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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田宜龙
河南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吉小平

近期持续高温中，户外运动让人望而却
步。然而，洛阳不少室内健身场所的人流不
降反增。热爱运动的人们，用流汗的方式“拥
抱”暑天。

“吃着西瓜，吹着空调，爽是爽，可容易
‘寒气入体’。”说话时，王芳刚在洛阳涧西区
一间普拉提工作室健身完毕。90分钟的锻
炼，她和教练杨玲玲的运动衣，都被汗水浸透
了。

“我做普拉提是被逼的！”王芳是洛阳一
家科研院所的设计师。为了赶研发进度，常
常熬夜、加班。前一段，一位朋友想带她去练
瑜伽时才发现，她的肌肉已经劳损，关节也发
生了轻微错位。

看着别人又是游泳又是瑜伽，生性好强的王
芳决定用运动，改变自己“羸弱”的身体。

“哎呀！疼……”第一次走上“核心床”的
王芳，被杨玲玲“整”得痛苦不堪，但这是正位
的开始——通过技巧性的拉伸和训练达到正
位的目的，让骨骼和肌肉恢复相对的平衡点。
当然，这样的运动还能起到女士们梦寐以求的
塑身效果。

作为团队核心力量的王芳，必须用坚强
的体魄去承担发展的重担。当然，作为女性
的她还想减去多余的体脂。“我吃饭很节制
了，但是体脂还是高。”王芳现在明白，“减肥”
不能只靠“不吃饭”。

夏季气温高，提高心率和增强肌肉代谢
更容易，这是燃脂训练的好季节。

几次普拉提训练后，王芳的疼痛感小了很
多。最近，她还每天晚上跟着视频做起了时下
流行的“毽子操”。“我感觉毽子操跟普拉提的
一些高强度间歇训练法动作很像。”王芳说。

目前，洛阳有越来越多像王芳一样的人
们，用健身去度过盛夏。③7

□本报记者 孟向东
河南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王娟
本报通讯员 武钢

连日来，南阳持续出现高温酷暑
天气。骄阳炙烤下，市民们纷纷减少
出门频率，而在 G40 沪陕高速豫陕
界公安检查站，车辆川流不息，异常
繁忙。

正值三伏天，每辆进站的车辆都
会带来滚滚热浪。检查站的四条查控
通道全部打开，每个通道前都有一台大
风扇全力运转，但在酷暑的季节里，检
查站的高速交警仍是一身的汗水。

“您好，公安临检，请您出示身份
证，打开行李箱，到大厅内过安检，注
意戴好口罩保持一米线……”8月 5
日 13时，南阳市公安局高速交警支
队第七大队民警武林运开始了他长
达六小时的通道查控工作。通行车
辆的驾驶员和乘客非常配合，井然有
序地逐一通过安检。但武林运依然
时刻保持高度警觉，不放过任何一个
疑点。

几个小时的盘查下来，武林运浑

身上下被汗水浸透，警服紧紧地贴在
身上，如同被一个无形的蒸笼包裹
着。“夏天已经热习惯了，衣服轻轻一
拧都可以拧出水！”武林运笑着说。

引导岗是离太阳“最近”的岗位，
头顶没有一丝遮蔽，通过的每一台车
的发动机都是一个巨大的热源。但
因为岗位的需要，不断有民警辅警替
换着穿梭于车流中，呼吸着烟尘，引
导着车辆。

在做好通道查控的同时，检查站
还针对心脏病人、中暑等特殊人群和
突发情况，配备了急救药品，针对车辆
没油断电、故障抛锚等突发状况，配备
了机油、燃油、挪车器、电瓶等救助设
备，同时联合属地医疗、消防、施救等单
位构建快速救援机制。“一旦发生突发
情况，我们会第一时间救助，尽全力保
护好、服务好人民群众。”检查站民警刘
浩勇说。

据了解，G40 沪陕高速豫陕界
公安检查站是一道重要的安全检查
关口，目前全站共有 124 名民警辅
警，24 小时坚守岗位，竭尽全力守
护着南阳西大门。③7

高速交警战酷暑护平安

□本报记者 宋敏 本报通讯员 韩彦 平坦

“无人机自检合格，天气状况良好，可以开
始巡检，注意飞行安全！”8月2日下午，位于郑州
市区东南部的220千伏金岱变电站内，一场针
对迎峰度夏重点变电站的智能巡检全面展开。

一同出动的，还有一台长着两只“大眼睛”
的智能巡检机器人，只见它4个轮子走走停停，
转动着“脑袋”对设备进行红外测温、可见光巡
视等。智能巡检机器人系统目前主要配备于
220千伏变电站，可按照设定周期和路线定时
进行全站设备巡视，还具备自动报警和“回仓”
充电等功能，能够脱离人工完全独立作业。

进入8月份，全省迎来新一轮高温天气，
城市供电压力不断增大。目前，郑州供电公
司仅市区就负责运维 192座变电站，维护设
备量大，日常巡检工作耗时较长。

“这是我们首次采用‘地空联合’智能巡
检模式。”郑州供电公司变电运维中心工作人
员杨光告诉记者，地面智能巡检机器人定位
准确、适应性强、低空覆盖面广，无人机视野
广、灵活性强，“地空联合”智能巡检可对敞开
式变电站设备开展多维度、无死角观测，实现
缺陷和隐患早发现、早治理，确保高温大负荷
期间设备健康稳定运行。

“以往的人工巡检不仅效率不高，高温天
气对巡视人员的体能也是很大考验。”220千
伏金岱变电站站长侯燕介绍，新的“地空联
合”智能巡检模式不仅极大提升了巡检效率，
还使运维人员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
来，去开展更有针对性的设备隐患查漏补
缺。以无人机为例，它巡检一座220千伏变电
站会拍摄大约 800张高清照片和若干视频，
工作人员能够快速锁定缺陷隐患的准确位
置，制订计划及时处理。

随着科技的进步，无人机和机器人的功
能也在不断升级。“我们将持续构建多角度、
全覆盖、无盲点的智能巡检体系，推动‘以人
工为主’向‘少人作业、无人作业’转变，提升
变电站巡检工作效率和质量。”杨光说。③8

□本报记者 陈学桦
河南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姬姣姣

“快，收拾装备，10分钟后出发。”8
月 5日 16时，在国网焦作供电公司配电
运检中心，带电作业班二班班长卢凯对
同事说。

由于天气炎热，用电负荷持续上升，
焦作市供电部门加强了设备运维巡视，
工作人员在巡视过程中发现解放区
10kV北环东左线50号杆处设备老化，
就报送配电运检中心开展紧急消缺（即
消除缺陷）。

经过20分钟的车程，卢凯和同事来
到了目的地。此时，室外温度接近
40℃，他们穿着长袖长裤的工装，将需
要用的设备一一从车上搬下来。

绝缘披肩、绝缘手套、安全绳、安全
帽……根据作业要求，登上绝缘斗臂车
的工作人员必须装备完整的作业服。“全
副武装”后，工作人员任超看起来“臃肿”
了不少，但他早就习以为常了，“这样的
紧急作业，在高温天气属于常见，一天会

有五六起室外作业。”
随着绝缘斗臂车车斗徐徐升高，任

超和另外一名作业班成员在地面人员的
配合下，稳稳地将两台电压互感器放在
杆塔上。记者通过相机长焦镜头看到，
两人配合默契、快速操作，当汗水流进眼
睛时才暂停一下。

“高温季节是用电负荷的高峰时期，
也是我们带电作业的高峰期。”国网焦作
供电公司配电运检中心副主任张穹说，
为扎实推进提质增效行动，该公司以“能
带不停”为原则，实施“旁路作业法”，最
大限度确保客户用电不受影响。

17时30分，近一个小时的设备更换
工作结束了，绝缘斗臂车车斗缓慢降
下。到达地面之后，任超第一时间脱下
作业服，里面的蓝色工装已被汗水湿透，
豆大的汗珠从他脸上滑落。

“这身绝缘装备根本不透气，再加上
站在绝缘斗里，作业时如同‘蒸桑拿’。”
任超喝下整整一瓶矿泉水后说，“但是，
能为群众的清凉提供‘动力’保障，一切
都值得。”③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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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网焦作供电公司作业人
员无惧“烤”验，挥汗如雨保供
电。⑨3 李晓光 摄

本报讯（记者 李若凡）本周末，我省最高气温可达
40℃。可期的是，下周初，一股冷空气或将缓解部分地区
的“桑拿天”。

省气象台监测显示，8月 6日午后，我省大部出现35℃
以上高温天气，其中南阳、焦作、洛阳、三门峡、郑州、平顶
山、驻马店、漯河、濮阳、许昌部分县市最高气温达 37℃以
上。在全省最高气温排行统计中，西峡 38.3℃、淅川
38.0℃、孟州37.8℃位列前三。

省气象台预计，受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控制，8月7日白
天，三门峡、洛阳、济源示范区、焦作、新乡西部、安阳西部、平
顶山西部、南阳西部多云，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局地伴有
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全省36℃~38℃，其
中西南部、西北部局部38℃~40℃。8日，西部、北中部有小
到中阵雨、雷阵雨，局部大到暴雨；黄河以南大部分县市持续
37℃以上的高温闷热天气，西南部部分县市达40℃。

“桑拿天”什么时候缓解？省气象台预测，受南下冷空
气和降水影响，9日至 10日，北中部最高气温将降至 30℃
以下，高温缓解。③7

高温天何时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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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代娟 实习生 陈曦

进入 8月，我省新一轮高温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
8月 5日，新乡市再次发布橙色高温预警，最高气温连续升
至37℃以上。据新乡市气象台副台长朱枫介绍，从7月底
至今，新乡平均气温比常年同期偏高1.7℃。

为何临近入秋，“桑拿天”依旧？朱枫介绍，立秋是二
十四节气之一，并不代表秋天到来，从气象学角度说，连续
5天的平均气温低于 22℃才表明入秋，当前新乡的天气状
况还远没有达到入秋的标准。同时，8月以来，我省受西太
平洋副热带高压影响，以下沉气流为主，晴热少雨，同时湿
度较大，体感温度也会更高，感觉闷热。

持续高温下，热射病备受关注。何为热射病？该如何
避免？

“热射病是重症中暑的一类，是中暑最严重的一个阶
段，主要表现为高热、无汗、昏迷。常见热射病为劳力性热
射病，多出现于处于高温、高湿环境下的长期进行较重体
力活动的人群。”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急救医学科医
生石金河解释说，此外，本身有慢性疾病或年老体弱的患
者，在温度湿度高的情况下会出现非劳力性热射病，前期
症状不易发现，其后症状加重。

“热射病可造成中枢神经系统、肝肾功能、消化系统持
续性损伤与障碍，夏季防暑非常必要！”石金河建议，高温
天气下应避免长期户外作业，如果出现头晕、口渴、四肢无
力、心跳快等症状，应转移至阴凉处降温，及时补充水分盐
分。如果遇到热射病患者，在帮助其及时就医的同时要尽
早降温。高温天气下，对于有慢性疾病人群及老人，陪护
人员应勤开窗通风，使用空调、风扇降低室内温度，注意看
护。③5

“非劳力性热射病”
不容忽视

新乡通信公司工作人员正在敷设光缆。⑨3 赵云 摄

88月月 55日日，，学生们在郑州市一游泳馆内学习游学生们在郑州市一游泳馆内学习游
泳技能泳技能。。暑假期间暑假期间，，众多学生和家长一起在游泳众多学生和家长一起在游泳
馆馆、、健身广场等地进行体能锻炼健身广场等地进行体能锻炼，，度过一个充实的假度过一个充实的假
期期。。⑨⑨33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聂冬晗聂冬晗 摄摄

□本报记者 赵一帆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8月 7日 20时 29
分将迎来立秋节气。如诗中所言，在随风摆动的
树叶之中，秋的序曲已然拉开。

古人将立秋分为三候：一候凉风至；二候白
露生；三候寒蝉鸣。意为立秋之后，刮风时人们
会感觉到凉爽，此时的风已不同于夏天中的热
风。接着，大地上早晨会有雾气产生，并且秋天
感阴而鸣的寒蝉也开始鸣叫。

立秋又被称作秋天的开始。此时节降水、湿
度等迎来一年中的转折点，趋于下降，但不代表
酷热天气就此结束。立秋至处暑往往还处在“三
伏”期间，仍然烈日当头。正所谓“大暑小暑不算
暑，立秋处暑正当暑”。

刚刚经历一周高温天气的河南，在立秋当天
依然火热不减。省气象台预计，受西太平洋副热
带高压控制，立秋当天我省还持续高温闷热天
气，全省大部最高气温在 37℃以上，局部地区最
高气温可达40℃。而这种炎热的天气，往往要延
续到9月中下旬，气象资料表明，要想真正感觉到
秋天的凉爽，一般要到白露节气之后。

虽然暑热未退，但是自然界中，万物已经悄然
发生改变，开始从繁茂成长趋向成熟。所谓“秋不
凉，籽不黄”“立秋十天遍地黄”

“立秋十八天，寸草皆结顶”。
行走田间，高粱向泥土更深处
扎根，玉米向天空更高处比肩，
稻谷抽穗扬花向风借力，万物
走向饱满，走向丰盈，一个收获
的季节即将到来。③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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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炎夏日，郑州北站编组场机器轰鸣，来自中国铁路郑州
局集团有限公司郑州桥工段的百余名职工利用 69天时间将
郑州北站“服役”到期的204组木枕道岔升级改造为混凝土道
岔，确保铁路行车安全。⑨3 聂冬晗 李中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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