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你或许读过了这些故事袁但
再读一次袁你依然会感动遥

01
我的晚年

有一位老人袁 用了毕生的积
蓄袁收藏了许多价值连城的古董遥

他的老伴过世得早袁 留下三
个孩子袁可孩子长大后都出了国袁
有了自己的生活圈遥 孩子不在
身边袁所幸老人还有个学生袁跟进
跟出地伺候他遥

许多人都说院野看这年轻人袁
放着自己的正事不干袁 成天陪着
老头子袁好像很孝顺的样子遥 谁不
知道袁他是为了老头子的钱遥 冶

老人的孩子们袁 也常从国外
打来电话袁叮嘱老父亲要小心袁不
要被学生骗了遥

野我当然知道浴 冶老人总是这
么说袁野我又不是傻子浴 冶

终于有一天袁老人过世了袁律
师宣读遗嘱时袁 三个孩子都从国
外赶了回来袁那学生也到了遥

遗嘱宣读之后袁 三个孩子都

变了脸袁因为老人居然糊涂到把
大部分的收藏都给了那个学
生遥

老人的遗嘱写着院野我知道
我的学生可能贪图我的收藏袁但
是在我苍凉的晚年袁真正陪我的
是他遥

就算我的孩子们爱我袁说在
嘴里尧挂在心上袁却不伸出手来袁
那真爱也成了假爱遥

相反袁就算我这个学生对我的
情都是假的袁 假到帮我十几年袁连
句怨言都没有袁也就算是真的浴 冶

02
轮回

多年前袁每到清晨袁她要送他
去幼儿园前袁 他总是哭着对她恳
求院

野妈妈袁我在家听话袁我不惹
你生气袁求你别送我去幼儿园袁我
想和你在一起遥 冶

急匆匆忙着要上班的她袁好
像没听见似的袁 从不理会他在说
什么遥

他也知道妈妈不会答应他袁
因而每天都是噘着嘴边哭喊着
野我不要去幼儿园噎噎冶边乖乖地
跟在她身后下楼遥

多年后袁她年岁渐老袁且患上
老年痴呆症遥 他在为生计奔波打
拼袁没时间照顾她袁更不放心让她
一个人待在家里遥 思虑再三袁他想
到了一个地方遥

在做出抉择的前夜袁 望着他
进进出出尧欲言又止的样子袁她的
神志似乎清醒了许多院

野儿啊袁妈不惹你生气袁妈不
要你照顾袁不要送妈去养老院袁我
想和你在一起噎噎冶

哀求的声音像是从遥远的地

方传来袁变得越来越弱袁最后便成
了哽咽遥

他沉默了又沉默袁反复寻找说
服她的理由遥 最终袁俩人的身影还
是出现在了市郊那座养老院里遥

在办完手续袁做了交接后袁他
对她说院

野妈袁我噎噎我要走了浴 冶
她微微点头袁 张着没有牙的

嘴嗫嚅着院野儿啊袁 记住早点来接
我啊噎噎冶

那一霎袁他霍然记起袁当年在
幼儿园门口袁 自己也是这样含泪
乞求院

野妈妈袁 记住早点来接我啊
噎噎冶

此刻袁泪眼婆娑的他袁别有一
番滋味涌上心头遥

03
暗恋

毕业后多年袁 她收到了他的
结婚请柬遥 犹豫再三袁她还是决定
去赴约遥

他变得风度翩翩袁十分健谈遥
他的新娘也很美丽袁 让她心里一
阵伤感遥

如果当年自己没有离开袁那么
站在他身旁的是不是就是自己钥

虽然心里很不是滋味袁 她还
是要走过去给他送去祝福遥

野这么多年没见袁 你变了好
多袁记得那时你没这么健谈袁跟喜

欢的人说话总是结巴袁好腼腆遥 冶
她顿了顿袁 继续说袁野没想到

现在跟新娘说话这么流利袁 爱情
的力量真厉害浴 冶

他听后袁马上脸红到脖子根袁
说院野真噎噎真噎噎真的吗钥 冶

她突然就泪流满面袁 不能自
已噎噎

04
借钱

老大的俩双胞胎儿子考上了
大学袁光学费就一万多遥

老大东跑西颠袁跑细了腿儿袁
也没把钱凑够遥

为这事袁 老大吃不香袁 睡不
安袁愁起满嘴的燎泡遥

媳妇说袁该借的都借了遥 实在
不行袁你跟老二张个口吧遥
老大一听袁咧了嘴遥

老大说袁前年袁老二盖鸡场鸭
场袁跟咱借两千块袁可咱连百十块
都没借给他遥 这个时候找他袁我咋
张得开口钥

那噎噎咱儿子的大学就不上啦钥

老大点支烟袁狠狠地抽几口袁
烟雾缭绕袁 罩着老大那张愁苦的
脸遥 这时袁有人敲门遥 老大开门一
看袁竟是老二遥 老二左手一只鸡袁
右手一只鸭袁 风尘仆仆地站在门
口遥 把老二让进屋袁 老大
说袁老二袁你咋来啦钥

老二放下鸡袁放下鸭袁抹一把头
上的汗说袁听说俩侄子考上了大学袁
担心哥凑不够学费袁 就给哥送来三
千块噎噎说着袁老二从口袋里掏出
厚厚一沓钱袁放在面前的桌子上遥

老大羞愧难当袁 一张脸涨成
红高粱遥 老大说袁老二袁哥对不起
你噎噎前年你盖鸡场鸭场袁 跟哥
借两千块钱袁可我噎噎

老二摆摆手说袁哥的家境我知
道袁嫂子有病袁俩侄儿要上学袁你打
工也挣不了几个钱噎噎再说袁你前
年不是还借给我五百块吗钥

五百块钥 老大一头雾水遥
对呀遥 老二说袁哥袁你忘了吗钥

那五百块袁 是你托咱娘捎给我的
啊噎噎

四个故事 四种情怀
— 年最佳小小说精选

2017 年 4 月 18 日袁全球光伏领袖对话在
上海浦东嘉里大酒店成功召开袁 对话就中国
及全球光伏行业的未来发展趋势进行了讨
论袁 十余位来自各个国家以及光伏行业各个
生产环节代表企业的领袖参与了此次对话遥

本次对话基于行业内大家比较关心的五
个问题进行了讨论袁 让大家对光伏行业未来
的发展方向以及发展趋势有了一个较为清晰
的把握遥

下面就五个讨论问题袁 为大家带来与会
领袖的精彩见解遥

1尧预计全球第一大光伏市场的需求增长
放缓袁哪些市场会给光伏带来新的增长钥

2040 年的化石能源比例下降是必然趋
势袁根据野十三五冶规划袁到 2020 年袁光伏发电
上网标杆电价将会在 2015 年的基础上下降
50%袁组件转换效率将达到 25%以上袁提供大
约 700 万个岗位遥 基于 2017 年标杆电价的下
调袁2016 年光伏装机量突破了往年新高袁但
随之而来的弃光限电问题也愈发凸显袁 在这
些问题还未解决时袁 土地问题与融资问题等
也随之而来遥 所以袁可以预见的是 2017 年的
集中式地面电站必然会放缓遥

于国内来说袁根据野十三五冶规划袁分布式
市场必然会有一个跃迁式的增长曰 根据国外
分布式占据整个光伏行业发电的比例来说袁
中国远远低于美国尧德国尧日本等上述国家遥
所以袁分布式必然是大遥家今年包括未来三年
之内争夺的重要市场遥

于国外来说袁 早先进入光伏行业的欧美
国家现在所留的市场份额可能已经很少袁但
随着沙特阿拉伯尧印度尧拉丁美洲等新兴国家
的进入袁这些发展中国家从技术先进性尧生产
规模以及管理经验上是远远不如中国的遥 所
以袁国外新兴参与到光伏发电行业的国家袁其
市场会为中国带来新的增长遥

2尧有机构估算袁全球光伏产业链各环节
都出现了过剩袁会带来产业的重组和并购么钥

与会领袖认为光伏产业的过剩只是相对
的袁虽说在 2016 年的 630 过后组件价格出现

了断崖式的下跌袁 但毕竟是有一定性的政策原
因的遥 就现在来说袁 如果说组件端产能过剩的
话袁为什么会出现高效组件供不应求的现象的钥

再以逆变器举例来说袁2013 年时中国市
场上活跃的逆变器企业共计约 300 家袁到
2017 年袁活跃的逆变器企业不足 100 家遥但是
逆变器的技术以及价格一直在突破袁 逆变器
的性能越来越稳定袁 效率基本都达到了 98%
以上袁 而价格却维持在 0.25 元左右遥 预计到
2020 年袁 所留存下来的逆变器企业不足 30
家袁 最具代表性与影响力的逆变器企业可能
只有三五家遥

从根本上说光伏产业的过剩是有利于整
个光伏行业的有效整合的袁 通过市场与技术
的竞争袁淘汰部分没有核心竞争力的企业遥 通
过加速产品制造端的整合袁 最终降低光伏发
电的投资风险袁降低投资成本袁更加快速的实
现光伏电力的平价上网遥

3尧在中国政府不断推动野一带一路冶战略
背景下袁中国企业如何拓展海外市场呢钥

在野一带一路冶的政策下袁中国将会重点关
注周边国家的光伏市场袁 从陆地国家到海洋国
家袁从发展中国家的印度市场到巴西尧阿根廷尧
再到非洲等将来市场需求量较大的国家遥 需要
注意的是袁虽说在野一带一路冶的政策下袁周边国
家的市场很大袁但并不是适合所有的企业进入遥
对国外市场来说袁基于其地理环境尧国情等的原
因袁我们要具有针对性的进行投资与开发遥

以俄罗斯为例袁 俄罗斯与会企业领袖认
为院俄罗斯由于国土面积较大袁其蕴含的化石
能源以及非可再生能源的储量丰富袁 对于光
伏发电并未过于看重曰 且俄罗斯光照辐射强
度较弱袁基于其地域弱光性袁单晶高效组件可
能更适合俄罗斯的光伏发电遥 该领袖认为院到
2050 年俄罗斯可再生能源电力将占据 20%左
右的份额遥

4尧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袁对光伏产业
全球格局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钥

光伏其实是一个国际化的行业袁 欧盟的
双反等政策或许表面上抑制了中国光伏行业

的发展袁对中国的企业造成了一定的伤害袁但
是通过事实来看袁 似乎对中国并未产生什么
坏的影响遥 其实袁双反政策最终伤害的是采取
贸易救济措施的国家遥 双反政策其实保护的
是贸易救济发起国光伏行业的某个企业袁从
实际意义上对该国的光伏发电是并不具有太
大促进作用的遥

德国可再生能源议员认为院 世界的和平
与环境的美好离不开可再生能源电力袁 因为
现代战争从一定程度上讲是关于能源的争
夺袁如果可再生能源电力技术发展十分成熟袁
各个国家都拥有用之不竭的能源袁 世界和平
也将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心愿遥

所以袁 双反政策对于中国来说只是加速
了中国光伏发电的技术进程袁 从而使得中国

的可再生能源电力应用领先世界平均水平袁
转而基于开发市场的需求去帮助更多的陷入
技术瓶颈的国家袁 最终使得可再生能源发电
在整个电力行业占据更多的比例遥

5尧 全球光伏电站竞标价格持续走低袁是
不是意味着平价上网即将临近钥

全球光伏发电的竞标持续走低袁是因为
整个光伏产业制造端技术的进步与对光伏
发电的重视遥 根据查询到的行业信息可知袁
光伏发电的度电成本基本已经达到了 0.5
元 辕 kWh 以下袁 与火电相比可能成本优势没
有袁但是袁根据行业预估到 2018 年时其度电
成本基本可与风电的度电成本持平袁到 2022
年其度电成本基本与火电持平袁平价上网的
时代来临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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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地面电
站政策收缩袁分布
式光伏扶贫政策
利好袁以及人们环
保意识的不断提
升袁分布式家庭光
伏电站正呈井喷
式增长袁成为市场
主流遥为进一步拓
展公司市场业务袁
我公司联合金融
机构袁将在全市范
围内推广瑞晶野光
伏宝冶袁 并逐步将
范围扩大到全省遥
由瑞晶公司代办
贷款等流程并提
供担保和保险袁农
户无需花一分钱袁
贷款期间即可享
受 发 电 收 益 的
15%袁 约 10 年回
本袁回本后屋顶电
站所有权及收益
权归居民所有袁是
真真正正的扶贫
公益项目遥

不掏一分钱 收益二十年 瑞晶光伏宝 大家都说好

层压后有气泡产生是光伏组件生产过程中最易发生
的问题袁也是组件长期可靠性的重大隐患袁因为组件在正
常的发电过程中袁组件会发热寅温度升高寅EVA 软化寅
气泡发生游离寅引发内部脱层袁最终影响组件的发电量袁
影响组件的使用寿命遥

针对组件产生的气泡问题袁 作者给大家分享一下他
的野气泡冶经验遥 在组件生产过程中引发的气泡问题主要
因素如下院

1.异物渊卫生冤袁蚊虫尧灰尘尧锡渣尧水汽尧助焊剂结晶等
异物进入组件袁 层压后以这些异物为中心会产生明显气
泡曰另外如果设备内上下的高温布尧硅胶有明显的褶皱尧
异物也可能产生气泡遥

2.EVA 质量差渊材料冤袁包括 EVA 过期尧EVA 薄厚不
均尧 储存环境差导致的 EVA 性能改变尧EVA 受潮严重尧
EVA 中有杂质等曰

3.隔离条渊材料冤问题袁隔离条厚度过大会造成较大的高
低差易产生气泡曰隔离条如果自带 EVA 太少又没有额外增
加 EVA袁层压过程中 EVA 不足于填补空隙导致气泡产生遥

4.设备问题袁真空泵脏污尧封条老化导致抽真空能力
差曰加热板温度不均尧硅胶板破损等均会导致气泡无法及
时排出袁引发气泡产生曰

5.层压工艺参数袁抽真空时间太短和施加的压力不
够袁 均不利于空气排净袁 只要空气没有排净就会产生气
泡遥 层压机温度过高导致汇流条附近的 EVA 预先交联袁
气泡不易排出遥

6.交联度很低袁组件在长期老化过程中 EVA 持续交
联袁会产生一些气体袁这些气体集聚会产生气泡尧脱层遥

7.组件设计袁在组件设计中组件内部的高低差过大袁
常规 EVA 的量不足以填充这些空隙导致曰例如汇流条过
厚尧焊带过厚尧头部汇流条重叠区域尧有隔离条的区域均
是组件内部明显高低差的区域袁 也是组件气泡的集中发
生地袁 这就要求技术人员在组件的设计上将这些高度差
都考虑进去遥

上述因素都将会导致组件产生气泡袁 这些气泡又会
导致组件可靠性降低袁导致组件发电量低尧组件失效遥 因
此袁组件的生产对环境尧设计尧材料都有一定标准袁才能满
足性能和使用寿命要求遥

导致组件气泡
原因分析

技术研发中心 高慧慧

国家发改委于 2016 年年底向国务院领导递交的叶国家发
改委关于解决新疆地区弃风弃光问题的报告曳中提出袁要尽
快研究新疆电力系统调节能力提升工程实施方案袁计划对新
疆地区 3800 万千瓦煤电机组实施灵活性改造袁 新建调峰燃
气电站 100 万千瓦袁新建太阳能热发电站 100 万千瓦袁并根据
新疆地区新能源发展和消纳情况袁适时开建 200 万千瓦抽水
蓄能电站遥

上述报告由国家发改委尧国家能源局协同新疆自治区发
改委共同研究后提出并递交国务院遥 由此可见国家政府层面
对新疆地区弃风弃光问题的重视程度遥 上述规划指标拟在十
三五期间完成遥

据悉袁新疆自治区方面已于 2017 年初启动新疆地区光热
发电开发规划的编制工作袁以为 100 万千瓦光热发电装机的
落地做好规划指导工作遥

在国家首批光热发电示范项目申报中袁新疆自治区渊含
新疆兵团冤共计申报了 16 个项目袁其中哈密地区申报项目数
量最多袁但最终入选的仅中电工程顾问集团哈密 50MW 塔式
光热发电项目一个遥

但哈密对开发光热发电项目颇为积极袁2016 年 9 月袁哈
密政府方面开始启动哈密太阳能光热发电中长期规划的编
制工作袁目前该规划已编制完成袁电力规划设计总院即将对
该规划进行评审遥 据了解袁规划拟在 2030 年之前完成 600 万
千瓦光热发电装机袁分布于哈密下辖的伊州区尧伊吾县和巴
里坤哈萨克自治县遥

目前袁已有二十余家项目开发商在哈密开展光热项目的前
期工作袁预计在第二批示范项目评审中袁哈密将有望落地更多
项目袁哈密也将成为新疆地区光热发电项目开发的主战场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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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密将成新疆光热
发电项目开发主战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