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02 要闻要闻 2021年5月5日 星期三

责编刘浩华 美编江静雯

善于钻研“拆解”难题
4月29日，一辆公交车因为

气压过低报警、系统故障送进维

修间。李由天看了看，认真检查

起来。30分钟不到，公交车就修

好了。这时，李由天的后背微微

出汗，手指、手臂被汽车零件上的

烟灰染黑。“现在还不算热，到了

六七月，上班没多久衣服就湿透

了。”李由天笑着说。

2013年，李由天经人介绍来

到佛广集团维修检测事业部，从一

名普通维修工人做起，每天重复着

检查发动机、诊断故障码、排除故障

源的检修工作。工作又脏又累，但

李由天没有怨言，反而乐在其中。

勤于钻研的李由天，不放过

每一次与难题交手的机会。“遇到

不懂的，要么和同事商量，要么查

资料找方法，反正一定要把它攻

克下来。”李由天说，有一次，他用

了整整2天时间，最终找到了车辆

高低压故障的解决方法。

不放弃、不服输的劲头，让李

由天渐渐成为维修检测事业部的技

术担当，先后获得2014年汽车维

修（LNG）“技术能手”称号、2015
年佛山市“福田杯”汽车行业职工比

赛（客车组）“技术能手”等荣誉。

耐心摸清纯电动车“脾气”
2015年前后，南海区公交车

开始更新换代，越来越多新能源

纯电动车取代了柴油车。

电能和柴油是两套全然不同

的动力系统，正因如此，柴油车的大

部分维修技术不适用于电动车。“这

对习惯了柴油车的维修人员来说是

个不小的挑战。”李由天说，弄懂全

英文维修软件就是第一步。

原来，新能源纯电动车检修软

件只有英文版本。李由天念不出

单词，就记下单词的样子和位置。

每当有疑惑的时候就掏出手机，对

比公司发给他们的译本。慢慢地，

李由天“看懂”了软件上的英文，也

掌握了软件的使用方法。

维修纯电动车不仅难而且危

险。不同于柴油公交车，新能源

纯电动车工作电压最高约 500
伏，这个数据意味着什么？“这么

说吧，在一根1厘米粗的铁棍两头

接上500伏直流电压，铁棍两端

会因承受不住电压而瞬间折断。”

李由天说。

冒着危险与新能源纯电动车

一次又一次“交手”，李由天逐渐

摸清了电动车的“脾气”，总结了

许多纯电动车维修技巧。“它们很

乖，没电过我。”李由天笑着说。

短时间内排除车辆故障
有一次，一辆新能源纯电动

车在行驶过程发生绝缘故障，导

致车辆无法正常行驶。接到故障

车辆后，李由天用电脑连接上故

障车的高压电池系统，发现车辆

绝缘值远低于正常值。根据以往

经验，他判断该问题可能不止由

一处故障引发。

由于当时营运班车紧张，公

司要求他尽量缩短维修时间，好

让车辆尽快恢复营运。怎么办？

李由天沉下心来认真思考，决定

先用绝缘表对8箱动力电池、五合

一控制器、打气机、驱动电机、高

压配电箱、空调控制板等设备逐

一进行绝缘检测。这时，他发现

其中一箱动力电池和高压配电箱

绝缘值有异常。李由天快速拆开

动力电池箱接线柱盖，看到电池

箱内部附着水珠，擦干后动力电

池箱绝缘值恢复正常。紧接着，

他再拆检并测量高压配电箱，更

换高压电路板后绝缘值恢复正

常。最后，他连接上电脑复核检

查，绝缘显示正常，故障排除，车

辆于当天重新投入营运。

李由天说，新能源公交车正

处于飞速发展阶段，未来还会出

现更多新车型、新技术，作为一线

维修工人的他，还得继续学习新

知识、掌握新方法，“只有这样才

能与时俱进，出色完成以后的维

修任务。”

文/图珠江时报记者周钊泷

通讯员张琬雲

大顶苦瓜变致富“金瓜”
清晨正是采摘大顶苦瓜的好

时机。昨日上午，邱培金忙活着，

不时扯出一颗大顶苦瓜细看，将

翠绿成熟的从藤条上采摘下来，

整齐地摆放在篮筐中。“这个大顶

苦瓜有两斤多重，堪称‘瓜王’，可

以卖20多元。”邱培金说。

不一会儿，那些翠绿成熟的

大顶苦瓜被送往周边的市场及酒

楼食肆，供食客品尝，而邱培金每

天能有300元左右的进账，一亩

每年有近万元收入。这换作30

年前，邱培金想都不敢想，小小苦

瓜变成了大家的致富“金瓜”。

“以前一斤大顶苦瓜才卖一

元多，不值钱，现在一般都能卖到

十元一斤，而且供不应求。”邱培

金介绍，大顶苦瓜至今已有近90

年的种植历史，他从小就看着父

辈们种植，如今也有了三十多年

的种植经验。

“只有用耐心、细心和恒心去

守护，才能种植出高品质的大顶

苦瓜。印象最深的就是年初要拿

瓜籽做种时，怕天冷种子不发芽，

我们要拿棉被盖着与瓜籽一起睡

觉，保持温度。”邱培金说，在开花

打瓜时节，还要每天人工授粉，将

雄花摘下来，轻轻地涂抹在雌花

的花蕊上，提高产量，这些都需要

耐心。

据悉，大顶苦瓜因其糖分高

于其他苦瓜而颇受欢迎。如今，

人们相继开起了农家乐，加之周

边茶楼、餐厅的兴起，为大顶苦瓜

的发展注入了新活力，同时也让

当地农户和商户尝到致富“甜

头”。

一瓜可做多款特色菜式
年年好景酒楼是当地的大

顶苦瓜名店，五一假期每天店

内都座无虚席。5月 4日上午

10时许，记者来到年年好景酒

楼的苦瓜加工室看到，一个个

苦瓜去瓢后，在厨师们娴熟的

刀工下被切成薄片，准备将其

做成店内最知名的菜式——大

顶苦瓜刺身。

除了苦瓜刺身，寓意“满载金

银珠宝”的苦瓜船、水晶般晶莹透

彻的苦瓜凉粉、鲜嫩的霸王苦瓜

鸡……每一款特色菜式，都采用

小小的大顶苦瓜炮制而成。

“最近每天要供应 750~
1000公斤苦瓜，其中大部分是高

价收购当地品质好的大顶苦瓜。

希望让谭边这一特色农产品一直

传承下去。”年年好景酒楼相关负

责人吴健均介绍，经过多年创新，

喜欢吃大顶苦瓜的人多了，但种

植技术的传承仍很缺乏，年轻一

代鲜有问津。

也源于此，年年好景酒楼每

年种植60多亩大顶苦瓜，经过研

究、创新种植出含糖量更高的白

玉大顶苦瓜，未来还将通过培训、

聘用等方式，让更多人掌握大顶

苦瓜的种植技术。

据悉，狮山镇将通过土地集

约实现规模化种植，提高大顶苦

瓜的产量，同时通过合作社的形

式，解决大顶苦瓜的销售问题，提

高农户的积极性，进一步提高大

顶苦瓜的品牌知名度，助力乡村

振兴。

文/图珠江时报记者李福云

珠江时报讯（记者/郑慧

苗 通讯员/卞宇峰）为进一

步巩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工作成果，助力南海区新冠

病毒疫苗接种工作，近段时

间，南海区各级团组织带领

广大青年通过带头接种、发

布倡议、志愿服务等多种方

式，为构筑全民免疫屏障添

砖加瓦。

在南海区各个新冠病毒

疫苗接种点，几乎都有青年志

愿者的身影，验码测温、人数

控制、预检区引导、接种区巡

回、留观区提醒……他们积极

提供志愿服务，成为疫苗接种

现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以社会大事为重，我们

应该全力以赴。”狮山同人关

爱义工服务队队长谭凤娟在

招募期间积极发动队内青年

志愿者提供志愿服务，同时

自己以身作则，参与早班次

服务，“计划连续服务直至新

冠病毒疫苗接种工作结束。”

此外，狮山镇青年志愿者服

务总队、罗湖社区义工队、菠

萝义工服务队也积极发动志

愿者参与接种点协助服务，

宣传疫苗接种相关注意事项

及流程，协助社区完成居民

预约登记等。

昨日是五四青年节，大

沥镇团委、狮山镇团委和南

海区大学生协会等团组织

和青年团体积极动员符合

接种条件但尚未接种疫苗

的青年就近接种新冠病毒

疫苗。大沥镇团委向全镇

青年发出接种疫苗倡议，号

召大沥青年要做“主动接

种”的先行者，根据安排有

序接种疫苗；要做“科学接

种”的宣传者，主动宣传接

种新冠病毒疫苗的重要意

义，做到“不信谣”“不传

谣”；要做“全民接种”的推

动者，主动学习疫苗接种相

关流程和注意事项，主动到

新冠病毒疫苗接种点参与

志愿服务，积极动员身边符

合条件的亲友进行接种。

西樵镇团委也积极开

展主题直联活动，各团组织

志愿者深入小区、商铺，向

市民派发宣传单张，详细讲

解新冠病毒疫苗接种有关

事项，动员市民接种新冠病

毒疫苗，用实际行动践行

“我为群众办实事”的庄严

承诺。

截至 5月 4日，南海区

超 1500人次的志愿者，为

近15万人次接种疫苗提供

服务。

珠江时报讯（记者/吴

泳 通讯员/叶敏玲）昨日上

午，丹灶镇党委书记张应统

率队前往镇内第三新冠病

毒疫苗接种点，检查新冠病

毒疫苗接种工作情况，并慰

问节日期间坚守岗位的医

护人员。

检查组来到由南海区

第八人民医院和丹灶镇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共同负责

的镇第三新冠病毒疫苗接

种点现场，依次前往登记

区、等候区、接种区和留观

区，仔细检查各环节现场布

置工作，了解相关工作程

序。正值五一假期，不少市

民前来接种疫苗，现场还有

不少村（居）工作人员、志愿

者指引市民有序排队、登

记。

“接种卡位医护人员轮

休情况怎么样？每天要连

续工作多长时间？”现场，张

应统仔细询问医护人员，了

解目前疫苗接种工作开展

情况，并嘱咐南海八院、镇

社卫中心负责人要科学安

排好轮班制度，注意医护人

员的休息时间，有序推进接

种工作。此外，张应统还向

现场医护人员送去慰问，感

谢他们始终坚守工作一线。

南海区第八人民医院

党委书记、院长李如职表

示，医院将积极落实上级方

针，不断调配医护人员安

排，规范接种各个环节设

置，争取全面、圆满完成新

冠疫苗接种工作。

丹灶镇党委委员刘莉华

表示，接下来计划出台相关

措施，进一步发动市民群众

主动接种疫苗。

这位公交车“医生”
让车辆“健康”上路

佛广集团维修检测事业部电工班班长李由天近10年维修过1.3万辆车次

汇聚青年力量
助力疫苗接种

南海各级团组织动员广大青年到新冠疫苗接种

点提供志愿服务

丹灶镇检查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工作情况

慰问医护人员
感谢辛勤付出

苦瓜变“金瓜”瓜农笑哈哈
狮山谭边大顶苦瓜深受食客喜爱，让当地农户和商户尝

到致富“甜头”

■青年志愿者为前来接种疫苗的市民提供指引。 通讯员供图

每天上午8时，佛山市南

海佛广交通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佛广集团”）维修检测

事业部电工班班长李由天都

会提前来到车辆维修车间，为

一辆辆刚结束营运任务的公

交车做安全检查，致力让每一

辆公交车平稳行驶，将乘客安

全送到目的地。从业近 10

年，李由天维修过的公交车数

量近1.3万车次。

每年4~8月是狮山谭边大顶苦瓜大量上市的时节。比起普通的苦瓜，大顶苦瓜的含
糖量高10%，吃起来更加厚肉、爽口和甘甜，因此每年上市时节都会吸引不少食客蜂拥而
至，只为吃上一口当季的大顶苦瓜。

目前，当地瓜农已忙碌起来，其中狮山谭边社区瓜农邱培金一大早就在田里忙活着绑
藤、修剪藤叶、人工授粉、采摘，确保每天都有新鲜的苦瓜送到酒楼食肆。

■李由天在检测公交车线路。

■瓜农采摘成熟

的大顶苦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