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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下 8 摄氏度的坚守
供水人“裸手”接管道红遍朋友圈

□本报记者 吕占伟
1 月 9 日晚 10 时许，一只
手的照片刷遍了平顶山供水
系统的朋友圈、微友群。照片
上的这只手指甲里塞满泥土、
满是褶皱、粗糙不堪，布满细
小的裂口。就是这只手，在零
下 8 摄氏度的冬夜保障了市
区 2000 多户居民家的正常用
水！昨天上午，根据微友提供
的线索，
记者见到了这只手的
主人高磊。
“ 他 正 在 忙 ，我 喊 他 过
来！”昨天上午 9 时许，记者赶
到位于九里山水厂附近的平
顶山自来水二次供水有限公
司办公室，在等待高磊的时间
里，公司员工马勇聊起了高磊
当晚抢修管道的感人一幕。
马 勇 说 ，1 月 9 日 下 午 2
时许，该公司办公室职工陶磊
在上班途中突然接到反映市
区矿工路中段幸福花苑小区
水压低的电话，于是立即改变
行程赶到该小区。原来，一辆
供电抢修车施工中挖断了庭
院一条 DN150PVC 供水管道，
小区水压下降，居民用水受到
影响。
由于前几日的降雪，
鹰城
持续处于低温状态，
最低气温
一度降至零下十几摄氏度。
开挖路面、确认漏点、切
割管道……陶磊、高磊、马勇、
佟海龙等几名抢修队员按照
程序开始抢修。
“ 当晚在幸福
花苑，鼻涕流出来都能冻成冰
碴子！
”马勇回忆道。
当晚 10 时，抢修进入关
键时段。
“PVC 管道需要用胶
粘接后才能加装包箍，在平
时的抢修中，粘接管道可以戴
着手套用毛刷刷胶，
可当晚气
温很低，
毛刷拿出来才发现冻
成了硬块不能使用。关键时
刻，高磊说‘来，我直接上手
吧’。
”马勇说。
高磊徒手蘸着胶水，
一点
一点地在管道上涂抹，
尽管冻
得直哆嗦，但他还是认真地粘
接完了管道。管道粘好后，在
场同事用手机拍下了他“惨不
忍睹”的那只“裸手”。
由于气温太低，胶水凝固

时间延迟，当晚 10 点，几名抢
修人员不得已收工。次日一
大早，他们再次赶到现场，经
过一上午的奋战，终于在中午
12 点之前完成抢修，幸福花苑
小区 2000 多户居民的用水恢
复正常。
正说话间，
高磊来了。他
中等身材、留着平头，眼睛不
大却很有神，一副干练的模
样。今年 31 岁的他参加工作
已 10 年，此前在部队当过通
信兵和炮兵，
还是背密码的高
手。
回忆起当晚在幸福花苑
小区抢修管道的情形，
高磊形
容“那一刻，刺骨的凉意一瞬
间从手指尖向四肢和躯体袭
来，
那种感觉就像是跳进了冰
窟窿里，浑身上下发麻，失去
了感觉。
”
记者注意到，
高磊的手掌
伤痕累累，
略微肿胀。当晚粘
接管道涂在手上的胶水清除
后，他的手掉了一层皮，看起
来竟比平时红嫩。
高磊是个名副其实的“水
三代”，爷爷和父亲生前都是
我市供水系统的老职工，
身为
家中独子的他幼时常被父亲
带到供水抢修一线，耳濡目
染，退伍后，他也成了一名供
水抢修人。
寒冬和酷暑是自来水管
网事故高发的时节，
供水抢修
人员需 24 小时待命。
“我来平
顶山自来水二次供水有限公
司之前在公司管网处工作，大
冬天为了修换阀门，
脱得只剩
下短裤往水里跳都是很平常
的事。
”谈起供水人的辛苦，高
磊感受颇深。他说，5 年前的
那个冬天，
市区一供水阀门损
坏，管道井内积水 2 米多深，
该公司已 50 多岁的全国劳模
顾玉贞看年轻工友跳下去后
控制不住水情，索性脱了衣
服，
喝了几口随身携带的用来
驱寒的白酒，
一个猛子就扎了
进去。
“呵呵，没想到我因为一
只手在朋友圈火了！即使换
作别的工友，当时的情况下，
他们一样会这样做。这真的
没什么！
”高磊谦逊地说。

上图：1 月 9 日晚，在幸福花苑小区徒手粘接管道
的高磊的一只手照片刷遍了平顶山供水系统的朋友
圈、
微友群。
市自来水公司供图

右图：昨天，结束了供水应急抢修任务的高磊，又
忙碌在城区高层住宅二次供水施工现场。
本报记者 李英平 摄

飞天茅台率先提价

市区高端白酒价格应声上涨
□记者 王春生
本报讯 贵州茅台近日发
布公告，宣布 53 度飞天茅台
（以下简称“飞天茅台”
）须按
照 每 瓶 1499 元 的 标 价 销 售 。
记者昨天走访市区白酒市场
了解到，受此影响，市区高端
白酒应声涨价。
昨天上午，记者在市区光
明路、开源路、曙光街等多家
名烟名酒店了解到，近段时间
高端白酒价格一直在涨，其中
飞天茅台大都涨至每瓶 1800
元左右。据光明路与曙光街
交叉口附近一家名烟名酒店
徐姓负责人介绍，目前店里的

飞天茅台最低价 1750 元。对
于飞天茅台的价格，这位负责
人说，几天前进价还不到 1600
元，现在进价已接近 1700 元。
而一年多前，一瓶飞天茅台售
价仅 900 元左右。
“这一年多来飞天茅台一
直在涨价。”在市区开源路中
段一家名烟名酒店，年轻的店
主告诉记者，前几天飞天茅台
售价是 1700 元，这两天才提的
价。
“1800 元，这价格不能再低
了。”
这位店主说。
在开源路丹尼斯百货商
场白酒销售区，记者注意到，
这里的 52 度水晶瓶五粮液标
价为 1050 元，未见有飞天茅台

销售。销售人员告诉记者，目
前飞天茅台断货。
曙光街中段一家名烟名
酒店店主告诉记者，以前 52
度水晶瓶五粮液售价仅七八
百元，前段时间也一直在涨，
目前售价 1100 元左右。
一些高端白酒经营者认
为，近期高端白酒价格飙升，
主要原因是供求关系变化。
其中，茅台经历了前几年低谷
后有回暖需求，加上春节期间
高端白酒需求旺盛，消费主体
已由公款消费转为白领、企业
老板等群体，而飞天茅台每年
产量仅数万吨，供给有限造成
价格上涨。

市区体育路某超市内价格不菲的五粮液酒。 本报记者 禹舸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