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5月9日8：00～18：00 兵州
亥变921沟子板线

停电范围：沟子板村、大理堡
村、上什里旧村、闫闺房村、小里堡
村、下十里坡新村、香岛园区、奈伦
公司、悦购食品等用户

● 5月14日08:00～14:00 三
两变951三北线

停电范围：三两村、西厂克村、
忻州营村、南小营村、北得力图村
等用户

● 5 月 14 日 13：30 ～16:30
希望变电站956西平线

停电范围：小营子变、板定板
变、大西平变、小西平变、一间房
变、公布板变、沙尔沁变等用户

● 5月14日8：30～11:30 希
望变电站955此老线

停电范围：中此老变、西此老
变、小草场变、南此老变、东河变等
用户

● 5月15日 8:00～18:00 宝
林变951科技线

停电范围：机电设计研究院、
标志房地产 、中国石化金山站、
中央储备粮呼和浩特直属库、金
山管委会路灯、中物储、土左旗金
山学校、上禾生物、正大养殖、奥特
奇蒙药 、广播电视局金山站、航
天金峡化工、博奥职业培训学校 、
计算机应用研究院、内蒙古磁悬浮
公司等用户

● 5月15日 8:00～18:00 台
基营变954金山线

停电范围：蒙吉利自来水、生
一伦磁业主电源、博洋可再生能
源、四季春饲料、海力达钢结构、电
信基站、合众创亚包装主电源、君
子兰塑胶、中国铁塔基站、金达水
泥一厂、三联化工总部、华蒙新机
动车安全检测、晨华管道工程、中
粮饲料、高速公路金山收费站、万
昌钢构彩板等用户

● 5 月 15 日 13：30 ～16:30
希望变电站964六犋牛线

停电范围：沙尔沁箱变、沙尔
沁北变、沙尔沁南变、色令板变、二
道凹变、东水泉变、六犋牛变等用
户

● 5月15日8：00～18：00 兵
州亥变923毕克齐线

停电范围：毕克齐镇内、上十
里坡、高速路收费站、毕克齐政府、
呼和浩特西服务区、金銮殿部队、
红领巾水库、兵州亥水厂、中国石
油、昌德和等用户

● 5月15日8：30～11:30 希
望变电站963西水泉线

停电范围：章盖营变、前后甲
尔旦变、南双树变、大小阿哥变、羊
路什变、牛牛营变、牌楼板变、哈沙
图变、黄家营变、西水泉变等用户

● 5月15日8:30～16:30 北什
轴变921北刘线

停电范围：北什轴乡政府台
区、主根岱 、前合理 、后合理 、
点素 、一间房、刘家营、新营子、
红岱、农业大学、民天公司、华源
环保燃料加工厂、中国铁塔有限公
司等用户

● 5月15日9:00～15:00 高泉
营变952官地线全线

停电范围：高泉营村、北圪堆
村、白银厂汉村、碳车营村、迎红
村、高泉营伊利牧场、张波专变、赵
海峰专变等用户

● 5月16日 8:00～18:00 联
化953沟门线

停电范围：红福高科技园区等
用户

● 5月16日 8:00～18:00 联
化964牛牛营线

停电范围：金山管委会、浩峰
农业、瑞龙重工、红帆变压器、健安
养老、坤瑞玻璃、新蒙油脂、仁达特
种电缆等用户

● 5月16日08:30～13:30 铁
帽变913口肯板线

停电范围：塔布赛东变、塔布
赛南变、塔布赛新增变、乌老故居
变、移动铁塔、联通变等用户

● 5月16日8:30～15:30 察
素齐变912陶思浩线

停电范围：参将台区、平基台
区、金星台区、缸房台区、南柜台
区、农研所、农研所养殖场、养牛小
区、善岱水厂、中国铁塔有限公司
呼和浩特公司等用户

● 5月16日8:30～16:30 北
什轴变923北麻线

停电范围：大圪贲、小圪贲、出
院、卡台基、圪什贵、麻合理、巴独
户、犇腾、圣牧、优然，北什轴学校、
麻合理联通、麻合理移动、大圪贲
奶站、小圪贲奶站、赵喜旺、等用户

● 5月16日9:00～15:00 高
泉营变951大岱线全线

停电范围：十二牛村、淖上村、
喇嘛营村、大岱村、公布村、依肯板
村、壮丁营村、大岱优然牧场、大岱
蒙贝利牧场、壮丁营羊场等用户

● 5月17日08:30～13:30 铁

帽变912塔布赛线
停电范围：旗下营村、等用户
● 5月17日9:00～16:00 北

什轴变922北元线
停电范围：西南什轴照明变、

东南什轴照明变、沙良照明变、北
元子照明变等用户

● 5月18日 8:00～18:00 联
化952乌兰线

停电范围：内蒙古金达水泥、
呼和浩特博凯物业、伊利集团、盛
泰热力等用户

● 5月18日9:00～～13:00 察
素齐变923朱尔沟线

停电范围：监狱变、水厂变、看
守所、联通、太平灌、养羊小区等用
户

● 5月20日 8:00～18:00 台
基营变953伊利线

停电范围：瑞隆重工北区、金
山乳业主电源、生一伦磁业备用
电源、合众创亚包装备用电源、吉
宏包装、雷奥世纪防砸窗、金山
人民法庭、红福集团、 移动通
信基站 、 金山派出所、台阁牧派
出所、金山刑警中队、金山开发区
管委会、川中水泥厂、仁达特种
电缆、机动车排气检测等用户

● 5月21日8:30～15:30 察
素齐变911东沟线

停电范围：万家沟水库、把什
村、把什民小、古城村、把什供电
所、把什新村、云强强、李国栋变、
把什私立学校、把什乡政府、万家
沟水库等用户

● 5月21日9:00～16:00 北什
轴变912账房线

停电范围：帐房照明变、铁旦
板照明变、圣牧变、韩飞飞变、永顺
渠变等用户

● 5月22日8:30～14:30 察素
齐变913察镇线

停电范围：污水处理厂、土默
特左旗第一中学、浙加都超市、土
左旗富明热力公司、华富饲料公
司、四通商场、维多利步行街等用
户

● 5月22日9:00～16:00 北什
轴变913圣牧线

停电范围：白只户照明变、七
碳板照明变、种羊厂、圣牧高科变
等用户

● 5月23日8:30～14:30 察素
齐变917化一线

停电范围：友好酒楼、福瑞华
小区、化肥厂、土默特左旗第四小

学、土默特左旗第二小学等用户
● 5月24日00:00～07:00 金

川变966台阁牧线
停电范围：大东营村、小东营

村、三间房村、金华学府小区、地铁
维修站等用户

● 5月24日08:30～13:30 铁
帽变922铁帽线

停电范围：白庙子、苏卜盖、城
留村、那什图村、移动铁塔、伊利牧
场变、圣牧牧场等用户

● 5月24日10:00～14：00 察
素齐变919讨合气线

停电范围：榆林，察镇养牛小
区，秃力亥，兰灿南北变，讨合气南
北变，倘不浪南北变等用户

● 5月11日07：30～11:30 喇
嘛湾站961农灌线

停电范围：石窑联通、加油站、
通盛商贸、刘光煤场、云龙公司、收
费站、检车站、粮站、加气站、移动
公司、江贤佳园、四队自来水、车站
石厂、华油天然气、喇嘛湾镇政府、
医院、派出所、学校、强华小区、移
民新村、来运石厂、王小山石厂、张
七虎旦石厂、杜保全石厂、山泰石
料厂、宝裕石料厂等用户

● 5 月 12 日 08：30 ～10:30
喇嘛湾站963大沙坪线

停电范围：蒙西水泥、红旗砖
厂、南壕赖联通、加油站、电厂联
通、林场果园。营盘梁收费站、桥根
善拌合站等用户

● 5 月 13 日 09：30 ～12:30
韭菜庄站952盆地青线

停电范围：赵有明养殖、井儿
村、朱毛草基站、前湾排灌、盆地
青电信、狮子塔小学、小泉村、三岔
河村等用户

● 5 月 16 日 08：30 ～10:40
阳湾站953洞儿沟线

停电范围：庄窝变台、排灌、铁
塔李鹏林山基站、北堡乡养殖场、
乡政府、交警变台、客运站等用户

● 5 月 17 日 08：30 ～11:30
阳湾站954武家庄线

停电范围：白占伟养殖、兴盛
达合作社、铁塔后大井基站、丈房
湾、决菜洼变台等用户

● 5月7日9:00～17:00 黑城
变951黑城线

停电范围：马士夭、黑六队、黑
四队、黑七队、倒拉忽洞、黑大队等
用户

● 5月7日9:00～17:00 黑城
变952黑水全线

停电范围：黑城村、黑水泉村
等用户

● 5月7日9:00～17:00 黑城
变953合同营线

停电范围：党家营、兴旺、合同
营、北门、黑八队、上马等用户

● 5月8日9:00～17:00 双河
变952蒙川线

停电范围：万福都汇、尚东明
郡、坤和小区、后壕等用户

● 5月20日9:00～17:00 伍什
家变952伍什家线

停电范围：伍什家、什拉壕、树
林、高头夭、苗壕、马梁等用户

● 5月21日9:00～17:00 乃
只盖变952官士夭线

停电范围：乃只盖村、崞县营、
狄士夭、伍把什、三间房村等用户

● 5月21日9:00～17:00 乃只
盖变953团结线

停电范围：板头营村、东夭子
村等用户

● 5月21日9:00～17:00 乃只
盖变954三间房线

停电范围：补还岱、黑兰土力
亥、一间房、新营子、团结村等用户

● 5月22日9:00～17:00 南
坪变912五申线

停电范围：丁家夭、哈六队、姜
家营、七星湖、五申等用户

● 5月28日9:00～17:00 张宗
圐圙变911东湾线

停电范围：张宗圐圙、崞县营、
一间房、韭菜滩、旧什地等用户

● 5月29日9:00～17:00 张宗
圐圙变913西云寿线

停电范围：北斗林盖、古城东、
北台基、东云寿、南点兔等用户

● 5月8日8：30～8日18：30
台基营变963公布营1号杆后段

停电范围：沙场变、奶站变、公
布营旧村、移动、电信、面粉厂、农
灌变、西夭农灌、云鹏建材等用户

● 5月9日8：30～9日18：30
和林变952稀土线1号杆后段

停电范围：杨林园变、国道变、
一岛小区、移动变、沙场变、奶牛小
区、头道沟变、巴美逢加工厂、观音
变、胜利营营加油站、店里等用户

● 5月13日9：00分～18：30
952半滩线

停电范围：估尔什村、蓝家夭
村、榆西夭村、半滩村、麻黄圪洞村
等用户

● 5月13日9：00分～18：30
新店子变954好来沟线

停电范围：西沟、东渠、东头
号、草夭子等用户

● 5月14日9：00～14日18：30
913土城子线

停电范围：什八台村、梁地村、
土不掸村、河头村等用户

● 5月14日8：30～14日16：30
和林变962石材线全线

停电范围：张宝清、宏力星胜
箱变、驾校、锦鑫、雕刻厂、自来水、
看守所变、新华村、昌宇等用户

● 5月14日8：30～14日16：30
和顺变961单树梁线115号杆后段

停电范围：联通、丈房沟、三眼
井、四犋夭变、生态育林、白彦兔、
水库、台阁木变、九惧牛沟变、刘贵
林、煤灰处理厂等用户

● 5月15日9：00分～18：30
大红城变915韩家沟门线

停电范围：西夭子五队，西夭
子六队、林厂、密令沟、黑土崖、东
沟、河东等用户

● 5月17日8：30～17日13：30
盛乐园变911三铺线1号杆后段

停电范围：自来水公用、、盛泰
花园、润宇一号、电信、四铺村东
变、三铺一号、污水厂、祥和、园区
小学、新农村、面粉厂等用户

● 5月22日9：00分～18：30
大红城变91什进夭线

停电范围：小红城、东沟门、庙
沟、太平夭、什进夭、郭家2号、四十
号、李家21号等用户

● 5月23日8：30～23日18：30
和顺变968北区线全线

停电范围：丰华、古泉酒业、科
达铝业、蒙草、加油站变、管委会、
苗圃、生态育林、砖厂、大唐、戴维
等用户

● 5月23日8：30～23日18：30
和顺变969奥亚线全线

停电范围：热力公用、丰华变、
海诚食品、移动变、奶牛草场、小营
村变、盛乐环保建材、管委会、蒙
草、现代牧业、生物质能等用户

● 5月23日9：00～23日18：30
黑老夭变911二零四线全线

停电范围：水磨、武松2队、武
松3队、张鸣沟等用户

●提示:1、凡有自备发电机的
用户，必须高度重视安全，严禁向
停电的检修线路倒送电。2、工作结
束后有可能提前送电,严禁未办理
工作票擅自检修线路设备。3、如遇
恶劣气候，停电日期另行安排。

咨询电话：95598

呼和浩特供电局停电通知

◎◎人生絮语

◎◎感悟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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杏花落雪
迈开步去，正是一个落雨的

早晨。山上或山下，仙女们正开

着盛会。每株上繁实的花，仿佛

随意著着的裙裾，幽远的澹香，

连着雪的水汽，摩挲着你的脸

颊。

空气总是明净温润的，四月

绕着你的肩胛，氤氲着，春色占

有情世界里的
有情人

盼了整整一个冬，终于在

2019年情人节那天，雪纷纷。在

北方的苏木里，迎着风，雪天里

站着体会寒冷。同学说：下雪的

日子注定是个吟诗的日子！北方

的我，呼出哈气，没有吟出半句

诗。想起了《从前慢》中的一句，

“清早上火车站 ，长街黑暗无行

人，卖豆浆的小店冒着热气。”

想象小店的温暖，身上的寒意顿

减。

了解木心是从《从前慢》开

始的，木心，一个浪漫又温情的

人。出生在南方水乡的人应该是

温情的；出生在情人节的人应该

是浪漫的。去年正月，有幸参观

了坐落在乌镇的木心美术馆，一

座“风啊、水啊、一顶桥”的纪念

馆。

参观后，深感木心有个忠实

的情人———艺术。抑或，他是艺

术忠实的情人。

他曾说过，他身上同时存在

三个人：音乐家、作家、画家，后

来，画家和作家合谋杀掉了音乐

家，他便成了会吟诗的画家。我

说，他是心怀故乡且吟诗作画的

远行人。从乌镇到上海，从上海

远赴纽约，又从纽约重返乌镇，

一生心中有国有家，怀着乡情出

发，背着乡情回家。

他在晚年时写道：他迫不

得已的生活方式———从中国出

发，向世界流亡，千山万水，海

角天涯，一直流亡到祖国、故

乡。他对浪漫看得很重：“人是

浪漫得起的，浪漫不起的还好

算是人？”于他，远行是浪漫，归

程是浪漫，平淡是浪漫，四季冷

暖是浪漫。

办公桌上，朋友送的木心的

《云雀叫了一整天》与王建中的

《辞夜书》并排放着。诗意应该倍

受尊重，诗人应该倍受尊重，诗

集应该倍受尊重。打开《云雀叫

了一整天》会发现很多直指人心

的句子。

岁月不饶人

我亦未曾饶过岁月

你再不来

我要下雪了

从前的那个我

如果来找现在的我

会得到很好的款待

冰是睡熟了的水

生活的最佳状态是冷冷清

清地风风火火

那一首《我》，只一句：我是

一个在黑暗中大雪纷飞的人哪。

这些诗句让人全身划过暖

流，心底被触动。

情人节已经过去，我从未

深入了解过为什么要过这个

节。商家营销，情人们热闹。今

日，问一回度娘。她说，这节日

源起于宗教，与牺牲、爱情有

关。

中国七夕节，本土的情人

节。一个关于爱情、关于忠贞、关

于分离与团圆的故事，经过无数

个年年月月成为了七夕节。情

人，应该是彼此感情深厚的恋

人。

巴金在《春天里的秋天》里

写道：“啊，河那边相对着的三颗

星，顶上一颗青白色的大星不就

是他的情人织女吗？”牛郎愿与

孩子永立银河岸边，化做星斗，

痴等心爱的织女在每年的七月

初七相见一面。

传说中的爱情故事，有神

秘感相伴。西湖边上的许仙与

白娘子惊动了法海，感动了众

生。白娘子，善良蛇妖，纳天地

灵气修炼千年。爱上凡人许仙，

行医济世，相夫教子，忠于爱情

的好妻子。妖与仙是否一念之

间，仙童下凡作乱成妖，良妖向

上兼可成仙？白娘子，我心中的

散仙。

电影院里，上映《白蛇缘

起》，一部让成人感动的动画片。

当白娘子还是小白时，许仙的前

世叫许宣。

一个修炼成人形的妖，一个

捕蛇村里不捕蛇的人。

一个失掉记忆的妖，一个在

失忆时帮助她的人。

一个敢于斗争的妖，一个敢

于爱的人。

一个善良的妖，一个善良的

人。

一个有情的妖，一个有情的

人。

一个妖一个人的爱情故事。

此时，覆在屋顶、草垛、道路

上的雪化了。路上水灵灵的，路

面上的黑色看起来很纯粹。路

边，一个身穿米色长外套，梳着

齐肩短发的姑娘不知与谁视频

通话。嘴角一直微笑，上扬的角

度很好看。电话的另一端，定是

个让她欢心的人，说不定一段缘

已起，情已生。

有情世界里，哪个不是有情

人？ 文/刘雅娜

满了你的眼睛。一个胸腔似乎不

够了，柳烟抑或翠霭，端倪展露

开来，春天的妙处踌躇着，摇曳

着一天细雨，草色呢，酥软的又

看不甚分明。

花色却很真切地纵容，只许

你用灵性与体魄来呼吸，含羞草

似的，它们的骨朵便隆了起来，

香气便郁郁馨馨，和风中，浑朴

的花仙子们不觉就衍了姿态，耸

耳一听，一切仿佛是幸福在窃窃

私语。

青草里有人打坐，这是要静

修一个内在的春天吧。她的身

后，是童稚的欢声和活泼的晨

风。她是承了一脸细雨的，莺燕

的春光漫空静定，胸襟似乎正

开拓着，思绪也许和著水声，在

风籁里澄向清澈。这时，杏花却

落了下来，伟大的清明的春天，

鼓舞了这春风的精灵，袅袅婷

婷为成章的流动，汇着这春之

声。

歌德曾说，自然是一部伟大

的书。在它的每一页字句里我们

读得最深奥的讯息。比如此刻，

这小小精灵的飞舞，一落成雪。

它的节操是庄严的，灵魂是愉悦

的，未有录牒，免于禁锢，浓烈时

便浓烈，寂寞时便寂寞，先落雪，

再成泥，碾作尘时，若一缕烟，再

上心头，终轻人世，如此深沉，像

母亲的眼泪，永远是圣洁的，慈

爱的。 文/王建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