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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网天津东丽公司广大干部员工
全力以赴，牢牢守住大电网“生命线”、细
化安全举措、落实配网运行抢修一体化，
认真践行人民电业为人民企业宗旨，全
力做好今冬明春电力保供工作。

护航电厂并网线 守住电网生命线

“供电公司和工信局的同志们让我
们更清楚地了解到线路安全运行的重
要性，认识到线下施工、超高树木等隐患
严重威胁线路安全运行，我们一定全力
协助，做好这些隐患的清理。”东丽区金
桥工业园内线下施工的现场负责人说。
前不久，东丽区工信局与东丽公司

共同前往金桥工业园，共同推动军卫线
路线下隐患治理工作。220千伏军卫线
是军粮城电厂并入电网的输电线路。
如果把电厂比作电网出力的心脏，电厂
并网线就是“主动脉”，大容量、长距离的
输电线路则是电网的“生命线”。
东丽公司提高输电线路护线频率

和护线质量，加强保供电应急值班，加
强对“三跨”（跨越高铁、高速、重要电
力线路）等重要线路巡视，全方位排查
安全隐患；利用无人机巡检和在线监
拍系统，轮换护线区域等方式，强化线
路运维水平，及时消除缺陷、隐患；加
强重点线路防外破管控工作，对务本
变电站附近燃气管道施工等外破隐
患，加强沟通协调，安排专人值守，严
防外力破坏；成立共产党员突击队，对
辖区内全部8条电厂并网线开展专项
隐患排查治理工作；政企协作，与东丽
区工信局和街道办事处协同联动、共
同发力，推动外协困难的树线矛盾、线
下大型机械堆放等长期隐患的解决治

理。本年度至今，输电线路运行稳定，
未发生线路故障。

细化安全多举措 助力秋检保安全

“东丽湖变电站设备老化，主变噪
声问题日益突出，我们进行了本次噪声
改造。为了提高检修效率，同步进行了
综合自动化改造工作，提高设备的运行
水平。”此次检修工作负责人曲柏全说。
该站承担着国网客服北方呼叫中心和
欢乐谷等多个重要客户和周边居民小
区的供电任务，本次检修将提高该站供
电质量。
10 月，秋检工作进入白热化阶

段。东丽公司东丽湖二次综自改造及
主变噪声治理、小马场主变改造工程
以及驯海路更换主变等多项工作，作
业现场复杂、参与的工作班组及人员
数量多，且有交叉作业。东丽公司提
前做好风险管控、细化安全措施、落实
现场安全责任，对外来施工人员严格
审查工作资质和防疫措施；明确现场
监护人员的安全责任，有效保障秋检
期间的安全可靠供电。
对施工期间存在吊车起重、动火作

业和多班组交叉作业等情况，东丽公司
发挥党员作用与工作负责人、工作班组
人员联合协作，充分落实“设备主人制”，
工作前对工作现场进行实地勘查，详细
测量各类带电体位置信息，部署安全措
施，规划施工线路，对触电风险、高空坠
物、火灾事故、物体打击等施工风险制定
应急处置预案；工作班组提前计划每日
工作内容，多班组交叉作业区域提前做
好统筹安排，做到工期规划到日、现场安
全到人。

运行抢修一体化 提质增效保供电

“小马场线路处在拆迁地区，周围
有大型企业，加强运维巡视力度，不仅
保障了拆迁居民电力安全可靠供应，还
能预防安全隐患可能造成的重大事
故。”小马场片区的运维负责人李衍芃
说道。近期，客户反映军粮城电厂旧厂
房有异物落在线路上方，东丽公司立即
进行现场勘查，当天完成了异物清理，
并修复导线绝缘外皮破损、树障过高等
其他问题，提升线路运行可靠性，服务
客户安全用电。
配电线路像是电网的“毛细血管”，

与客户紧密联结，输送着电网的能量。
为提升线路运维水平、提高抢修效率，
东丽公司以“运抢合一，责任到人”的工

作思路，将配电运行与抢修班组合并。
刚刚完成班组调整的配电专业将东丽
区400余条配电线路分为15个片区，以
线路巡视及缺陷处理为主线，持续关注
电缆防外破、树线矛盾治理、设备消缺
等工作进度。
“运抢合一”以来，东丽公司圆满完

成了中秋、国庆双节保电任务，经受住了
强降雨天气的考验；利用周末时间组织
“共产党员突击队”、“共产党员服务队”
进入施工现场进行电缆防外破特巡、深
入客户告知用电隐患、普及安全用电知
识；配电专业与供电服务中心联合走访
服务客户，专业化服务客户；主动对接上
级部门，加强线路设备缺陷排查，做到紧
急缺陷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处理。

记者 韩丽 通讯员 王泽宇

国网天津东丽公司全力做好今冬明春电力工作

守住电网安全 提质增效保供电

军粮城中学高中部的学生大多数
英语基础薄弱，而英语又是150分的大
科。学生高考英语成绩的好坏直接关
系着院校选择，甚至决定着孩子未来
职业的发展。多年来，高中部的英语
教师金莲，为了补齐学生英语成绩的
短板，一直坚持利用晚上放学的课余
时间为学生无偿补课，赶上冬天，她每
次补完课已是晚上七点，天已漆黑，军
粮城地区公共交通已停运，她就自己打
车到轻轨站，乘轻轨到家时已过晚上八
九点钟。
2013级理科班的两名学生，其他各

科成绩还不错，英语成绩却不及格，如
果英语成绩能够提高的话，考上二本院
校的希望很大。而当时，金老师为了在
市里读高中的孩子，已经把家搬到了市
里，可军中高三的学生上晚自习要到晚
上7点，白天想给这两个学生补习英语
很难抽出时间。好在这两个学生的家
离学校不太远，为了两个孩子的前途，

她和两个学生家长商量，选在晚上7：10
到9：10为两个学生补课。就这样，为
了保证学生的安全，每天补完课，家长
把孩子接回家，而金老师只能住在学
校，周末再回家。可喜的是，金老师的
功夫没有白费，两个学生的英语成绩在
高考中均取得 105分以上的好成绩。
其中一名学生更是创造了高一英语30
多分到高考107分的飞跃，最终都考上
了理想的大学。金老师把自己宝贵的
时间和精力奉献给学生，却婉言谢绝了
家长物质上的感谢。2014级文科班的
学生外语基础普遍薄弱，她把水平相近
的学生分成一组，对学生进行分层课后
辅导，经过金老师和学生们的共同努
力，她所带的班级外语成绩在年级始终
名列前茅。
军粮城中学地处东丽区的农村地

区，大多数学生家长学历不高，只知道
要求孩子努力学习考上大学，而孩子
因成绩不够理想，对这个大目标缺乏

信心甚至望而却步。针对学生的这种
情况，金老师翻阅大量学生就业指南
和高考填报志愿指南，根据学生的自
身特点，为他们做好职业规划，为他们
制定了切合自己实际的具体目标。有
了目标，学生们再也不糊里糊涂混日
子了，而是在金老师的引导下，朝着各
自的目标努力。
2016级有个学生调皮、不爱学习、

总是违反纪律。金老师与家长学生促
膝沟通，确定了孩子毕业后参军的目
标，还找来往届已经参军的学生指导他
高中阶段要为从军做哪些准备。有了
人生目标，这名学生纪律越来越好，学
习比以前有了很大的进步。后来在部
队第二年就当了班长，从事通讯工作。
还有两位学生视力好，身体强壮，学习
中上等，只是外语薄弱，她根据两个学
生的优势，给他们制定了高考目标——
天津民航大学飞行技术专业，根据对这
个专业在天津的录取分数和就业前景

的分析，激励他们努力学习。因为这个
专业对学生的外语水平有较高的要求，
他们学英语的热情越来越高，成绩进步
很快。
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把教师热爱

学生作为“教育的奥秘”。金老师对学
生充满爱心倾注真情，她所教的学生有
了烦恼总愿意向她诉说，学生们也称她
为“金妈妈”。
一个暑假的傍晚，金老师在电话

里听到一名学生的哭声：“老师我要打
工，不去上学了！”她耐心地安抚这名
学生并问明原因，原来是她妈妈对孩
子学习逼得太紧。她一边教育这个孩
子要体谅妈妈，一边用自己的切身经
历说服她的妈妈改变对孩子的教育方
式，为孩子鼓劲儿。一名学生家长也
总是说，孩子和金老师说的话比和自
己说的话还多。有的学生经常用微信
和金老师诉说大学的生活；甚至有的
往届学生还找她当自己的结婚证婚
人。学生们的这些举动源自于对她的
爱与信任。
她常说，爱岗是她的职责，敬业

是她的本分。她无私奉献的精神，就
体现在与学生朝夕相处每个日日夜
夜里。

传道授业 无私奉献
——记天津市敬业奉献好人金莲

爱岗敬业 敢于担当
——记东丽区敬业奉献好人何快

日前，区残联联合爱晶园特教中
心举办“纯真童年 筑梦未来”关爱未
成年人活动。

活动中，区残联党员志愿者和
孩子们一起制作手工荷花，大部分
孩子对于涂颜色和贴花比较熟练，
能够在志愿者简单的辅助下完成
作品。在手指绘画的环节中，志愿

者和孩子们用手指蘸点颜料后在
画纸上点画，组成一幅幅美丽的图
画，使孩子们在感受手指点画带来
的乐趣与神奇。
活动现场其乐融融，欢声笑语不

断，通过手工制作活动，不仅锻炼了特
殊儿童的动手能力、培养了孩子的耐
心，还增强了交流互动能力。

为进一步引导青少年传承红色基
因、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情怀，东
丽区各中、小学校开展了“童心向党”主
题教育实践活动。

金钟小学、流芳小学等学校组织青
少年开展“我向党旗敬个礼”主题升旗
仪式和班、队会，帮助青少年学习党史
国情，听党话、跟党走，立志在党的关怀
下与祖国共成长、做小小追梦人。

东丽中学、苗街小学等学校开展
“童心向党”主题歌咏比赛，组织青少年
唱响歌颂党、歌颂祖国、歌颂新时代的
优秀歌曲，用激昂嘹亮的歌声，表达爱
党爱国之情。

新立村小学等学校组织开展“童心
向党·党的光辉照我心”主题参观、寻访
活动，引导青少年明白今天的幸福生活
从哪里来，明白努力学习、健康成长为
了什么。

赵沽里小学、军粮城小学等学校通
过绘画、读书演讲等形式，组织青少年
讲述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
事、身边优秀党员的故事，在鲜活的故
事中感悟党的初心使命。

此次活动让青少年在故事中、在歌
声里感悟党的初心使命，继承党的光荣
传统，引导他们学党史、知党情，听党
话、跟党走。

各中小学开展“童心向党”主题教育活动

东丽区残联举办

“纯真童年 筑梦未来”活动

工作人员在检修线路

何快在路口执勤 维护交通秩序

苗街小学开展“童心向党”主题活动

东丽区公路养护管理所综合办公
室主任何快,工作认真负责、爱岗敬
业、不怕苦不怕累，从不计较个人得
失。工作10多年来，他从一名大学生
村官成长为一名党员干部，得到了党
组织的认可和群众的信任。2012年
他被评为东丽区十佳大学生村官，
2016年他被东丽区文明办评为东丽
区“诚信公民”。

扎根基层 服务百姓

2010年，大学毕业的他来到东丽
区万新街南大桥社区，成为了一名大
学生村官。做好农村基层工作首先
要学会与群众打交道，为了与群众
打成一片，赢得广大村民的认可，他
利用村里每周五大讲堂的平台，结
合自身特长，制定了一个详细的培
训计划，给村民们开设了艺术品投
资、计算机初级教学、日常电子产品
使用、生活小常识等多个贴近生活
的课程，进而吸引了许多村民前来
听课，一下子就拉近了与村民之间
的关系，大家都知道村里来了个“问
啥都懂”的小村官。随着工作的深
入，每周的走街串巷，协助书记解决
困难问题，定期慰问村里的孤老户
和困难家庭，看望因病住院的村民，
就成了他工作的常态。李奶奶家的
电脑不能上网了，第一个就是叫他
来解决；刘阿姨家的孩子要上网买
本书，也是先找他来咨询购买；同龄
的小张和家里闹了矛盾找到了村
里，他也会出面协调，直到问题解
决。一件件的小事，积累起来的是信
任，他得到了群众的认可。

志愿服务 帮助他人

几年来，东丽区的志愿服务工作
开展得如火如荼，作为有志于服务和
奉献的青年，他义不容辞地成为了单
位志愿服务的骨干。几乎每一次组织
志愿服务，他都会主动参加，不管刮风
下雨从不缺席。他多次担任交通劝导
员，寒冬里站在十字路口引导车辆行
人按秩序行驶；周日大集活动，他作为
政策宣传员，不仅能完成好宣传政策、
发放材料的任务，还能利用自身特长，
对现场的群众进行帮助，帮他们解决
实际困难。一年夏季一场暴风雨将区

内很多树木拦腰刮断，断裂的树枝被
吹散到了路面，严重影响了交通安
全。在接到信息后，何快主动请缨参
加，带领着青年志愿者第一时间出动，
与一线同志们一起对全路线上的树木
倒伏折断情况进行排查，将已经影响
交通的隐患进行清理，整整一个上午
的时间，直到所有安全隐患都被清理。

有一次，单位同事马师傅家的平
房漏雨了，整个房内的积水没过了膝
盖，由于房子是单位公产房，维修需要
由单位统一安排，他了解了情况，率先
安排人员进行排水，与此同时还积极
协调相关部门，联系施工单位，仅用两
天时间就办妥了房屋修补的手续，并
立即对漏雨房屋进行了修补。退休职
工周阿姨在办理医疗二次报销的过程
中，她遗失了几张重要票据，70多岁
腿脚本来就不方便，来到单位气喘吁
吁却还要再跑回十公里之外的医院补
票，急得她满身是汗。何快看到这个
情形，立即放下手头的工作，自己开车
拉着周阿姨前往医院，一路上还跟焦
急的周阿姨聊上了家常，这一来一回
终于补齐了所有手续，周阿姨脸上终
于重新露出了笑容。

疫情防控 勇于担当

为全力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按
照区统一部署，2020 年 1月 23 日上
午，东丽区公路养护管理所参加高
速公路交通疫控卡点工作。何快作
为协调人员，他一边组织卡点值班，
一边协调解决工作人员的饮食、休
息、防护等问题，安排部署卡点的各
项工作任务。每天还要负责协调上
传卡口车辆登记信息，从早上8点到
晚上12点，连续十多天高强度工作。
2020年 2月 27日养护所党员干部下
沉社区值勤，排查从湖北回津人员，测
量出入小区人员体温，何快热心帮助
小区人员注册健康码，遇到不理解的
群众，耐心解释。社区值勤结束他又
主动请缨去天津机场执勤，接机任务
繁重，全员日均工作时长超过16个小
时。夏天高温穿着防护服，在外面一
站就是几小时，闷热难耐。何快没有
怨言，而是尽职尽责，任劳任怨，充分
发挥了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圆满完
成了领导交给的工作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