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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的苦学，给了他丰厚的回

报。2008年，陶留海成为国家电网公
司首批生产技能专家，那一年，他才30
岁。2014年，他顺利通过国家电网公
司领军人才选拔考试，成为当年国网
河南电力唯一的输电检修专业的领军
人物，也是国网河南电力唯一具备技
术技能双专家称号的员工。2016 年
12月，他成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
贴专家，完成了从一名技校生成长为
一名国内输电运维和带电作业专家的
蜕变。

行走云端的“刀尖舞者”

超、特高压电网几乎没有停电时
间，输电线路带电作业是保证电网安
全运行的重要检修手段。陶留海的工
作就是在不停电的情况下对输电线路
进行检修和维护。

“这项工作特点有‘三高’：高电
压，等电位作业时，人员身上有近百万
伏的电压；高电场，远超人体生理所能
承受的极限，必须采取人身安全防护；
高空，八九十米高，稍有不慎就有可能
发生危险。”国网河南检修公司副总经
理刘红伟说，这是技术要求最高、危险
性最大的一个工种，带电作业也被称
为“在刀尖上跳舞”。

陶留海清楚地记得自己第一次爬
铁塔的感受。“那是1998年 10月，我作
为送电线路架设工，要爬 30多米高的
铁塔绑弧垂观测用的标志。爬垂直的
那段时，还没有太大感觉。到了铁塔曲
臂的位置，要斜着往上爬，双脚踩着手
指头粗的脚钉，下方悬空，我低头一看，
心里有点胆怯了，腿开始抖了。”陶留海
用胳膊紧紧地抱住塔材，定了定神儿，
对自己说：一个老爷们儿，上来一多半

啦，可不能半途而废！上！就这样，他
在胆战心惊、恐惧焦虑中完成了任务。

有了第一次爬塔和半年的架线施
工历练后，陶留海被抽调到带电作业
班，这艰苦和危险比爬塔要更大。“刚开
始接触带电作业，我觉得很神秘，那时
心想，这家里220伏的照明电还能把人
电死哩，和50万伏的电压直接接触，还
不成灰儿了，可得好好学习。”他说。

特 高 压 ，相 当 于 电 网 中 的“ 高
铁”，可以将能源基地的能源以电流
的形式快速输送到负荷中心。2009
年，我国首条 1000 千伏特高压交流
示范线路——1000 千伏长南特高压
交流工程纵贯河南全境，我省进入特
高压时代。2011年，1000千伏特高压
南阳站扩建完成，该站由开关站转为
变电站，标志着“外电入豫”战略在我
省正式落地。2014年，±800千伏天
中特高压直流工程正式建成投运，至
此，河南电网在全国率先跨入了特高
压交直流混联运行的新阶段。

特高压建成了，怎么维护？没有
任何运维历史经验可以借鉴，作为我
国第一代特高压输电线路带电作业
人，陶留海及其团队只能靠自己。河
南境内 160多条超、特高压输电线路
绵延 9480多公里，他们的运维检修压
力之大，可想而知。

作为全省第一个敢吃“螃蟹”的人，
陶留海及其团队率先完成了1000千伏
晋东南—南阳—荆门特高压交流输电
线路、±800千伏哈密—郑州特高压直
流输电线路的首次带电检修。他主持

参与 500千伏同塔双回路带电安装导
线相间间隔棒等国内首次作业，填补了
我国输电线路带电作业8项空白。

如今作为技术专责，陶留海本可
以进行技术指导，不需要参与到工作
中，但每次带电作业，他总是要到现
场、全过程参与。有些现场在大山里，
车不能开到位，他就主动拿着工器具，
带着大家登山开路，跟着大家一起蹲
在工作现场啃烧饼。

“每次他都不厌其烦地仔细讲解，
再三叮嘱危险点是什么；我们在塔上
干活，他就在塔下瞪大眼睛盯着，还不
断扯着嗓子喊‘头不要抬高、幅度不要
太大……’”孙超说，他总是很操心，说

“越是大意的时候，越容易出事故。我
们这个队伍，一个都不能少”。“酷暑时
节，我们劝他到远处阴凉处歇着，他

说，‘我的兄弟们在高空带电作业，他
们顶着太阳干活，我去凉快着，我凭什
么？’这个队伍里的所有人都觉得，他
就是我们自家的大哥，亲哥。”孙超说。

参加工作 21年来，陶留海始终扎
根一线，累计开展带电作业450余次、
3400余小时，实现了作业零差错、零事
故，为全省多供电量近100亿千瓦时。

创新奉献的“时代工匠”

2018年 5月 26日，位于北京昌平
的中国特高压直流试验基地内，陶留
海及其团队在一座高压线塔下集合完
毕。他们历时两年研发的±1100 千
伏特高压带电作业核心关键技术——
屏蔽服，正式进行带电实际操作，接受
目前世界上最高电压等级模拟输电线
路的挑战。

穿着屏蔽服的郭文博登上80多米
高的线塔，坐在特制的吊篮里，手持电
位转移棒，从高空中的线塔“飞”向下前
方的导线。仅仅几秒钟，郭文博手中的
电位转移棒就“吻”上了导线。顿时，陶
留海和大家集体欢呼：“我们成功了！”

这个“成功”来之不易，很少有人能
够体会他们的辛勤付出。这一切都是
为即将投运的昌吉—古泉±1100千伏
特高压直流输电线路工程做准备。

“这条线路途经 6个省，6个省级
检修公司同时站在世界最高电压电网
运维技术赛场上同场竞技，谁能在平
凡的岗位上率先做出实实在在的业
绩，谁就能占领世界电网运维技术的
制高点。”陶留海说，它的电压是居民
照明电压的5000倍，进行带电作业没
有先例可循，意味着必须超越现有世
界电力技术、标准和项目管理经验。
这需要的不仅仅是勇气，更需要在关
键技术参数、个人安全防护、作业方
法、工器具等方面苦心钻研，解决世界
级难题。

在陶留海和团队的努力之下，河南
研发的±1100千伏屏蔽服经过严密检
测，比1000千伏屏蔽服的屏蔽效率提
高 40%，各项指标均达到世界领先水
平。他们还成功研制出大吨位绝缘子
卡具、大吨位绝缘拉棒等系列带电作业
工器具，申请发明专利受理 8项，实用
新型专利受理4项，填补了系列带电作
业关键技术世界级科技空白。

多年来，在陶留海的带领下，Ω型
电位转移棒、“士”字梯等一系列发明，

不但是全国独创，而且还在全国推广普
及，获得国家发明专利16项，实用新型
专利39项。他还作为全国带电作业标
准化委员会成员，负责编写特高压带电
作业国家标准1项、行业标准4项，并参
与我国首个特高压带电作业培训项目
的开发和教材编写工作。

连年兼任国家电网公司特高压带
电作业理论和实操培训讲师的陶留
海，编写了《特高压输电线路带电作业
基础知识分册》等系列培训教材，累计
为 20余省培养特高压交直流输电带
电人才 500余人。“在国网技术学院，
陶留海是最受学生欢迎的老师之一，
他的课通俗易懂，风趣幽默，指导性
强。”陶留海的学生这样说。

2017年 11月，陶留海站在中国带
电作业会议的发言台上作主题演讲。
看着来自美国、俄罗斯、日本等地的电
力企业工程师专注的神情，看着他们
和翻译不断交流，陶留海内心升腾起
了一种自豪感：“我为在平凡的工作岗
位上，代表河南在特高压输电带电作
业技术方面占领世界制高点而自豪，
更为强大的祖国而骄傲。”

“在他的影响下，我们每个人都在
不断提升，技能等级、职称、学历都得以
进步。”孙超说，自己先后获评技师、工
程师，获得了“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技
术能手”称号。输电检修中心的人才当
量、密度，由公司成立之初倒数第一，成
为现在公司业务机构排名之首。

“感谢这个时代，没有国家的发展
和强盛，没有特高压电网发展提供的
机遇和挑战，也不会有我的今天。”陶
留海说，河南特高压电网正实现井喷
式快速发展，他要把河南在特高压输
电带电作业领域取得的经验和成果，
向全国推广、向世界推广。

“国字号”专家是怎样炼成的

□本报记者 郭海方

“1斤普通小麦能卖 1.2元左右，
而1斤黑小麦则能卖2元多。别看我
种的黑小麦亩产比普通小麦低，收入
可不低。”6月 18日，提起今年种的上
百亩黑小麦，舞阳县文峰乡张集村的
种植大户李金庚很是满意。

不仅价格高，而且销路不愁。李
金庚的黑小麦属于订单农业，直接的

“买家”是位于该县的河南华宝农业
开发有限公司。“这两年，我们联系合
作社和种植大户种了 2000 亩黑小
麦，全都是订单农业。”华宝农业负责

人王进展告诉记者。
黑小麦的亩产在 500 斤左右，

2000 亩黑小麦总产量约 100 万斤。
这100万斤黑小麦都到哪里去了？

“我这边也是按订单生产，把黑小
麦加工成黑麦面粉，然后通过‘食安天
下’卖给美馨公司做面包。”王进展说。

王进展说的“食安天下”是漯河
市一家知名的电商公司——漯河食
安天下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其主要业
务是基于天猫、京东等电商平台的大
数据分析，洞察消费者需求，规划设
计产品，搭建产销对接平台。“去年，
我们发现消费者对无糖、低糖低脂、
代餐食品等关键词的搜索超过10亿
次，这些消费者主要是健身人群、糖
尿病人群等。”漯河食安天下电子商

务有限公司负责人杨凯说，当时平台
上的终端产品多是黑麦面粉，消费者
不方便食用，于是他们规划售卖黑麦
面包、黑麦无蔗糖饼干等产品，由漯
河市美馨食品有限公司研发生产，并
向华宝公司下了黑小麦订单，以保证
原材料供应和品质的稳定。

据介绍，1斤黑小麦的价格是 2
元多，变成黑麦面粉后每斤 4元，黑
麦面粉再加工成黑麦饼干每斤则是
15元，加工成黑麦面包每斤价格达
20元。面对黑小麦的不断“变身”和
增值，市场反应如何？

“2018年，我们的天猫店铺销售
黑麦手撕面包、手抓饼、小麻花、猫耳
酥等共 300万斤，消化黑麦面粉 200
多万斤，销售额1亿多元。”杨凯说。

漯河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负责
人介绍，近年来，漯河市深入实施“互
联网+主食”行动，像“食安天下”这
样的电商公司目前在漯河有上百家，
他们通过大数据分析消费者的个性
化需求，采取“先款后货”订单模式，
依托漯河市食品企业强大的生产研
发能力和农业公司的种植加工资源，
实现全链条订单化生产，初步探索出
了“三产带二产、二产再带一产”的产
业融合发展模式。

6月 18 日 18 时，杨凯给记者传
来了最新消息：当天，他们的平台订
单超过 2000单，黑麦面包销量超过
6000斤。

看来，黑麦虽“黑”，有了“媒人”
绝不愁“嫁”。③8

□本报记者 赵力文

作为中国“大粮仓”，河南的田野
上，每年产生各类秸秆 1亿吨，秸秆
去哪儿是个大问题。

近期，记者走进田间地头，追寻
秸秆“变形”的踪迹。

看秸秆“七十二变”

经过多年来的探索，我省已实现
秸秆“五料化”应用，一根根秸秆正

“变形”为肥料、饲料、燃料、基料、原
料等5种大有用途的物料。

“目前，秸秆最简便的利用方式
是就地直接还田。”6 月 17 日，在有

“中国小麦第一县”之称的滑县，县农
业农村局副局长韩国凯介绍，连年
来，当地绝大部分秸秆都采用这种方
式处理。

全省大部分可用秸秆主要通过
农机直接还田，但堆沤腐熟还田等更
有生态效益的方式还较为少见。

还有部分可用秸秆则成了牛羊
的饲料。河南是畜牧业大省。丰富
的秸秆为畜禽养殖提供了饲料来源，
特别是把秸秆通过青贮、微贮、氨化
等方式加工后，变得多汁适口、营养
丰富，成为饲喂牛羊等家畜的上等饲
料。目前皓月、科尔沁、恒都、伊赛、
巨尔、花花牛等一批养殖企业，利用
秸秆作饲料，数量逐年扩大。

秸秆可“变形”为环保燃料。
6 月 11 日，位于兰考县的瑞华

电力厂区，迎来了满载小麦秸秆的
大卡车。一车车麦秸秆被运过来，

与其他生物质混合后输送至发电机
组。

“我们要对每批秸秆化验水分、
灰分和热值。”该企业负责秸秆收购
的工作人员冯振宇说，今年小麦秸秆
质量好，平均 1.6公斤秸秆就可以发
1度电。

在兰考当地，另一家名叫鼎洁生
物质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也堆满
了小麦秸秆。秸秆粉碎后，与花生
壳、玉米芯等农业废弃物的粉碎物混
合在一起，被压制成一种新型环保燃
料——生物质颗粒。

“这种燃料燃烧起来几乎没污
染，可替代散煤使用。”该企业负责人
刘凯说，这种生物质颗粒每吨能卖近
700 元，可供电厂、锅炉、壁挂炉使
用。

小小的秸秆既可固化成型，也可
燃烧发电，还可沼气化利用。目前，
全省 19家生物质发电厂，每年燃烧
100余万吨秸秆。72家大型沼气工
程、29家成型燃料加工厂，每年又可
转化230余万吨秸秆。

秸秆还可“变形”为培养食用菌
的基料、纸张、板材等物料。

在位于洛阳市洛龙区的食用菌
企业奥吉特的车间里，一排排硕大的
褐蘑菇长势喜人。长满了白色菌丝
的底层基料，为蘑菇生长提供了营
养，而这些基料就是用小麦秸秆拌着
鸡粪发酵而成的。

河南是食用菌种植大省，秸秆用
于基料，大有可为。此外，小麦秸秆
用来造纸，早已有之。而以秸秆为原
料来加工板材，在我省信阳等地也变

成了现实。

推动秸秆综合利用形
成产业链

“目前，全省秸秆利用还是以就
地直接还田为主。”省农村能源环境
保护总站负责人宁晓峰认为，虽然我
省秸秆资源丰富，但分布太散，有限
时间内收储成本高，制约了“五料化”
深度应用。

他认为，为了推动秸秆综合利
用，要搭建起从收储到利用的链条，
形成产业链，“如果收储量达不到一
定规模，经济性差，就不合算了。”

目前，在我省部分地区，秸秆收
储正逐渐推广开来。

5月 29日，在新蔡县砖店镇的麦
田里，收割机刚收过麦子，一辆秸秆
打捆机就紧随其后，秸秆被自动打
包。一捆秸秆能卖 1块钱，当地农民
多了笔收入。

今 年 新 蔡 种 植 了 130 万 亩 小
麦，麦收后，产生了大量秸秆。为便
于收储，当地建设了 12个秸秆收储
车间，每个车间可储存 20 万吨秸
秆。当地的企业除了用秸秆喂牛，
还利用秸秆与畜禽粪便厌氧发酵生
产有机肥。

在南阳，今年小麦机收后，当地
减少了秸秆粉碎还田，增加了机械打
捆后再利用。南阳农机局负责人介
绍，这样做不仅减少了秸秆全量还田
带来的病虫害加剧、下茬作物出芽率
低等弊病，还解决了养殖业的饲料难
题，增加了农民收入。

构建循环农业发展新格局

“过去不存在秸秆去哪儿的问
题。”省农科院植物营养与资源环境
研究所所长张玉亭说，过去的小农经
济，就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循环农业，
用秸秆沤肥、烧火、喂牲畜，实现了秸
秆就地综合利用。

张玉亭认为，目前，化肥、饲料的
大量使用，虽然提高了产量，但循环
链被打破了，影响了可持续发展。

张玉亭告诉记者，连续多年秸秆
直接还田，造成小麦、玉米的病虫害
增多。监测表明，秸秆直接还田对土
壤有机质提升作用有限。因为秸秆
还田时尚未腐熟，要繁殖微生物，势
必与庄稼根系争氧争氮。

张玉亭建议，我省可在合适的区
域，建设若干循环农业小区，构建种
植业、养殖业、菌菇业“三业”并举循
环农业新格局。大力提倡“三业”结
合的新业态，把秸秆、粪便等一起堆
肥，既可还田养地，还可作为食用菌
基质使用。

循环农业的实践在我省已经展
开，在固始、渑池等地，大型养殖厂附
近建设了有机肥厂，对秸秆和畜禽粪
污的集中处理已取得成效。新蔡等
地也在探索用秸秆堆肥来养地，改变
单施化肥的现状。一些生产有机肥、
生物菌肥的农业服务企业也在悄然
兴起。

秸秆“变形”的历程表明，通过农
业废弃物多级循环利用，污染化解了，
环境改善了，农村也会越变越美。③5

本报讯（记者 李点）为持续推动“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深入开展，6
月 18日，以“传承红色基因、践行初心使
命，做忠诚干净担当共产党员”为题，省
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赵素萍为
全体机关党员干部上党课。

赵素萍围绕什么是共产党人的初心
和使命、为什么要坚守初心和使命、共产
党员怎样践行初心和使命等进行了深刻
阐释。她指出，初心和使命是我们党与
生俱来的优秀“基因”，是我们党生存的

核心、生存的基础。“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是中国共产党人恒定的可贵品格，是
中国共产党人新时代的庄严宣示。广大
党员干部要有信仰，做信念坚定的共产
党员；要有情怀，做一心为民的共产党
员；要有本事，做素质过硬的共产党员；
要有担当，做敬业奉献的共产党员；要有
自律，做永葆本色的共产党员，努力让人
生在担当奉献中更加出彩。

省人大常委会秘书长丁巍参加党
课。③8

□本报记者 陈慧 李运海

6月 13日至 15日，本报在头版重要
位置连续刊发“太行山生态修复系列报
道”之《黄绿记》《移山记》《惠民记》。连
日来，三篇重磅报道经省内外媒体积极
转载后，在线上线下获得广泛好评。

“阅读这厚重而又鲜活的文字，仿
佛神游于南太行的崇山峻岭，看见了红
旗猎猎漫卷，听见了太行人民造林绿化
的铮铮誓言和劳动号角……”6 月 17
日，省自然资源厅党组书记刘金山接受
记者专访时说，几十年的太行山绿化经
验，是一笔宝贵财富，必将激励大家在
太行山生态修复工作中创造新的辉煌。

刘金山透露，南太行生态修复工作
迎来重大利好，今后 2 年，一项 97 亿多
元的投资将在这里全面铺开。

经过 30 多年来的持续努力，南太
行生态系统有了很大改善，但还存在着
整体森林质量不高、局部森林覆盖度
低、不少矿山亟待生态恢复、生态治理
不系统等问题。“太行山生态恢复已经
到了‘啃硬骨头’的攻坚阶段。”刘金山
表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是统一的
自然系统，是相互依存、紧密联系的有
机链条。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
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
命脉在林和草。要求“深入实施山水林
田湖草一体化生态保护和修复”。

“总书记从战略和全局上为河南太
行山生态修复工作指明了方向。”刘金
山介绍，去年 10月，我省编制申报的《河
南省南太行地区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
护修复工程》成功入围国家第三批山水
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试点。

该工程总投资 97亿多元，项目区总

面积 1.4 万平方公里，占全省国土总面
积的 8.4%，涵盖新乡、鹤壁、安阳、焦作、
济源等 5 市 25 个县（市、区）。今年 5
月，省政府常务会通过《河南省南太行
地区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
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

根据《实施方案》，我省确定“一山、
一渠、两流域”的总体布局。“一山”指太
行山水土涵养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区，主
要集中在新乡市、鹤壁市和安阳市的西
部地区，济源市、焦作市的北部地区，面
积占南太行区域面积的 20.46%。“一渠”
指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总干渠生态廊道
保护，占南太行区域面积的 0.1%。“两流
域”指黄河流域水土保持区及海河流域
水生态修复区，黄河流域主要涉及济源
市和焦作市的孟州市、温县、武陟县南
部地区，占南太行区域面积的 29.84%；
海河流域主要涉及焦作市东部、新乡市
的凤泉区和卫辉市、鹤壁市及安阳市的
东 部 地 区 ，占 南 太 行 区 域 面 积 的
49.70%。

该工程突出整体保护、系统修复、
综合治理，将实施矿山环境治理、水生
态环境治理、生态系统保护、土壤整治
与污染修复、人居环境综合整治、科技
创新工程共 6大类、72项重点工程。

刘金山说，目前，中央财政第一批
补助资金已到位，南太行生态修复工作
全面开工。工程将优先解决区域重点
生态环境问题，分阶段综合实施治理，
最终实现全区域整体生态治理，有效解
决一些地方仍然存在的山体裸露、森林
稀疏、农田污染、湿地萎缩等现实问题，

“重塑”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探索
形成具有较强示范性的山水林田湖草
生态保护修复模式，为太行山乃至全国
树立生态系统修复的典范。③4

本报讯（记者 高长岭）6月 17日，第
二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河南省组委会召
开第三次全体会议，安排部署大会筹备
工作。副省长武国定出席会议并讲话。

武国定指出，前期筹备卓有成效，
应该充分肯定。目前大会召开在即，各
部门要做到认识再提升，把办好大会作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
神的具体行动，作为推动我省农业转型

发展的重要契机，以“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为动力，扎实做好筹备工
作；做到责任再落实，根据责任分工，对
承担任务进行再落实，确保任务分解到
岗到人；做到工作再精细，认真把握关
键环节，确保工作精益求精，不出任何
纰漏；做到标准再严格，高标准严格执
行既定预案，努力把大会办出特色、办
出水平、办出成效。③8

传承红色基因 践行初心使命
做忠诚干净担当共产党员

要确保粮食交易大会圆满成功

太行山绿化经验是一笔宝贵财富
——访省自然资源厅党组书记刘金山

磨面粉、做面包、加工成饼干，请看——

100万斤黑小麦的“足迹”

秸秆“变形”记

基层亮点连连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