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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夏之际，在原县政府大院一幢破旧简陋的房间里，我
们终于与这位曾经赫赫有名的水电专家、崇阳县高级知识
分子冯日朗老人见上了面。老人虽年迈八十有三，却精神
抖擞非常健谈。也非常的谦逊。听说要采访，他连连摆手
说：“不要写我，我只尽了一个党员的本份，做了一些自己应
该做的事情，没有什么贡献，没有什么功劳可表。要写就多
写当时的建设者，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座谈中，在我们长时间拉家常中，老人终于打开记忆之
门，时光回放到他当年历历往事和修建青山水库的现场
……

山村状元郎 一鸣惊梓港

俗称梓木港的崇阳县青山镇石铺村，是个山青水秀，鸡
鸣犬吠的世外桃源之乡。1936年，冯日朗就出生在这个依
山傍水的小山村。

父亲是一位颇有名气教私塾的先生，冯日朗从小天资
聪颖，耳濡目染，深受文化底蕴深厚家庭的熏陶，刻苦攻读
五经四书，三四岁，就能背诵好多唐宋诗词。小学从三年级
跳到六年级，因成绩特优，小学只读四年，又跳级升到初
中。在初中读书期间，每次考试全班成绩总是第一名，大凡
木秀于林风必摧的缘故，因他个子矮小，每次考试得了满
分，总要遭一些调皮捣蛋同学不知是嫉妒还是喜爱的合围

“挨揍”。初中毕业，以全校名列前茅成绩出类拔萃，考入武
汉高中。从此，山里人都夸冯日朗是梓木港了不得的小状
元。当时因交通不便，加之家庭经济困难，冯日朗常常步行
数十里山路从家乡到赵李桥，再乘车到武汉。，历尽无数刀

风剑雨的磨炼。
冯日朗在读高中期间，他又是学校的高材生，各科成绩

崭露头角。临毕业时，国家相关部门暗中考察后、作为军队
重点培养的特殊人才，未参加高考就进行了考核面试，假期
在家只等军校录取通知。

然而，命运总爱捉弄人。说好即将进入的军校，怎么却
偏破格直接录入华中工学院？冯日朗一直不明白原因。几
十年后才有一位华陂区知情老干部向他透露了内情：“当年
政审，有人说你家是中农成份，过不了“唯成份论”这一关，
要不然你早当上将军了。”

冯日朗破格直接录入华中工学院，作为专业技术骨干
培养。1958年毕业后，冯工分配到四川省水利电力厅。由
于在校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后被下放到基层，同广大人民群
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工作中，他热衷事业，与人民群众有着
深厚的感情。他走遍巴山蜀水，沿着红军长征的路，到过邛
崃、雅安、康定、金沙江、嘉陵江，还有蜀汉时诸葛亮六出祁
山的地方，也留下了他的足迹。

两年的短暂而又漫长的特殊生活磨炼了他的意志，领
略了人生坎坷。不久，他就摘掉右派帽子，回归到担负电力基
本建设的专业技术队伍。他先后参加过成都、重庆、川北、川
东等地的大中型电力工程建设。冯日朗在设计、安装、调试、
运行等方面，都得到很好的实践和严格的训练，成了西南电力
建设局所属电力施工单位的主要技术骨干。

冯日朗既是一位普通劳动者，又是一位水电专家学
者。他涉猎广泛，既懂天文地理，又深钻易经医术，同时酷
爱文学。

崇阳民间长篇爱情叙事诗《双合莲》，一直都是民间手
抄本，版本不一，冯日朗在工作之余，首次将它规范整理成
册，深受群众喜爱。

在群众中，冯日朗是一位博学多才的奇人，他的传奇故
事在崇阳城乡妇儿皆知。

求贤似渴 5函请得人才归

1973年，雄伟的青山水库大坝已经筑成。浩浩荡荡的
劳动大军已经撤退，只留少部分精干长期民工小分队在水
库，进行护坝和东西干渠工程扫尾工作。此时，青山水库的安
装发电已成为当时工作重心，其重担落在湖北省水利厅设计
院安装一团来担当完成。

当时团部驻现在一级电站圣人山下的临时工棚。因为
他们是高层技术人员，所以安装发电全赖于这些知识分子
和专家。在安装施工中，当时情形，令人难忘。工程一团戒
备森严，整个装机阵地全部封闭，除县委政府，时常派专人
送去特珠招待的物品以外，其他任何人不得随意进入和靠
近。这说明此项工作的严格性和严密性，同时也有其神秘
的尖端性。当时，崇阳的技术专业人员在一团心目中，只能
跑腿，当勤务，安装技术无权沾边，也沾不上边。

因一团技术人员都是一些经过高校专业培训和高校毕
业生。个别专家恃才傲物，当时在崇阳山旯旮，夸张一点说
是目空一切。崇阳县委县政府一直视他们为座上宾，半点
怠慢不得。

1973年，阔别家乡多年的冯日朗穿着朴素回家探亲，

崇阳县领导得知消息，迅速派水电专家陈炎农和县主管领导
陪同，到青山电站进行了参观。冯日朗受宠若惊，倍感县政府
的温暖、家乡人民的热忱。参观途中，领导谈起了水库建设
人才紧缺的的苦衷，并试探起冯日朗是否愿意回乡工作。
面对现状，一种思乡情感的冲动，冯日朗萌发了建设家乡、服
务桑梓的念头。

随后，崇阳县委研究决定把冯日朗调回崇阳工作。于
是向四川水利电力厅接二连三发出了调动的公函。

一封封态度诚恳，求贤似渴的求援公函，从湖北省水电
厅又转到四川省水利电力厅，却没有回音。最后，又连发四
封求助调动公函，依然如石沉大海，渺无音讯。

崇阳急需人才，那边又没有回信。后崇阳方只好采取
了“走后门”捷径，发出了第五封公函，费尽周折，找到重庆电
力冯工施工单位一位领导，求他签字放行。当时，关于冯日朗
调回工作的事情，崇阳百姓奇传纷纷，说是崇阳县政府花了不
少的钱财才买回来的。可见冯日朗当时的知名度是何等之
高！

1974年的春天，崇阳漫山遍野，生机勃勃，鲜花盛开。
冯日朗带着对家乡人民的无限热爱，终于回到生他、育他的
故乡热土。冯日朗风尘未净，劳顿犹存，一到电站，就投入
了紧张施工之中。

多年后，四川省的一位领导找到崇阳来，很惋惜地说，
当时他们错放了一个人才。据说当时的四川主要负责人因
擅自放走了特殊人才冯日朗，曾受到了上级严厉处分。

日光闪耀 传奇故事留崇阳

冯日朗凭着深厚的理论知识基础，和多年的工作实践
经验，反复研究电站一团原设计方案，发现电站设计中有蓄
电池占地面积太大等 10个不合理甚至错误的地方需要修
改，并提出了很好的修改意见。当时省设计院工程师为之
惊愕，对冯公这位普通技术人员提出的问题，真是始料莫
及！当时正值“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时期，他们扬言
要把冯日朗当作反动学术的“孔老二”坚决打倒。再则他们
以貌取人，见冯日朗是一个穿着工作服的普通技术人员，简
直是班门弄斧，关公面前舞大刀，是不识抬举。可冯日朗艺
高胆大偏不信邪，也不迷信高高在上的权威专家。

这期间，一团自命不凡的技术专家，对冯日朗的初次登
临不屑一顾。完全不放在眼里，甚至轻蔑地付之一笑。冯
日朗看在眼里，毕竟初来乍到，他宽阔的胸怀，曾装载过巴
山蜀水，见过无数大场面，对这一切，冯日朗全装心里。对
一团技术专家，依然保持着毕恭毕敬。

青山水库一级站的安装任务眼看已经完毕，正准备恭迎
各级领导和权威专家来崇阳试机发电，搞庆典剪彩。此时，一
团专家弹冠相庆，趾高气杨，只等待着安装发电成果的壮观
展示。

冯日朗细心而娴熟地检查着电站一团安装好的每个环
节。从外观接线铝板到内部每一个接线柱的螺钉，冯工明
察秋毫，一眼就发现把发电机组的电源都接反了。出门之
后，崇阳县负责安装的领导再三询问他可不可以发电？冯
日朗以他刚毅的性格，坦率地说：“这是我的家乡，我要对家
乡人民负责，现在这个样子是绝对不能发电的！要说问题，

问题还大得很！”
“啊”——崇阳县领导听了，如一声惊雷巨响，心急如

焚。试机日期都定好了，于是立即向县常委汇报，常委召开
紧急会议，研究结果，庆典必须推迟。要是到剪彩那天试机
发不出电，面对数位领导和各路客人，崇阳真是颜面扫地。

面对问题所在，在电站会议室内，冯日朗项项义正严
辞，与一团专家进行“舌战”。面对僵持和如何判别谁是真
假“猴王”，崇阳县领导决定，大家将原设计方案和冯日朗修
改方案一并带到最权威的国家级中试所作出鉴定。

那天，中试所气氛似乎有些紧张。一路代表着工程一
团的技术力量，一路代表着冯日朗这位半路杀出的“程咬
金”。

中试所里的时钟一分一秒地过去，两路人马都在外面
走廊踱着脚步来回走动，各自盘算，等待着最终的技术裁
决。

“哇”，结果终于出来了，权威教授戴着老花眼镜，走出
大厅。他郑重宣布：存在的问题千真万确，按修改后的方案
执行！

霎时间，周围空气似乎凝固，工程一团的工程师，脸上
曾经的得意和傲慢无理，立刻变成了沮丧和难堪。冯日朗
淡然一笑，十分谦逊地说：科学和技术来不得半点马虎啊!
也来不得丝毫的骄横。

此后，一团技术人员再也没有了以前的架子，对冯日朗
刮目相看。事情出现戏剧性的变化！但冯日朗一向谦逊为
人，执著事业。多少大江大海都闯过，一个小小的崇阳水电
站，于他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何足道哉！此时啊，冯日朗真是
名彻楚天，誉响崇山隽水！

直流系统是发电厂自动化和安全运行的重要保证。设
计部门一直沿用体积大、有污染、有腐蚀、造价贵、易损坏、
耗能大、维护难、可靠性铅酸电池。冯日朗独具匠心进行改
革，将一种用于人造卫星、核潜艇上体积小、寿命长、无污
染、投资少、耗能小的高能镉镍电池首次引进我省，并成功
地安装到青山一至四级电站，使发电机有了可靠保障。

调速器是水轮发电机的大脑，容不得半点差错。设计
部门对CT一40调速器油泵回路的设计，是套用苏联50年
代图纸，这种设计用在青山电站实践证明，电接点压力表经
常烧毁，常常被迫停机，影响运行。冯日朗经过一个多月反
复观察，精心琢磨，最后用于点电位原理，投资仅几毛钱，一
劳永逸解决了多年未解决的问题，得到了业内高层的赞扬，
但冯日朗只是轻轻地说，这没有什么值得吹的。

后来，冯日朗出任崇阳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后，仍兼职挂
帅青山水库除险加固工作。他工作兢兢业业，廉洁奉公；执
着为民，无私无畏。作了无数的奉献。

冯日朗是一个具有巨匠精神、学者风范的传奇人物，其
贡献永难磨灭！虽年高耄耋，仍精神钁铄。谈起当年的雄
姿英发，似乎又年轻了 20岁。当年青山水库建设的场面，
又重现眼前。

日照青山 朗润崇阳
——水电水利专家冯日朗参加青山水库建设的传奇故事

○ 苏细文 徐功频

“我与青山水库”征文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
沉。

——艾青

青山依旧，红旗飘扬。站在海拔1238米金塘镇大湖山
之巅，脑海中浮现出 24年前的正月，咸宁市最后一个无电
村——正源村通电时全村沸腾的场景，很多大爷大妈用干
裂的手抹着着眼角的泪，哭着说：“想不到今生今世，还能用
上电灯”。

湖北省崇阳县金塘镇，全国著名革命老区，中共湘鄂赣
省委书记陈寿昌为革命英勇牺牲长眠于此。大湖山是崇阳
县最高峰，与江西省修水县交界，正源村坐落在这个山间，
解放初期，人烟稀少、交通不便、种植稻谷遇天灾几乎颗粒
无收，经济非常落后。

经济发展，电力先行。国网崇阳供电公司为了彻底改
变该村几十年未通电的贫穷落后状态，经多方举措，在当时
技术资金薄弱的特殊情况下，克服困难，率先吹响了扶贫路
上的号角。

时光荏苒，追忆往昔。带着消灭无电村的使命，“跑山
电工”们转战崇阳山区每一个角落，走遍最偏僻的村庄，划
去了一个又一个无电村的名字。来到崇阳县最后一个通电
的村庄正源村，这个村庄离县城 70多公里，30多户人家零
散地分住在十多个山头上。由于地处大山深处，村里十分
贫困，一直没能用上电。

1995年10月，“跑山电工”进驻正源村。正源村委会老
书记范良进说：“得知县电力公司要来解决我们村几十年没
通电的信息，我高兴得好几天晚上都睡不着觉，甚至以为自
己都是在做梦，直到电力公司派出测绘技术员来测量线路
时才相信这个梦是真的。”

范良进说：“因为正源村出门就是高山，没有公路，全是
崎岖曲折的羊肠小路，而测绘线路又不能沿路走，电力测绘
员往往要钻进荆棘丛里，人一进去就如倒进海里不见踪影，
仪器根本不起作用，我们就发动群众用笨法子沿途砍掉阻
挡视线的草木，一人拿一根几丈长的竹篙在山崖间来回移
动，寻找最佳立杆方位。”

勘测方案定好后，变压器、电杆运送成为一大难题。正
源村的山很奇特，两山之间很近，中间夹着一条深深的长
沟，乍一眼看下去就是悬崖，山上本没有路，只有一条山里
群众每天走出来的羊肠小道，施工队长吴纯炎立即召开会
议确定好电杆、变压器运送方案。

第二天，20多名施工队员和村民们天刚蒙蒙亮就出
发，2个小时从山上走到山底的寒泉村，由几十个12个人分
成一组抬电线杆往山上抬，遇到转角过不了就现场开挖修

路，最高顶抬2到3天天杆子才能到山顶，170多根电杆、变
压器前后搬运了 2个多月。接着就是纯手工挖洞，因为施
工环境复杂，条件恶劣，有着丰富工作经验的吴纯炎队长
说：“是老虎我们也要把它拿下！”于是在他的指挥带领下，
一百七十多根高压电杆的立杆、架线在没有任何机械辅助
的情况下靠人力苦干而成，而且还创造了一个高山架线奇
迹。

山里的冬天很冷，但是老百姓的心火热。在山里施工
很难，生活更难，由于饭碗不足，每次吃饭的时候，施工队员
和村民轮流吃，第一批人吃完后，把碗洗干净，第二批人再
吃，没有洗澡盆，就在地上挖个坑，在坑里铺上塑料布，再倒
上热水 .……工程结近尾声的最后两天，大雪封山，做饭的
大嫂找到范良进说：“范书记，这饭我煮不了了，厨房里什么
菜也没有了。”范良进一时语塞，搭下脑袋喃喃自语：“这咋
办？这咋办？”望着屋外满山的铠铠白雪，范良进也束手无
策了。因为当时从正源坐车去县城得四个多小时，往返得
一天，加上大雪封山，连最近的集镇也去不了。

这时，站在一旁的施工队里的王鹏师傅提意用红薯当
菜，看着那些纯朴的村民一双双热情期盼着的眼睛，吴队长
说：“请正源村的父老乡亲放心，我们就是天塌下来了，吃红
薯、吃糠咽饭也要把你们的电架好，一天不架好我们就不回

家。”于是最后两天真的是以薯当菜，施工队里所有人无一
人有异言。

终于搭火通电时，村民们比过新年还欢天喜地。1995
年12月，崇阳县大源乡甘羡、林场、正源、老舍等8个无电村
通电，咸宁市村村通电祝捷大会在崇阳召开。

再上大湖山，沿途新建的民居楼鳞次栉比，错落在山水
间点缀成一幅幅美丽的田园画，土坯房里的居民响应国家
政策搬迁到了山乡，墙上的蓑衣诉说着过去，大湖山顶建起
了新能源风力发电，武钢退休老人在山上还养起了羊。

正源村徐家，年过 9旬的徐大叔已经 3年没下山了，闲
聊时还得知 8个儿女都在县城工作去了，还买了小听戏机
给他听，他家的柜子上刻着毛主席的诗，新做的房顶上五星
红旗在迎风飘扬，对面是建设好的大功率风力发电扇，他似
乎忘了很多事，但他还记得 1995年户户通电的事：原来都
用煤油灯，每个月到山脚下的寒泉村打点煤油，电力施工队
是共产党派来的。徐大叔边回忆眼睛透着光说:“有了电，
幸福感强多了”。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从1956年湖北省第一坐香山水
电战通过 3.3千伏高压线路城关供电开始，1973年到 1995
年逐年的电网改造实现村村通，2005年实现户户通，2016
年新一轮电网改造后，正源村 25平方毫米的“裸导线”，换

成 70平方毫米的绝缘线；7米高的旧线杆，改成 12米高的
新水泥杆；30、50千伏安的小变压器，升级为 100、200千伏
安的大台区，正源村在已经有 300多用户，4台 100kva的变
压器 250多根电杆 20多公里的线路，极大地保障了村民生
活、村经济发展。

从烛火到电灯，从柴油发电到水力发电，再到户户通
电、智能用电，建国 70年来，一代又一代“跑山电工”始终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翻山越岭，风餐露宿，以跑山的姿
态，将电网织满全县各个角落，为 50余万崇阳山区人民送
去光明，被誉为永不停歇的“跑山电工”。如今，许多“跑山
电工”依然活跃在山区一线，为兴办众多扶贫产业项目第一
时间提供电源，助崇阳脱贫攻坚走上快车道。今年4月，戴
了多年贫困县帽子的崇阳县经多年发展并考核通过，被湖
北省政府批准退出贫困县之列。

正源村的光明之路
——崇阳县金塘镇告别最后一个“无电村”纪事

通讯员 石银芳 赵昌华

档案见证扶贫路
那些年那些事那些人那些变化

崇阳县档案馆协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