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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离故土，远离亲人，远离早已适应的风土和空气里的味

道，来到茫茫戈壁滩，来到高原无人区，一干就是多少天，甚至

有的人一干就是十几年。身体因为长期在严酷的高原环境下

而虚弱，家庭因为远在千里之外无法顾及而愧对，鬓角因为高

强度的采矿工作而斑白。义海人做的事情，不是每个人都能做

到的。在苍茫、大美、号称“生命禁区”的青藏高原上，义海人用

15年时间，讲好了一个充满传奇色彩、又让人肃然起敬的河南

故事、青海故事和中国故事，他们是当之无愧的最美河南人。

这群最美河南人特别能吃苦。在举世公认的人类不适宜

生存的地方，义海人留下了，他们用一镐一锹，开掘出了世界上

海拔最高的露天井工矿和露天煤矿。水、电、路、通讯甚至氧

气，这些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都十分匮乏，但义海人却咬

着牙坚持了下来。一颗来自中原的种子，在青藏高原上开出了

美丽的格桑花。

这群最美河南人特别能战斗。在杳无人烟的戈壁荒漠建

起井工矿，大幅度提升矿井生产能力，誓让荒野出黑金；在海拔

4200米的地方种草复绿，创造了以“义海模式”为核心的“木里

经验”，誓让高原绿江河清。靠的就是奋斗、就是实干、就是用

自己的双手赢得企业的发展和幸福的生活。

这群最美河南人特别有担当。“舍小家，为大家”，为了企业

的永续发展，义海人毅然从平原走上高原，闯过常人难以想象

的重重关隘，把一个小煤窑干成了标杆型的大企业。尤其是义

海的广大党员干部，担当精神体现得更加充分。有困难有险

情，党员先上；留守高原过春节，干部优先。在义海，有党员冲

锋在前，普通职工紧跟着争先恐后，大家同吃同住同劳动，一

样的衣着，一样的满身尘土，一样的两颊“高原红”。如果用一

种颜色来代表义海和义海的发展历程，那一定是党旗的颜色，

鲜红似火，鲜艳夺目。

这群最美河南人所作出的过人业绩，让我们由衷钦佩；而

在他们身上体现出来的精神力量，更让我们动容和震撼。从

中，可以深切感受到焦裕禄精神、愚公移山精神、红旗渠精神的

赓续和光大。“缺氧气不缺志气，敢与高原比高低”。相信这一

股英雄气，会鼓舞我们在中原出彩的伟大进程中，创造出更加

辉煌的业绩。○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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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很费劲”。木里矿上，盖房地基要挖透永久冻土

层，一直打到岩石层，并且一年中施工时间只有4个月，2000
多平方米的房子需要盖3年。

走路“很费劲”。木里矿原是无人区，唯有一条泥土自然
形成的放羊路。遇上恶劣的天气，“搓板路”就成了“翻浆路”，
从矿上下到天峻县城，一辆车的最高纪录是坏掉7条轮胎。

第三关，寂寞思乡关。
家，这个最温暖的字眼，在大煤沟和木里矿区，却成了大

伙儿谁都不愿触及的“禁词”。
“再苦再难，我们都不愿意提起家，想起来就受不了。”天

峻义海公司总经理王丰说。
无人区，连信号都没有，家里带上来的手机，只能当钟表

用。几本早就过期的杂志，被翻得稀烂。“逢年过节，或者家
里老人过寿，是最难过的时候，又不能跟别人说。只能冲着
家的方向念叨念叨，磕几个响头,人没跪下泪早就先下来
了。”2004年年底，木里矿唯一一部卫星电话，给每人3分钟
时间打给家里报平安。电话接通的一刹那，这头儿是哭，那
头儿也是哭，泪就像决堤的海，咋也停不下来。3分钟时间
到了，想好的千言万语，居然一个字也没说。

闯过“三关”留下来的，都是英雄好汉，都是精神的巨人，
都是让人肃然起敬的高尚的人。

而让义海这个外埠企业在青藏高原扎下根来的“法宝”，
则是坚定不移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
中的问题。

创新义海。
“效益是设计出来的”。为了适应高海拔地区露天开采

的实际情况，义海人对开采工艺、管理办法等进行了多次大
胆的改进和创新。

大煤沟矿组织生产技术人员对 F11040工作面下辅助
巷进行优化改造，节约成本100多万元。变全岩巷道掘进为
全煤巷道掘进，工期缩短了50天，增加原煤20万吨，间接经
济效益达到了 4500万元。在巷道掘进中广泛使用综掘机，
使单班掘进进尺大幅度提高，不但提高安全系数和工效，还
减轻了职工的劳动强度。“能让机器干的，就把人解放出来”，
义海的生产和管理越来越科学化、人性化。

协调义海。
海西州的煤矿开采尚处于初始阶段，市场门槛比较低。

“高质量”是义海开矿之初就始终坚持的目标，他们身在异
乡，依然始终秉持“质量第一”的方针和“安全第一”的理念。

大煤沟露天矿建成后，先后通过了河南省“五优”矿井、青
海省“一级质量标准化矿井”和“瓦斯治理示范工程”等各项验
收，一举确立起青海省标杆矿的地位，义海公司年缴税金超过
8亿元，为青海当地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绿色义海。
“我们要爱护眼睛一样，爱护这里的蓝天白云、草原雪

山。”这是义海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段新伟时常挂在嘴边的
一句话。

从进驻木里矿区第一天起，义海公司就把环境保护纳入
规划设计之首，先后投资2.13亿元，联合北京大学、中国矿业
大学、青海省环保厅等开展高寒地区人工植草技术攻关，取
得了人工植草成活率超过80%的惊人成果。

开放义海。
河南与青海，地处内陆，但思想却一点也不封闭，反而如

高原的天空一样明澈开阔。
义海公司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对内开放与青海省

盐湖集团、华能电厂、西宁钢厂等企业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建
立煤矿供需关系；对外开放与尼泊尔客商就煤炭出口事宜初
步洽谈，争取长期合作机会。

共享义海。
“义海是河南的义海，也是青海的义海，更是海西的义

海。”海西州团委书记姜冬梅这样评价说。
义海公司启动了青海省规模最大的长效助学项目——

“春暖工程”和“中国梦·义海温暖工程”，连续10年为海西州
126所中小学、养老院、福利院、海西困难职工免费捐赠 4.5
万吨煤炭；参与青海省“党政军企共建示范村”活动，资助当
地牧民110万元发展“种羊”养殖业，海西州牧民们亲切地将
这批羊叫做“义海羊”。

据有关权威机构评估，15年来，义海公司累计实现产值
200亿元，上缴税费 100亿元，跃居青海省企业 50强第 11
位。仅“义海”这个品牌，市场价值就达到50亿元。

河南义海，这粒来自中原大地的种子，在青藏高原上开
出了美轮美奂的格桑花。

环境治理好，就能成赢家；环境治不好，
就要回老家

走进天峻县的木里矿区，你会看到一格格像梯田一样排
列的青草地，初夏微风吹拂下，掀起层层绿波。两年前习近平
总书记通过实时视频看到的，就是这片来之不易的高海拔连
片草地。

木里矿区，位于柴达木盆地东边缘、三江源自然保护区
范围内，矿区里有着经大自然千万年孕育而成的高山草甸，
发挥着为黄河涵养水源的重要作用。

“木里矿区和这些草甸植被从来都是生命共同体。”义海
公司总经理赵光明说：“早在最初煤矿剥采时，我们就要求矿
工把剥离的草皮整齐码放，以备修复植被时使用，并不断探
索植被恢复技术。”

木里矿区是青海省最大的煤炭生产基地，储量大、埋藏
浅、煤层厚、煤质优。看到义海公司建成天峻义海露天矿后，
大批企业纷纷进驻。“大规模的煤矿露天开采必然对地表植
被和地下永久冻土层产生破坏，对周边草场和水源造成污
染。”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副秘书长张宏说。

青海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木里矿区的生态问题，2014
年 7月出台《木里煤田综合整治工作实施方案》，要求矿区所
有 11家企业停产治理。即使是最重视环保的义海公司，也
和矿区其他企业一样，面临一场转变发展方式的大考。

“环境治理好，就能成赢家；环境治不好，就要回老家。”

具有强烈政治意识、责任意识、环保意识的义海公司党委清
醒地认识到：如果木里矿区被关停，就意味着义海人十多年
艰苦创业的成果付诸东流。即使卷铺盖走人，也要永远背负
着破坏环境的十字架。

“没有绿水青山，哪来金山银山。”“必须保证交上一份令
党和人民满意的答卷。”在生态环保问题上，义海公司态度鲜
明而坚定。

此时，正值国际煤炭市场低迷，煤炭、钢铁等资源型企业
持续亏损。2015年，河南能源化工集团在经营极为困难的
情况下，划拨 6500万元的专款；义煤则从下属的农林公司，
抽调园艺师组建了技术队伍。

木里“战场”上，义海公司开始了背水一战。
青海省委、省政府要求的环境治理，主要包括渣山治理、边

坡整治和种草复绿三项任务。对久久为功的义海人来说，前两
项一直成绩优异。当时的问题，只剩下最后一关——把与中国
矿业大学联合开展的高原泥胶喷浆种草实验成果变为现实。

种草，在平原地区易如反掌，但在海拔 4200米的高原，
堪称奇迹。“空气稀薄，冬季漫长，种棵草比养个孩子都难。”
木里煤田管理局党工委专职副书记李文杰是土生土长的当
地人，他这样说。

2015年除夕，义海公司的党员干部在会议室里度过了
一个不眠之夜。

“每年5月至7月是最佳播种期，这是老天爷给咱们这儿
定下的规矩，只会因天气异常而减少，绝不会增加。”

“如果这个时段咱们偷个懒儿，就会错过一年的时间。”
“咱们要赶在最佳播种期前面，做最充足的准备，做最坏

的打算。”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说着，转眼就到了大年初一。
整个春节假期，义海公司的党员干部放弃了和亲人团聚

的机会，反复讨论在渣山上种草复绿的可行性方案。
渣山坡度大？那就参照梯田形状，削坡整形，将坡度从

70度降到35度以下。
雨水冲刷多？那就在坡顶修挡水堰，坡面修排水沟，坡

底修引水渠。
草籽不易寻？那就从 20多种草籽中反复试验筛选，从

中优选出星星草、老麦芒等5种，将69.36吨草籽运到现场。
土壤不适宜？那就到180公里外的地方去买土，再掺拌

牛羊粪，配成养分充足的腐殖土。
播种期到了，真正的考验来了。就短短三个月的“窗口

期”，每一分每一秒都无比珍贵。“宁可倒在渣山上，绝不躺在
病床上。”刮风下雨、大雪冰雹，义海人从不停工。脸上的皮
褪了一层又一层，手脚冻得几次失去知觉，他们终于赶在最
佳播种期内，完成了137万平方米的播种任务。

2016年 7月上旬，嫩绿的小草破土而出，大家欢欣鼓舞，
奔走相告，就像发现了稀世珍宝。农林公司增援的技术人员
杜五营站在那里愣了半天，然后惊叹地说：“第一次发现尖尖
的草芽儿，竟然那么美。”

中国矿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石青实地查看了木里矿
区种草复绿的成果后，由衷称赞道：“出苗率达到每平方米
2500多株，在平原矿区也不多见。你们的草，种得好啊！”

报春的绿草，也是报喜的绿草。经省州县联合督导组批
准，义海公司成为木里矿区唯一恢复生产的企业。

2016年 9月，环保部、国土资源部、农业部等七部委前来
核查时，专家当场表示：“高原种草，义海创造了奇迹。”自此，

“以‘义海模式’为核心的‘木里经验’”开始在青海全省推广。
截至目前，义海公司先后投入资金2.32亿元对木里矿区进

行环境治理，累计渣山治理、边坡整治和种草复绿289万平方
米，做到了零空白、全覆盖。当地人尊称他们是“木里英雄”。

在远离故土的地方生根开花，靠的就是
精神的力量，尤其是新时代的焦裕禄精神

戈壁滩上的骆驼刺，一年只能长一寸；

青海湖的湟鱼，一年只能长一两；
木里矿区的绿草，一年只能长三个月；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从大煤沟到木里矿区，一路上看

到的都是顽强的、拼搏的生命，在世界屋脊上生生不息。
15年前，那个由几名党员组成的临时党支部，如今已发

展成为拥有 265名党员、18个党支部，分设有大煤沟党委和
天峻义海党总支的义海党委。

15年前，一个年产煤炭 8.24万吨、总产值 605万元、年
利润为零、年缴税金14.4万元、固定资产总值477.29万元的
小煤窑，现如今已发展成为总产值 35亿元、年缴税金 8.1亿
元、固定资产总值9.01亿元的国有煤炭企业。

在远离故土的地方生根开花，靠的是什么？
“靠的就是精神的力量，焦裕禄精神，红旗渠精神，愚公

移山精神，这些中原儿女血脉里天然流淌的精神特质。尤其
是新时代的焦裕禄精神，是义海发展壮大的根和魂。”河南能
源化工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马富国说。

2014年 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京听取兰考县和河南省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情况汇报时，充分肯定河南学习
焦裕禄同志对群众的那股亲劲、抓工作的那股韧劲、干事业
的那股拼劲，使焦裕禄精神焕发了新的活力。

对群众的亲劲，彰显的是人民立场。
15年前，由几名党员组成了临时党支部，如何说服义煤

几千名职工家属到千里之外创业？
原临时党支部成员、现天峻义海公司副总经理张占村说，

当时他们就是搬了几条长板凳，与职工围坐在一起，实打实地
说现状、谈想法、谋未来。“留下来，面临的是关井破产，咱们养
不了家。走出去，得到的是优质矿源，咱们有个奔头。”“条件是
差，但吃苦总比喝西北风强。将来企业盈利了，条件总会好起
来。到那时候，媳妇买个衣服，孩子交个学费，手头就不紧了。”

临时党支部掏心窝子的一席话，深深触动了大家。会一
结束，在座的许多人就回家收拾行李，毅然决然跟着上了大
煤沟矿。

刘德旺就是其中一员，现如今他已经是天峻义海公司穿
爆队代理队长。“从个人来说，有了生活；从大的方面来说，有
了发展。”问他在这雪域高原上一干七八个月不回家，是什么
力量在支撑？他指着自己胸前的党徽说：“我是一名共产党
员。我的母亲是义煤的老党员、老劳模。我不能看着父辈们
创下的基业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毁掉。义煤就是我的家，为
了这个家好，再大的苦都可以吃，再多的难都可以受。”

爬冰卧雪、战天斗地的创业初期，生活条件异常艰苦。
大煤沟矿刚挂牌时，早到的人用两条长凳架上木板当床，晚
到的人只有打地铺，再后来的只能住帐篷。公司要求，党员
干部一律住帐篷。义海公司原党委书记马树声说：“我们除
了要防止帐篷被大风刮跑之外，还要防野狼。睡觉时一律穿
着大皮靴脚朝外，为的是野狼偷袭时即使伤人也不害命。”

有党员冲锋在前，普通职工紧跟着争先恐后，大家同吃
同住同劳动，一样的衣着，一样的满身尘土，一样的两颊“高
原红”。

抓工作的韧劲，展现的是优良作风。
青海省煤炭行业就流行着这样一句话：“不知道煤矿工

作怎么干，就到义海去看看。”
“矿上的岗位我都会干，有事忙不过来就找我。”说这话

的是义海公司副总经理徐敬民。
建矿初期，工作人员极度短缺，除了干好测量老本行，徐

敬民兼职干过采购、销售、司机、保安……白天，他和同事们
背着仪器来回几十公里翻山越岭；夜晚，在四面透风的帐篷
里将冻肿的双脚放在三层被褥里继续工作。这一干就是11
年，每年在木里矿区的时间都超过 330天，其中有 7个春节
是在山上度过的。

大煤沟矿西 34公里外的戈壁滩上，一间小红房醒目地
矗立着，里面是大煤沟矿的水源井，保证全矿的生产、生活用
水，由孙应报、孙记冬父子俩看守。

这里和外界的联系只有四条线，一条只能打到矿调度室

的电话线，一条电线、一条水管线，还有一条就是门口那条从
不见人影的土路。除了矿上半个月一次的慰问车和送菜车
外，几乎与世隔绝。就在这样荒僻到极点的环境里，父子俩
不但咬着牙干下来了，而且一干就是8年。

“没啥，这就是我们爷儿俩的本职工作。活儿再苦再累，
总得有人干吧。”孙应报说这番话的时候平静如水，听到的人
却无不动容。

义海公司销售部副部长张晨是个“矿三代”，被大家称作
销售战线的“花木兰”，是屈指可数的女职工之一。爬煤堆、
下采坑，从不含糊；跑市场、谈用户，冲在前面。“男人干得活
儿我也能干，谁说女子不如男。”一头短发、性格开朗的张晨
大气地说。

干事业的拼劲，诠释的是坚定信念。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木里矿生产技术科副科

长金柱，是个“技术控”，也是个“笔杆子”，更有个响亮的绰号
叫“野人专家”。

金柱大学毕业刚到矿上不久，就赶上煤矿要接受青海省
安全质量标准化验收，整理技术资料的活儿全落在了他身
上。他 4个月没下山理发，头发和胡子连在一起成了茅草
窝，最终木里矿顺利通过验收。凭着这股干工作的认真劲，
他重新设计了排土场布局、自学陡帮开采工艺、引进混装炸
药爆破新技术，每年累计为矿上减少支出2588万元。

木里矿区清理整顿，种草复绿，一些跟风而上的企业纷
纷退出。义海公司却选择迎难而上，接受挑战。“国有企业，
不单单是为了挣钱，还要有社会责任的担当。”义海公司党委
副书记、工会主席李国强说：“头顶有国徽，胸前有党徽，国企
人就是要担别人不愿担的责，干别人干不了的活儿。”

木里矿上，有个300多平方米的高原花房，种满了月季、
丁香，是工人们下班最爱去的地方。而一米多深的土，都是
从山下一车一车拉来的。花房的一角，还种有韭菜等蔬菜。

“海拔高，韭菜也就一拃长。割了一茬下到面条锅里，就像闻
到了家乡的味道。”木里矿职工郏天翔说：“义海人就像这韭
菜，一茬接一茬，把根在高原上越扎越深。”

根深才能叶茂，义海人的吃苦耐劳、百折不挠也塑造了
河南人在当地的良好形象。

“这么多年来，热情的海西始终敞开怀抱欢迎义海这样
的企业，义海也在深深融入海西、影响海西。”青海省海西州
总工会常务副主席张海军说，海西州许多国有企业的先进管
理理念，像“下井安全宣誓小仪式”“代发农民工工资”等，都
取经自义海。

青海省柴达木循环经济试验区党工委常务副书记、管委会
常务副主任莫重明深有感触地说：“很多事情，其他企业想都不
敢想，但是义海人做到了，而且做得非常好。河南人，好样的！”

“缺氧气不缺志气，敢与高原比高低。”凭着“特别能吃
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特别能进取、特别能忍耐”的精
神，义海人在巍巍高原创造出一个又一个人间奇迹。2012
年，义海公司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状。2017年，大煤沟煤矿
也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状。

如今，这群最美河南人，正在离家很远、离天很近的地
方，挑战人类生存发展的极限，继续书写着战天斗地、顶天立
地的河南故事、青海故事和中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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