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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水青山 巡河有我”志愿活动9月7日在栖霞顺利开展

近近三三百百位位志志愿愿者者长长春春湖湖畔畔巡巡河河
本报9月10日讯(记者 刘

丹) 9月7日，由烟台市河长制
办公室、烟台市水文局主办，栖
霞市政府、栖霞市河长制办公
室、栖霞市文明办、共青团栖霞
市委、烟台市城区水文中心、栖
霞市水务局、栖霞市庵里水库
管理处协办，齐鲁晚报·齐鲁壹
点承办的“绿水青山 巡河有
我”活动在栖霞长春湖开展。烟
台市城市水源工程管理局局
长、烟台市河长办常务副主任
刘金章，烟台市水文局局长、烟
台市河长办副主任衣学军,栖霞
市政府副市长衣然强，栖霞市
水务局局长、栖霞市河长办常
务副主任刘顺强，共青团栖霞
市委副书记方鑫及近三百位巡
河志愿者出席了此次活动。

据悉，2 0 1 7年，为推进落
实巡河志愿活动，烟台市河
长制办公室将巡河志愿者活
动 开 展 情 况 纳 入 河 长 制 考
核，市水文局协助河长制办
公室督导考核工作，目前巡
河志愿者数量已达近万名，
烟台市知名的志愿者团体陆
续加入巡河行动中来，巡河
志愿活动已成为烟台市建设
水生态文明城市、落实河长

制湖长制工作一道亮丽的风
景。

此次栖霞长春湖志愿巡河
活动，在主办方100名志愿者的
基础上，承办方向社会招收100
名志愿者，招募信息一经发出，
引多家爱心企业与不少公益达
人前来报名。活动当天，近三百
位志愿者会聚长春湖畔，为公
益事业添力。

活动中，工作人员和志愿
者们兵分三路。水质组，于库
心、入库口、大坝处现场取样，
经后期实验处理后发布水质
监测数据；巡查组利用无人机
全览水库，现场排查是否有任
何形式的围垦水库，违法占用
水域，设置人工投饵网箱或围
网养殖，工矿企业污染、城镇
生活污染、畜禽养殖污染、农
业面源污染、内源污染，巡查
库区周边是否有使用高毒、高
残留农药，废污水直接入水库
以及垃圾倾倒等违法行为。步
行巡查组从长春湖沿岸不同
方向往返10公里，巡查沿途垃
圾污染情况，就河道漂浮物、
护岸植被、沿河垃圾等方面做
记录和清理，并对于发现的问
题进行直接反馈。步行组志愿

者们还随手捡拾清理河道岸
边垃圾，向附近居民宣传关于
河道的保护知识，影响他们共
同加入到保护河道的行动中
来。

问到为何参与此次活动，
24岁的志愿者韩康说，“这个问
题两句话就能概括。一句话就
是我们常说的‘爱在烟台，难以
离开’。爱烟台就想为她做点什
么。这是我参加此次志愿活动
的初衷。另一句话就是本次活
动的主题‘绿水青山 巡河有
我’，爱烟台，就是爱它的绿水
青山，鸟语花香，风土人情，而
这一切都与生命之源——— 水有
关。因此作为一名水文工作者，
获悉此次活动的第一时间我就
报了名。”韩康的话引发了志愿
者们强烈共鸣。

此次活动，为落实河长制
湖长制加油助力，引导市民广
泛参与到爱河护河行动中。活
动旨在通过持续不断的努力，
使水环境得到根本改善，水安
全得到有力保障，水生态环境
得到良好循环，全市水库变得
水更清、岸更绿、景更美，最终
实现建设“生态城市 美丽烟
台”的总目标。

流水无言，诉说着42年

的忠诚与坚守

42年前，20岁的于培强高
中毕业后，从威海荣成一个海
边的小渔村被招工来到当时山
东省水文总站烟台分站，分配
到位于栖霞县臧家庄镇臧家庄
村的臧格庄水文站，从此，这里
就是他的一辈子。“来了就没打
算离开。”于培强说。由于水文
工作的特殊性，水文站大多建
在河道或水库旁，远离闹市和
村庄，生活交通不便。于培强说
起水文人的一个笑话：“远看像
烧炭的，近看像逃难的，仔细一
问才知道是水文站的。”

清洋河属于山溪性河流，
源短流急，洪水暴涨暴落。臧格

庄水文站位于清洋河上游，每
年都要发生十几场洪水，其中
较大洪水四到五场。2013年7月
13日，上游连降暴雨，清洋河发
生了近十年较大洪水，接近退
休年龄已卸任站长多年的于培
强，倔强地让其他职工轮流休
息，自己一直守在河边测流，连
续30多小时不合眼，实在困了，
就靠着椅子打个盹，完整测得
了洪水起、落过程，向各级防汛
指挥部门发送了及时准确的水
情预报。洪水过后，已接任站长
的毕庶刚与其他年轻同志向老
于表示感谢，他嘿嘿一笑，“早
些年这样的洪水多了，它们见
了我老于都害怕，你们年轻，觉
多，经不起熬夜折腾”。在烟台
水文局凡是到过该站工作的同
志不下十几人，都有过跟毕庶
刚一样的“经历”。

同事们都说，“站上有难
事、有危险的工作，于站长总是
抢着干。他就像一位师长，工作
中的困难和问题总会在他面前
化解；他又像一位宽厚仁慈的
兄长，生活上时刻呵护着我
们。”

风雨人生，因奉献在平

凡的岗位上而闪光

臧格庄水文站较大洪水用
水文缆道测流，而一般洪水则
全靠人工涉水测流、测沙，于培
强说这是正常工作，其实危险
是显而易见的。

1995年7月份的一天中午，
一场大雨过后，洪水已渐渐回
落，已经一天一夜没合眼的于
培强刚打开妻子送来的饭盒，
端起碗要吃饭，突然河面又涌
来滔滔洪水，河道水位急剧上
涨，他丢下筷子，扛起流速仪，
纵身跳进水中。此时水已漫过
腰，湍急的水流冲得他很难在
水中立足，他在水中艰难地挪
动着双脚，在113米宽的河面
上，一个点接着一个点地测流，
从河北岸测到南岸，一口气测
完本次洪水过程。此时于培强
已经体力不支，连续打了几个
冷颤和喷嚏，水越来越大，越来
越急，洪水撞击着河岸，他知道
再不往回走就要被阻挡在河对
岸了。于培强扛起流速仪往回
返，由于此前洪水冲刷的河床
坑洼不平，洪水流速又快又急，
他挪动的每一步都充满危险，
稍一停顿，脚下形成一个小漩
坑儿，脚面瞬间便被冲来的泥
沙埋住，他一刻也不敢松懈，横
着身子一步一步地往岸边挪
动，眼看就要到岸了，同事们伸
出双手要接他肩上的流速仪，
想不到，一个浪头打来，他身子
一歪，扑通一声连人带仪器扑
倒水中，岸上一片惊呼。“救人
啊”同事们一边喊一边跟着洪
水往下跑，眼睁睁地看着于培
强 在 水 面 上 一 会 沉 、一 会
浮……被冲走三四十米远时，
但见于培强猛的一个侧游，靠
到了岸边，随后追来的同事合

力一把抓住他的手，于培强一
个使劲爬到了岸边，摇头甩掉
满头的水，两手一摸脸，对周围
人笑起来。

“打小在海边混，好水性是
必须的。”谈起同事们都被吓坏
的一幕，于培强说，自己会游
泳，那时他从没有意识到自己
的险境，一心想的是落进水里
的流速仪。这可是从省局刚刚
引进的新式“武器”，不能毁在
自己的手里。

一次次地跳进水里，一次
次地被冲倒……来来回回10多
次，终于在下游离测点十几米
处,他“踩到”了流速仪，用脚使
劲一钩，仪器终于捞上来了。

这种在汹涌的水中“徒手
捞”流速仪和信号器之类的事
情，对于培强来说是再平常不
过了，有时甚至是在夜里漆黑
的洪水里踩水“打捞”。

“只要水文工作需要，

我就在这里”

了解水文的人都知道，缆
道上油是一项很危险但每年
必须干的活，42年来，缆道上
油等维护高空缆索的活儿一
直是于培强的“专利”。缆道上
油是个细心活，缆索上的一股
股细钢丝要一一抹透，抹不
匀，滑轮来回滑动便会起“毛
刺”，造成事故隐患；缆道上油
更是个危险活，老于自有“办
法”，先把自己绑在一把椅子

上，再用一副电工用的保险带
将自己和椅子一起挂在十几
米高的主索上，背一个书包，
里面放上大黄油和钢丝刷子，
一米一米地在高空挪动，仔仔
细细地把黄油抹匀在钢索上，
有的地方老的黄油需要除掉
就用钢丝刷仔细处理后再抹
油。臧格庄水文站180多米的跨
河缆索，每次上一遍油最少要
四五个小时。这项工作，自从
老于来到站上，即使已经到了
退休年龄，别人要替他，他仍
然是那句话“太危险了，我有
经验，让我来”。

于培强用自己扎根基层42
年的坚守，用对水文事业忠贞
不渝的热爱，用任劳任怨的实
际行动，用对待他人厚道宽容
的态度充分诠释了一名优秀共
产党员的优秀品格。

从1976年到2018年，42年！河
水流逝，时间老去！从荣成山村
到清洋河畔，从懵懂青年到满
头华发。老于同志把人生最美
好、最宝贵的时光奉献给了清
洋河。夕阳最美，晚霞情浓！2016
年2月，于培强按规定办理了退
休手续，但看到臧格庄水文站
人员不足的现状，他主动向组
织申请，继续坚守在清洋河畔。

“臧格庄、清洋河、防汛、水位、流
量、流速仪、电报”这些我们熟
悉的水文词语已经镶刻在他的
脑海里，也渗入到老于同志一
生的血液里。于培强说，“只要
水文工作需要，我就在这里。”

4422年年如如一一日日地地坚坚守守在在清清洋洋河河畔畔
烟台水文局臧格庄老站长于培强扎根河边，诉说着忠诚与坚守

本报记者 刘丹 通讯员 栾娈

在素有烟台母亲河之称的清洋河河畔，一位头发斑白，60岁出头的老人，正忙碌在河边，检查着测洪缆道。很少有人知道，他已经在这里坚守了

42年。在与清洋河河水打交道的一万四千多个日日夜夜里，流水带走的光阴留下了一段段平凡而又感人的故事。

他就像一棵扎根河畔的青松，坚韧而执着。从青春年少到驼背弯腰，从乌亮青丝到满头银发，四十年的沧桑岁月，唯一一不变的就是他对这条河

流的依恋与坚守，清洋河水已深深地渗入他的灵魂。他就是人称“清洋河畔不老松”的烟台市水文局臧格庄水文站前站站长、共产党员于培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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