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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久旱旱逢逢甘甘霖霖，，可可惜惜仍仍不不解解渴渴
虽然去年降水量偏多44%，预计今春降水量不大，有冬春连旱可能

今 日 滨 州

刚刚过去的2015年，多次降雨过程至今仍让大家记忆犹新。根据滨州市水文局的统计，2015年全市平均降水量为574毫
米，比2014年偏多44%，比多年平均偏多1%，属平水年。整年的降水情况在时间、地域上分布都不均匀，所幸各河道未发生较
大汛情。只是抗旱形势仍然十分严峻，预计2016年春季降水不大，仍有发生冬春连旱的可能。

本报通讯员 吕祖峰 本报记者 王晓霜

降水量分布不均，地域上北多南少

2015年各县区降水量在
468～666毫米之间，与多年平
均降水量相比，除博兴、邹平分
别偏少15%、13%、无棣持平外，
其余县区均偏多，偏多幅度为
4%～16%。

2015年降水量在时间上分
布不均匀，1～5月全市平均降

雨量93毫米，占全年降水量的
16%，比多年同期平均降水量
偏多6%；汛期(6～9月)全市平
均降水量为404毫米，占全年降
水量的70%，比多年同期降水
量偏少6%；10～12月份全市平
均降水量为77毫米，占全年降
水量的14%，较多年同期降水

量偏多46%。
2015年滨州市降水量在区

域上也分布不均，呈现北多南
少、西多东少的特点。2015年全
市降水量区域分布明显不均，
西部的惠民县、中部的滨城区、
西北部的阳信、东北部的沾化
县降水量较大，在590毫米以

上；西北部的无棣、南部的邹
平、博兴两县降水量明显偏少，
在468～574毫米之间。惠民县
平均降水量最大，为666毫米，
比多年平均偏多16%；博兴县
最小，只有468毫米，比多年平
均偏少15%，两县相差198毫
米。

未发生较大汛情，仍有冬春连旱可能

2015年汛期全市河流水
情平稳，未发生较大洪水。具
体来看，6月份由于降水较少，
滨州市各河均未发生洪水。7
月份，受降雨影响，滨州市小
清河发生了一次洪水过程，小
清河岔河水文站7月23日10时
20分出现洪峰，水位5 . 13米，
流量65 . 5立方米每秒。8月份，
受7月份及以后降水影响，滨
州市漳卫新河、徒骇河、小清

河均发生一次洪水。漳卫新河
白鹤观闸水文站8月6日10时
出现洪峰，水位5 . 74米，流量
185立方米每秒；徒骇河堡集
闸水文站 8月 6日 9时出现洪
峰，水位5 . 93米，流量506立方
米每秒；小清河岔河水文站8
月5日1时10分出现洪峰，水位
5 . 85米，流量116立方米每秒。
9月份，滨州市小清河发生了
一次洪水过程，小清河岔河水

文站9月1日19时30分出现洪
峰，水位5 . 32米，流量65 . 9立
方米每秒。由于滨州市各其他
河水量较小，各拦河闸以关闸
蓄水为主。

2015年滨州市降水量虽然
属于平水年，但是，由于时空分
配不均，致使有些县区发生干
旱，特别是博兴、邹平县旱情较
为严重；4、5月份随着降雨量的
增加，旱情有所缓解；随着汛期

的来临，全市平均土壤含水率
略有上升，缓解了各县区旱情，
但入冬以来降水又呈现偏少趋
势，对来年春种作物的影响不
容忽视，抗旱形势仍然十分严
峻。

从降水历史资料看，2016
年春季滨州市一般不会有大的
降水过程，仍有发生冬春连旱
的可能，各地应及早采取应对
措施。

““只只愿愿还还他他一一个个美美好好童童年年””
邹平12岁少年照顾瘫痪寡母三年，好心人纷纷伸援手

本报1月11日讯(记者 张
峰) “邹平12岁少年照顾瘫痪
寡母三年”的报道刊发后，李
秀坤和母亲许卫芸的状况牵
挂着无数好人的心，邹平当地
及章丘网友看望了这对母子，
浙江、北京的爱心人士有的愿
意捐款，有的愿意资助李秀坤
到大学毕业。

邹平及章丘网友得知李
秀坤的家庭状况后，自发于10
日下午集合，赶赴邹平县魏桥
镇崖镇村李秀坤家中。有的网
友买了饼干、火腿肠等，方便
秀坤早上吃饭；见秀坤家手机
坏了，有的买了新手机方便母
子联系；有的则带来了自家的
被子；有的网友不能亲自来看
望，委托网友捎来了钱物；章
丘网友马德春先生携带夫人
赶路上百里来看望孩子。

网友临走时不仅留下了
应急的钱、电话号码，其中一
名网友还特意下厨给秀坤母
子做了两个菜。“大姐，咱别把
自己当成孩子的累赘，只要您
在，孩子还算是有个家呀。”众
网友不停安慰开导陷入深深
自责的许卫芸。

由于父亲三年前去世，母
亲瘫痪在床生活不能自理，12
岁的李秀坤除了学习，还独自
承担起了一切家务活，包括洗
衣服、买菜、做饭、打扫卫生、
照顾妈妈洗澡翻身、打水等。
虽然家务繁重，但懂事乖巧的
秀坤学习成绩不错，保持在班
里前十名。

秀坤打水用的是两个水
罐，每个装满水都是50斤，由
于力气小，每次打水时都是只
打一半，然后用电动三轮车带
回家，来回好几次灌满水缸。

梁邹医院得知秀坤的家
庭状况后，将医院新买的轮椅
送给了许卫芸，并派去了医生
现场检查病情、叮嘱用药安

全、卫生状况等。
远在北京的丛纹弨先生

从齐鲁晚报今日滨州官方微
博上得知消息后，表示愿意资
助秀坤到大学毕业，“我不要
求孩子必须学习多么好，我的
愿望只有一个，希望孩子能快

乐成长，知道社会在帮他，长
大后不辜负这个社会。我希望
还孩子一个美好的童年。”

此外，在浙江工作的何亚
平先生也表示愿意尽己所能
帮助秀坤。

老老人人从从病病房房骑骑车车到到报报社社捐捐千千元元
博兴三岁白血病男孩朱峻泽下周将进行手术

网友临走时帮李秀坤将水缸打满水。

今年已经86岁的老人杨鉴
清是本报的忠实读者，他已多
次捐赠本报报道的需要救助的
家庭，2015年12月29日本报报
道了博兴三岁男孩患白血病急
需救命钱，杨鉴清看到报道后，
非常心疼，“但那几天我正好身
体不舒服在滨医住院，今天感
觉身体好多了就骑着三轮车从

医院赶了过来。”杨鉴清说，谁
家遇到这种事都不好过，我做
得微不足道，只想尽自己的能
力帮助一下这个家庭。

说着，杨鉴清拿出一张写
有《爱心诗》的纸张，“这是我看
到报道之后的感受，写了几句
来表达我的感受,‘一个孩子患
重病，亲朋牵动悚心惊，报登孩
小真伶俐，愿助千元医治宁。’”

随后记者联系到朱峻泽的
父亲朱炳军，他告诉记者，近日
朱峻泽已在医院做了进仓之前
的所有检查，检查结果显示各

项指标正常，根据医院安排，手
术安排到了下星期。

“前几天一位电话号码显
示滨州的人给发短信，先是询
问孩子病情，后来要银行卡号
说要帮助一下我们，过了一段
时间，我手机短信显示收到
10000元。”朱炳军说，还以为我
看错了，没想过果真是10000
元，“再给他打回电话表示感谢
时，好心人就简单地说，他是通
过报纸看到的消息，只是尽自
己的能力帮助一下我们，再询
问姓名，家庭住址时，他就不说

了。”
关于费用问题，朱炳军说，

包括好心人捐款，现在共筹集
了32万元，除此之外，本报联合
微博的爱心微公益发动的网友
捐款活动，目前已收到爱心款
8200余元。

如果您也想帮一帮这个困
难的家庭和这个年仅3岁的孩
子，可直接拨打朱炳军电话：
1 3 5 6 3 0 8 4 8 9 1 或 加 微 信 号 :
zhujunze123456789

本报记者 王领娣

12岁娃养母三年

救救博兴白血病男孩

市美术家协会
召开工作会议

本报1月11日讯(记者 郗运
红 ) 1 0日，滨州市美术家协会
2016年工作会议召开。会议总结
回顾市美协过去一年的工作，研
究部署2016年度市美协的重点工
作。会上还宣读了调整后滨州市
美术家协会领导班子成员。

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市
老干部书画研讨会会长田宝礼，
市政协原副主席李瑞平以及市美
协名誉主席赵先闻、付余良等老
艺术家和市美协主席团成员150

余人参加会议。
会上下发了《关于公布调整

后滨州市美术家协会领导班子成
员的通知》，公布了新增补的顾
问、副主席、主席团委员、副秘书
长和调整后滨州市美术家协会领
导班子成员。新增补顾问安志良、
沈耕、王建华，副主席郭立民、张
家敏、安君、张金举、李庆海，主席
团委员张立平、李振东、李金生、
董海涛、黄波，副秘书长王惠国、
付志强、武斌。

市美协主席张志斌说，2015

年，市美协团结带领全市美术工
作者，发挥艺术的独特社会功能，
组织开展了一系列有声势、有特
色、有影响的美术活动，在庆祝新
中国成立65周年、纪念抗日战争
胜利70周年、庆祝滨州撤地设市
等节庆活动之际组织开展展览。

“创城迎审书画摄影展”、“滨州市
廉政书画作品展”、“滨州市教育
系统美术作品展”……等展览也
不断开展。此外，市美协多次组织
美术家开展进农村、进社区、进企
业、进校园、进军(警)营等“五进”
活动，深入基层、贴近百姓，开展
了几十次工艺美术活动。

几年来，市美协通过举办展
览、采风、写生、评选等丰富多彩
的艺术活动，不断发现、培养和推
出人才。截至2015年底，滨州市中
国美协会员已达16名，省美协会
员已发展到近80名，市级以上会
员近400人，会员多人多次在国
展、省展等各大展览活动中争创
荣誉。

内抓紧外保优
提升基层服务

1月4日，滨城供电公司组织
营销服务人员进行案例分析，从
咨询和受理环节“一次告知”、“一
证办理”，到实行“联合勘查、一次
办结”制现场勘查，提高了办电效
率。

滨城供电积极建立以客户为
中心的“需求沟通、用电诊断、业
扩服务、流程优化”四位一体的

“客户导向型”大服务机制。提出
了内抓服务“四个贴紧”，外保服
务“三个优秀”，转变基层作风，全
面提升公司内、外服务水平。

内抓服务“四个贴紧”。紧贴
公司中心工作，紧贴企业文化建
设，紧贴公司队伍建设，紧贴内部
员工需求。外保服务“三个优秀”。
争当人民满意优秀供电员工，争
创优秀群众满意基层站所，争行
风领先优秀供电单位，服务政府，
关注民生，主动走访联系困难家
庭，关注农民工、留守儿童等群
体，全面提升公司社会满意度。

齐晓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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