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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拉滩上的奋斗者
要小记电检公司共和 1000 兆瓦光伏项目部
要要
孙
茫茫塔拉滩上，有这样一群人，风
沙、严寒、日光，没有什么能阻挡他们，
他们乐观、坚强、自信，他们就是共和多
能互补 1000MWp 光伏机电安装项目部
的成员。这样一群人，始终默默坚守在
这片荒漠之上，专注、认真的做好每一
件小事，散发着自己独特的光芒，为着
共和光伏“6.30”发电目标不断奋斗，砥
砺前行。
2 月 12 日，电检公司发文成立共和
1000 兆瓦光伏项目部，
项目部经理由芦
彪担任，项目部副经理由马文清、李炜、
韩卫华、何鹏担任。这是一个高效、团
结、有序、奋进的团队，从升压站到汇集
站、子阵、集电线路……处处可见他们
的身影。芦彪，人称“巡山大王”，每一
天，每一个工作地点都要巡查到位，每
一个工作面的具体情况都要熟悉于心，
最多的一天要跑 300 公里左右，这就是
他的工作日常。李炜，
个子很高，
话语温
和，他负责升压站、汇集站、列阵区等设
备调试及高压试验项目，在项目部，他
对待工作的认真、仔细是出了名的。记
者见到马文清时，他正在子阵，更进各
个工作面的情况，手上的对讲机不断的
响起，协调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各种问
题。韩卫华，身为二级库和卸货组负责
人的他，为保障物资供应节奏，经常一
大早就奔波于广阔的子阵之中。何鹏，
对待工作踏实、认真、注重细节，原本白
净的皮肤，经过四个多月的风吹日晒，
早已变得很黑。遇到问题，他们总是能
及时沟通、快速反应、做出正确的决策，
在他们的努力下，施工组织设计、方案
编写、现场管理、安全质量监督管理、安
装工艺提升、工程进度更进、施工队协
调等、物资管理各方面的工作都进行的
有条不紊。
贾虎山，全面负责 330KV 升压站机
电安装工程项目的同时，还兼顾电检公
司车队工作，大家都亲切的叫他贾队。
自从将工作次序调整为：升压站、汇集
站、集电线路、子阵后，他就自觉挑起担
子，冲锋上阵，迅速抵达共和。“现在重
点抢升压站的工作，所以一刻也不能懈
怠，必须打起全部精神来”
，在工作现
场，他认真严肃的说道。贾虎山曾多次
参加龙羊电厂 330KVGIS 设 备的检查、
检修工作，学习了日本技术人员对 GIS
检修的相关工艺，成为了 GIS 检修的行

家里手。他还先后负责参与西藏桑日
10MWp、乌兰 50MWp、共和 30WMp、龙羊峡
水光互补 320WMp 光伏机电安装项目，
积累了大量的光伏机电安装经验。在忙
碌的升压站，有时一天就有十几个工作
面同时开工，不仅要负责现场的施工管
理和安全管理，还要协商、解决大量问
题，然而，这些都难不倒技术能力过硬
的他。
线路班，这是一个只有三名成员的
团队，由电气党支部书记王心彩管理，
组员是李青山、张义平、王文雅。“今年
是公司第一次自己干集电线路，从材料
的申报，到图纸的熟悉，线路的管理，很
多东西我们都是边学习、
边实践的。”
王
心彩介绍到。三名成员都来自电气班，
其中，李青山、张义平是经验丰富的老
师傅，王文雅虽然刚进公司 3 年，却踏
实好学，表现出色。为了更好的掌握集
电线路工作，进行安全质量把控，他们
常常一同钻研图纸到很晚，跑去已建成
的线路学习，还买了相关书籍来阅读。
集电线路工作地点很分散，白天，四个
人在十几公里的路程之间穿梭，盯现
场，跟进浇筑、组塔、放线等工作，晚上
他们加班整理相关资料，经常要到 11、
12 点。李青山自工程开始，只在小孩中
考体育时请假回过两天家。今年 7 月就
要结婚的王文雅，几乎没有时间准备婚
礼。虽然辛苦，但是回首攻坚克难的过
程，
他们心里却是满满的喜悦和成就感。
在茫茫子阵里，你会远远的看到这
样一些人，他们用口罩将自己捂得严严
实实的，穿着反光背心，还背着一个大
水壶，这就是质检组的成员。今年，共和
项目部为每家施工队配置一名质检员，
项目部质检员直接面对监理，签收交
面，对各环节出现的质量问题，提出相
应整改意见。在质检员眼里，今年的质
量管理方式也更为科学，项目部为他们
每个人配置了钢卷尺、图纸、水平尺、力
矩扳手、各种螺丝的力矩标准表格，电
缆沟深度必须用尺子量，每一颗螺丝的
紧固度必须经过力矩扳手检查，一个子
阵有六万多个螺栓，有三颗松动就不合
格。施工队每安装完一组支架，有质检
员验收是否合格，合格后方进入下一阶
段工作。正是秉持着高标准、严要求的
工作理念，才使得项目施工质量得以不
断提升。

悦

着车满子阵跑着找人。”
对于卸货组的 16 名成员而言，今年
左仲林，
调试班的老师傅。在 330kv
的任务格外重。
“截止 5 月末，我们已经
二次盘室里，他正和刚进公司两年的员
完成了 5000 多车、约 70%的卸货辆。一
工赵明进行着调试工作，双眼一边注视
共投入了 16 台吊车，其中升压站 6 台，
着电脑，一边注视着盘柜上的显示屏。
子阵 10 台，
日平均卸货 70 车左右，最多
“嗯，这个值应该就可以了，
的一天卸了 96 车。”
卸货组负责人韩卫 “再加一点”
我们来计算一下”
。在左仲林看来，调试
华介绍到。在组件支架到货的高峰期里，
工作需要专注力、耐心和细心，还要勤
为了不耽误卸货，成员们经常放弃中午
于学习，有着 15 年调试经验的他，在日
午休时间，有时候匆匆赶去食堂吃完饭
常工作中，始终保持着认真、踏实的作
便赶往子阵继续卸货，有时候干脆在卸

动作麻利，一身工作服落满了灰尘、浸
透了汗水，手套上沾满了油污。在闲聊
时，他说自己已经两个多月没回家了，
很想家人。为了节约上下班的时间，他
同升压站工作的大多数员工一样，住在
升压站的临时营地里，这里没有移动信
号，只能等待每晚的打电话专车到来，
才能和家人聊聊天。“不过坚持就是胜
利。”
魏麟笑着说道。
程云龙，项目部车班负责人。谈起

整理布置房间，有的两两三三聚在一起
愉快的聊天。
米银萍，大家都叫她小米。小小的
身体，却拥有着巨大的能量，干活踏实
麻利是她留给别人的印象。她今年刚结
婚，丈夫在新能源发电公司，虽然离得
并不远，但是都忙，休假也凑不到一起，
已经很久没见面了。
李萌，热情的陕西姑娘，她爱笑，总
给人阳光的感觉。她干起工作来毫不含
糊，打标牌、配线，忙碌的穿梭在工作现
场，夜里，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她不忘准
备二建考试，打开台灯，有时候会学习
到很晚。
张宝玲，共和项目部资料员。龙羊
峡水光互补一期项目开工时，她就在项
目部当资料员，时间一晃，几个年头已
经过去，在这个团结、有爱的大家庭里，
她也收获了不少宝贵的记忆。
盛丽蓉，共和项目部资料员。她是
一个安安静静的姑娘，做事踏实认真，
刚刚结束了公伯峡 C 修，她便赶到共
和，开始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来。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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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现场吃起了盒饭。塔拉滩不同于西宁，
4、
5 月也常有飘起小雪的时候，
这样的天
气，在室外站几个小时就已经冷的全身
发抖，但他们还是搓搓手、跺跺脚，坚持
了下来。在卸货组成员们看来，
值得欣慰
的是今年的风沙天气相对于往年有所减
少，
有效工作时间增加了。项目部也为他
们配置了对讲机，解决了他们的协调沟
通问题。
“在没有对讲机之前，我们有重
要的事情需要沟通又联系不上时，就开

风。在员工普遍较年轻的调试班里，他
话虽不多，却很乐意分享自己的工作经
验，在徒弟李萌眼中，左仲林带徒弟很
有耐心，
“会手把手教你，工作上遇到困
难时，他也会帮助你分析解决”。
魏麟，电气班班长，在升压站里，他
正在进行着一号主变的热油循环工作。
“这项工作要大概进行三天三夜，晚上
派专人来值班”来不及多说，他便又继
续开始忙碌起来。他嗓门大，干起活来

车班工作，他向记者展示了一张密密麻
麻写满字的纸张。上面记录着每辆车的
型号、牌照及行驶公里数。除了每天要
开车行驶 200、
300 公里的路程以外，他
还要负责整个项目部车辆的调配、维修
和油耗。程云龙是个热心肠，后勤需要
帮忙，或者谁遇到困难时，你常常会看
到他的身影。
项目部的女工，个个精神饱满，青
春洋溢。一天的工作结束后，她们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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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0kv 升压站工作的丈夫谢达伟，虽然
离得并不远，却只有每天中午吃饭的时
候才能一起度过。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
海。在距离 6.30 发电目标不到一个月
的时间里，虽然困难重重、虽然时间紧
迫，但全体项目部成员都已坚定决心，
做好了攻坚克难、与时间赛跑的准备。
他们必将以更坚实的脚步，一路向前，
勇攀高峰，
铸就新的辉煌。

公司“国际档案日”
宣传活动形式多样 丰富多彩
为迎接第 11 个野6窑9 国际档案日冶袁
宣传档案工作服务企业决策尧服务公司
发展尧服务广大员工的重要作用袁增强
公司全员档案意识遥 公司各单位根据
叶省档案局关于开展 2018 年 野国际档案
日冶宣传活动的通知曳精神袁结合情况袁
精心部署袁周密筹划袁开展了为期一周的
野档案日冶宣传系列活动遥
公司各单位积极响应袁开展了内容
丰富尧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袁主要有院一
是开展野档案见证改革开放冶主题征文
等活动遥 二是开展野国际档案日冶宣传周

公司制作展板在办公大楼宣传
摄影院韩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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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袁制作宣传展板和横幅尧大屏幕滚动
宣传档案知识尧制发档案宣传手册等遥三
是开展档案知识答题活动遥 四是组织档
案知识讲座和档案培训遥 五是利用各单
位微信公众平台袁 与广大员工实时互动
交流袁宣传普及档案知识遥
通过一系列面向公司尧 服务公司的
宣传服务活动袁 达到了引导公司员工关
注档案尧走近档案袁认识档案价值尧增强
档案意识的目的袁 从而营造公司全员关
心支持档案工作的良好氛围遥
渊周玲冤
班电分公司悬挂宣传横幅 摄影院薛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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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建设分公司大屏滚动播放宣传内容 摄影院丁海生

龙电分公司大屏播放宣传知识 摄影院贾琼

光热发电事业部集中观看宣传视频 摄影院林民新

羊曲发电分公司筹建处制作板报 摄影院汪斌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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