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黑黑虎虎泉泉虎虎口口有有劲劲了了 趵趵突突泉泉 泉泉突突仍仍乏乏力力
补源加春雨让不少停喷和疑似停喷的名泉开始冒泡

黑虎泉群

虎口水量增大，众泉水泡增多

黑虎泉泉群有六眼泉属于72名泉，由
于其地势较高，前几日大家预测黑虎泉泉
群可能率先遭遇停喷。3月31日早上7点半，
根据济南市水文局公布的数据，黑虎泉地
下水位为 2 7 . 4 4米，距离其全面停喷线
27 . 30米只有十几厘米。而在3月27日，黑虎
泉地下水位曾经达到了27 . 42米的今年最
低水位。

一场春雨过后，1日早上7点半，黑虎泉
地下水位上涨2厘米，达到27 . 46米。1日下
午，随着雨势增大，黑虎泉三个虎口的出水
势头持续好转，其中以最西侧的虎口变化
最为明显。自从3月24日黑虎泉地下水位跌
破27 . 50米后，最西侧的虎口随时都有停喷
危险。31日早上，西侧虎口流出的泉水只能
顺着石壁垂直向下流淌，而1日下午泉水已
可以顺着水势向前方喷出了。

相比于前几日，黑虎泉泉群其他泉水
也有明显的变化。3月24日，黑虎泉东侧的
玛瑙泉六个方形洞孔不再向外排水，并且
石壁已经难觅水泡，疑似停喷。而在1日下
午，每隔三四分钟就出现一次的水泡标志
着玛瑙泉的复喷。泉水复喷外加雨水补给
使得玛瑙泉泉池水位上涨不少，1日晚上6
点，玛瑙泉泉池水位已经逼近出水口底端，
在一天之内上涨了5厘米左右。

九女泉和白石泉是目前黑虎泉泉群中
喷涌状况最好的。两处泉均在黑虎泉对岸，
当泉池水满后向护城河流水。1日晚上6点，
九女泉泉池内每隔十秒钟左右就会冒出水
泡，泉池向外溢水的速度也比前几日加快
不少。除了这些泉水，护城河内不断有泉眼
喷涌，水泡不断从水底升到水面。据了解，
护城河扩建后，许多泉眼被并到了河道内。

3月31日下午开始的春雨，在4月1日的黑虎泉和趵突泉泉群
看到了效果。1日下午，趵突泉喷涌稍微大了一些，但仍然乏力。黑
虎泉喷涌势头比前一日好了许多，而原本停喷或疑似停喷的玛瑙
泉、九女泉等名泉也开始冒水泡，逐渐恢复喷涌。

趵突泉群

三股水变化小，马跑泉形势好

趵突泉地势较黑虎泉低，因此停喷危
机没有黑虎泉严重。但在趵突泉公园内，
金线泉、皇华泉、马跑泉等泉水已经停喷
或疑似停喷。1日上午7点半，趵突泉地下
水位为27 . 53米，在下午两点左右回落至
27 . 5 0米。据了解，日间地下水位出现回
落是由于地下水开采所致，是正常情况，
而下午两点时泉水地下水位一般会达到
最低值。在前几日的下午两点左右，趵突
泉的地下水位一般在27 . 47米左右，相比
提高了3厘米左右。

1日下午，趵突泉“三股水”喷涌虽显乏
力，但仍能明显看出喷涌迹象。根据水文局
公布的数据，一个月内，趵突泉地下水位从
3月1日的27 . 89米连降40厘米，在3月27日
达到27 . 49米。许多保泉专家预测趵突泉极

有可能在3月末4月初彻底停喷，但一场春
雨过后，趵突泉得以“续命”。

趵突泉泉群的马跑泉、漱玉泉和柳絮
泉的喷涌状态在1日出现明显好转，其中以
马跑泉的水势最盛。3月24日，马跑泉内已
很难看到冒泡的现象，泉池水位也下降不
少，池壁长满青苔。4月1日下午不仅泉池水
位上涨，而且泉池内水泡大且频繁。漱玉泉
泉池水位上涨，原本向外流出的涓涓细流
已经能发出拍打水面的声音。原本疑似停
喷的柳絮泉也偶尔可见水泡产生。

金线泉、皇华泉等泉水则未出现明显
变化。公园西侧的望水泉不仅没有出现喷
涌迹象，水质还十分浑浊。据公园工作人员
介绍，望水泉地势较高，要出现明显喷涌迹
象还需更多雨水补给。

水文局

农业春灌结束，泉群危机缓解

济南市水文局的工作人员表示，相比
于城区渗水，南部山区才是济南泉水的主
要补给地，而这场降水从南部山区渗入地
下，再流到城区需要一两天的时间。近期，
水利部门还核减了全市地下水开采指标，

回灌补源的工作也一直在进行中。据了
解，春季灌溉活动基本结束，南部山区农
业用水量将有一定减少。因此推断，济南
城区各泉水恢复的势头还会持续一段时
间。

平平阴阴黄黄河河水水驰驰援援泉泉群群
黄河水补源每天已达20万方

本报4月1日讯（记者 蒋龙龙 实
习生 王伟 王宫钦） 1日，针对目前
较为严峻的保泉形势，济南市水利部门
每日将从平阴再调引10万方黄河水到玉
符河补源。每天赶到玉符河渗漏带补源
的黄河水将逐步达到20万方，以缓解泉
水地下水位过快下滑的趋势。

1日上午，记者来到市中区党家庄镇
东渴马村，这里便是济南市最为著名的
回灌补源所在地玉符河强渗漏带。强渗
漏带是一种地质构造，可以把地表水快速
补充到地下。近些年，每到春季趵突泉地下
水位快速下跌时，济南市水利部门都要从
卧虎山水库放水在此进行回灌补源，补
充地下水，缓解水位过快下滑趋势。

记者看到，在东渴马村和西渴马村
之间的玉符河上有着不小的水面，水质
清澈，还有两个分水口正源源不断向河
道内补水。据济南市南水北调工程建设
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根据济南市的
统一调度，卧虎山水库停止了回灌补源，
这些水都是来自黄河，正在进行回灌补
源。

该负责人告诉记者：“从2月3日起，
济南水利部门每天引10万方黄河水到这

里，目前已经引了670万方。”
不少市民纳闷，黄河位于省城北，而

玉符河渗漏带位于南部山区，黄河水是
怎么引到这里的呢？

说起来，这些黄河水的老家都位于
平阴县。这些黄河水首先通过田山灌区
工程被抽上来沉沙后，经过田山灌区济
平干渠连通工程来到输送南水北调的济
平干渠，此段济平干渠为自流引水，黄河
水顺着济平干渠自流到长清区贾庄村附
近。

而贾庄村便为玉符河卧虎山水库输
水工程的起点所在，在这里建有长清提
水泵站。整个工程沿北大沙河、济菏高
速、玉符河铺设输水管，并在途中建设文
山和龙门泵站，将济平干渠内的黄河水
和长江水调往卧虎山水库。

整个工程在玉符河强渗漏带附近预
留了6个分水口，“通过引水工程引来的
黄河水便可以在这里回灌补源，设计的能
力为每天可引水30万方。”济南市水利局相
关负责人告诉记者，针对目前较为严峻的
保泉形势，济南市水利部门从1日起将逐步
将引水量增加到每日20万方，以缓解泉水
地下水位下滑过快的趋势。

回灌补源已达每天30万方

本报记者 蒋龙龙
实习生 王伟 王宫钦

据记者了解，除了水利部门每天将
引20万方黄河水到玉符河回灌补源，济
南市政公用部门也在通过历阳湖、兴济
河和地表水转换地下水工程补给地下
水。整个济南市目前每天用30万方水回
灌补源。

在旅游路与历阳大街交界处有一片
水域，这就是从去年开始承接大明湖弃
水的历阳湖。历阳湖下侧也是泉水的重
点渗漏带。大明湖弃水通过埋设在西圩
子壕、玉绣河等河道下的输水管线来到
这里。据济南市排水管理中心相关负责

人介绍，现阶段每天可实现约8000方湖
水下渗补源。

记者还从济南市政公用事业局获悉，
作为“海绵城市”建设的重要内容，地表水
转地下水工程经过两年建设，今年进入收
官阶段，整个工程年底将竣工。在该工程3
条主线中，最先投入使用的是玉清水厂线。

黄河水进入玉清水厂后，通过21公
里长的专门管道调入玉符河杨台村附近
强渗漏带下渗。去年12月5日启动补源工
程后，每天有8到10万吨黄河水从玉符河
下渗，为西郊水源地补源。市政公用事业
局相关工作人员还透露，玉符河下游或
将开启7处地下水源水厂，以替代玉清水
厂部分水量，输送更多黄河水下渗补源。

趵突泉水位仍为复涌以来同期最低

本报4月1日讯（记者 蒋龙龙 实
习生 王伟 王宫钦） 1日，记者从济
南市水利部门获悉，目前趵突泉水位仍
为同期最低，保泉形势仍然很严峻。

根据济南市水文局资料，自2013年9月
份以来，济南市进入了持续干旱期，2014年
全年平均降水量仅为430毫米，比常年平均
降水量少三成。今年以来降水量仍然偏少，
截至目前全市平均降水量为14 .7毫米，较
历年同期少39.3%，较去年同期少10.4%。

当前趵突泉水位经历集中春灌之后
已降至27 . 53米，为趵突泉复涌以来同期
最低水位，比第二低水位（2007年同期为
27 . 64米）还低12厘米。

济南市水利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近
日，济南市出现了有效降水，也采取了回
灌补源、限采地下水等多项措施，水位可
能出现短暂回升，但仍不能从根本上改变
趵突泉水位继续下滑的趋势。”趵突泉喷
涌不仅需要“人努力，也需要老天帮忙”。

5566枚枚炮炮弹弹催催得得春春雨雨连连连连
今天接着降雨，明起雨停升温

本报4月1日讯（记者 孟
燕 实习生 尹彧） 好雨知
时节，当春乃发生。省城经历久
旱之后，终于迎来一场“像样”
的春雨。1日淅淅沥沥的雨断断
续续下了一天。根据预报，2日
早晨仍有中雨，局部大雨，3日
起雨停升温。

“济南要进入雨季了吗？太
冷了，又要穿上羽绒服了。”1日
一早，不少市民都打着伞、裹着
羽绒服出门上班。阴冷的感觉尤
其明显，前两天动辄二十七八摄
氏度的高温仿佛还在昨天。

都说春雨贵如油，但是这
场降雨却后劲十足。“都下了一
天一夜还没停呢，到处都湿漉
漉的。”降雨少不了人工增雨的
功劳。济南市人民政府人工影
响天气办公室根据天气形势，

在3月31日下午到4月1日早晨，
组织历城南部山区、长清、章丘
增雨作业点，先后开展增雨作
业，共发射增雨火箭弹56枚。而
所有人工增雨指挥和作业人员
仍在“严阵以待”，密切关注天
气形势，扩大增雨效果。

“好久没闻到这么清新的空
气了。”不少市民都对降雨感到
欣喜。根据济南市气象局站点雨
情雨量统计，截止到1日19点，全
市平均降水量12 . 4毫米，其中市
区13 . 9毫米，降水量最大为平阴
21 .1毫米，最小为商河3 .3毫米。

这场春雨来得及时，对缓解
旱情、涵养水源十分有利。伴随
春雨，气温则跌到了低点。1日白
天气温都比较低迷，维持在6℃
左右。不少市民都把冬天的衣服
又翻出来穿上了。“前几天穿短

袖，今天又得穿羽绒服了。”
根据预报，1日夜间到2日早

晨仍阴有中雨，局部地区大雨，2

日白天阴有小雨。从3日起雨停
升温，最高温升至16℃左右。

未来几天具体天气预报如
下：

1日夜间到2日早晨阴有中
雨，局部地区有大雨，2日白天
阴有小雨，东北风3～4级，最低
气温5℃，最高气温10℃左右。

2日夜间到3日阴转多云，北
风转南风都是2～3级，最低气温4

～6℃，最高气温16℃左右。
4日多云，南风2～3级，气

温略有回升。
5日阴，局部地区有小雨，

北风3～4级，气温下降。
6日多云转晴，北风3～4

级，气温继续下降。

过过一一个个路路口口等等了了四四个个信信号号灯灯
省城“逢雨必堵”愈演愈烈

本报记者 张泰来 王兴飞
实习生 张瑞 戴杰

3月31日开始的春雨虽然
不大，但给省城带来的交通影
响却很大，济南市区交通拥堵
明显升级，已经切入“逢雨必
堵”模式。

拥堵迫使取消例会

市民陈先生在高新区一家
公司上班，每个月的第一天上
午，陈先生所在公司都要开一次
业务交流会。入职近两年，公司
的这个安排一直没有变化过。

“没想到因为这场雨，公
司员工很多被堵在路上，例会
也就不得不改期了。”陈先生
称，1日一早他刚开车出门就接

到同事发来的会议取消的短
信，联想到1日是愚人节，他并
没有当回事。

“堵在路上了，我给领导汇
报不能按时到会，领导说会议确
实取消了。”陈先生称，由于拥堵
导致公司会议取消还是第一次。

“正常的话这个点出发，我
到了地方还能留出吃早饭的时
间，可今天没吃上早饭还迟到了
10分钟。”市民程先生讲，自己开
车几乎每过一个路口都要等信号
灯，其中在解放路二环东路路口，
就整整等了4个信号灯才过去。

原因：雨天车多速度慢

济南交警的官方微博也
从早上7点40分开始，连续发布
8条微博通报拥堵路段。

历城交警大队民警介绍，下
雨天路滑，驾驶员开车谨慎，车
速降低，车辆单位时间通行数量
下降。“车多了，速度慢了，交通
自然更容易堵。”该民警称。

“说到底，是城市机动车数
量增加得太快、太多了。”对逢雨
必堵的现象，交警部门一名人士
表示，济南市已凸显出机动车

“高增长、高拥有、高使用、高密
度”的特征，并呈现出交通拥堵
常态化、高峰平峰模糊化、拥堵
范围扩散化的趋势。

依据交警部门统计，截至
2015年2月，全市机动车保有量达
159 .29万辆，汽车141 .54万辆；机动
车驾驶人184 . 93万人，汽车驾驶
人180 .9万人。逢雨必堵实为持续
走高的机动车保有量下拥堵常
态化的典型表现。

本报见习记者 高寒 实习生 苑梦月

天气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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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31日上午的黑虎泉最西侧虎口水流奄奄一息。 本报见习记者 高寒 摄 4月1日的黑虎泉最西侧虎口水量明显变大。 本报见习记者 高寒 摄 1日，小雨给趵突泉平添生气。 玉符河上，一处分水口正在不断将黄河水引进。 本报记者 蒋龙龙 摄 文山泵站每日引黄河水20万方渗漏补源。 本报记者 蒋龙龙 摄

4月1日
下午2点，趵
突泉即时地
下 水 位 为
27 . 50米，比
上日同期上
升3厘米。

本报见
习记者 高
寒 摄

4月1日，小雨中，马鞍山路上的车辆一直堵到舜耕路路口。 本报记者 王媛 摄

本报记者 周青先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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