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份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水位 28 . 63 28 . 75 28 . 86 28 . 14 28 . 38 28 . 54 28 . 51 28 . 98 28 . 85 28 . 60 28 . 77 27 . 82

趵趵突突泉泉水水位位直直逼逼红红色色警警戒戒线线
今春灌溉还要再降半米左右，面临停喷危险

本报1月11日讯（记者
蒋龙龙） 11日，趵突泉水位
从27 . 88米降到27 . 82米，一
天跌了6厘米。随着泉水水位
的持续下滑，已经直逼27 . 60
米的红色警戒线。今春灌溉
还要再降半米左右，趵突泉
面临复涌十一年来最危险停
喷威胁。

11日下午，记者在趵突
泉公园看到，趵突泉的喷涌
势头明显变弱，已经失去了
往日“趵突腾空”的景象。当
天下午4时，趵突泉的实时地
下水位为27 . 78米，直接逼近
27 . 60米的红色警戒线。

根据济南市水文部门监
测的数据，趵突泉水位从2003
年复涌以来，历年1月11日水
位均在28米以上，最高的2006
年达到28 . 86米，2014年为
28 . 77米。其中2007年水位较
低也达到了28 . 14米，也只是
刚刚跌破黄色警戒线。今年的

趵突泉水位比去年低了1米
多，为历年同期最低数据。

据《济南市保持泉水喷涌
应急预案》，趵突泉地下水位
降至28 . 15米时，发布黄色预
警；地下水位降至28 . 00米时，
发布橙色预警；地下水位降至
27 . 60米时，发布红色预警。

2014年春季以来，受干
旱少雨的影响，趵突泉水位
出现持续下滑。2014年5月14
日，趵突泉水位当年首次跌
破28 . 15米的黄色警戒线。随
后，经过水库补水和夏季降
雨的影响，趵突泉水位曾短
时出现回涨现象。不过好景
不长，2014年5月24日再次跌
破黄色警戒线。此后继续下
滑，并于2014年6月9日跌到
了27 . 98米，首次跌破橙色警
戒线。

此后，由于回灌补源的
因素，趵突泉水位反反复复，
共6次跌破黄色警戒线。去年

12月14日第5次跌破橙色警
戒线，此后水位持续下滑，一
降再降，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下滑了20厘米。而历年同期，
趵突泉水位在此段时间基本
较为稳定。“去年以来水位下
滑形势的确较为严峻。”有关
人士不无担忧地说。

根据相关水文数据，去年
济南市平均降水量为430 . 7毫
米，较历年同期少203 . 6毫米，
较上年同期少291 . 8毫米。据
济南市水利局相关工作人员
介绍，天旱少雨是趵突泉水位
下滑的主要原因。

据了解，由于降水稀少、
农作物春灌等因素，会导致
春节后趵突泉水位下滑剧
烈，一般从1月到5月，水位下
滑在50至80厘米左右，“趵突
泉水位一般在27 . 00米时会
停喷，能否持续喷涌在春节
后将面临着更为严峻的挑
战。”

““第第一一高高””摄摄影影大大赛赛本本周周评评审审
共收到1800余幅（组）作品，获奖作品将网上公示

本报1月11日讯（记者
喻雯） 济南“第一高”正式
交付投入运营了，在这个里
程碑式的节点，绿地中心摄
影大赛也将进入评审阶段。
摄影大赛自去年11月24日启
动以来，共收到 1 8 0 0余幅

（组）作品投稿，广大摄影爱
好者用镜头记录了绿地中心
的风采和城市的美丽风貌。

10日，绿地中心正式交
付使用，百余家世界500强的
龙头企业陆续办理入驻手
续，将正式开启全新的摩天
办公时代。绿地中心作为济
南“现代服务业”的风向标和
金融中心，购买客户多为省
内及国内知名企业，多为跨
国或国内领先的医药保健、

房地产开发、传媒、智能化科
技等行业龙头。绿地中心项
目办公区共60层，截至目前
销售额达到20亿元，多以整
层大客户为主，目前只剩下
最后的九个席位待售。“第一
高”正式进入运营阶段。

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本报
与绿地集团联合主办的济南

“第一高”摄影大赛也将进入
专家评审阶段。此次评审将邀
请济南市摄影家协会理事及
知名摄影家、摄影记者组成评
审团，召开专门评审会议，对
参赛作品进行评审打分，评选
出入围作品。

此外，入围作品将选登在
齐鲁晚报绿地中心摄影大赛
专题中，广大市民可通过登录

齐鲁晚报网站（网址：http://
www.qlwb.com.cn/）为自己喜
爱的作品进行网上投票。

最终的评奖办法为：专
家评审团打分×60％＋网上
投票票数（折算成分数）×
40％＝最终得分，以总分排
名选出获奖作品并进行网上
公示。

作品评审结束后，组委
会将根据要求评选出相机组
和手机组的各大奖项。其中
相机组设有：一等奖2个（奖
金3000元）、二等奖3个（奖金
2000元）、三等奖5个（奖金
1000元）、优秀奖8个（奖金
500元）。

手机组设有：一等奖1个
（奖金1000元）、二等奖2个（奖
金600元）、三等奖3个（奖金
500元）、优秀奖8个（奖金200
元）。此外，还将设置网友投
票，投出最佳人气奖。组委会
将在近日择期举办颁奖典礼。

多工程回灌保泉

主要还是靠降水
本报记者 蒋龙龙

每年春季，当趵突泉水位出现
大幅下滑时，为了保证趵突泉的正
常喷涌，卧虎山水库和锦绣川水库
放水回灌补源是缓解下滑的有效
手段。回灌补源就是将水库水放到
玉符河等强渗漏带，通过下渗转为
地下水推高泉水水位。

去年3月3日起，卧虎山水库
和锦绣川水库一直在回灌补源。
目前卧虎山水库每天仍放水2万
方，两个水库已经放水5400万方
左右。

据济南市水利局相关负责人
告诉记者，目前水利部门正在实
施玉符河—卧虎山水库调水工
程。该工程就是把济平干渠内南
来的长江水，以及通过田山灌区
与济平干渠连通工程的黄河水引
入南部山区的卧虎山水库。调水
工程完工后可引黄河水、长江水
至卧虎山水库，改变卧虎山水库

“靠天喝水”的局面。同时，该工程
管道上还设置了出水口，水经玉
符河渗漏，补给市区泉群。

该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随着
水位的持续下滑，相关部门会统
一调度各个水库回灌补泉，“其中
也包括备受关注的地表水转换地
下水工程，该工程也能引黄河水
到玉符河强渗漏带进行补水，推
高泉群水位。”

该工作人员介绍，要想解决
目前的泉群停喷危机，还要靠降
水，尤其是泉水补给区的有效降
水。他说，通过回灌补泉虽然可以
解一时燃眉之急，“但是回灌补泉
的面积、强度毕竟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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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举措

本报记者 蒋龙龙

据记者了解，四大泉群
的地势高低不同，其中黑虎
泉泉群地势最高，如果干旱
再持续下去，黑虎泉群会首
当其冲。五龙潭泉群地势最
低，抗旱能力较强。

11日下午，记者在黑虎
泉看到，三个虎头喷出的泉
水水量已经明显变小。当
天，黑虎泉地下水位为27 . 74

米。记者查询发现，黑虎泉
水位已为自2 0 0 4年以来最
低。虽然黑虎泉的喷涌目前
仍较为正常，但同属黑虎泉
群的玛瑙泉已经停喷。玛瑙
泉正常喷涌时，泉水将泉池
溢满后，会从泉池的6个方形
洞孔中流于护城河里。记者
看到，玛瑙泉的泉池深度已
经持续降低，从6个方形洞孔
中已经没有泉水流出。

在四个泉群中，趵突泉
泉群地势第二高，泉群内的
很多小泉喷涌形势较差。记
者在趵突泉公园看到，卧牛
泉等多个泉池水位下降较
为厉害。

珍珠泉地势第三高。近
日，记者在珍珠泉主泉池看
到，虽然水位出现了小幅下
滑，但是泉池仍是深不见底。

在四大泉群中，五龙潭
地势最低，抗旱能力最强，
以常年涌水，久旱不涸为主
要特点。2002年，济南大旱。
五龙潭出现历史上首次停
喷。2003年，经过长时间的停
喷，五龙潭是最先恢复喷涌
的泉。记者在五龙潭内看
到，主泉池内仍深不见底。

五龙潭形势较好

玛瑙泉已经停喷

记者探访

趵突泉水位历年1月11日同期数据：（从2003年9月6日复涌以来）

济南绿地中心作为绿
地集团超高层战略的重要
组成部分，是继南京绿地中
心、郑州绿地中心之后正式
交付的第三幢摩天地标。自
2 0 1 0年1月奠基以来，至今
历时5年完成交付运营，创
造了全国300米级别超高层
建设速度奇迹，再度刷新了
超高层开发的绿地速度。

记者了解到，作为全球
超高层专家的世界500强绿
地集团，绿地中心是其旗下
超高层旗舰品牌。2014年12

月2 2日，绿地宣告投资2 0 0

亿打造韩国首尔200米双子
塔中韩企业总部，正式宣告
绿地在全球投资超高层地
标建筑已达35栋。

相关链接聚焦济南

趵突泉“三股水”喷涌明显乏力。 本报记者 蒋龙龙 摄

细数原因

不能只怨老天爷

人为破坏也不少

本报记者 蒋龙龙

诚然，去年的干旱是造成泉群
水位持续下滑的首要原因，但是济
南城区地下水开采仍较多、农田用
水大、强渗漏带遭破坏等多个因
素，导致泉水遭受停喷威胁。

据有关统计数据，从1976年
到2003年，济南市每天开采地下
水最多的时候为80万方，一般在
30万方以上。受此影响，泉群多次
出现断流。2003年后，济南限制开
采地下水，泉城改喝黄河水，此后
泉群长期喷涌。目前，东部城区每
天仍开采13万方地下水，用于东
部城区生产生活，对泉群威胁较
大。

南部山区为济南的泉水补给
区，但是南部山区的边界却不断
后退。济南市区的南部边界，上世
纪70年代在四里山，80年代在七
里山，90年代到了二环南路，目前
正向绕城高速和大涧沟地带发
展。泉水直接补给区面积比上世
纪70年代缩减了近75平方公里。
泉水直接补给区内不透水面积每
增加1平方公里，就会减少入渗地
下水25万立方米。

目前济南泉水补给区内，24

个重点强渗漏带基本保留自然状
态的只有14个。中井庄-下井庄渗
漏带、分水岭-北康而强渗漏带等
5个渗漏带，部分已被城市建筑覆
盖，地表水很难补到地下，而羊头
峪、东西八里洼、太平庄、双龙、石
河岭等5个渗漏带，完全被城市建
筑覆盖，渗漏补给地下水功能基
本全部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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