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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帆环保：绿色环保新能源提供专家

威海市奥帆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是从事节能环保设备和太阳能中高温
应用技术装备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的
高新科技产业公司。公司位于文登区
环山路乙152号汤南工业园内，旨在为
全国提供绿色环保新能源。奥帆环保
自成立以来，积极落实国家各项节能、
环保政策，致力于太阳能新能源的综
合开发、节能产品的制造。

公司的研发团队凭借精湛的专业
技术在太阳能高效利用技术领域不断
创新，掌握了先进高效的太阳能中高
温集热技术。公司研发的高效槽式太
阳能集热系统，具有以下特点：

1、适用温度范围广：通过太阳能
集热器与储热装置的共同工作，可以
实现80℃-300℃时间的稳定输出。

2、配以辅助能源和储热装置，可
以持续稳定的提供热力。

3、应用范围广：可以广泛应用于
建材、纺织服装、印染、化工、食品加
工、制药、建材加工等需要热油和蒸汽
的生产和生活领域。

4、集热效率高：中高温集热系统
国际先进水平的聚光集热装备，包括
用镜面玻璃制造的高精度反射聚光装
置，高效的高温真空集热管，以及精确
的太阳跟踪系统，集热效率是普通太
阳能热水器的4倍。

5、环保节能，无公害，无污染，是
绿色能源。

6、安装范围广，可以最大限度的
减少占地，设备安装支持利用业主建
筑物的屋顶空间。

7、系统可靠。利用自动化控制系
统，实现温度、压力和流量的精确控。

8、投资效益高。一次性投资，长期
受益，系统使用寿命可达20年以上。

此外，奥帆环保技术人员积极研
发改进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土壤蓄热
技术，经过多年不懈的努力，取得了阶
段性的成果，解决了太阳能供暖的春
夏秋三季弃光、冬季阳光弱、无法保障
供暖的问题。“三季蓄能一季使用”蓄
能技术可全面普及中国农村，城镇集
中供热站以及厂矿企业、学校等，是零
排放、无污染的绿色能源，且大大降低
了供暖费用；而利用太阳能蒸汽提供
热源的溴化锂机组转换热源的中央空
调系统，可广泛应用在商场，酒店，学
校、企事业等单位，夏季可大幅减少用
电，冬天可以满足供暖需求。

公司于2019年9月为威海市威登
制衣有限公司建成了太阳能蒸汽系

统，为服装熨烫过程提供热量和蒸汽，
工作温度达到170℃，在晴好天气可以

完全替代生物质锅炉和电锅炉，在为

公司创造经济效益的同时，也产生了

节能减排的社会效益。

公司主打新型能源太阳能能源，

善用太阳光芒，创建绿色文明家园，坚

持"低碳、高效、节能、环保、"的经营理

念，本着"质量第一、实用可靠、创新循

环、节约资源"的质量方针，依托响应国

家政策支持推动，加强研究发展力度，

致力于生产高效率、持久平稳的新能

源太阳能，引领太阳能发展新方向，满

足国内市场不断增长的需求，把奥帆

环保打造成国际领先的太阳能终端应

用产品制造商，努力让太阳能更广泛

地惠及民生。

目前公司已经具有年产20万平方

米槽式太阳能中高温集热器的能力，

将这些集热器用于建设太阳能蒸汽或

者供热系统，每年产生的热量可以替

代10万吨煤燃烧热量。

序号 项目 数量 单位

1 太阳能集热面积 130 m2

2 当地DNI辐照量 1125 KWh/m2 .a

3 太阳能日均集热量 350 KWh

4 太阳能年供热量 102200 KWh

5 年蒸汽量 150 吨

6 电价 1 . 0 元

7 节约电费 102200 元

8 节约标准煤 50 吨

9 CO2减排 124 吨

项目的具体数据如下：

《蔄氏宗谱》一书

在嶅山村首发

本报文登6月16日讯 (记者 李伟) 6月
12日，由蔄氏后人、国家年鉴学术委员会委员、
辽宁省年鉴学会副会长蔄茂安教授历经20多年
的研究编纂的《蔄氏宗谱》一书，在文登区张家
产镇嶅山村首发。
蔄氏一族，姓氏独特，“蔄”为造字作姓。
中华民族多达数万个姓氏中，绝大多数是

以现有的汉字作姓，造字为姓极为罕见，而“蔄”
姓却是造字作姓的稀有姓氏中的一员，少有字
典刊登。

清代《蔄氏家谱》记载：蔄氏一族明初从云
南迁入。很长一段时间里，居住在张家产镇嶅山
村的蔄氏族人都认为自己祖先的从云南迁来
的。可是，我国明代并未设“云南省”，那时当地
叫“滇”或“大理”， 蔄氏一族究竟从哪里来，蔄
字又有什么特殊意义呢？

为了弄清蔄氏从何而来，蔄茂安教授克服
重重困难，自费前往蔄氏族人主要聚居地河北、
河南、吉林、黑龙江等20多个省、市、地寻访，实
地调查，获得大量第一手资料。他还多次赴国家
和辽宁省图书馆以及收藏古书最多的浙江宁波
天一阁图书馆，在浩如烟海的辞书中寻觅，获取
准确信息，并最终厘清蔄字与蔄姓的起源和发
展脉络。

“蔄”字最早见于三国曹魏所出辞书《埤
仓》，这部大型辞书记述：“蔄，姓也”。宋代的《广
韵》和《集韵》、明代的《正字通》、清代的《康熙字
典》等古代历朝出版的16部辞书均收录“蔄”字，
并标注仅作姓用。综合考证表明，蔄氏先祖始自
东汉末年，将清代《蔄氏家谱》所记蔄氏历史向
前推进了1200年。如今，“蔄”字，作为39个专作
姓用的字之一被收入《汉语大词典》。

可是为什么清代《蔄氏家谱》记载：蔄氏一
族明初从云南迁入呢？蔄茂安同志经过多方查
证证明，清代《蔄氏家谱》所记“云南”，实为山西
省洪桐县大槐树村。因那里地处辽代所设“幽云
十六州”的南部，当地俗称其为“小云南”，所以
清代《蔄氏家谱》记载明初从云南迁入。

目前，蔄氏家族在全国主要有4个聚居区，
我区张家产镇嶅山村是蔄氏后裔的主要聚居
地，约有800多人；河北滦平约260人；黑龙江七
台河约100多人；散居辽宁各地的蔄氏后裔约
200人。

在首发仪式现场，张家产镇嶅山村党支部
书记蔄辉涛说：“感谢蔄茂安教授的倾心付出，

《蔄氏宗谱》的出版将成为弘扬优良家风，传承
蔄氏文化的生动教材。村‘两委’班子将以此次
《宗谱》发行为契机，进一步增强村子的凝聚力，
向心力，团结和带领百姓齐心协力谋发展，万众
一心奔小康。”

探究“蔄”字起源 弘扬优良家风

为了部队，再苦再难俺乐意双拥
故事 ——— 记优秀士兵家属毕可宾、陈宗花夫妇

一提起文登营镇丁家夼村毕
可宾、陈宗花夫妇，当地群众没有
不被他们舍利顾义、一心想着部
队的拥军事迹所感动，他们用自
己朴素的感情、朴实的行动，谱写
出了一曲曲动人的拥军颂歌。为
了部队，再苦再难俺也乐意。

1992年底，毕可宾夫妇要把
刚毕业的独生子毕建辉送去当兵
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全村，很多
人不理解，有些与毕可宾关系密
切的人上门做工作说：“可宾两口
子呀，咱村今年搞山区开发，家家
户户上果树，这可是千载难逢的
致富好机会呀，正缺劳力的时候，
让孩子去当兵划不来。再说可宾
在镇上放电影，顾不了多少家，建
辉当了兵，家里可苦了宗花了。我
劝你们还是把建辉留在家合算。”
说者是好心，可毕可宾夫妇不领
情，一句“为了部队，再苦再难俺
乐意”就把劝说者打发走了。

别人送孩子走时，是一大包
一小包好吃的、好用的，可他们送
给孩子的是满满一包学习材料。
刚到部队，紧张的训练使毕业不

久的建辉有些吃不消，来信直喊
累。不久建辉就经常收到父母分
别寄来的信，母亲的来信通篇是
中国女排等如何顽强拼搏、为国
争光的内容；父亲的来信，全是清
一色的战争年代部队如何不怕
苦、浴血奋战的革命故事，从此，
毕建辉的来信再没有出现一次苦
和累两个字，很快成了部队的训
练尖子，受到首长的多次表扬。

毕建辉在部队和父母的教育
下进步很快，第二年就成了部队
的汽车单车教练，第三年成为总
教练，多次代表部队参加上级组
织的技能比赛，并取得了十分优
异的成绩。过硬的技术和良好的
品质，使很多地方企事业单位慕
名前来求聘，市一大型企业多次
找到毕可宾夫妇，以月工资千元
和提供住房等优惠条件聘请建辉
担任企业车队技术队长，有的私
营企业主愿出高价雇请，还有的
单位领导也欲聘请其为小车司
机，但都被毕可宾夫妇谢绝了。很
多人劝他们说：“工作越来越难
找，人家给建辉那么好的条件，如

不趁此机会向部队说说，快回来，
恐怕就晚了。”但毕可宾夫妇总是
说：“部队需要他一天，我就让他
在部队安心服役一天，需要一辈
子，就让他干一辈子，人不能见利
忘义呀。”

1999年春天，陈宗花得了阑
尾炎，由于家庭经济比较困难，一
直在家吃药坚持，等到实在坚持
不住到医院时，阑尾已严重化脓，
进行手术前医生让其交待一下家
事，并暗示其生命垂危，陈宗花交
待的唯一一句话是：“千万别叫建
辉知道我病了，别分散孩子的精
力。”经抢救，陈宗花活过来了，可
到现在儿子也不知道母亲大病了
一场。

毕可宾夫妇不仅积极支持儿
子安心服役，支持军队建设，还带
头积极拥军优属。1996年春节，埋
设电缆的部队到文登营施工，在
镇电影队担任放映员的毕可宾听
说后，马上和妻子一起，带着自己
承包的放映机到施工部队驻地义
务慰问放映，受到部队官兵的称
赞。同时毕可宾利用下乡放映的

机会，积极帮助各村军属解决困
难。1997年春天的一个晚上，放完

电影天突然下起了小雨，这正是

播种的好时机，当第二天早晨准

备回家帮妻子种玉米的毕可宾走

到村头，看到了一军属因老伴病

了，自己在播种，毕可宾二话没

说，放下自行车就帮起忙来，等到

下午赶到家时，得知自己的妻子

也帮军属种地去了，致使自己的

庄稼误了播种。他每到一村放电

影，总是亲自到烈军属家通知看

电影,还经常利用试机的机会，为

岁数大行动不便的老军属单独放

映。几年来，毕可宾夫妇共为烈军

属做好事70多件，帮助调解家庭

纠纷10多次。可他们从不愿张扬，

就象他们常说的一样，见到当兵

的就象见到自己的儿子一样，见

到军属有困难，就象亲戚有困难

一样，帮亲戚的忙，应该。

“当军属的就应该处处起带

头作用，给军属增光就是对部队

最大的支持。”这是毕可宾夫妇经

常说的一句话。毕可宾放映收入

微薄，可他对别人很慷慨。镇上修
公路，毕可宾除做好宣传外，还带
头捐款。当知道营南村一女青年
病重，家庭无力承担高昂医疗费

时，他带头把捐款送到镇妇联。为

帮助群众致富，他千方百计找来

科教片，为群众放映，受到群众赞

扬。

陈宗花在村任妇女主任，工

作千头万绪，可她硬是靠着实干

赢得了群众的拥护。她组织妇女

搞山区开发，发展庭院经济，户均

收入列全镇前茅，仅果业生产，户

均收入就达4000多元，成了远近

闻名的果业专业村，多次受到上

级的表彰。计划生育工作一直是

农村的老大难工作，自她担任村

计生主任以来，全村20多年没发

生一起计划外生育。丈夫毕可宾

一心扑在电影事业上，放映场次
连续多年保持全市第二名的好成
绩。他们的家庭连续多年被评为
镇村“五好家庭”和“优秀士兵家
庭”。

(文登区双拥服务中心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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