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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春 走 基 层
编者按：春节是辞旧迎新的美好时刻，在万家团圆的时候，有一群电建人，他们牺牲假日休息时间，放弃与家人团聚的机会，
依然在国内外岗位上辛勤劳动，保障了社会井然有序，保障了千家万户安享天伦之乐，被称为“万家灯火背后的守夜人”。为讲好
电建故事、传播好电建声音，公司积极响应中宣部号召和国资委宣传局要求，开展了“新春走基层”大型主题采访活动，展现电建
人拼搏奉献、
开拓进取的精神风貌。下面，
请跟随记者的脚步，
一起来感受下中国电建人节日期间奋战一线的动人故事。

特高压直流线上的
“追梦人”
陈国平
当祖国大地弥漫着浓浓的年味时，
在离北京 18000 多公里远的巴西里约热
内卢州，世界上在建的输送距离最长的
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巴西美丽山二
期±800 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线路 11 标
段的建设现场进入了最忙碌的施工阶
段。为了保证美丽山二期整体工程能在
2019 年底前完工投运，上海电建福建公
司的项目建设者们，用另一种方式诠释
别样的
“年味”
。
春节里，工地上忙碌依旧。大年三
十的清晨，11 标段中方项目经理沈周如
往常一样起个大早，匆匆吃过早饭后就
往现场跑。与国内正处严寒不同，这时
的里约州中午最高温接近 40 摄氏度，山
区地带每天午后几乎都会有一场雷阵
雨，所以早上是干活的好时机。
上海电建福建公司所在的联营体承
建了美丽山二期4个标段，
其中11标段是
输电工程的最后一个标段，
也是最晚获得
施工许可证的标段，
这一标段的施工进度
可谓是整个工程能否按期乃至提前竣工
的关键所在。为了把工期赶上去，去年
10 月回国举办婚礼后，沈周就马不停蹄
地赶回来，没一天休息地连续蹲守现场，
昼出夜归，白天抓安全抓进度，晚上回到
项目部做方案排计划。
“今年是婚后的第
一个春节，老婆也刚怀孕 4 个月，但因为
工作，
我只能对他们说抱歉了。
”
11 标段除了 500 千伏的线路外，
还有
150 千米的接地极线路，需要新建 471 基

铁塔。任务不仅重，
难度还不小，
因为那
里山高路陡，地质结构复杂，
最陡的坡度
有近 60 度，
陡坡上作业面狭窄，
有时通道
仅能满足一台罐车径直通过，
因无掉头空
间，
只能在山下调整车头后用拖车助力拉
上山施工。目前又恰逢雨季，
山区天气更
加多变，一天有四季，
十里不同天。即使
上午天气晴好，临近中午也可能云涛四
起，
暴雨、
冰雹砸下，
让临时修建的施工道

杨宇安

陈 功

路泥泞不堪，
难以通行。恶劣的天气与环
境让接地极的施工进展缓慢。
作为 11 标段接地极项目总负责人，
郭小斌这个春节也留在了项目，
“有时候
解决问题的办法很简单，就是多花时间
多花精力。雨季说不准什么时候就有晴
好天气，
我们留下来，
抓住一切的好天气
加紧施工。人手不足我们再招人，机械
车辆不够我们从外地协调，大家齐心协

力，就不会完不成任务 。”在郭小斌等中
方人员的统筹安排下，项目部合理利用
现有资源，使用项目清表砍伐的木材做
成木栅铺在泥泞积水路段，解决道路进
场难的问题 ，同时在春节期间调遣了
1500 多名施工人员，350 辆作业车辆在
这里铺开地毯式施工。
当然，
对于中国人而言，
哪怕在异国
他乡，再忙也不能少了那顿“年夜饭”。
为了让项目人员安心工作，福建公司巴
西工程公司党支部书记陈国平早早采购
好了年货，
从圣保罗驱车前往里约，
来到
项目部中方人员宿舍，挂红灯笼、贴春
联，
为大家准备年夜饭和联欢活动。
除夕夜，结束一天工作的李富森回
到宿舍，
带着同事一起包饺子，
“在北方，
没有饺子的年是不完整的”。施恭庆则
小露一手，当起了“大厨”。色香味俱全
的中国菜肴不仅让项目洋溢着浓浓的年
味，也吸引来了巴西、智利等外籍员工，
他们带上烤肉和啤酒，
伴着热情的音乐，
加入联欢的队伍。
这一夜，就让他们好好尽情放松一
下。
据了解，巴西美丽山二期项目是中
国企业首个在海外独立投资、建设和运
营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是金砖国家
间电力能源领域合作的里程碑项目。项
目建成后，将可满足 1800 万人的年用电
需求，对缓解巴西电力供需矛盾起到重
要作用。

巡检路上别样浪漫
王晓东/文

2 月 14 日是西方人的情人节。在别
人看来，这是一个很浪漫的日子，巧克
力、玫瑰花、看电影......许许多多的小年
轻们都在朋友圈里晒幸福和浪漫，而在
川西高原上的中国电建五一桥水电站，
却有这么一群坚实的背影穿梭于崇山峻
岭之中，度过了一个别样的情人节。

清晨的气温 10 摄氏度左右，空气湿
度 5%，这是五一桥水电站进入冬季以来
惯有的天气。在如此干燥的气候下，森
林防火工作是当前公司安全运行的重中
之重。
崎岖的山路上，五一桥公司副总经
理向培林带领安监部、生技部相关人员

何丽君/摄
对公司范围内 220 千伏、110 千伏、35 千
伏、10.5 千伏输电线路开展全线范围内
的火灾隐患排查。
上午 10 时，太阳冒出了山顶，巡线
队伍首先完成了 110 千伏线路最高一级
17 号塔通道巡查工作，在下山的路上，
风景已是一片春满大地，深蓝色的天空
映衬着绿水青山，
樱桃花、梨花、梅花、杜
鹃花竞相开放。同事们唱起了歌儿：
“让
我们一起手拉手，
和太阳一起肩并肩，
越
过山沟，
跨过山脊，
这里一路都是春风十
里......”
叮铃铃，短消息来了。安监部小何
翻开手机一看乐了，
是爱人发来的短信：
“亲爱的节日快乐，
你不在家我一点都不
适 应 ，我 想 你 了 ，什 么 时 候 休 假 回 来
啊？”
“我也很想你，亲爱的，我们正忙着
巡线，
等这一阵子忙完了才回来”。小何
问大家今天是什么日子？大家累得上气
不接下气地说，今天是大年初十啊！所
有人都没有想到今天还是另一个节日。
火辣辣的太阳已到头顶，气温迅速
上升至 28 摄氏度，巡线队伍排查完 5 级
杆塔来到 21 号塔下，每一处线路塔基、
金具都满足要求；
修枝使通道下方树木、
杂草安全距离从标准的 3 米尽可能增加
到 5 米，
让火灾远离输电线路。
下山的途中，
每个人都已大汗淋漓、

精疲力竭。荒草、碎石、灰尘和陡峭的山
路时不时会让人滑倒，空气的热浪夹着
飞扬的尘土吸进每个人的口中。脚步越
发艰难，
大腿不停在颤抖，
饥饿、口渴、困
乏与每个人的毅力抗衡着。
“赶快回去补充能量，
吃饱喝足后下
午还有 10 多级塔需要巡查，这是今天要
完成的任务”。向培林对大家说：
“公司
不但要彻底排查线路火灾隐患，还将所
有输电线路隐患排查分段责任落实到每
一位‘段长’头上，线路运维单位和五一
桥公司共同设置‘段长’责任制，共同将
线路安全运行落到实处”
。
午饭过后，
小何翻开了手机，
朋友圈
里看见的都是各种晒幸福和浪漫。爱人
用微信发来了祝福的红包，并嘱咐在巡
线时一定要注意安全。小何这才明白今
天是
“情人节”。没有玫瑰和巧克力送给
爱人，他将山上采回来的一株山花用手
机拍照发给爱人，并写下了祝福：
“我摘
的是山花，你收的是玫瑰，最羡慕的爱
情，不是完美无憾，而是你来以后，从此
再也没走......”
转眼间又是下午 6 点半了，拖着疲
惫的身躯和沉重的脚步，他们完成了今
天的巡线任务，累计山路行程 24 公里，
他们用这种别样的方式共度美好的节
日。

迎风冒雪保发电
李时华
新春佳节期间，中南院各电厂运检
人员放弃了与家人团聚的机会，坚守在
一线工作岗位上。他们忍受着节假日在
大山深处的孤独，守护着 578 兆瓦的风
电资产，让这近 300 台风机能安全稳定
地运行。

不畏艰辛，
协调一致抢发电
农历腊月二十九，官家嘴电厂 7 号
机组由于变桨齿形带断裂故障停机（非
易损零部件），需进行备件更换，但由于
春节期间货运影响，厂家备件短时间内
无法到达现场。经投资公司后方协调，
决定由木洞岭电厂安排人员将十里冲项
目未起吊风机的零件拆卸，临时安排车
辆送至官家嘴现场以解燃眉之急。
接到任务后，蓝山木洞岭电厂运维
人员充分发挥团结互助精神，
克服道路不
通车的困难，
除夕当天徒步近 6 公里来到
风机机位。晚上几个年轻的小伙子在风
机轮毂里挥舞着扳手将螺栓一个个卸下
来，取下急缺的零部件又匆匆往回赶，
回
到驻地春晚已经结束了。第二天上午他
们又火急火燎地把备件送到祁东官家嘴
电厂，如同接力赛一样，
官家嘴电厂检修
人员经过近 6 个小时的抢修，
赶在变天起

风前完成了齿形带的更换和试验，
当天晚
上7号机组恢复了正常运行。

快速响应，排艰克难除故障
大年初一晚上 10 点，溆浦紫荆山电
厂 3 号集电线路发生接地故障跳闸，8 台

风机故障停止运行。值班人员立即响
应，
电厂厂长带队成立故障排查小组，
现
场分段排查故障电缆段，经过近两小时
的排查，确定故障电缆为 70 截面的分支
电缆，隔离故障电缆确保安全后恢复了
5 台风机的运行。投资公司后方根据现

机场除夕夜

场情况确定了检修方案，调派桂阳水源
电厂检修人员和电缆测距设备赶赴现
场，同时协调鸿源电力电缆接头制作技
术人员带工具赶赴现场。
大年初二中午，
人员和设备到场，
经
过一天的持续奋战，抢修小组终于通过
脉冲回波法准确定位到故障点，并组织
机械设备和人员挖出了故障电缆段。时
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一股冷空气也慢慢
逼近，山上简易的帐篷难以挡住刺骨的
寒风，紫荆山电厂和水源电厂的员工轮
流替换作业，一步步完成电缆切割、剥
皮、烘烤、接头等工序。经过持续近 8 个
小时的工作，终于完成两个电缆接头的
制作，
检查合格后送电成功，
看着树上挂
着的雾凇，时间已经到了大年初四的凌
晨两点，
几个年轻小伙子拖着疲惫，
双手
冻得通红回到了升压站。
春节拉开了己亥 2019 年的序幕，10
天春节假日里平稳生产完成了 4211 万
度电的任务。2019 年，中南院投资人将
继续努力奔跑，用奋斗来迎接猪年的幸
福。风电运营将继续本着
“安全第一，
度
电必争，争创一流”的理念，扎实开展安
全生产管理工作，确保 2019 年年度发电
任务的完成。

“飞行区施工区域三工区制浆站水
泥罐顶部两盏航空障碍灯出现故障，请
水电十六局尽快排除故障。”大年三十晚
21 时，水电十六局深圳机场项目部留守
的值班人员接到飞行区施工管理部值班
人员代文君发来的紧急通知。
“通知就是
命令。”项目部值班人员林寿场等 4 名留
守人员立刻穿上反光衣，
戴上通行证，
驱
车前往机场 3 号门过机场安检程序，在
飞行区施工管理部引领车的带领下，20
分钟后抵达三工区施工现场。
此时的制浆站，
水泥罐顶一片漆黑，
项目部值班人员孙全喜打着手电筒，沿
着制浆站底部线路仔细进行故障排查。
直到检查到对应线路的配电箱时，发现
线路连接处的电线接触不良，导致空气
开关跳闸，这才造成制浆站顶部航空障
碍灯熄灭。
“原来这是常见故障。”找到了
故障的根源，
在场的所有人都松了口气。
随即，项目部值班人员杨宇安将制
浆站控电总开关实施关闭，其他人员开
始对线路进行紧急抢修。时间一分一秒

地过去，22 时 10 分，通电线路恢复，航
空障碍灯恢复正常。随后，林寿场和鲍
志锋等值班人员又对施工区域其他警示
灯以及围挡设施进行了安全故障排查，
检查一切正常运行后，值班人员才返回
项目部。
伴随着飞机起飞的那一阵轰鸣声，
仿佛是新春最豪华的礼炮，奏响了深圳
机场来年火热施工的号角。一行留守人
员站在项目营地齐齐地望着机场方向，
制浆站航空障碍灯以及施工区域其他警
示标识正常运行着。大家说：
“ 留守工
地，
就是为了在关键时候发挥作用，
在岗
位上过除夕之夜，
别有一番豪迈！”
他们是春节留守工地的员工，为了
保障飞行区施工区域的安全防范工作，
值班人员在春节期间，联合机场飞行区
施工管理部的值班人员做好每日的安全
巡查，完善施工区域隔离设施警示灯标
识，以及水马护栏的检查更换等工作。
飞行区施工管理处的领导赞许地说：
“有
你们在，
春节这个假期我们很放心！”

艾特的新年愿望
谭 毅 白准英
在世界地图上，柬埔寨贡布省响水
艾特的父母都是柬籍华裔，家里还
县下辖的响水村，是个小得连个圆点都
保留着过春节的习俗。他们对 2012 年
标不出来的小村庄，但这里产出的榴莲， 的春节至今记忆犹新。这一年，他们的
却远销世界各地。
“农家乐”第一次免受洪涝的困扰，果园
这里也是艾特的家乡。
里的榴莲也没有被旱死，春节旅游的人
艾特原名 Nget，自幼生长在响水村
数急剧增加，更是直接带动了全家收入
的甘再河畔，现在是电建海投公司甘再
的极大提升。
水电站的一名柬籍司机。
“这个电站，救活了我们全家！”大年
除了甘再电站的稳定工作，他还在
三十，艾特一家人团聚在一起，抚今追
电站下游 5 公里的响水村，经营着一家
昔，不由心生感慨。随着旅游资源的进
一步开发，今年春节期间的游客又比往
“农家乐”。春节期间，艾特轮休 4 天，一
直在自家“农家乐”忙着招呼游客，刚送
年增加了不少，艾特的“农家乐”有点应
走了一批外国友人，又迎来一群当地游
接不暇。
客，忙得团团转。
一座甘再电站，真正让响水村的绿
然而，这般宾客盈门的景象，在甘再
水青山，变成了村民发家致富的金山银
电站建成以前是从没有过的。
山。
和当地村民一样，艾特一家原来主
“甘再电站能把电送到首都地区，在
要以种植榴莲为
柬埔寨很有影响力！
”
生。由于柬埔寨
虽然只是一名普通
地处热带，日照
的 司 机 ，但 艾 特
依 然 对“ 甘 再
充 足 ，加 之 当
地特有的土
电站员工”
这
质 、水 质
一身份感
到非常
和 气
候，便
自
形
豪
成
了
响 水
榴莲独
特的醇香
和口感，据说
是全世界最好
吃的榴莲。若是
风 调 雨 顺 ，每 年 四
五月份，成熟的榴莲
就会挂满枝头，散发出诱人的香味。慕
名而来的商人和游客逐渐增多，为当地
旅游业发展增添了活力。艾特的父母瞅
准商机，在甘再河边办起了“农家乐”，顺
便售卖榴莲。
但致富的梦想并没有在甘再河畔如
期绽放。由于柬埔寨典型的热带气候，
全年只有旱季和雨季之分。旱季滴水不
下，榴莲、山竹等经济作物经常被旱死；
雨季大雨滂沱，甘再河水迅速上涨，加上
海水倒灌，下游城镇经常洪灾不断。艾
特一家也难以幸免，在旱季辛苦搭建的
“农家乐”很快就被淹没了，榴莲也常被
淹死，家庭收入极不稳定。
转机随着甘再电站的兴建开始到
来。2007 年，由中国电建投资兴建的甘
再电站破土动工。2012 年 8 月，
甘再电站
正式进入商业运营。每年雨季，凭借着
2.8 亿立方米的调节库容，甘再电站充分
发挥拦洪削峰功能，控制洪峰下泄流量，
往年雨季必至的贡布水灾得到了有效控
制，
有力保障了下游城镇居民的生命财产
安全，奔腾大河从此安澜。在旱季，甘再
电站专门进行生态放流，
即放出一部分淡
水保障下游城镇的淡水供应和农业生产，
极大提升了农作物的成活率、
种植规模和
经济收益。如今，
越来越多村民通过种植
榴莲、
山竹等高价值的水果发家致富。旱
季淡水的充足，还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
客，
带动了响水生态旅游业的发展。
农业生产条件的彻底改善和旅游业
的不断发展，为像艾特一样的村民带来
了生活的新希望。

。
每
天 ，从
他 家 乡
产出的清
洁能源，被源
源不断地输送
到首都金边等大
城市，
点亮了一座座
城市的辉煌。甘再电
站也因此被誉为柬埔寨的
“三峡工程”
。
初二一大早艾特就出门了，他想趁
着游客还未到来的空隙，
绕着村子和果园
走走看看。大象山矗立在远处，
保持着亿
万年来的静默。但变化也是显而易见
的。眼下正值旱季，甘再河却欢快流淌，
果园里绿树葱茏，榴莲正在开花、结果。
赶早出摊售卖当地水果和特产的村民们
忙着开张迎客。这一切让清晨的响水村
充满了生机。脚下的道路也被甘再电站
修整一新，宽阔而平坦，三三两两地散落
着远道而来的背包客。目前，
甘再电站已
向当地捐赠交通桥2座，
修建道路40余公
里，显著改善了当地交通条件，并在救灾
扶贫、
助学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2019 年是艾特的而立之年。现在，
他在世界 500 强的中国电建有着一份稳
定、体面的工作，拥有了自己的幸福家
庭，
“农家乐”的生意和果园的经济作物
为他源源不断地积累着财富。这一切，
让他的生活动力十足。
“今年我要把工作干得更好，让甘再
电站发更多的电，为柬埔寨的发展做更
多贡献；也打算把‘农家乐’的规模再扩
大些，招揽更多客人。”新年，艾特说出了
他的新愿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