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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拉滩上的光伏发电
管理珍
夜幕刚刚退下，太阳向个害羞的
小孩，红着圆圆的大脸偷偷地在东方
悄悄的露出。
小鸟轻轻的飞翔在塔拉滩的上
空，调皮的叽叽喳喳，叫个不停，向大
自然炫耀它起得最早。塔拉滩的小草、
小花轻轻地点头，向害羞的太阳问好，
它那婀娜娥姿的优美身段，带着清晨
的露珠在微风的配合下，随着小鸟歌
喉的伴奏姗姗起舞，把塔拉滩装扮成
了神秘的仙境。
这几年，塔拉滩来了大批新的伙
伴，经过工人师傅们的精心安排，它们
整 齐 的 按 一 定规 律 的排 列 在 塔 拉 滩
上，成为这里的第二主人，他们就是光
伏电站的子阵群，它没有小鸟般的歌
喉，也没有小草般的优美身材翩翩起
舞，
但她有钢铁战士般的身躯，
有雷打不
动的决心，
自从在这里安家落户，
就融入
到大自然中，为这里的一切遮风挡雨，

从不回头，
保护者大自然的原始生态。
当太阳在东方冉冉升起的时候，
子阵群的电池组件整整齐齐排列，接
受太阳的检阅，有一些平单轴、斜单轴
等能转动的组件早已面向太阳，
提前感
受到太阳的沐浴，
吸收到太阳的光芒。
当太阳高高升起，光芒照射在电
池组件上，组件享受着太阳的沐浴，电
池组件便开始工作，它的主要任务是
把太阳照射在组件上的太阳光通过自
身的转换功能转换成直流电能，通过
线路输送到小家庭 --- 逆变器，进行
身份变换，叫 3 万 5 千伏交流电，输送
到汇流箱，再通过汇流箱把大家一起
送到 35 千伏箱式变压器，通过升压变
为 35 千伏电流，提高身份等级，送到
汇集站，再由汇集站负责送到终点 --升压站，升压站将大家整编，再次提高
身份等级，叫 33 万千伏电流，成为能
在国网电力高速路上行驶的电流，直

接进入国网设计的通用大道，由国网
分配到祖国的各地，为各行各业所使
用，服务于人类。
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和建设工作
的创新，从电池组件产生直流电到最
终交流输出过程，在不断地改进，将减
少许多环节，变得更为便捷和经济，效
益会变的更高。
就在塔拉滩上建设有一个全球最
大的光伏发电试验测试基地，在这里
汇集了国内外知名的同行伙伴，其中
有叫逆变器的 21 种，叫组件的 26 种，
叫支架的 17 种，还有其他，他们各自
带着他们的优点和绝活，更为重要的
是他们还有各自的发展理念和超前的
想法，所以他们在这里发挥着各自不
同的优势大展才华，希望能得到人类
的认可和采纳，通过他们的成长，选优
劣汰，去粗取精，为清洁能源发展开辟
一条新的高速通道。

每当艳阳高照时，这些组件将发
挥最大能耐，将太阳光转换成电流送
到升压站并往国网，输送到全国各地。
那些平单轴、斜单轴等能转动的组件
从不放过吸收太阳光的一点机会，从
太阳刚露脸开始一直盯着太阳下山。
有时，太阳怕羞，躲在云层中不肯露
脸，组件还是把散光也能转换为电能。
当太阳从西方落下时，这些组件依依
不舍，
望着太阳直到夜幕降临。就这样
一复一日，冬去春来，塔拉滩上的这些
光伏发电设备一直坚守着，不断地为
人类输送着清洁能源。
夕阳落下，塔拉滩上的小草、小花
向太阳招手再见，希望明天来的更早；
忙碌了一天的小鸟开始归宿；只有电
池组件严阵以待，
等待明天的工作。
夜幕降临，塔拉滩上逐渐的清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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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来，喜欢夜间活动的生物陆续出动，
寻找维持生活的食物……
自从塔拉滩建起了光伏电站，这
里的生态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首
先是牧草，由于组件的排列遮阴，使得
牧草和地表减少了水份的蒸发，湿润
了空气，有助于牧草的生长；其次是挡
风消尘，由于电池组件大面积排列布
阵，降低了风速，再加上牧草的疯长，
地表湿润，沙尘减少，净化了空气；第
三是小动物有了栖息之地，牧草的疯
长，空气的湿润，造就了天然原生态的
自然环境。兔子的数量逐步增加，相互
追逐嬉闹，狐狸、野羊、野猪等动物时
有光顾，准备在这里安家，小鸟在空中
尽情的翱翔、歌唱。整个塔拉滩充满了
原生态的自然环境气息。
(集成公司）

电检公司共和光伏项目部在元月
份离开塔拉滩，正月初八回归，春节里
的共和县城并没有太多的年味，整条
街上人际稀少。一年又过去了，理发涨
价了，洗澡涨价了，餐饮涨价了，光伏
建设在显著地带动着当地的小经济。
三月，川河开始融化，山谷里的树
像还没回过神，羊群在草地上发着呆，
春天即将来临。电台在前行的路上渐
渐失去了声色，夜幕下的草原更显孤

“最艰苦的担子我们挑,最危险的
地方我们去，最紧急的关头我们上,最
困难的时刻我们在”。怀着对“劲风”突
击队的崇敬和好奇之心，我和新来的
同事董生彪跟随丁老师奔赴青海省海
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切吉乡，去参观
海南州水光风多能互补集成优化示范
工程 40 万千瓦风电场项目的现场，学
习“劲风”突击队冲锋在前，吃苦在先
的奉献精神。
一路上，一条颠簸的乡间小路，绵
延流向天际。两边是一望无际的草场，
枯草之中偶尔夹杂些残绿，倒也显得
一丝温润。层峦起伏的山脉把草场夹
在中间，伸向远处，悠远流长，山上时
常挂着的“隆达”(经幡)，流露着藏域
风情，格外显眼。汽车在疾驰，在广阔
的草场、狭窄的公路上起起伏伏。车窗
外面的一只小鸟，似在与我们赛跑，扑
腾着轻盈的翅膀，一上一下，构建了一
串高原草场上欢快跳动的音符。
路途颠簸且乏味，但我和小董看
着窗外这新奇的世界，心情却很激动。
收割机正收割着青稞，人们脸上流露
着秋收的喜悦。藏族奶奶步履蹒跚得
行走在路旁，摇晃着转经筒，嘴里“牟
牟”
诵经祈祷着。汽车时而被藏族阿爸
放牧的牛羊挡住，时而被一两只调皮
的鹅叫嚣，旅途中间从不缺少有趣的
小插曲。
经过三个小时颠簸的路程后，我
们终于到达了切吉乡，这个位于青海
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距茶卡盐
湖约 64 千米，海拔在 2985 米～3174
米之间的高海拔地区，其落后的环境
设施有点出乎我的意料之外。贫瘠的
土 地 上 座 落 着一 家 家 藏 式 风 格 的 平
房，街道两旁的铺面十分简陋，只有街
上一星半点徘徊的闲人和偶尔一两辆

寂，一车又一车的光伏组件被运往塔
拉滩，不分昼夜。短短几个月后他们就
将转化为电能，走进千家万户，到时候
你会发现，我们不仅仅是光明的护卫
者，更是光明的缔造者。
四月的共和塔拉滩，土黄色仍然
占据着大片的视野，人们都期盼着一
场春雨，没有别的诉求，只为了戈壁滩
上能多一点生机和绿意。夜里，雨真的
下了，大家彻夜难眠，听着雨声稀里哗

啦，干燥的土地一夜的雨，就像沉默的
人张开了嘴。细心的人们发现，小草开
始发出了嫩芽，遮天蔽日的风沙挡不
住，羊群的啃食同样挡不住。对于一个
光伏建设者来说，绿不仅仅意味着希
望，更是给人以坚强。
五月初飞雪仍然数次降临塔拉
滩，但是没有什么能够阻挡大家的干
劲。每天在晨雾中驱车前往工作现场，
彷佛走入另一个世界。两个月的时间，

高达 90 米的四节塔筒依次吊上去组
装，其次把轮毂吊起来组建三支风叶，
等组装好风叶再吊上去组装机头。施
工程序虽然听起来很简单，但施工过
程却步步充满技术含量
据刘经理介绍，40 万千瓦风电项
目由远景能源制造的 182 台单机容量
为 2200 千瓦的风电机组、切吉东 330
千伏升压站还有两条长度约 104 千米
的单回线路组成。
在临近中午的时候，一名师傅过
来热心地喊道：
“ 吃饭的时间到了，你
们还不去吃嘛？”因为工程工期短，任
务重，师傅们都是在施工现场边吃饭
边干活。强烈的紫外线，冰冷刺骨的秋
风肆虐着这块土地。我不禁为师傅们
捏把汗，但更多的是被师傅们这种舍
己忘我，
吃苦耐劳的精神所感动。
回到建设部，大家都刚忙完手头
的事，
等待着我们一起吃饭。短暂的午
饭时间，大家热情饱满地讨论着工程
上的事务并安排着下午的重点工作。
我看到了“劲风”突击队员十足的干
劲，也相信海南州水光风多能互补集
成优化示范工程 40 万千瓦风电场项
目会在“劲风”突击队的精心管理、周
密部署、
科学调度下，早日投产发电。
午饭之后，丁老师、小董和我在新
能源建设部副经理张峰华的带领下来
到了青海海南州水光风多能互补集成
优化示范工程配套建设的切吉东 330
千伏升压站。张经理给我们介绍，升压
站原本计划 3 月份开工由于外部原因
拖到了 6 月份，缩短工期一下子加重
了工程任务的难度。为了解决施工单

不忘初心 方得始终
于燕
一路向南
城市的拥挤与喧嚣渐行渐远
蓄势待发来到共和冶塔拉滩冶
放任的心思
可以在这里
任其远飘

每天奔波在去往光伏施工方向的路上
望着路边扬起的黄沙
一路颠簸
伴随着日落星辰
共和州的灯火依然模糊
穿过空气中荡起的尘土闪烁
迷离而温暖

所有的工作都在紧锣密鼓的展开。突
击“6·30”
，为了这个统一的目标，所有
人都绷着一股劲儿。调整思路，聚精会
神，五月的空气里弥漫的是大战前的
蓄势待发。
六月的天气让人捉摸不透，你总
是被早晨阴郁的天气冻得瑟瑟发抖，
又在午后被高原特有的炎炎烈日晒得
无处躲藏。夜晚，闪电会将天空映射为
橙红色，你仔细端详着天空的一周，等
待下一道闪电划破天际，就像在期待
一场奇迹的出现。当你战胜了自己，这
个世界上就不存在什么洪水猛兽，每
天将近十二个小时的工作时间，在决
心面前困难显得微不足道。三个月的

印 象“ 切 吉 ”
疾驰过去的车，伴随着后面飞扬的尘
土。
刚下车，我和小董便领略到了这
儿风力的强劲。
“呼——
—呼——
—狂风似
一头发了疯的狮子一样在吼叫”。切吉
确实是个建设风电场的好地方。进入
新能源建设部的办公室，一面鲜红亮
眼的“劲风突击队”红旗映入眼帘。这
支突击队由一群平均年龄二十七岁的
年轻人组成，几位技术人员在集电线
路总平面布置图前规划进度、有的在
做报表、有的在跟禹天监理工程师和
施工单位的负责人讨论事宜、还有的
在整理资料、建设部里人来人往，显得
十分忙碌。在见过分公司党委书记和
各位同事们后，我们就急忙开车去了
现场。
在去往吊装现场的公路上，我们
看见远处一排排矗立的风机、蓝天白
云、巍峨的高山和一马平川的风场，构
成了一幅绿色能源壮阔图。
“此景只应
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来到第 156
号风机吊装现场，施工人员刚好吊装
完风机，在进行转场。一辆履带起重机
在指挥人员的指挥下井然有序得向下
一个吊装场地前进。新能源建设部的
刘保福副经理后来告诉我们这样一辆
履带起重机重达 650 吨，是通过把履
带起重机的吊臂拆卸成一块块，然后
通过货车运输过来再组装起来的。
“ 嘀——
—，嘀——
—”履带起 重 机 拔 地 倚
天，气势磅礴得碾向目的地，似乎要在
这约 176 平方公里的风场大干一场。
一个风机由四节塔筒、一个轮毂、
三片风叶组成。风机的吊装是首先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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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也了解
这被大山阻隔的视野
这被山风肆虐的凌冽
这工地上艰苦袁枯燥的生活
包含多少冶舍小家尧顾大家冶的工作情怀
开始日日重叠
看似 " 简单 " 的工作
却承载着造福一方的己任

塔拉滩掠影
史兴文

主
编：孙浩源
副 主 编：唐 婧

时间，检修公司铸造了“大国工程”
，升
压站如期完工，子阵提前完成并网发
电，
没错，这就是属于我们的奇迹。
七月，大家并未沉静在并网发电
的喜悦之中。为了在最短时间内让一
百万千瓦全部投产发电，后续工作相
继展开，塔拉滩就是我们自己的环湖
赛场。在塔拉滩最美丽的季节，继续着
未完成的事业。有人离开，有人留守，
是 这片 辽 阔 的 土 地让 我 们 聚 到 了 一
起，是这份事业让我们成为了患难与
共的战友。
塔拉滩，这里的故事正在上演；塔
拉滩，这里的故事远未结束。
渊电检公司冤

樊国栋

位短期内大量投入施工所需要的资金
还有周转材料，工程建设分公司计划
部、财务部全力配合，确保了第一时间
支付施工单位的工程款，风电场和升
压站的建设才如期开展。
在接了一个电话后，张经理急忙
去参加了工程建设分公司、禹天监理、
中电核电相关人员对质量监督检查意
见进行整改落实的会议。作为建设部
的一员，张峰华每天都要去工地四五
趟，检查施工进度，监督质量控制以及
参加各种会议，一天下来行程超过一
百多公里。长时间的风吹，紫外线的照
射使得这些突击队友们皮肤黝黑，嘴
唇干裂。为了早日把绿色能源送进千
千万万期盼光明的人家，这些“劲风”
突击队的年轻人与太阳追逐，与时间
赛跑，在海拔 3000 米的切吉高原上跋
疆扩土。山高斗志更高，
缺氧却从不缺
意志。
在来到 42 号风机基础钢筋捆 扎
现场时，承担钢筋绑扎工作的湖南腾
达电力建设公司的一名叫鲜新平的师
傅告诉我们，以前一个基础绑扎要二
十多 个 人 花 费 两 个月 的 时 间 才 能 完
成，而现在只需要六个人用两天半的
时间就能全部绑扎完工。两者效率的
差别如此之大，使我们在听的每一个
人愕然。正是工人师傅们兢兢业业的
工作态度，专业娴熟的工匠精神，才会
使钢筋绑扎项目在短时间内达标。
在 43 号风机基础混凝土浇筑 现
场，我们看到两辆混凝土泵车同时在
进行浇筑，泵车后面十几辆混凝土搅
拌车正严阵以待。一名在施工现场监

督管理的禹天监理工程师告诉我，像
这种基础浇筑，小的要浇筑 499 方混
凝土，大的要 682 方，平均 600 多方混
凝土的浇筑需要 8 个小时左右，且浇
筑过程一定要连续不间断。等过了 28
天混凝土达到规定的强度后才可以继
续施工，
进行风机的吊装工作。正是建
设分公司严谨的工作态度，工人师傅
们无私奉献、百折不挠的工匠精神以
及禹天监理人员一丝不苟的监督管理
决定了工程建设分公司优秀的建设水
平。
黄昏到来之际，我们回到了建设
部。建设部里依旧热闹，沈书记还在与
禹天监理工程师和施工单位的负责人
商讨事宜，同事们有总结任务的、规划
进度的、打电话询问事宜的，大伙儿忙
的不可开交。食堂两张圆桌上已经摆
满了饭菜：酸辣白菜、红烧肉、炒茄子、
凉拌猪耳……菜凉了又热却迟迟不见
来就餐的同事们。走进建设部的后厨，
丰富的食材让我们目不暇接：牛奶、鸡
蛋、茄子、白菜、马铃薯、西红柿……工
程建设分公司以人为本，优秀的后勤
保障工作妥善安排好了大伙儿的衣食
住行，使“劲风突击队”的同事们以工
地为家，发扬青藏高原“五个特别”精
神，在切吉草原上吃苦耐劳，努力拼
搏，为黄河公司的新能源事业奉献青
春。
晚饭过后，建设部的同事们出来
为我们送行，在一一惜别后，我们趁着
夜色未深返回羊曲。虽然是短暂的一
天，但是我却见到了一直敬慕的“劲风
突击队”同事们，见识到了风机吊装的
现场、
建设中的升压站……
回去的路上，望着窗外黑夜中偶
尔藏族人家泛黄的灯光，我的大脑里
浮现着今天看到的一幕幕景象、一张
张表情，
心中不禁思绪万千。这些奋斗
在高原的突击队员们，秉承着水电先
辈们百折不挠的工匠精神，兢兢业业、
无怨无悔地坚守着属于他们的那片热
土。作为刚走上工作岗位的我们，应该
虚心向他们学习。树立目标、脚踏实
地、认真工作、
努力打拼、
持之以恒。牢
记时代使命，在奉献中实现自己的人
生价值，在火热的青春中放飞人生的
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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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张被阳光晒黑的脸尧粗糙的手
却在与家人一句句的报平安声中
隐藏了多少辛苦与无奈
露出来的却是久违的笑容
那亲切的问候
铸成他们坚强的臂膀
梦想照进现实
传说中的野光伏羊冶
传说中的野光伏菜冶
一动一静尧相得益彰
这一间间的集装箱板房
是他或者他们用心努力造就
哪怕是一块砖尧一滴水
野光伏小区冶每一盏灯光
都在凝望着
他们的项目部尧宿舍尧办公室
来自各个电站尧各个班组尧各个岗位
生活在这里
工作在这里
是他们现在共同的野家园冶
回头望去
十字交横的光伏方阵静静凝视
感受光伏建设者的每一份付出与收获
风沙依旧在飞荡
在白天的风中掠过
在夜晚的灯光中穿梭
早穿棉尧午穿纱
时常领略野四季冶不同变化
面对这一切
他们用朴实无华感召天地
他们可以酒脱地说:那又怎样
真正想要去远方的人
不会说风雨兼程太颠簸
真正想要戴上桂冠的人
静下心来努力比什么都重要
而勤勉的野电检人冶
只愿先埋头耕耘出一片厚实的土地
再擦掉汗水袁慢慢谈收成
冲锋的号角己然吹响
战风沙尧斗酷暑
用野电检人冶特有的豪迈
潇潇洒洒走一回
任何环境阻挡不了奋斗者的步伐
大漠风尘袁无法消磨风沙的棱角
炎炎烈日袁也不会焦灼野奋战冶的心
这是强者的沙场袁这是建设者的征程
风雨起舞也许单调
但金戈铁马从不缺乏精彩
风沙大漠也有别样的魅力
粗旷中蕴含着一丝丝的柔情与别致
外营条件也许艰苦
但百炼成钢正是建设者本色
你袁想和他们一样吗
来自各个单位的他们
是同一面旗帜下的电检人
他们是普通一兵袁更是百战精锐
他们有同一个名字院黄河电检人
他们是给地球镶金边的野光伏人冶
人生不管有多么迷茫
或许记得袁或许遗忘
都不能在回忆里徘徊
今天袁他们这样在战斗
未来一定会有份温柔的目光锁定
他们前进的动力其实不在别处
全在自己
态度决定一切
实力捍卫尊严
开疆沃土尧策马奔腾
现在正当时
渊电检公司宁夏项目部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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