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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庆文

冬日的清晨， 位于内蒙古呼伦贝尔根河市
的中国冷极点静岭，气温零下 45℃，山风刺骨，
哈气成冰，能见度不足 5 米。 国网呼伦贝尔供电
公司根河输变电工区的两位巡线员，披挂好望
远镜、测高仪、工具兜，拎起无人机的大箱子，
沿着一条羊肠小道，钻进积雪覆盖的密林。 很
快，他们的眉毛、黑色面罩，以及棉安全帽的
冒遮、帽檐挂上了一层白霜。

巡线员是师徒， 师父申庆发巡线巡了 30
年，足迹能绕地球三圈儿多，徒弟李浩则刚刚
大学毕业。 两人当天的工作是春节保电特巡，
目标是 110 千伏林金线最后 8 公里线路和 20
基铁塔，目的是及时发现、消除缺陷隐患，让
老百姓亮亮堂堂、热热乎乎过年。

线路藏在山林里， 只能走进去。 40 多分
钟跋涉后，师徒二人看到前方的铁塔，随即停了
下来。 申庆发用望远镜仔细观察，李浩拿出记录
本，此时的两人，在深雪中只露出大半截身体。

“410 号塔，塔身未倾斜。 ”申庆发说完，放下
望远镜，走向线路。 李浩记录完，也跟了过去。

来到塔下， 申庆发在铁塔周围四处查看，
用望远镜观察塔身、 塔顶、 导线和周边的树
木，随时发出记录指令：“塔材未缺失！ ”“绝缘
子串没有风偏，相间距正常！ ” “导线驰度正
常！ ”随后，他拿出扳手，靠近铁塔，一边敲击

一边侧耳细听：“铁塔螺丝没有松动！ ”接着，
又在塔脚的积雪中半蹲半坐着将雪刨开，仔
细检查接地线：“接地线正常！ ”

待李浩记录完毕， 两人离开 410 号铁塔，向
下一基铁塔走去。

在一个峡谷入口处，两人停下来，前方积雪
厚度几乎超过了他们的身高，无法逾越，但山谷
里的两基铁塔检查不能落下。 在徒弟配合下，
申庆发拿出无人机和遥控器，熟练地装机翼、
电池、开机、自检，双手自如地操控摇杆。 无人
机稳稳升空，飞进山谷，铁塔和线路情况清晰
地显示在屏幕上。

以前巡线遇上大雪封山， 申庆发只能干着
急。师徒二人一起巡线后，李浩手把手教师父摆
弄无人机。 师父笑称，他把徒弟变成了电力巡
线员，走了空中线路和地上的巡线路，而徒弟
把他变成了“飞行员”。

不过，在李浩心中，师父还带他走了第三条
路：“师父用 30 年的巡线经历告诉我， 对付极
寒，要以‘动’制‘冻’，动脑筋想办法，动手脚解
决问题。多走几步，电网就少些隐患；多看几眼，
心里就少些担忧。累到浑身冒汗时，宁可慢走也
不能停，因为汗消后会浑身冰冷，容易感冒。”说
罢， 李浩从工具兜中拿出冻硬的 6 根小香肠和
3 个鸡蛋，这是他们当天的午餐。

山林中巡线， 食物带多会影响巡线进度，
香肠鸡蛋最方便省事。 但温度太低，香肠要用

手捂一捂才能撕破外皮，鸡蛋要在树干或石头
上硬磕才能去皮。曾有一个极寒之夜，师徒二人
巡完最后一基铁塔时， 又累又饿， 瘫坐在雪地
里，包里只剩一个冻硬的鸡蛋，推来让去，最后
还是一人一半就着雪吃了。

巡线结束，已是傍晚。 从线路到路边的乘
车点，两人还要在密林深雪中步行 2 公里。

根河输变电工区承担着 9 万多平方公里供
电面积内 26 条共计 1700 多公里输电线路和
6200 基输电杆塔的巡视任务。 输电班 10 名巡
视员，两人一组，每组平均巡线 340 公里。 其
中， 每月一次例行巡视， 关键保电时期和狂
风、暴雪等极端恶劣天气后，还要进行一次全
线特巡，平均每人每年在山林中行走近 5000
公里。虽然无人机、在线监测以及未来的精准
定位服务等科技手段可以助力巡检， 但类似
铁塔螺丝松动这样的细节只有靠人现场检

查才能发现。
30 年来，发现过多少隐患，避免了多少次线

路故障停电，他们记不清了；在林子里被动物咬
伤多少次， 遇到多少次极端天气， 他们也记不
清了……深陷沼泽浑身泥水爬上来丢了鞋，
绕行几十公里到达河对岸的铁塔，成了家常便
饭。 相比春夏秋，万物寂寥的冬天反而成了他
们的黄金季节，虽然冷风刺骨，积雪过膝，但
没了虫蛇，没有雨水沼泽，所有路都是通途。

到达路边的乘车点时，夜幕已降临，师徒
二人坐在山包上，抓起雪，大把塞进嘴里，既
解渴又提神。 下山后，申庆发要连夜赶往牙克
石，80 多岁的老母亲因心脏病住进了医院，这
两天他着急上火，满嘴长出了水泡。

夜色朦胧，四野寂静，山上黑漆寒冷，山下
灯火闪烁，师徒二人就这样守护了万家光明。

（作者供职于国网呼伦贝尔供电公司）

■郑学富

“绍熙又见四番春， 春日春盘节物新。
独酌三杯愁对影，例添一岁老催人。菊芽冒
土如争出，柳色摇村已渐匀。身是兰亭山下
客，未容逸少擅清真。 ”陆游这首《立春》，描
写了春回大地、 万物复苏的情景， 诗中的
“春盘”是春天美食，又称春卷或春饼。

立春之后，气温回升，青菜冒出新芽，
清香脆嫩，人们把韭黄、菠菜、嫩葱等时令
蔬菜包在饼中尝鲜，谓之“咬春”。清代富察
敦崇的《燕京岁时记》记载：“打春即立春，
是日富家多食春饼，妇女等多买萝卜而食
之，曰‘咬春’，谓可以却春困也。 ”

最早的春饼是与合菜盛放一个盘里的，
称为“春盘”。 合菜是将韭黄、肉丝、粉丝、
豆芽菜、嫩菠菜混炒一种菜肴。 唐代《四时
宝镜》记载：“立春日食萝菔、春饼、生菜，号
春盘。”唐宋时，吃春盘之风日盛。杜甫在安
史之乱后，困居夔州，时值立春日，面对青

翠欲滴的春盘，望着巫峡江流滚滚，睹物
思情，回忆起当年在长安和洛阳过立春的
欢乐情景，写下了《立春》：“春日春盘细生
菜，忽忆两京梅发时。 盘出高门行白玉，菜
传纤手送青丝。 巫峡寒江那对眼，杜陵远客
不胜悲。 此身未知归定处？ 呼儿觅纸一题
诗。 ”1084 年早春， 苏轼由黄州调任汝州
（今河南临汝）， 赴任途中， 曾于泗州小
住，写下了 “细雨斜风作晓寒 ，淡烟疏柳
媚晴滩。入准清洛渐漫漫。雪沫乳花浮午
盏，蓼茸蒿笋试春盘。 人间有味是清欢”
的诗句。

明清时期，春盘演变成了春卷，而且成
为宫廷菜肴，登上了御膳大雅之堂，皇帝也
对其情有独钟，在立春之日向百官赏赐春
饼。 明《燕都游览志》载：“凡立春日，于午
门赐百官春饼。 ”清朝的满汉全席一百二
十八道菜点中，春卷是九道点心之一。

春卷制作要经过多道工序， 先用烙熟
的圆形薄面皮卷裹馅心，成长条形，然后炸
至金黄色浮起即成。 立春吃春饼有喜迎春
季、祈盼丰收之意，图的是吉祥如意、消灾去
难。 元朝诗人元好问有《春宴》词写道：“春盘
宜剪三生菜，春燕斜簪七宝钗。 春风春酝透
人怀；春宴排，齐唱喜春来。 ”诗人通过对早
春美景的描写， 表达了人们迎接春天的喜
悦心情，春盘、春燕、春风、春酝、春宴、春
歌，一派春的气息弥漫大地，令人沉醉。

（作者为历史民俗文化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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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树辉

留守的大雁在深水区结群，偌大的
河面分成两半，西边是水，东边是冰。
冰面通南彻北，严严实实，一条蓝白相
间的渔船像一座房子， 矗立于冰铺成的广场
上。河风绕过蒿草，在冰与水的交界划出声响，
冰还在吱吱地生长。

故乡的河从未如此冷过，即便是大雪纷飞。
冬日里，这条河是故乡唯一的景色。 成群的

雁，在东边的浅水区南北排开，宛若在水流中结
出一道网，捕食行动迟缓的虾和鱼。 我和妻子结
婚那年冬天，曾冒雪来过这里，大雁在雪中紧
紧挤在一起，簇拥起一座水中的“城堡”。 也是
从那时起，我认定故乡的河是暖和的，也从这
些雁的身上，理解了留守的意义。

这次回来，开车一直到河岸边。 村里延长了
生产路，从主路向东又修了几公里，水淹地的耕
种也方便起来。 当然，也方便了从城里来此游玩
和垂钓的人们，以及像我这样，在外工作却时时
惦念这条河的游子。

沿着河岸，还有一条平坦的土路，绕过东河
沟前边的土丘一直通往远处， 那是游客用车轮
碾出来的。

故乡，在我的潜意识里应该更美。 河岸边该
是垂柳依依，该有供人小憩的亭台和石凳。 朝阳

的土地里该有鲜花或葡萄，该有摇椅、茶台。 河
风是最自然的音乐， 河边的丘陵也该是一座美
妙的庄园。 前些天，我参加了村委换届选举，候
选人演讲时道出了和我一样的想法， 而将生产
路延伸到水淹地，只是他的第一步。

提灌站建在西河沟的一个水湾里，河水能
提到丘陵的最高处 ，浇灌所有农田 ，将来也
能浇灌梦想中的庄园 。 环绕水湾的 ，是一个
圆形的土坳 ，东南朝向 ，应着太阳避过北风，
一丛迎春花的花蕾已经胀满，冰面的倒影里，
蕴藏着生机。

迎春花，这最先知道春意的精灵，居然在隆
冬的河岸上结出了花蕾。 我突然明白了“迎春”
的意义：无论如何寒冷，都要怀揣希望心向光
明，用盛开来消融一整个冬天的冰霜。

这一丛迎春，鼓胀的花苞静静待放，不是享
受春光妩媚，而是一种指引、一种鼓舞，一种孕
育希冀的绽放。 侧耳静听，是春的脚步更近了。

(作者供职于洛阳市伊川县委政法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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