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跌跌破破““红红线线””，，趵趵突突泉泉会会不不会会停停喷喷
梳理近6年水位数据，发现今年不是最危险

因无有效降水天气干旱，趵突泉水位继续下跌，11日为27 . 59米，在红色预警线下1厘米，12日、13日均在27 . 59米。虽然12日、13日迎来降雨，但两天加起来的
总降雨量仅有2 . 8毫米，难解泉水之渴。济南几乎年年都要面临春旱，今年春季的泉水水位和往年比有何不同？记者梳理了2013年至今年4月13日这一天的趵突
泉水位数据发现，今年这一天的泉水水位已是历史第二低值。如果今年的降水量仍偏少，泉水水位将面临严峻考验。

本报记者 王皇

跌破红色预警线已3天
一场小雨不解渴

13日，济南城区小雨如约而
来，淅淅沥沥时断时续。对去年
汛期后至今降水偏少的济南来
说，这场春雨精贵如油，但却下
得吝啬。

济南市气象部门数据显示，
去年汛期结束后2017年9月1日
至2018年4月11日，济南市降水
量80 .5毫米，是1951年以来历史
同期第7位少值，较常年（138 . 7
毫米）少58 .2毫米，偏少42%。而
根据济南市水文局提供的数据，
12日济南泉域内有0.8毫米的降
水，这个降水量下到地面很快就
能干。13日的这场雨更给力些，
但在济南泉域的降水也仅为2.0
毫米，这两天的降雨与58.2毫米
的“亏空”还有很大的差距。

济南的泉水受到南部山区
地下水水位的影响，除了正在进
行的生态补源，降水是地下水的
最重要来源。降水偏少，济南市
城乡水务局官网公布的济南趵
突泉泉水水位11日为27 . 59米，
到达红色预警线下1厘米，12日、
13日也均在27.59米。

27 . 59米这个水位下济南
的泉水会有什么变化？记者连日
来在护城河畔和趵突泉内观察
发现，在从红色预警线上跌入线
下的过程中，琵琶泉的变化更明
显些，在27 .61米时，琵琶泉会从
溢流平台上缓缓向护城河流水，
而到27 . 59米时，泉水水面会低
于溢流平台，不再通过溢流平台
向护城河流水。但泉池中不时仍
会有珍珠串儿似的泉水上冒，泉
池通过北侧溢流平台下方约30
厘米处的一个小孔往护城河流
水，但水流非常小。

黑虎泉西侧的虎头原本就
较东侧的两个虎头水流小。不
论是比红色预警线高1厘米的
27 . 61米，还是比红色预警线
低1厘米的27 . 59米，记者观察
发现，黑虎泉的喷涌变化不太
大。东侧俩虎头仍有较大的水
量，西侧的虎头在缓缓流着“哈
喇子”。不过，黑虎泉的停喷线
比趵突泉高，当趵突泉水位在
27 . 30米时，黑虎泉的3个虎头

都会停喷，根据往年报道，趵突
泉泉水水位在27 . 4 5米左右
时，黑虎泉西侧的虎头会断续
停止吐水。而趵突泉的“三股
水”别看在红色预警线上下时
喷涌得会很微弱，但它们的停
喷线是27 . 01米。

目前，护城河畔，玛瑙泉已
不再向护城河流水，也看不出明
显的“冒泡”。4月5日，趵突泉实
时水位27 . 61米时，趵突泉公园
内，柳絮泉、皇华泉、金线泉的水
面几乎是静止的。

今年趵突泉水位
是近6年同期第二低值

济南是泉城，泉水水位对济
南人而言，几乎和天气预报一样

重要。2003年泉水复涌至今已是
第16个年头。泉水的喷涌与南部
山区地下水水位和降水关系密
切，这也使得泉水每天都带着生
命，有不同的喷涌形貌。已经在
济南生活了12年的马女士印象
中，趵突泉的水位一年之中总是
有一段时间会格外危急，“三股
水”和黑虎泉的喷涌受到很大的
关注，而进入汛期或降了几场大
雨之后它们的喷涌回升也会备
受关注。“感觉每年都会说泉水
水位低，不知道今年是什么情
况，是和往年差不多呢，还是非
常低？”马女士很疑惑。

要知道现在的泉水水位在
近几年来处于什么位置，记者从
济南市城乡水务局官方网站公
布的自2012年5月至今的约2200

个趵突泉水位数据中，选取2013
年至今6年间的4月13日的趵突
泉水位作为同期数据对比。对比
发现，今年4月13日这天的27 .59
米的趵突泉水位，是6年中的倒
数第二低水位，倒数第一位是
2016年4月13日27.45米。

而2013—2015年和2017年
的这一天趵突泉水位都高于红
色预警线，其中，2013年、2014年
和2017年都高于橙色预警线

（28.00米）。2013年和2014年的这
一天，趵突泉水位分别比橙色预
警线高20厘米和28厘米。

从这一天的趵突泉泉水水
位看，今年的泉水喷涌形势已属
于近6年来很严峻的水位。严峻
的水位与今年以来泉水补给区
域的降水量有关，记者从济南市

水文局提供的2012年至今的济
南泉域日降水数据中，把2013年
至今每年1月1日至4月13日的降
水量累加再进行对比发现，今年
以来36 . 1毫米的降水量同样是
这6年的第二低值，比2016年这
段时间多了4.1毫米。

缓解泉水喷涌压力
仍盼4月和5月的雨

虽然目前趵突泉水位已经
跌至红色预警线下，但这并不是
今年春季独有。梳理近6年的趵
突泉水位数据能看出，泉水水位
多在春季3月左右迎来考验，不
过这还不是泉水水位最低的时
候，雨季来临前的6月泉水水位
将可能面临比春旱更严峻的考
验。近3年的趵突泉水位数据中，
最低的两次分别出现在2015年6
月21日（27.16米）和2016年6月14
日（27.17米）。

目前对比数据时，记者发
现，今年的趵突泉泉水水位比
2015年、2016年都更晚跌破红色
预警线，晚了十多天。今年4月3
日趵突泉泉水水位首次跌到红
色预警线，随后水位略回升了几
天，但4月11日、12日都跌到了红
色预警线下，跌至27 . 59米。而
2015年是3月22日开始跌破红色
预警线，趵突泉水位27 . 59米；
2016年3月24日趵突泉水位在
27.58米，跌破红色预警线。

近三年，除了2017年4月底
前趵突泉水位都在28.00米的橙
色预警线上外，今年、2015年、
2016年春天趵突泉水位都跌破
红色预警线。

春夏之交的4月和5月的降
雨对泉水水位的维持非常重要。
从2015年来看，虽然趵突泉水位
早早跌破红色预警线，但4月2日
泉域有一场32.8毫米的降水，泉
水水位当天就回到了27.61米后，
这场及时雨使得泉水水位逐步
回升，4月20日泉域范围内又来了
一场15.5毫米的雨，4月21日泉水
水位就回到27.80米。当年泉水水
位春季的坎儿，基本在4月下旬
解除。不过虽然泉域范围内一场
超过10毫米的雨能给泉水带来
补给，但仅靠一场雨也只能维持
一段时间，在降水减少后，泉水
水位也会逐步下降。真正的泉水
欢腾期，是进入汛期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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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今年年汛汛期期降降水水对对泉泉水水格格外外重重要要
连续两年少雨曾给泉水水位带来过大考验

葛相关链接

本报记者 王皇

除了年年可能都要面临的
春旱和今年以来降水量偏少
外，去年泉域降水偏少是影响
济南泉水喷涌更重要的因素。
来自济南市水文局的数据显
示，去年全年泉域降水量是
523 . 9毫米，是2012年至2017年5
年间的第二低值。它比最低值
2014年的485 . 3毫米多了38 . 6毫
米，仅是一场大雨的差别。

“当年的泉域降水不只影
响当年的泉水水位，这是一个
复杂的影响过程。”济南市水文
局水情处相关负责人说，去年

的降水量少，对今年的泉水水
位就会有一定影响。

通过上述对4月13日这天
的趵突泉水位对比能看出，除
2017年外，2015年和2016年、今年
趵突泉水位都处在偏低水位。
其中，2015年、2016年这一天的
趵突泉水位比2014这一天分别
低了54厘米和83厘米。而梳理
2012年5月至今的趵突泉水位数
据，水位在红色预警线及以下
的157天中，2015年有56天，2016
年共有97天，剩余的4天则是今
年至今的。

为何这两年的泉水水位
低？济南市水文局提供的年泉

域降水量数据显示，2014年泉
域的降水量485 . 3毫米是2012年
至2016年间最低的，而2015年泉
域的降水量560 . 8毫米同样不
高，是近6年来的第三低值，连
续两年降水量偏少，使得这两
年泉水水位比2014年低了不
少，而且2016年泉水喷涌的形
势比2015年更严峻。

不过，好在2016年的泉域
降水量819 . 0毫米是近6年来的
最高值，再加上2017年4月、5月
的及时雨，2017年的泉水喷涌
压力得到缓解。而2017年的降
水目前已是近6年第二低值，如
果今年特别是汛期的降水量不

比常年更多，今年的泉水喷涌
将迎来很大的考验。

相比去年至今偏干旱的天
气，目前济南的趵突泉水位仍
能保持在红色预警线下1厘米，
趵突泉、黑虎泉仍在喷涌，已很
难得。记者了解到，济南市城乡
水务局已经在去年底就开始为
保泉做准备。除了启动严查非
法开采地下水外，从去年11月
17日开始启动调引长江水向玉
符河进行生态补源。从去年底
至今年3月下旬，卧虎山水库三
个多月一直在“喝”长江水，水
位上升了2米多，蓄水量增加了
1125万方。

趵突泉水位已跌破红色预警线，标志性的“三股水”已难见真容。本报记者 周青先 摄

2013年—2018年6年间4月13日的趵突泉水位对比图 (数据来源：济南市城乡水务局)

2013年4月13日2014年4月13日2015年4月13日2016年4月13日2017年4月13日2018年4月13日

趵突泉水位(米) 1月1日至4月13日降水量(毫米)

27 . 59
28 . 02

27 . 45
27 . 74

28 . 28 28 . 20

36 . 1
50 . 8

32

65 . 4

22
35 . 5


	A06-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