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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道路、电网等基础设施建设是福建与外界沟
通的老模式，那么推进数字化技术，改变既有的能
源生产方式，则是福建面向未来的新途径。

文／本刊记者 张越月   通讯员   林丽平   陈春福

福建：
红色转折地的
新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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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地的第二次“三省会剿”。此后，闽

西革命根据地再次获得发展：苏维埃政

府成立、组建红十二军……这些都为中

央革命根据地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

从古田会议召开算起，已过去90

年。今天，这个闽西山村仍然留存着当

年的祠堂、池塘，甚至石板上炭火炙烤

的痕迹。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另一番

景象更加让人欣喜：新技术和新思路，

正在改变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让红色

根据地绽放出新的色彩。

破解闽道之难
山峰林立、沟壑纵横，每个来到

闽西的外地人，估计都会留下这样的印

象。其实，连绵成片、群山重叠的地形

特征，代表了福建多数地区的特点。

据统计，在福建12.14万平方公

里的土地面积中，山地丘陵占80％以

上。和其他中东部省份相比，福建的山

不仅多，而且高——武夷山的最高山

峰黄岗山海拔2157米，高于泰山最高

峰1545米和黄山最高峰的1864米，其

余的山峰海拨也多在1000米以上。此

外，由于丰富水系的切割，福建的山脉

多呈现支离破碎的特点，重峦叠嶂、悬

崖峭壁随处可见。这样的地形，让民间

一直有“闽道更比蜀道难”的说法。

唐朝时，难走的闽道荫蔽一方。

层层山峦就像天然屏障，让前来逃避战

1929年12月，位于闽西山区的古

田镇进入一年中最冷的季节。然而，

一场红军会议的热烈召开，不仅驱散了

寒冬的阴霾，更驱散了不少战士内心对

“红旗到底能够打多久”的疑问。

这次会议，就是后来被称为“古

田会议”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

次代表大会。与会的120多名代表、基

层干部和士兵代表在听取了毛泽东、朱

德所作的报告后，摒弃种种非无产阶级

思想，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

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党对红军的

绝对领导重新被明确。

会 后 不 久 ， 红 军 就 在 党 的 领 导

下，成功粉碎国民党军队对闽西革命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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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也让福建拥有了诸多特别的资源，

比如丰富的水能资源。从20世纪20年

代开始，福建的水电资源就开始被人们

发现并尝试开发，但在1949年前，本

地水电的建设速度相当缓慢。50年代

起，福建才大力开发小水电，让散落在

群山、溪涧间的水资源得到充分利用。

当前，在全国各省之中，福建省水电资

源开发程度高，水电站数量众多，特别

是闽江流域，27座水电站群形成了以

水口水电站为中心，由上下、左右交错

互为关联的复杂水系。

近年，福建又充分利用自然资源

优势，推进核电、风电、光伏和水电的

共同发展。截至2019年8月底，福建全

省发电装机5846万千瓦，其中清洁能

源装机占比55.9%；2019年1～8月全省

发电量1695亿千瓦时，清洁能源发电

量占比54.9%。

今天，有来自福建的同学曾这样乱的中原移民在此得以喘息。更重要的

是，他们给这里带来了劳动力，推动了

本地的发展，也留下了中原文化的基

因。今天，我们能在福建很多地方看到

的地名“坊”，如福州名人聚集地“三

坊七巷”中的三坊，就是源自唐朝对于

城市中城邑里巷的通称。

但山脉连绵和溪谷纵横，也导致

福建交通相对闭塞。在现代化交通方式

尚未大规模出现时，出闽着实不易。交

通限制了人员和物质的交流频率和便利

性，让外部世界对福建丰富的资源和深

厚的文化知之甚少，也制约了本地经济

的发展。

但不可否认的是，山高水多的地

描述放假回家的感受：“进入福建境

内，火车就会开始一个一个地钻隧道，

钻完黑漆漆的72个山洞后，就到家

了”。虽然是否真的经过72个隧道难

以考证，但可以确定的是，福建道路便

利已今非昔比。

在不久前召开的福建省各界庆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上，

福建省政府公布了省内交通情况：截至

2019年9月底，福建快速铁路突破3600

公里，成为全国第一个市市通动车的省

份。此外，高速公路突破5200公里，

路网密度全国第二。

道路的联通方便了资源的往来，

电力的联通则让福建丰富的清洁能源有

了用武之地。

2001年11月，福建电网与华东电

网成功联网，结束了“电力孤岛”的

历史。2006年，福建实现全省“户户

通电”。2009年12月，福建电网实现

从古田会议召开算起，已经过去90年。今
天的闽西，仍然留存着当年的红色遗迹（上
图）。但不同的是，重峦叠嶂、悬崖峭壁对
交通的阻碍，已经不复以往（下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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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500千伏大环网。2014年12月，

1000千伏浙北-福州特高压交流输变电

工程正式投入运行，标志着福建电力进

入特高压时代。

2015年12月，厦门±320千伏柔性

直流输电科技示范工程正式投运，这是

当时世界上电压等级最高、输送容量最

大并首次采用真双级接线的柔性直流输

电工程，实现了直流输电技术的“中国

制造”“中国引领”。先进的柔性直流

输电技术将在福建与金门、马祖电力联

网中充分发挥技术保障作用。

目前，福建电网通过两回1000千

伏特高压和两回500千伏线路经浙江接

入华东电网，省内形成“全省环网、

沿海双廊”500千伏主干网架，拥有35

千伏及以上变电站1542座、线路长度

近4万公里，10千伏配电变压器近15万

台、公用线路长度超过14万公里，遍

布八闽大地的山水之间，不仅让福建丰

富的清洁能源在省内实现有效利用，而

且帮助这些绿色能源穿越群山，与周边

省份形成良好的互补。

搭建未来之路
如果说推进道路、电网等基础设

施建设是福建与外界沟通的老模式，那

么推进数字化技术，则是福建面向未来

的新途径。

福建是数字中国建设的思想源头

和实践起点。2000年，时任福建省省

长的习近平作出建设“数字福建”的决

策，提出了“数字化、网络化、可视

化、智能化”的建设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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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来水预报和退水预报，实行水库群联

合优化调度，在洪水来临之前提前腾库

发电，洪水过后拦蓄洪尾，科学高效利

用了洪水资源，实现了水能利用提高率

全国第一。

福建地处东南沿海，为应对风、

水、雷、火等自然灾害，一套集成了电

网调度、设备运检、物资管理、供电服

务、安全监督、后勤保障等专业的业务

信息系统也已经被研发，它可以实时采

集全省受到灾害影响的电网故障、停电

用户数据，以及物资库存、设备台帐等

信息。

2018年，22号超强台风“山竹”

袭闽期间，福建电网灾害监测预警与应

急指挥管理系统快速研判主网设备跳闸

425次，精准定位故障，智能分析停电

影响范围，为高效调配抢修物资和抢修

队伍，最短时间恢复供电发挥了重要作

用。

不久前，国内首个在开关站增设

5G基站和边缘计算机站的“多站融

合”项目在厦门落地。开关站的“多站

融合”集电网开关站与5G基站、边缘

计算站于一体，不仅能实现传统配电站

房的供电功能，还实现了周边5G网络

覆盖，并可提供边缘计算、物联网等技

术服务。

2020年，随着5G即将全面进入商

用，类似“多站融合”的项目，将有助

于数字化直接下沉、走进公众，改变

生活、颠覆行业。在数字未来的快车道

上，福建显然已经做好了准备。

此后，福建在数字技术上创造了

诸多第一。2017年，福州市就在全国

率先实现行政审批全流程电子证照应

用，在审批服务过程中，企业只要通过

数字证书和电子签章，就能实现无纸化

快捷办理。

电子证照只是一例。数字技术已

经应用在福建的政务管理、民生服务等

方面，随着旅游、交通、税务、医疗、

教育、能源等领域陆续实现数字化升

级，本地人体验到了技术带来的便利，

非本地人也能获得更多直观的信息。

今天，在福州的三坊七巷，人脸

识别、区块链、IoT、AI等数字技术的

应用，给古老的人文历史经典增加了年

轻和新鲜的气息。比如路边的区块链爱

情树，游客通过扫树上的二维码进入相

关小程序，把他们的合影和感受上传，

便能获得“区块链爱情证书”，体验人

文历史、享受浪漫。

在福建红色文化网上展示馆，国

内首个福建红色文化VR/AR实体体验

馆已经在此落地，游客可以戴上VR眼

镜，先在“枪林弹雨”里亲自参与松毛

岭保卫战，再“回到”古田会议召开的

闽西革命根据地，边听介绍，边体验这

些改变中国革命历史的重大转折。

除了这些肉眼可见的改变，更多

数字化技术带来的变化正在悄然发生。

比如针对福建丰富的清洁能源，

国网福建电力建立智能电网清洁能源监

测与调度系统，及时掌握全省“六江两

溪”259个重要水位站，638个重要雨

量站数据，通过大数据分析，开展水库

今天，在福州三坊七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展
区，公众可以借助VR技术，直观感受“非
遗”的魅力（上图）。不仅在文化历史领
域，新技术也将在能源电力等方面实现广泛
应用（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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