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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下旬至 7 月初，湖南全省遭遇 长 时 间 强 降
雨，全省电网遭遇严峻考验。

电力共产党员服务队的责任担当！
平常日子，用心服务，默默奉献，这是国 网 湖 南

汛情就是命令。 国网湖南电力全系统 321 支共
产党员服务队以服务民生为主线，深入基层一线开

电力共产党员服务队的可贵品质。

展抗洪救灾、优质服务，在抗洪保电一线践行“两学

现出了“电骡子”“电骆驼”“电雷锋”“电骏马”“国强

一做”，彰显共产党员的优秀品质。

共产党员服务队”等系列基层党组织优质品牌，充分

危难时刻，当仁不让，挺身而出，这是国网湖南

在湖南屋脊壶瓶山、洞庭湖畔、雷锋家乡等地涌

彰显了国家电网责任央企形象。

党旗劲舞
—国家电网湖南电力共产党员服务队纪实
——

用心服务 用行动诠释爱的“广度”
2017 年 7 月 1 日，因新一轮的强降
雨来临，浏阳市城区内多处积水，国家电
网湖南电力“电雷锋”共产党员服务队队
员扛着绝缘操作杆， 赶在消防官兵救援
前淌着没腰深的洪水，冒着豆大雨点，一
步一步， 奋力前往浏阳市银杏养老院变
压器搭火点，拉开跌落保险，断开小区用
电。 而在浏阳市官渡镇 10 千伏官跨线
处理现场，国网湖南电力“电雷锋”共产
党员服务队队员因道路不通， 更是向周
边住户快速借来小渔船， 在洪水的冲击
中学会撑船技巧， 在一摇一曳中前往现
场，处理故障。 故障处理后，抢修人员来
不及喝口水，换身干衣服，又奔赴下一个
故障现场。
他们“走街串巷”， 对小区内的变压
器、供电线路、照明路灯等进行安全隐患
检查；他们“轻车熟路”，走进盲聋哑居民
家中，收拾卫生、闲话家常……
“十年了，虽然他们的队员换了一批
又一批，但是他们身上的红马甲，始终没
有离开过我们。 ”3 月 23 日，长沙市望麓

—
社区的居民又迎来了他们的老朋友——
国家电网湖南电力（电雷锋）共产党员服
务队的队员们。
12 年前，雷锋故里长沙望城成立了第
一支“雷锋”共产党员电力服务队。 12 年
后，321 支 “国家电网湖南电力共产党员
服务队”遍布三湘大地。 电骡子、电骆驼、
电骏马、 电雷锋、 国强共产党员服务队
……每一支服务队都有一个形象的称呼，
由党性强、业务精、作风好的党员劳动模
范、技术骨干的队员组成。
“处处有党员队伍，时时见规范管理，
事事塑服务品牌，人人是国网形象。 ”他们
用实际行动诠释“你用电·我用心”的服
—
务理念——
涌现在每一个防汛抗灾、抗冰保网的
急难险重前，奔波在每一处电力故障抢修
现场；为各个重大节日保电、高考保电、爱
心送考，在田间地头开展春耕春灌义务服
务……他们为点亮万家灯火，真情奉献每
一个朝朝夕夕，他们以爱之名，“电”亮三
湘，用行动诠释爱的“
广度”。

岳阳供电公司防汛保电。

真诚为民 用专业诠释爱的“速度”

长沙电网员工进楼栋检修供电设备。

冲锋在前 用担当诠释爱的“深度”
7 月 1 日上午 7 时 30 分， 岳阳市南
津港大堤，临时排渍抢险供电线路全线通
电。 至此，国网岳阳供电公司“电骆驼”共
产党员服务队队员们已经连夜奋战 10 多
个小时， 冒着暴雨完成了 1.2 公里电缆铺
设和 4 台变压器安装任务。
6 月 30 日中午 12 时，国网岳阳供电
公司接到岳阳市防汛指挥部指令，要求为
南津港大堤新上的 13 台机埠提供电源。
汛情就是命令，岳阳供电公司迅速调集物
资、设备、车辆、人员，“电骆驼”进入作战
模式。 50 多名“电骆驼”分散在各个作业
点，一刻不停留地吊装变压器、接线、敷设
电缆、制作电缆头、进行调试，完成了原来
3 天的工作量。
“电骆驼”共产党员服务队经过多次
历练，是一支可靠的抗洪救灾“急先锋”。
2016 年，华容新华垸溃堤抢险期间，这支
队伍在大堤上抢通了“光明通道”，并在洪
水退去后为当地新架电杆 4000 基， 新架
线路 800 公里。“
电骆驼”共产党员服务队
将红旗插上防洪大堤， 成为抗洪一线的
“点灯人”。
2016 年 3 月 19 日，一辆载有疑似易
燃易爆物品的大货车在京港澳高速由南
往北行驶至 1414 公里时起火爆炸。 国家
电网湖南电力“电骆驼”共产党员服务队
第一时间赶到事故现场， 采取紧急措施，
快速巡查电力设施情况。 在事故抢修现
场，大荆供电所“电骆驼”共产党员服务队
队长周荣春、队员黎益湘迅速调来应急保
电器材， 铺设临时供电线路 300 多米，并

在事故现场安装了 7 盏照明灯，为现场救
援提供电力保障。 直到凌晨 5 点，救援基
本结束，21 名共产党员服务队队员才发现
天色已亮。“用电有什么问题，一定随时给
我们打电话！ ”为了配合道路疏通，通宵未
眠的队员们带着牵挂，离开了现场。
2016 年 ６ 月 20 日， 因强降雨导致
湘西龙山里耶堤防漫溃，洪水倒灌进住有
３ 万多人的镇内，情况万分危急。 国家电
网湖南电力“国强共产党员服务队”在灾
情发生后，立即集结了 １０ 多人的队伍，
冒着倾盆大雨，连夜在齐腰深的积水中搭
接大坝抢修应急电缆。 凌晨 4 时 22 分，近
1000 米的临时架空电缆搭建完毕。 大部
分队员被泥水完全覆盖， 双腿微微打颤，
早已被泡得发白、开始溃烂的腿似乎已经
快撑不起身体了。 在随后的 14 天里，服务
队依然日夜奋战，饿了泡方便面，困了睡
硬板床，直到里耶洪水全部排空，里耶镇
所有线路和台区全部恢复供电。
2017 年 7 月 1 日下午 17 时 35 分，
泸溪县蒲市镇环城路防护堤决口，洪水倒
灌进镇区， 大型机械已在现场处置险情，
国网湖南电力“国强共产党员服务队”划
船赶往抗洪抢险现场安装照明电源和设
备。
险情就是命令，现场就是考场。 国家电
网湖南电力共产党员服务队坚持把急难险
重作为“两学一做”的实践平台，服务队员
打出党旗，亮出党徽，变救灾现场为党性训
练场，为锤炼作风、提升素质、勇担责任的
检验场，用担当诠释了爱的
“
深度”！

7 月 1 日 16 时 25 分， 娄底水府
庙水库 15 扇闸门全开泄洪，沿河一线
防汛抗旱抽水机埠、 杆式抽水计量装
置全淹。 国网娄底供公司“电骏马”共
产党员服务队划船赶往溪口库区被淹
供电区域对电力线路进行抢修， 及时
处置险情， 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
安全，不忘初心，抗洪保电，全力确保
度汛。
“您好， 请问您需要办理什么业
务？ ”3 月 22 日刚一上班，国网冷水江
市供电公司城东供电所营业厅来了一
位客户。
“
我家新房需申请办理用电手续，
请问多久能办好？ ”
“
我们现在实行的是‘六个当天’服
务， 将在一天之内为您装好表、 送上
电。 ”
“一天？这么快？”张女士难以置信。
接到受理工单后，国家电网湖南电
力“电骏马”共产党员服务队队员立即

赶往张女士家进行现场查勘，并根据用
电容量、 用电类别及现场供电条件，提
出技术规范，迅速确定供电方案。 之后，
队员带着工具、 材料来到张女士家，有
条不紊地进行现场安装。
当天下午 5 点， 电表安装完毕，经
过现场试验，成功送电。“真的一天就完
成了。 没想到那么快，真是名副其实的
快装。 ”张女士现场检验，乐呵呵望着闪
亮的电灯，对该公司的“六个当天”服务
由衷地竖起了大拇指。
近年来，国家电网湖南电力共产党
员服务队以便捷、高效、优质服务为原
则，着力推广手机缴费、网上银行等自
助缴费方式；加强临时停电研究，合理
减少停电时间；推行标准化作业，缩短
抢修时间，以卓越的专业能力，努力实
现“接待咨询热心、回答问题耐心、解决
问题诚心、办理业务精心”。 方便、快捷、
优质的服务让群众纷纷点赞，用专业诠
“速度”。
释爱的

平江县供电公司火速开展抢修， 将浸
泡在溪流中电线拉上岸。

志愿服务 用微笑诠释爱的“温度”
“您老要的化肥和种子送来了！ 复合
肥 100 斤，玉米种 2 包。 ”国家电网湖南电
力“电骡子”共产党员服务队队员胡元泽
一边从摩托车上把物资卸下来，一边笑着
跟苏铺村吴吉祥老人拉家常。
老人的儿子长期在外务工维持生计，
只有老两口在家留守。 10 年前，胡元泽来
到吴老家里抄电表，老人刚好采了一些茶
“
我来帮
叶准备卖掉。 胡元泽便对老人说：
你把茶叶带出山卖掉。 ”
“
以前我们自己背
肥料、背山货，天亮了出门，摸黑了才能
回。 现在年纪大干不了，自从这些‘电骡
子’来了，他们进山帮我们带商品，出山帮
我们卖山货， 卖的价比我们自己卖的还
好。 多亏了这几个编外
‘儿子’！ ” 吴吉祥
说。 十年爱心接力，电骡子们为常德市石
门县壶瓶山里的群众捎带的物资已经超
过 12 万公斤。
把他们当作“儿子”的还有剩头村的
19 位麻风病人。 服务队创立农电“电力阳
光服务箱”，针对麻风病人出行难的实情，
长期开展“电骡子”捎带服务，极大地方便
了山区群众的生产生活。 每年春节、端午、
中秋等传统节日时，服务队都会如约来到
麻风村，给老人们送生活物资，陪他们一
起过节，至今已经是 21 次了。“比我们的
父母还亲，比我们的兄弟姐妹还好”，一张
歪斜的用烟盒纸写的感谢信饱含着老人
们对大家的感激之情。

服务队通过“电力行家” 走进企业、
“电力管家”走进社区、“电力保姆”走进农
村、“电力志愿者” 走进困难家庭等形式，
积极延伸服务内容，用微笑诠释爱的“温
度”。
据统计，2016 年以来国网湖南电力共
产党员服务队共建立社区服务点 609 个，
开展志愿帮扶 40294 人次，捐助各类爱心
资金共计 1305609 元。
“阳光电力” 点亮山乡，“电骡子”的
“电力阳光服务箱” 年复一年往返在湖南
屋脊壶瓶山上；“做时代骆驼， 当光明使
者”，“电骆驼” 的旗帜永远飘扬在洞庭湖

畔；“雷锋家乡学雷锋”，“电雷锋” 们依旧
忙碌在大街小巷；“家里灯不亮，就找张国
强”的口号已被织进古老的土家织锦西兰
卡普里；资水河畔，“电骏马”驰骋不息
……
“牢记党的宗旨，忠诚履责，创先争
优，为党旗增辉！ ”国家电网湖南电力共产
党员服务队队员们忠实践行着铮铮誓言，
以实际行动诠释着“你用电，我用心”的服
务理念，在客户之间架起了一座和谐光明
的桥梁，让国家电网湖南电力共产党员服
务队的旗帜飘扬在三湘四水！
（李萍 徐彪 杨晓丽 李嘉）

石门壶瓶山供电所“电骡子”共产党员服务队用“诚信、责任、创新、奉献”走出
一条不同寻常的“逐梦之路”。

（本版图片均由国网湖南省电力公司提供）

电网员工爬杆抢修线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