雨点值千金”之说。
连日来，持续的高温干旱天气给秋作
物播种和出苗带来较大影响，专家提
醒，农民要及时做好田间管理。与此
同时，夏至时节，农田中长势旺盛的还
有杂草，“夏至不锄根边草，如同养下
毒蛇咬”，说明夏至后中耕锄地的重要
性。

骄阳渐近暑徘徊，一夜生阴夏九
来。夏至时节，虽有酷热，却绽放着无
穷的生机与美好。绿茵渐浓，荷花映
日，蛙鼓蝉鸣，阴阳流转与时节更迭完
美交融。在万物盛
极之时，半夏时光
也 仿 佛 在 提 醒 我
们，珍惜光阴、向阳
而生，方能绘就如
夏 花 般 绚 烂 的 人
生。③5

本报讯（记者 李宗宽 河南日报
社全媒体记者 范坤鹏）6 月 17 日上
午，在洛阳 2022年智能农机作业现场
演示会上，一台台“国字号”无人驾驶
拖拉机忙着耕种，上演了“田间无人
影、农机独自忙”的生动场景。

在位于汝阳县内埠镇内埠村的大豆
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智能化生产演示现
场，两台中国一拖出品的无人驾驶拖拉
机东方红LF1104-C，以及由国家农机
装备创新中心研制的我国首台5G+氢燃
料电动拖拉机ET504-H、我国首台大
马力轮边驱动型无人驾驶电动拖拉机
ET1004-W一字排开，正蓄势待发。

技术人员轻点屏幕、发出指令，悬

挂播种机的各台机械逐个进行了玉米
免耕播种、大豆玉米间作播种等演示。

“株距、播种深度和行间距规范高效！”
机器驶过后，专家们走进田间，拨开土
层查看播种质量，为智能化农机点赞。

在伊川县白沙镇高岭村的谷子生
产智能化演示现场，由中国科学院智
能农业机械装备工程实验室自主研
发、设计、制造的 3台鸿鹄系列纯电动
无人驾驶拖拉机等智能农机高超的作
业能力同样令人啧啧称奇。

“此次活动展示的都是‘国家级’
选手。智能农机的推广，将有利于提
升农耕效率，助力乡村振兴。”洛阳市
农业农村局有关负责人说。③9

□本报记者 王斌

最近几天，郑州持续出现高温天气，气温
接连突破 40℃，地表温度更是超过 60℃。路
上执勤的交警，在高温炙烤之下是一种怎样的
工作状态？记者进行了探访。

6月 19日下午 3点多，郑州室外温度再次
逼近 40℃，走在路上，一股热浪扑面而来。在
金水区花园路和东风路交叉口，郑州交警五支
队民警李海涛像往常一样指挥着过往车辆。
烈日暴晒下，他鬓角处渗出的汗珠闪着光泽。
此刻，警服已被汗水浸湿了一大片，但这丝毫
不影响他专心、投入地疏导交通。

李海涛告诉记者，这几天执勤时警服总是
湿漉漉的，好在队里为大家准备了矿泉水、防
晒霜、清凉油和绿豆水，队里的领导也叮嘱大
家注意防暑。可叮嘱归叮嘱，偏偏就是午后两
三点日头正毒时易出现各种交通问题，这时
候，李海涛和同事们便顶着烈日忙碌起来，领
导的叮嘱也就“自动失效”了。

当天上午，在郑州技师学院化工路校区附
近路段，郑州交警十一支队民警王永健正在
为参加 2022年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的考

生保驾护航。上午开考前，有两名考生忘了
拿身份证，他和同事便骑上警用摩托车为考
生去附近的派出所办理了临时身份证明，确
保了考生顺利参加考试。一顿忙碌后，在执
勤点稍作休息的他摘下了头盔，记者看到，他
的头发已经完全湿透了。和记者说话的空
当，接警电话再次响起，他戴上头盔，骑上摩
托车又出发了。

面对高温天气，郑州交警一支队民警秦友
军直言，除了和高温“硬磕”，别无他法。这几
天，在路面上执勤时，脚上的皮鞋总有些烫脚，
而他只能通过不停地走动来缓解双脚的灼烧
感。

持续的高温并未打乱交警们守护出行平
安的脚步：有司机驾车途中突感身体不适，他
们协助将车辆开到安全地带，又带司机去医院
检查身体；有私家车在高架桥上发生故障，他
们合力将车辆推到高架路口的导流线上；有儿
童需紧急就医，他们警车开道为生命安全争分
夺秒……

采访中，交警们都说，下班后一回到家坐下
就不想起来，只想好好放松一下。然而第二天，
他们就又精神抖擞地顶着大太阳上岗了。③6

本报讯（记者 李若凡）近期，河南
持续高温，让大家期盼来一场及时雨，
缓解暑气和土地干渴。6月 20日，记
者从省气象台获悉，本周会有两次降
雨过程，第一场降雨将从 22日傍晚开
始。

省气象台预测，本周我省平均气
温较常年同期明显偏高，局部最高气
温可达 42℃。好在，本周还有两次降
雨过程，可望缓解酷热。22日傍晚至
23日，全省大部有阵雨、雷阵雨，雨量
分布不均，中东部、南部部分地区有大

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
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4日，
东南部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其他地
区局部有阵雨。26日，全省大部地区
有阵雨、雷阵雨。

省农业气象专家建议，各地要尽早
开展查苗补种，对缺苗断垄地块及时进
行补种补栽，确保苗齐苗匀苗壮；对已
播秋作物出现旱象的，及时组织浇灌，
保苗正常生长。各地降雨分布不均，造
成局部地区暴雨或阶段性干旱，各地要
注意防汛、抗旱两手抓。③6

□本报记者 尹江勇

烈日当空，热浪蒸腾，柘城县的大片辣椒
田里，地表温度高达 50多摄氏度。6月 20日，
省辣椒产业科技特派员服务团申爱民研究员
一行，汗流浃背地穿行在田间，不时停下来认
真查看辣椒植株的叶片和根部。

蹲下身子，扯过一片辣椒叶，申爱民指着
上面黄绿相间的斑驳症状，告诉围在身边的种
植户：“这就是辣椒病毒病，它传播迅速，易造
成严重减产，发现之后一定要尽快处理。”

“大家可以喷施氨基寡糖素、香菇多糖等药
剂，有效防治病毒病”“要及时补充钙肥，增强植
株的抗脐腐病、日灼病能力……”专家们现场

“会诊”，种植户们认真记录着防治技术要点。
“高温天气容易出现病虫害，近一段

时间，省里专家来得更勤了。”柘城县科
技局负责同志告诉记者，通过田间

调查，科技特派员们的“火眼金睛”发现，不仅
有辣椒植株出现病毒病迹象，还有蚜虫、蓟马
等虫害冒头。

顶着高温，特派员们现场发现问题，就手
把手向种植户传授对策。“越到田间管理的关
键节点，我们越要把技术服务送到田间地头，
帮助大家提升防灾减灾能力，达到提质增效保
丰产的目的。”申爱民对记者说。

“恁热的天，特派员老师太敬业了！”申桥
乡朱楼村辣椒种植大户杨辉连声说，“我种了
30亩辣椒，回去就按老师们教的干！”

据了解，近年来在省辣椒产业科技特派员
服务团技术支撑下，柘城县辣椒种植面积常年
稳定在 40万亩，年产干椒 15万吨，出口 20多
个国家和地区，年出口创汇2亿余元，叫响了中
国辣椒之都品牌。目前，该县共有20万
人聚集在辣椒产业链上，带动15万人走
上了致富路。③7

一候鹿角解

二候蝉始鸣

三候半夏生

夏至分三候

夏至：暑气至 草木荣

“解渴雨”周三驾到
降水分布不均，注意防汛抗旱两手抓

“国字号”智能拖拉机田间秀绝技

戏水避暑戏水避暑 乐享清凉乐享清凉

连日来，许昌市
持续高温天气，当地
各大游泳场馆、水上
乐园迎来客流高峰，
许多市民选择在泳池
中 消 暑（6 月 20 日
摄）。⑨6 牛书培 摄

高温下的坚守

近日，在叶县叶邑镇双庄村的抽水灌溉现场，国网叶县
供电公司抗旱保电服务人员冒着高温对该村的公用变压器
进行巡视检查，确保供电设备安全可靠运行，为农民粮食生
产用电安全提供可靠保障。

自 6月份以来，叶县持续高温，抗旱浇地用电的村民较
多。国网叶县供电公司贯彻落实县委、县政府抗旱保夏种工
作会要求，积极部署抗旱保电专项工作，安排各辖区供电所
加强设备运行、维护管理，制定和落实防范措施，并组织抗旱
保电小分队走村入户、深入田间地头检查线路安全隐患，及
时解决农户用电难题。同时，该公司积极帮助农民处理抗旱
用电故障，义务为农民朋友检修导线、水泵等用电设备设施，
现场向他们宣传讲解安全用电常识，提高群众安全用电意
识，以实际行动将安全和优质服务送到田间地头，确保台区
配电设备安全稳定运行。截至目前，国网叶县供电公司已通
过带电作业完成排灌线路隐患治理3次，抗旱保电小分队已
出动100余人次，发放安全宣传资料3000余份，为叶县农业
灌溉“造墒”奠定了坚实基础。

下一步，国网叶县供电公司将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合理调整
电网运行方式，备好抗旱用电抢修物资，保障百姓灌溉用电需求，
真正做到抗旱保电解民忧、润民心。 （王玉峰 王岚莹 王俊鹏）

国网叶县供电公司

抗旱保电解民忧 服务农户显真情
国网台前县供电公司

全力保障迎峰度夏电网安全可靠
入夏以来，高温天气频发，电力需

求增大。为有序推进迎峰度夏电网安
全稳定运行工作，国网台前县供电公
司按照省、市供电公司统一部署，结合
实际，统筹安排，细化举措，因地制宜
组织制定迎峰度夏工作实施方案。坚
持“安全可靠、规范有序、优质服务”度
夏工作思路，强化组织领导，建立健全
相关专业协调配合、县乡村三级联动
的供电服务保障体系和沟通协调机
制，全力做好迎峰度夏期间供电安全
保障及优质服务工作。

在电网设备方面，紧密结合夏季
设备的运维规律，高度重视、周密部
署，及时统筹进行“迎峰度夏”反事故
演习，组织各中心供电所及供电服务
站开展专项隐患排查整治工作，深入
推进隐患消缺及线路清障工作，对电
网薄弱环节和重点线段实施专人监视
运行，并在负荷高峰期缩短巡视周期、

恢复重要变电站有人值守。
在电网调度方面，持续加强精准

负荷预测，严格负荷需求侧管控，合理
安排电网运行方式，在负荷高峰期原
则上不安排重要输变电设备、输电通
道停电作业，确保设备安全稳定运行。

在电网防汛方面，密切关注天气情
况，扎实开展防汛演练，提前做好防汛应
急物资保障和应急抢修安排，时刻保持
人员、物资、车辆等处于应急响应状态，
确保面对电网突发状况时能快速响应。

在优质服务方面，深入贯彻落实
省、市供电公司“稳经济、促增长、优服
务”九项举措，高度重视 95598、网上
国网等全渠道客户诉求信息，对特殊
用电需求、紧急件，坚持特事特办原
则，及时满足客户用电需求；做好农田
机井、泵站等配套电力设施运维，助力
农业丰收、农民增收；依托官方媒体、
客户微信群、“网上国网”APP等渠道，

实时发布停电预警、抢修进度、复电通
知等信息，缓解客户焦虑情绪。

同时，加大攻坚力度，高效落实优
化营商环境专项行动部署。一是推动

“阳光业扩”服务工作方案扎实落地。
主动适应市场发展、贴近客户需求、接
受社会监督，推动业扩报装“就近接
入”，进一步提高客户满意度，全力提
升公司“获得电力”评价水平。二是推
广线上办电，让客户办电过程全互
动。利用区块链技术，实行电子印章
和电子合同，以电子和纸质并行的方
式，减少客户和客户经理的跑腿次数，
实现线上办电业务“一次都不跑”。

下一阶段，国网台前县供电公司将
坚决践行“人民电业为人民”的企业宗
旨，扛起央企“大国重器”和“顶梁柱、顶
得住”的责任担当，做到安全和人“两个
不出事”，确保广大人民群众度过一个
凉爽的夏季。 （孙阳阳）

优化施工工序
首个站房主体结构顺利封顶
6月 6日，随着最后一方混凝土浇筑完成，由中铁十二

局集团电气化工程有限公司、四川省铁路建设有限公司联
合建设的叙毕铁路（川滇段）金鹅池站站房主体结构顺利
封顶，这是该项目首个封顶的站房工程，标志着叙毕铁路
（川滇段）站房建设取得阶段性进展。叙毕铁路（川滇段）
位于川滇交界地区，是隆黄铁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西
部陆海新通道西线通路畅通工程。该铁路既是四川省“一
干多支、五区协同、四向拓展、全域开放”战略的南向货运
主通道，也是西南地区至北部湾出海口的最近货运通道。
铁路全线设计初期开放车站 11个，预留缓开车站 3个。
此次封顶的金鹅池站位于宜宾市兴文县大河苗族乡，是叙
毕铁路重要的客货中间站。站房主体为线侧平式站，包括
地上一层和局部地下一层，建筑面积1999平方米，最高容
客量可达400人。据悉，金鹅池站站房于2021年 11月底
正式破土动工，中铁十二局集团电气化公司与四川铁路建
设公司严格落实施工进度和技术管理要求，在施工中不断
优化施工工序，同时聚焦难点施工环节，定期召开推进会，
高质量推进站房工程建设。 （吕洋）

“田间会诊”防治辣椒“高温病” 扫码看视频

6月 20日，郑州地铁集团公司运营分公司检修车间员工在认真检查入库车
辆，及时排查安全隐患，确保安全运营。⑨4 高若权 摄

66月月 2020日日，，安阳市文峰区环卫安阳市文峰区环卫工工人冒着高温人冒着高温
驾驶扫地车清扫街道驾驶扫地车清扫街道。。⑨⑨66 河南日报社全媒体河南日报社全媒体
记者记者 赵阿娜赵阿娜 摄摄

66 月月 1818 日日，，电力工人顶着电力工人顶着
烈日烈日在宁陵县商登高速路作在宁陵县商登高速路作
业业。。⑨⑨66 吕忠箱吕忠箱 摄摄

6月 20日，洛阳市嵩县闫庄镇总管庙村，村
民在浇灌庄稼。⑨6 李卫超 赵明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