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爱爱心心井井一一天天打打了了220000米米深深
今日将探测咸、淡水层，用技术手段将咸水层隔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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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故乡角卜村东有一条小
河，名富康河，位于昌邑市西部，发
源自昌南，一路蜿蜒北上，小河在潍
北连接丰产河后入渤海。上世纪70

年代前，河中水流清澈，长年不断。
小河在角卜村段最宽，河水也

较深。两侧河堤各有两个漏筒，河水
不断流向两侧的沟、濠。沟濠内长着
芦苇、莆子及水草，鱼儿成群，水鸟
飞鸣。数百年来，是这条河的水孕育
了这片大地，形成了方圆几十里的
平原湿地。祖祖辈辈，人们喝着小河
的水，吃着小河的鱼，在这里生息繁
衍。

村头河中有一座小石桥，高出
水面30-40cm，水从桥洞流过。河中
的鱼时常跳到桥面上，以黑鱼较多，
还有鲤鱼。人们常一早赶到桥上拾
鱼，我也去过，可每次都去迟了。总
听说今早谁又捡了几条鱼，心中很
是羡慕。有几年河水尤其充沛，整个
夏秋季节，桥面都漫着脚背深的水。
小桥流水，鱼翔浅底。成群的鲫鱼露
着犁铧一样雪白的脊背，摇头摆尾
从桥面上遄过，像是在水耕。

因为有了丰盛的河水，洗澡、游
泳、拾鱼是几代人的保留项目。夏
天,夜幕降临，女人们成群结队来到
小桥，有的浸在水下，有的在桥上，
隐藏在夜色中。桥北200米，是男人
的阵地，该段河床水下无淤泥，水面
无杂草。劳作了一天的人们来这里
纳凉、游泳 ,男女的谈笑声遥相呼
应。白天,小河成了男孩的天堂,一泡
就是几个小时。除了游泳,就是在做
一种抓猛子的游戏。同伴一个猛子
先扎入水底，另一人迅速潜下水中
追捉，直到抓住对方，再交换角色。
那时角卜村的男女 ,没有不会游泳
的。我的少年，简直就是在小河里泡
大的。

如今的富康河,已名存实亡。河
道向东移了四华里，原河床、小石桥
已深埋地下。新河道污水泛滥，当你
离他还有几十米，一股臭气扑鼻而
来，人们还得用这污水浇地，真是无
可奈何之举啊！家乡的河,我的母亲
河，你让我思念让我忧。你什么时候
再水清如故,让我抹去这分乡愁。

济南 马守华

富康河的恋和愁

本报济宁8月20日讯（记者 庄
子帆） 经过从黄河、长江向南四湖
输水，目前南四湖的上下级水位都
在逐渐回升，航道水深也在上涨。20

日，记者了解到，济宁市地方海事部
门对济宁辖区的部分航道的船舶吃
水位进行调整，湖西航道吃水位由
2 . 7米调整为2 . 9米。

7月23日，由于京杭大运河航道
水深持续下降，济宁市地方海事局
与徐州市地方海事局联合发布航行
通告，沿下级湖西线航道下行的船
舶，实际吃水不得大于2 . 7米，也就
是说，1000吨级的货船要减载到40%

左右。
随着“引黄入湖”和“南水北调”

东线生态调水工程启动，南四湖的
水位有所回升。根据水位的回升，济
宁市地方海事局于18日下午3点，对
部分航道的船舶吃水位进行调整。
驶经下级湖西港水域或湖西航道

（含刘楼段河）的船舶，实际吃水不
得大于2 . 9米，型宽不能大于12 . 6米。

“吃水位由2 . 7米上调到2 . 9米，
这0 . 2米的空间，船舶就能多装载
300吨的货物，这样一来，1000吨级
的货船能够赚钱。”济宁市地方海事
局微山办事处的相关负责人介绍，
水位一上涨，搁浅、堵航的情况有了
很大缓解。

南四湖水位上涨

船舶吃水位上调

本报聊城8月20日讯（记者
张璐 谢晓丽） 20日，本报

联合阿里公益、山东省地矿工
程勘察院（八O一队）发起的大
型公益活动步行齐鲁·家乡的
河第二眼爱心井在莘县保西村
开钻，开钻当天打井深度就突
破了200米，预计4日内即可成
井。

20日上午9时，在一阵鞭炮
声中，第二眼爱心井在保西村
开钻，数百村民到现场见证了
这一历史性的时刻，对保西村
的第一口深水井，村民们充满
了期盼。

钻机开动，进展迅速，钻机
不断将长约2米、直径十几厘米
的钻杆下到地下。一根碗口粗
的管子架在钻机前端，在巨大
的轰鸣声中，源源不断地将井
下的泥浆喷入沉淀池，泥浆沉
淀过滤后再流回钻孔内循环使
用。为增加钻杆的密封性，工人
们在钻杆的顶部抹上了润滑
油。记者注意到，由于此处地处
平原，钻机钻出来的都是泥土。
随着钻杆的不断增加，打井深
度也在不断加深。

“今天的主要工作是钻孔，
因为保西村属于黄河冲积平原
区，属于第四系松散中粗沙含
水层，简单地说，地下1000米之
内全是土。”山东省地矿工程勘
察院生产经理任洪成告诉记
者，所以此处钻井相对山区来
说比较容易。

一天下来，打井深度突破
200米，21日便可探测水层。平
时该村一般打到五六十米就可
以见水了，但因为此处地表水
受到了污染，所以井必须得达
到一定深度。任洪成告诉记者，
根据物探资料，保西村地下水
层有咸水层和淡水层，21日施
工人员将用专业设备测试咸、
淡水层的分界面，然后通过专
业的技术手段，将咸、淡水层隔

离开来，确保流入井里的都是
淡水，这是成井的关键环节。

记者了解到，这眼爱心井
井深初步定在240米左右。目前
打井工作进展迅速，首日就打
到了200米，21日上午即可打到
预定深度，再经过确定水层、下
桥式滤水管、填砺料、洗井等过
程，预计4日内可成井。

莘县大张家镇保西村地理
位置特殊，位于山东与河南两

省交界处，徒骇河从村西流过。
该村属于黄河冲积平原，近年，
由于徒骇河上游企业排污，污
染了徒骇河，村里的地表水也
受到牵连，村民吃水成了一个
大难题。

为解决保西村吃水难的问
题，本报与阿里公益、山东省地
矿工程勘察院（八O一队）协
调，将免费为保西村打一口爱
心井。

一一座座鸭鸭棚棚相相当当于于一一个个化化工工厂厂
畜禽养殖污染危害河流水质，我省破题“农村治污”

南水北调东线一期
工程通水以来，经跟踪监
测，水质稳定达到地表水
三类标准，标志着全社会
普遍关注的东线水污染
问题已基本攻克。如果说
城市的污水依靠全管网
收集及污水处理厂达标
排放，那么南水北调沿线
农村地区，在环保力量及
环保意识薄弱的前提下，
也在破解污水、垃圾和畜
禽养殖污染难题。

拆除养鸭大棚

保河流水质

“一个养鸭棚相当于一家
化工厂。”临沂市环保局局长赵
志德说，一条中型河流只要有
一个养鸭棚，水质就不保。据赵
志德介绍，养殖户会用火碱洗
刷鸭粪，鸭粪不能做肥料，强碱
对鱼类等杀伤性极强，严重影
响水质。

在不久前举行的全省畜
牧局长座谈会上，17市畜牧局
长不约而同地谈到一件令他
们“头大”的事：养殖污染。据
统计，2013年全省畜禽养殖产
生粪便1 . 89亿吨，尿液9436
万吨，全省畜禽粪便处理利用
率仅 6 0 %，污水处理利用率
40%。

临沂市蒙阴县境内有流长
超过5公里的河流44条，各类水
库103座。岸堤水库是全省第二
大水库，也是临沂城区居民的
饮用水源地。当地库区老百姓

靠养殖为生的现象普遍，其中
养鸭污染尤其严重。

今年5月31日，蒙阴县全面
实施“三禁”(禁鸭、禁鸡、禁猪）
工程，在全县范围内彻底清理
取缔养鸭大棚，并出台奖补政
策。截至6月3 0日，全县拆除
1819个养鸭大棚，108万平方
米，拆除率93%。剩下7%的养
鸭大棚转产养殖长毛兔、羊等。
全县累计共发放补助资金3200
万元。有疏有堵，得到当地养殖
户的认可。

建小型微型湿地

净化污水

作为山东省内面积最大、
人口最多的地级市，临沂地处
淮河流域鲁南苏北交界地区，
全市共有城镇集中式饮用水源
地18处，淮河流域在山东省的9
个国控出境断面，临沂独占8
个。经过十余年治水，临沂市环
保局长赵志德坦陈，临沂现阶
段大部分水污染问题不是来自

城市，而是农村，“华北、华东农
村的污染问题是很严重的。”

如何管理农村污水？赵志
德表示，每个干流都有大支流，
大支流有小支流，再往前还有
毛细支流。将污水就地就近处
理，最大限度分解河流治污压
力。“从上游小支流源头就开始
建小型人工湿地，所有的入河
口都要经过净化。‘毛细血管’
进‘小支管’的水是清的，大支
流也会是清的，大支流再进到
干流也是清的。”

在蒙阴县联城镇大城子
村，“一个一个滞流塘、一片一
片莲藕汪、五颜六色水植物、一
望无际芦苇荡”的一处小型湿
地呈现在记者眼前。这处湿地
不仅风景优美可供村民休闲观
赏，更重要的是300方污水的日
处理能力，相当于一个免处理
费的天然“污水处理厂”。在蒙
阴街道石门社区，一处只有
1184平方米的湿地更加迷你。
在山东农村，这样的小型、微型
湿地越来越多。

镇上设垃圾中转站

改变农村脏乱差

城市的垃圾有垃圾桶，有
市政环卫工人定时收集、清扫、
送到垃圾处理站，处理后运至
郊区填埋场填埋。农村则因为
垃圾处理不系统，往往面临脏、
乱、差的局面。

记者在临沂蒙阴县联城镇
见到，一处外观并不起眼的垃
圾中转站，承担了联城镇31个
村、3 . 6万人生活垃圾转运任
务，每天可以收集、压缩、转运
片区生活垃圾30吨。

联城镇人大主任冯家国告
诉记者，针对农村垃圾，镇里各
村配套建设了垃圾收集点418
个。村一级垃圾只收集不处理，
全部运到镇里的中转站进行压
缩，之后再由垃圾车运到镇里
统一处理填埋。在覆盖区域建
成城乡环卫一体化网络，做到
片区生活垃圾“日清日洁”，目
前垃圾定点清运率达到100%。

相关新闻

钻机下钻过程中，泥浆从井下喷涌而出，灌进沉淀池里。 本报记者 张璐 摄

在蒙阴河东新村，养鸭大棚已经复垦种上了玉米，地里还残留着塑料膜。 本报记者 廖雯颖 摄

我家门口那条河

本报记者 廖雯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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