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黄熙灯 通

讯员 李建基）

牛年元宵节“十五的

月亮十六圆”。据广州市五羊天象馆

透露， 今年元宵之夜广州最佳赏月

时间为0时13分。

据介绍， 牛年元宵节的元宵月

有三大特色。

一是十五的月亮十六圆。 今年

月亮最圆时，出现在2月27日16时17

分

（农历正月十六）

；此时，太阳、地

球和月球排成近似一条直线。 明年

的元宵节（2月15日），是“十五的月

亮十七圆”； 月亮最圆发生在2月17

日0时56分

（农历正月十七）

。

二是“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

圆”。 今年元宵期间，我国看不到最

圆的满月。 而在北美洲和南美洲等

国家，可观看到最圆的月亮。明年元

宵节，我国可观赏到最圆的元宵月；

月亮最圆出现在2月17日0时56分

（农历正月十七）

。

三是今年元宵节8时，月亮距离

地球 376266千米 ， 比平均距离

384400千米近。因此，公众目睹到的

月亮较大。

在广州，“元宵之夜”

（

2

月

26

日

晚上至

27

日上午 ）

， 月亮在17时29

分，从东北方冉冉上升；次日凌晨0

时13分，月上中天，月亮位于正南方

向，高度最大，达到83度，是赏月的

最佳时刻；清晨6时53分，月亮从西

北方隐隐下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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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

近期有两股冷空气先后抵达，其中第一

股或带来春雷， 第二股将带来3～5℃的

降温。 广州市气象台预测，24日全市维

持晴朗干燥天气，早晚有轻雾；受高空

槽、 切变线和弱冷空气影响，25至27日

全市将转小雨天气，气温小幅下降。

2月平均气温最高气温均破纪录

根据昨日的数据，2时15分全市温

度分布图显示，全市观测点记录到的气

温大都在27℃以上，其中，黄埔区联和

街国际羽毛球中心录到了全市最高气

温31.9℃；下午4时，广州站录得最高气

温29.7℃， 打破该站2月29.4℃最高纪

录。 根据广州气候中心的统计，1月下旬

（

1

月

21

日

～2

月

22

日 ）

以来，由于东亚冬

季风由强转弱，使得影响广州市的冷空

气偏少偏弱， 广州出现温暖少雨天气，

平均气温异常偏高，期间广州市五个国

家气象站的平均气温高达 18.2℃，比

1981～2010年同期平均值高了3.8℃，打

破了历史同期最高纪录17.8℃(1965

年

)。

两股冷空气要来，降雨+降温

不过，近期有两股冷空气安排了档

期。 首先在25～27日，预计有高空槽、切

变线和弱冷空气来聚会，大广州云量增

多，转为小雨飘飘的天气，主要降雨时

段在25日夜间至26日中午，此次过程以

稳定性降雨为主，

（北部）

可能会有雷。

虽然这次降温不明显， 但是阴天+小雨

体感也会没那么热。 至于想要更加凉快

的话，得看3月初的冷空气。 预计3月1～2

日，受新一股冷空气影响，广州有小雨，

气温下降3～5℃。

二三月份， 又是阴天又有小雨，

会不会出现“回南天”？ 不会。 原因很

简单， 回南天是在冷空气影响了一段

时间后， 暖湿气流迅速反攻， 温度湿

度一起涨， 因此， 回南天的出现首要

条件是前期足够冷， 而这段时间的温

度刚刚相反。

广东省气象台预测，24日全省大部

晴间多云；25日全省多云， 部分市县有

小雨； 受冷空气南下影响，25日夜间到

26日，韶关、清远有中到大雨，其余市县

多云转

（雷）

阵雨局部大雨，大部气温小

幅下降。 另外，24～25日早晨西部的部分

市县有能见度低于1公里的雾， 琼州海

峡早晚有轻雾，部分时段有能见度低于

1公里的雾。 具体预报如下：24日，西部

市县多云，局部有零星小雨，其余市县

晴间多云， 早晨大部分市县有轻雾；25

日白天，韶关、清远、肇庆多云转小雨，

其余市县多云，有分散小雨，早晨大部

分市县有轻雾；25日夜间到26日，韶关、

清远有中到大雨，其余市县多云转

（雷）

阵雨，局部大雨。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陈子垤 通讯员

黎磊）

“滴滴滴……”21日凌晨3点，闹钟

响起。 赵黎明从床上弹起，叫醒陈灿、董

占哲、潘旭、聂中文等4名工友。 赵黎明

是广铁集团和平通信工区副工长，他们

的任务是巡查五指山隧道，确保通信设

备安全畅通。

凌晨作业， 背着十多斤重工作

走大半个小时

五指山隧道位于广东省河源市和

平县内，地势偏僻，全长4455米，是京九

铁路线上最长隧道。“白天通过隧道的

火车多，根据安全规定，我们都是凌晨

作业。 ”赵黎明边上汽车边介绍，铁路行

车调度指挥、行车设备、电力远程控制

等都依赖于铁路通信系统传输数据，一

旦通信系统发生故障，“后果不堪设

想”。

隧道离工区直线距离仅10来公里，

但由于地形复杂，这段路途却很漫长。

1小时后， 汽车停在铁轨旁一小块

空地。 赵黎明和工友戴好头盔，背上十

多斤重的工具下车。“汽车进不去了，还

要走大半个小时才能到隧道口。 ”同行

的陈灿说，“有时遇到设备故障，我们还

要抬着200多斤的发电机步行， 体力差

的都吃不消。 ”

跟随赵黎明的脚步，记者踏上道砟

旁狭窄的“人行道”继续前进。“山里路

不好走。 ”赵黎明说，蛇虫鼠蚁都是路上

的“常客”。 最难受的是夏季，蚊虫黑压

压一团盘旋在空中，见人就扑，他们都

随身带着蛇药和驱蚊水防身。

通信工还要格外注意漫山疯长的

杂草。 这些杂草叶沿锋利，沾上皮肤就

让人火辣辣地疼， 不小心还会划出血

来。 到了秋冬季节，这些杂草又干燥易

燃， 极易引发山火造成通信设备损坏。

为了防火安全，他们一年要清理通信机

房周围的杂草近百次。

深入隧道，巡查4米多高位置的

漏缆

凌晨5点，赵黎明和工友进入隧道，

开始对光电缆槽、光纤直放站及悬挂在

4米多高位置的漏缆等进行巡查。 他们

一边用头灯照亮墙壁， 查看设备状况，

一边加快行进速度，对每个直放站进行

测试和维护。

一段“急行军”下来，汗水浸湿了衣

背，可当列车从身旁呼啸而过时，激起

的气流夹杂着灰尘又吹得人直打寒战。

“京九线是繁忙干线， 平常每天有

150多趟列车通过隧道， 高峰期平均每

10分钟就有一趟，列车经过都会激起大

量的灰尘。 ”赵黎明说，到了夏天，隧道

里会更加闷热，汗水伴随着灰尘黏在脸

上，每次出来都是“黑脸包公”。

进入隧道约进入隧道约2公里后，

赵黎明和陈灿展开梯子， 聂中文爬上4

米多的高度， 开始对一处漏缆进行检

修。 赵黎明说，“五指山隧道内走一次不

容易，保质保量完成任务，不要返工。 ”

20分钟后，聂中文爬下梯子。“漏缆检查

完毕，运行正常。 ”和赵黎明确认后，一

行人又马不停蹄地前往洞内的18号直

放站。

“隧道内灰尘大， 设备积灰速度

快。 ”赵黎明和工友们一边检查设备、清

洁灰尘，一边告诉记者，几年前有一次

值班接到电话，通知18号直放站内设备

故障。 他赶到现场后发现设备附着灰尘

过多导致散热不良，所幸没有造成不良

影响。“从那以后，每次巡查，大伙都会

打起十二万分精神，再细微的环节都不

放过，这也是对万千旅客的安全负责。 ”

早上8点，赵黎明和工友作业完毕，

拖着疲惫的身躯踏上回程。 粗略计算，

从出发到返回工区，路程加上一次全程

巡查作业要6个小时。 遇到故障，这个时

间还要更长。“6小时的巡查，只为列车

安全畅行4分钟。 ”赵黎明满脸疲惫却声

音坚定，“再苦再累都是值得的。 ”

元宵夜，广州最佳赏月时间0时13分

月亮最圆时出现在正月十六16时17分

新春走基层

广铁集团和平通信工区副工长赵黎明

“夜巡”五指山：6小时巡查只为安全畅行4分钟

弱冷空气明日驾到 元宵节有小雨

广州未来9日天气

2月24日

（正月十三）

， 晴到多

云，早晚有轻雾，18～29℃；

2月25日

（正月十四）

，阴天间多

云，有分散小雨，19～27℃；

2月26日

（元宵）

，阴天，有小雨，

19～24℃；

2月27日

（周六 ）

，阴天间多云，

有零星小雨，16～24℃；

2月28日

（周日 ）

，多云间阴天，

18～26℃；

3月1日

（周一 ）

，阴天，有小雨，

17～24℃；

3月2日

（周二 ）

，阴天，有小雨，

15～22℃；

3月3日

（周三）

，多云，15～23℃；

3月4日

（周四）

，多云到阴天，有

零星小雨，17～24℃。

广铁集

团和平通信

工区副工长

赵黎明带着

陈灿 、 董占

哲、潘旭、聂

中 文 等

4

名

工友 ， 巡查

五 指 山 隧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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