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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雨洪峰中挺起钢铁脊梁
要目击盐锅峡和八盘峡水电站防汛度汛
要要
李龙 吴梦雪
自入汛以来，公司盐锅峡、八盘
峡水电站所在区域轮番遭遇局部极
端暴雨袭击，如此超长、超强汛情，在
盐、
八两站防汛史上前所未有。
9 月 12 日，新闻中心记者再次
来到盐锅峡和八盘峡水电站实地采
访，
了解汛情。据了解，
今年气候形势
复杂多变，特别是进入 9 月，黄河上
游地区遭遇新一轮强降雨袭击，龙羊
峡、刘家峡水库水位均超汛限，且仍
有上涨趋势。
面对雨水不断，汛情严峻，陇电
分公司员工一次次与洪水赛跑，
“白
+ 黑”
“5+2”全速推进的攻坚战不断
打响，
筑起了一道抗击洪水的铜墙铁
壁。

陇电分公司总经理冶海廷告诉
记者：
“今年入汛以来，盐八两站连续
遭遇了 7·9 沙峰、7·23 局地特大暴
雨、8·3 和 8·20 局地暴雨等极端天
气的袭击，黄河来水最大时八站过流
量达到 4000 立方米 / 秒，是两站历
史上没有的。目前的主要任务还是保
大坝，保设备、保人身安全，按照集团
公司、黄河公司的要求，切实做好各
项安全生产工作。
目前，盐锅峡和八盘峡水电站均
已连续泄洪超过 70 天，两站共进行
机组拦污栅清污近 170 栅次，门槽抓
污 60 余栅次，累计清除污物达 8000
立方米。
拦污栅清污是今年防汛战中最

难啃的
“硬骨头”，由于上游来水中夹
杂着大量杂物涌入库区，导致两站机
组拦污栅拥堵严重。从 7 月下旬到目
前，盐锅峡、八盘峡两站几乎天天都
在清污。陇电分公司和电检公司负责
清污的员工每天都要奋战在清污现
场，浑身上下被汗水浸得湿透，衣服
上沾满了泥污。清污量之大、频次之
密、
难度之高均为两站历史之最。
在大坝上连续打响清污攻坚战
的同时，电站生产人员也时刻奋斗在
设备消缺维护的“战场”
，他们迎难而
上，合力攻坚，确保消缺战役在保证
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速战速决。
维护分部副主任王治育向记者
坦言八盘峡水电站面对的压力前所

未有，
“33 个人承担了整个电站机电
设备检修、维护及清污工作。我们每
个人都在努力，严防死守，在保证人
身、
设备安全的前提下，尽量多发电，
这就是我们的目标。”
从大坝到中控室，陇电人一路无
休，
风雨兼程抢跑在洪峰前面。工作
繁忙时，几天下来连几百米开外的员
工宿舍都没时间返回，累了就相互靠
着打个盹，睁眼后又是精神抖擞的一
阵忙碌。
如果说闻汛而动检验的是面对
险情时的执行力，那么未雨绸缪检验
的则是超前谋划的前瞻力。
盐锅峡水电站运行值长何敏说：

汛情持续 防汛度汛一刻不松懈
李素转
势依然较大，两站水库安全运行压力
很大。”当日，两站当班副值长刘明
香、陆克军表示，
“尤其八站，湟水河
支流入黄口距电站库区仅 4 公里，且
流量不稳、陡涨陡落，又因湟水河上
小水电较多，小水电泄洪形成的人造
洪峰多，八站水情监控和水位安全运
行更为困难。”
两站运行分部 24 小时
密切监控水情，及时与上游电站核对
水情数据，加强与省调、水调沟通，严
格执行调度命令，充分发挥两站水
库联合调度优势，合 理调控 泄洪 闸
门，做到科学调控、错峰泄洪，始终
保障下游电站和兰州断面流量安
全。运行工作点多面广、操作繁复，
每 一 条 指 令 、每 一 次 作 业 、每 一 项
工作，运行人 员都要配合 做好 大量
的操作工作，在 8 月份防 汛任 务最
重时，两站运行人员放弃休班休
假 ，全 员 上 阵 ，奔 赴 在 运 行 巡 查 和
操作的各个工 作面，密切 监视 和巡
查设备运行状况。针对 频繁 降雨、
大流量、水质差、泥沙含量高、污物
多 等 因素 造 成 的 设 备缺陷高发、拦
污栅压差频频超限、机组安全稳定运
行受到威胁的状况，运行人员密织设
备监控巡查网，加密测量来水含沙
量、机组拦污栅压差和机电设备温度
变化，根据设备工况、天气情况增加
机动巡检次数，及时准确地进行各项
操作，有效保障了两站设备安全运
行。
如果说运行监控巡查为电站防
汛度汛构筑了第一道
“安全网”
，那么
连续清污和机组消缺则是汛期安全
生产工作中必须啃下的
“硬骨头”
。今

9 月以来，黄河上游地区迎来新
一轮降雨，黄河上游各梯级电站水位
持续上升，龙羊峡、刘家峡水库水位
均超汛限，且仍有上涨趋势；9 月 7
日，龙羊峡、刘家峡电站出库流量分
别达到 2000 立方米 / 秒和 2300 立
方米 / 秒，黄河流域各电站防汛整体
形势依然严峻。
“盐锅峡、八盘峡电站自 5 月初
就进入大流量运行状态，到目前已连
续 4 个多月之久，据黄河防总和相关
部门预测，这种状况仍将持续相当一
段时间。如此超长、超强度汛情，在盐
八两站防汛史上尚属首次。”陇电分
公司总经理冶海廷说。
今年入汛后，陇电分公司盐八两
站已先后经历了 7.23 特大暴雨、8.3
和 8.20 局地暴雨的侵袭，以及持续
大流量和数次洪峰、沙峰过站的严重
汛情，
电站各级人员
“闻汛而动”
，
快速
响应，全员应战一次次暴雨、洪峰和
沙峰，有力保障了盐八两站安全运
行。
面对当前汛情持续、压力不减的
形势，
陇电分公司严格落实黄河公司
防汛度汛工作精神，要求全员时刻保
持清醒的头脑，随时保持备战状态，
压实各级人员防汛责任，强化各项防
汛措施，确保枢纽安全、设备安全。
作为电站生产运行的中枢，盐八
两站运行人员紧盯水情和设备两大
“关键点”
，切实加强水情水位监测、
水库安全运行、设备监控巡检和机组
优化发电等工作。
“截至 9 月 9 日，
盐
锅峡电站已连续泄洪 65 天，八盘峡
电站已连续泄洪 69 天，随着上游水

年电站清污工作量之大、次数之多、
频次之密、难度之高均为两站历史之
最。
截至 9 月 9 日，盐八两站共进行
机组拦污栅清污 162 栅次，机组蜗壳
内清杂物 6 台次，门槽抓污 50 栅次，
库区漂浮物清理 11 次，清理工业取
水口拦污栅 8 栅次，累计清除污物
7769 立方米。尤其 7 月至 9 月连续
两个多月，是机组拦污栅清污工作最
为密集的时期，
“清污战”几乎天天在
两站大坝上“打响”。“受暴雨和洪峰
影响，今年两站库区泥沙拥堵、污物
堆积现象十分严重，两站机组拦污栅
压差不断越限、
频频告急。”八站运行
人员告诉记者，
“最严重的时候，刚清
理完拦污栅，机组投运后仅 1 个小
时，拦污栅压差又上升，又必须得进
行停机清污。”
巨大的清污任务，使清
污工作困难重重：频繁的清污作业，
使提放拦污栅的门机机械磨损严重，
多次组织技术人员进行门机修复；遇
到拦污栅无法提起，需进行潜水作业
进行水下摸查；大量杂物进入机组蜗
壳内，维护人员就钻进狭小阴冷的蜗
壳内，
在泥浆中进行进行蜗壳排污清
污……但两站生产人员始终奋战在
清污第一线，发扬连续作战的作风，
一次又一次高效率地完成清污任务，
为机组稳定运行和安全发电扫清了
障碍。
持续清污战的同时，机组消缺工
作也在紧张进行。受黄河来水含沙量
大、水质劣化的影响，两站机组缺陷
高发，
尤其供排水系统管路、阀门、滤
过器、排水泵等反复被泥沙拥堵，两

站维护人员反复进行清理疏通，保证
供排水系统正常运转，为机组运行提
供保障。加强大流量、大负荷下机组
状态的监测和检查维护，及时做好起
重设备、金属结构、水工建筑物的检
查消缺，密切关注机组轴承油位、油
温瓦温、主变油温变化等，时刻掌控
设备工况，利用停机清污时段，对停
运设备进行全面检查维护，尤其对一
些特殊部位、重点部位特别是转动部
件仔细检查、及时加固，确保设备安
全运行状态。
9 月 9 日，就在记者采访时，八
站 2 号机组蜗壳又涌入了大量杂物，
造成剪断销剪断，机组被迫停机。面
对突发状况，周末正在兰州休息的维
护人员立刻赶赴电站，组成一支抢修
突击队，全力以赴投入到抢修任务。
抢修工作从 9 日下午 4 时左右开始，
落进、尾水门，进行蜗壳排水……凌
晨 3 点，蜗壳排水结束，抢修人员连

险情吹响战斗集结号
要积电 9窑12 防汛抢险工作侧记
要要
付敬文
今年入汛以来，黄河来水量与日
俱增，是继 2012 年后又迎来了一个
丰水年。积石峡地区地处河湟谷地，
夏季降雨颇多，极易出现局地暴雨天
气，防汛压力有增无减。在沉寂五年
之后，2018 年 9 月 12 日，积石峡水
电站再一次经历水患考验，情况之
险，来势之猛，
史无前例。
泄洪形势严峻
11 时 39 分，电站入库流量达到
2500 立方米 / 秒，水库水位逼近最
高控制水位 1852 米，汛情十分紧急。
提前研判防患未然
积石峡发电分公司就当前来水
量及电站泄洪防汛能力紧急组织相
关人员进行分析讨论，制定方案，决
定必要时调整泄洪方式，并对调整后
可能发生的问题及应急抢险力量进
行预判，
做好应对措施。
险情初现
经与调度沟通，按调度指令，提
升表孔闸门至 10.5 米，此时，泄水流
量达 1550 立方米 / 秒。面对如此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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峻的防汛形势，积电上下始终保持高
度警惕，11 时 50 分，虽已临近下班
时间，
尾水平台水雾检查人员依然坚
守岗位，丝毫不敢松懈。在巡回至尾
水平台时，检查人员发现由于泄水流
量过大，
泄水扬起的水雾落至右岸进厂
公路及尾水平台，
尾水平台排水沟排水
不及，
造成大量积水，
眼看快要漫至防
汛大门进入主厂房。检查人员立即向
分公司防汛办及应急办报告情况。
一切都在事先预判范围之内。险
情刻不容缓，防汛领导小组立即决
定，启动《积石峡水电站防汛应急预
案》, 应急救援指挥部发动全体在站
职工参加抢险任务，一场轰轰烈烈的
抢险总动员拉开了序幕。
抢险袁我们是认真的
各部门接到任务后，迅速召集所
有职工集结到办公楼前。
12 时 25 分，第一批抢险人员到
达现场。
12 时 37 分，第二批抢险人员到
达现场。

物资组成员集结在机电库房，向
现场输送防汛物资。综合部第一时间
告知物业方做好抢险人员饭菜、饮用
水等的后勤保障工作，全方位做好应
急抢险工作的支援。人、车、物齐齐联
动，分公司上下一心，全力以赴。洪水
无情人有情，更让人为之动容的是，
正在积石峡水电站进行工程项目施
工的民和第三建筑工程公司的施工
人员也一齐加入到分公司的抢险队
伍中来。
现场险情十万火急，积水最深处
高达 25cm，据巡回人员称，发现险情
之初，积水更为猛烈，最深淹没至大
腿处，令人骇然。
现场抢险人员迅速兵分两路。第
一组人员在防汛大门前一字排开，依
次传送防汛沙袋，用来堵住快要漫至
大门的积水。第二组人员负责将尾水
平台排水沟三道盖板抬起，以便积水
能够快速排出。撬棍撬，铁锨抬，徒手
搬，他们与时间赛跑，争分夺秒。随
后，第一组人员转移至第二道排水沟

附近，用沙袋堆起另一道屏障，导流
积水，
分水而治。很多人甚至顾不得
换上雨靴，任凭泥水浸泡鞋袜，卷起
裤管冲进抢险队伍，大家丝毫不顾及
泥水的冰冷刺骨，坚持在抢险一线。
化险为夷
震耳欲聋的泄洪声响彻整个山

“我们积极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一
是根据水调、上游电站出库流量来调
整溢流门的开度，保证电站上游水位
在汛限水位以下。二是密切关注拦污
栅压差，对比遥测值和实测值，及时
进行清理。三是严密监视机组各设备
部件温度，及时进行水系统切换，保
证设备的安全稳定运行。”
白昼深夜，电站无眠；漫长堤坝，
一路感动。他们坚毅的身影穿梭在厂
房的角角落落，挺起钢铁脊梁。
雨还在下袁水还在涨袁
我们未曾懈怠浴
在防洪抗汛的路上袁
黄河水电人一直都在浴

夜进入蜗壳，对蜗壳内的大树桩进行
切割、清理，对蜗壳杂物进行排污，修
复机组剪断销，一直连续作业到次日
上午 7 时，经过 15 个小时的抢修，终
于完成蜗壳清污消缺，机组顺利投
运。
“像这样连夜奋战抢修的情景，已
经记不清是今年汛期有多少次了。”
维护分部主任孙永国带着一脸的倦
容对记者说。随后，他又带领着维护
人员投入到当天紧张的工作中。
在 确保 安全 度 汛的 前 提 下，如
何让两站机组多出力也是当前安
全生产工作的重点。按照黄委会要
求，盐八两站水库必 须在 汛限 水位
的下限以下运行，造 成两站 水库 处
于“大 流量、低水位”状况。分公司
积极应对和化解影响机组经济运
行的各项不利因素，提高 设备 维护
消缺质量，尽量缩短机组 停机 清污
和消缺时间，紧盯机 组运 行参 数和
“两个 细则”要求，在 严格执行黄委
会和省调命令的前提下 ，最大 限度
优化机组运行方式，力争 在大 流量
期间做好稳发多发各项工作。
汛情仍在持续。面对这场盐八
两站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超长 汛情，
陇电分公司上下始终绷紧安全防
汛 这 根 弦 ，一 刻 也 不 松 懈 ，凝 全 员
之心、集全员之智、举全员之力，全
力以赴攻坚今年防汛度汛工作的
“最后 一公里”，确保取得这场防汛
持久战的最终胜利。

谷，激起的磅礴水雾不断地拍打在大
家的脸上和身上。右岸高边坡受到水
汽和震动声交互影响，不时有落石坠
下。然而这些都阻挡不了积电人奋勇
抢险的英勇气势，保安全、保厂房、保
机组，坚定的信念凝聚成万众一心、
众志成城的强大力量。不仅是大禹治
水的大无畏精神重现，更是对“特别
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黄河水电精
神的最好诠释。
经过近一小时的紧张布防，积水
得以控制，
险情解除。这是一部未雨绸
缪的应急预案，
是一场有备而来的抢险
行动，
也是一次检验反应能力、
检验日
常防汛演练效果的实操任务！
险情就是集结号，积电人齐心协
力，
众志成城，
打赢了这场抗洪抢险攻
坚战！

2018 年，注定是不
平静的一年。7 月以来，
“雨神”频频光顾黄河流
域，黄河洪水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青铜峡水电
站天天迎汛，时时防洪。
昨
面对一次次风雨，面对
昨
一次次险情，大坝上，门
记
机前，栏污栅前总能看
宁
到一群直面风雨 的人，
他们就是宁电分公司水
电
工班的工人师傅们。整
蔡 分
个汛期以来，他们每天
秀 公
早出晚归，坚守工作岗
芳 司
位，默默牺牲无数个休
息日，放弃和家人团聚
李 水
的机会，用忘我的态度
高 工
和奉献的精神，认真完
成了一项项操作，完成
扬 班
了一个个清栅任务，锤
的
炼出一支“来之能战、战
工
之能胜”的“防汛铁军”。
人
7 月 1 日，那场大
雨来的急，来的猛，来的
师
快。对宁夏造成的损失
傅
至今仍让人难以忘怀。
青铜峡水电站也遭受了
狂风暴雨的冲刷洗礼，
降雨导致入库流量持续
走高，峰值突破 1600 立
方米每秒，伴随洪水而至的各种漂浮物，不但对发电
设备水下部件磨损严重而且对电站的安全运行构成
严重威胁，机组出力剧降，机温超标，栏污栅压差超
标。一段时间，青铜峡电站 8 台机组拦污栅压差“一
路飘红，居高不下”全部超过警戒值。危急时刻，
在公
司领导的现场指挥下，水工班快速集结工作人员，速
度成立防汛抢险突击队伍，在肆虐的雨水中，争分夺
秒，
紧张有序地投入现场
“战斗”：有的班员甚至都没
来得及更换工作服，就开始了清理栏污栅的工作。崔
梅梅，一个爱美的女职工，接到汛情命令，迅速爬上
门机，担当司机职责，开始了工作；还有的班员直奔
9 号机，检查清污机的运行情况。新进员工李高扬，
放弃了周末休息，放弃了周末约会，第一时间赶到 9
号机，投入清污工作；有的迅速跑到坝上，开始了大
坝巡查工作，寻找漏点，确保设备安全。刚下后夜班
的魏锁良，来不及休息，接到零时排班的工作电话，
直奔生产现场又开始了前夜班，第二天见到他的时
候，
双眼都是红的。另外，还有一路队员紧急扛起沙
包和工具赶赴现场，封堵机组盖板孔洞、阻隔积水流
向发电机组，流向保护室。周末在家休息的水工班副
班长黄沼东得知险情，主动请缨，一路开车，顶着暴
雨，
耗费 2 个小时从银川赶赴现场参与战斗。
由于决策果断、应对及时、措施有效，经过这支
“防汛铁军”全力奋战，最终，青铜峡水电站经受住了
暴雨的考验。凶猛的暴雨退去，黄河洪峰又来了。据
统计，截至目前，入库洪峰流量大于 1600m3/s 的已
经超过 65 天，泄洪天数达到 56 天。洪峰流量、泄洪
天数均创近 30 年来新记录。
疾风劲草，关键时刻勇者担。水工班现有职工
14 人，其中不少是老职工，还有一名长期生病的职
工以及一名生小孩的女职工。就是这样一支特殊的
队伍，在洪水一次次到来时，他们没有临阵退缩，迎
难而上。青铜峡水电站的溢流坝闸门、9 台机组的栏
污栅，都变成了水工班班员们的阵地。两个多月以
来，
水工班分成四组，白天连着黑夜，奔波在大坝上，
完成一次次清污任务，最多一次清理了 4 个孔，还要
安全准确的完成泄洪闸、
泄水管的启闭工作。每次提
栏污栅的速度极为缓慢。为了保证设备动作的稳定
可靠，水工班班员必须一人在站在坝上，吹着哨子，
门机司机根据哨音的信号操作门机，还有一名工作
负责人现场监视栏污栅一公分一公分的移动，起吊
过程中还要警惕杂物掉落、销子的连接以及钢丝绳
的靠靠。我们总是能看到这样一组风景，
不管是刮风
下雨，他们全神贯注；不管是烈日炎炎，他们一丝不
苟；
不管是蚊虫叮咬，他们义不容辞。利用他们扎实
的专业知识和丰富的操作经验练就的“火眼金睛”
，
冷静操作，沉着应对，与门机司机密切跟踪配合，完
成了一项项操作，
全力保障了防汛设备的正常运行。
一个夜晚，天气闷热，蚊虫肆虐，来到清污现场，
遇到了姜红斌，
水工班起重工作负责人。一个喜欢看
书学习的人，一个认真工作的人，一个时间观念特别
强的工作负责人，一个不太爱说话的人。采访中，有
些无奈，询问其他人，告诉我，这个汛期，姜红斌秒变
“工作狂”
，带领的清污四组，每次接班，都提前半小
时到达现场，一接班就展开了工作，有一次一个前夜
班清理了 4 孔栏污栅，留给大家吃饭的时间只有 20
分钟。问他，
累吗？回答，累！但是，机组栏污栅压差
此起彼伏，清完了这孔，另一孔又升高，我们只能和
时间赛跑，只能尽自己最大的责任，尽最大的能力全
力清理，不能因为自己的惰性，影响设备的安全。看
着瘦瘦小小的姜红斌，
我被感动了。
随着一波一波洪峰的到来，河面上带来了大量
的漂浮物：大的、小的各种树干，脏的、乱的各种杂
物，弯的、直的各种树根，白的、黑的各种生活垃圾，
堆积和附着在拦污栅上，严重影响了泄洪和机组的
运行安全及运行效率。
险情就是命令，清污就是责任。黄学忠，水工班
技术员，长期专攻大坝维护工作。入汛以来，加入了
清栅队伍，对清污工作有了新的认识。他说，清污现
场真的是一个战场。每清理一套栏污栅，清污人员要
忍受着铺天盖地蚊虫的叮咬，要忍受各种动物尸体
刺鼻发臭气味，要忍受后夜班的困乏，要认真完成各
项操作，要一耙一耙清理杂物。困难一次次考验着清
污人员的毅力，洪峰一次一次的检验着清污人员的
体力。一套栅清理下来，清污工作人员早已汗流浃
背，
浑身泥水，筋疲力尽。截至 9 月 18 日，
已完成机
组拦污栅清污 276 孔次，开启关闭泄水管工作们 61
孔次，开启关闭溢流坝 76 孔次，清污极大地改善了
机组运行环境，
确保了电站机组的安全。
这个汛期，注定记忆深刻，注定成为历史。这个
汛期，
不论是烈日骄阳还是狂风暴雨，不论是月黑风
高还是秋意渐浓，注定让我们铭记一群人，这些奔波
忙碌在大坝上的水工班的全体工作人员，这些直面
风雨的人，无愧于“防汛铁军”称号，用忘我的态度和
奉献的精神，赢得了大家的点赞。

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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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