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把水文工作
当作生命的一部分

□本报记者 盛丽

在北京的土地上， 分布着密云水
库、 怀柔水库、 官厅水库等大大小小
的水库。 这些水库， 承担着防洪、 灌
溉和城市供水的重要功能， 是京城的
主要供水源地。 而每一个水库、 每一
条引水渠的背后， 都有一群默默坚守
的职工。 他们日复一日， 检测水情、
值班巡查、 护林防火、 打击违法……
他们与青山碧水相伴， 与暴雨洪水作
战， 为的是京城百姓用水安全， 他们
是首都水源的忠诚守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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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柔水库管理所库区水文站站长

□本报记者 张晶

赵慎福
怀柔水库护林防火班班长

徒步七八公里
巡查山林情况

张凤久是怀柔水库管理所库区水文站站长，
今年59岁的他从事水文工作已经有40余年。 水文
工作者是一个特殊的群体， 每到下雨的时候， 人
们都会从室外跑到屋中躲雨。 但是水文工作者却
悄悄相反， 他们要冒着大雨从屋中跑到室外。

提到水文工作不少人会比较模糊， 不了解他
们的工作内容。 “我们的工作通俗的讲包括测验
降雨、 水位流量等内容。” 张凤久介绍。

“水文是防汛抢险的耳目， 只要下雨我们就
要立即进入工作状态。 水文工作的特殊性， 需要
严谨认真的工作态度， 需要绷紧水文关乎生命这
根弦， 更需要奉献精神！” 张凤久这样总结自己
的工作。

2014年开始， 南水北调来水调入密云水库调
蓄工程试运行期间又恰逢主汛期， 怀柔水库作为
中间节点起着重要的调蓄作用。 作为库区水文站
站长，张凤久连续多日奔走在水文一线，穿梭在库
区站、峰山口、进水闸三个与反向输水密切相关的
重点部位，关注水情水势、掌握断面变化、及时传
达处防办闸门开启通知，确保南水顺利入库。

运行水位增高， 为了不耽误水位的观测， 他
带领水文站的同事加班加点冒雨及时在峰山口及
进水闸处加装水尺， 并根据实际情况随时加测，
保证数据的及时性和准确性。

每年的防汛期间， 水文站实行双人值班制
度， 值班比较密集， 因此设立了主副班岗位， 主

班人员需要每天5点来到值班室开始工作， 副班人
员在7点半之前完成对相关数据的校核即可。

可每次轮到张凤久副班的时候， 他总是6点不
到就开始了工作， 先是到大坝上巡视一圈， 之后再
到观测场观察蒸发器、 雨量计的工作情况， 最后回
到值班室检查上报的水文数据。 交接班时， 他还会
将前一天的库区情况向对方说明。

张凤久所在的水文站现有人员10人， 80%的工
作人员年纪在三十岁左右。 近几年汛期遇到的强降
雨天气， 张凤久都会带领水文站全体人员积极应对
强降雨， 圆满完成本职工作。 “北京市的防汛期在
每年的6月15日到9月15日， 但是对于水文工作者来
说汛期来的更早， 结束的更晚。 我们的防汛期从6
月1日开始， 到9月30日结束。” 张凤久介绍。

进入防汛期 ， 水文工作人员就会更加忙碌 。
“我们要按照汛期完成报讯工作， 所以每天早上5点
就要来到库区观测水位。” 张凤久说。 水文工作在
外人眼里看上去是枯燥乏味的， 可在水文人的眼里
却是值得为之追求和奉献一生的。 “虽然我们的工
作看似简单和枯燥， 但是我们总结的数据对于水利
工程的建设有着重要的参考作用。 既然选择了水
文， 就要把这项工作当成是生命的一部分来热爱。”

夏季， 才早上8点， 太阳把山林照得明晃晃
的。 穿上工作服， 捡起一根树枝当拐杖， 怀柔水
库护林防火班班长赵慎福和同事们开始了新一天
的工作———进入山林防治病虫害， 这一天他们的
任务是检查方圆五公里的范围。 山林含蓄水源的
能力直接关系着水库的安全， 不敢有半点马虎。

“天气越热， 病虫害就越是厉害， 尤其是美
国白蛾， 如果不防治， 它们会把树叶都吃光的。”
赵慎福说。 为了保护树木， 涵养水源， 进入汛期
后， 对整个林区的树木进行普查是他们的必须工
作。 为了不漏查， 他们采用了最原始的方法： 步
行， 在坑洼的山林中， 一棵树一棵树地看。 顶着
炎炎烈日， 每天徒步穿行七八公里。 “摔倒、被树
枝划伤是常有的事儿， 干我们这工作， 可以说是
‘小伤常在’。” 赵慎福说这话时， 语气稀松平常。

为了防治美国白蛾， 护林员还会对林木施
药。 每次施药， 经过的人都会捂着鼻子赶紧躲
开， 可赵慎福却站在一旁盯着护林员， 眉头都不
皱一下。 一年下来， 山林怎么也要普防个四五
次 ， 防治一次就得十天半个月 。 有人劝他说 ：
“再防治的时候， 您戴上个口罩吧， 省得这一天
下来呛得喉咙疼。” 可他却说： “那哪儿成啊，
戴上口罩我还怎么大声指挥他们干活了， 万一哪
块没打到， 长白蛾了怎么办！”

今年51岁的赵慎福之前在水库上负责工程管
理。 后来， 怀柔水库为了加强护林工作， 把一批
责任心强、 工作任劳任怨的人充实到护林防火

班，赵慎福便是其中之一。 打那起，赵慎福便和“休
假”的事绝了缘，甚至10年都没在家吃过年夜饭。

“哪有时间休假啊， 夏天防虫 ， 冬天防火 ！”
为保证库区林木资源安全， 夏天， 赵慎福顶着炎炎
烈日坚守在防虫一线； 冬天， 他又在刺骨的寒风中
警惕着火情隐患。 平常闲谈时， 别人开玩笑地问
他： “老赵啊， 你这工作做得也太到位了， 难道你
就没有累的时候吗？” 为人热情、 幽默的他答道 ：
“你把我当奥特曼啊， 怎么不累啊， 可一想到咱这
山林可能遭到各种破坏， 我这小心脏啊， 可承受不
了。 想到这， 我体力立刻就恢复满格啦！”

凭借出色的工作表现， 赵慎福担任了山林班班
长。 打那以后， 他就更忙了。 每逢大年三十， 他都
要巡逻库区周边的各个重要地段。 面对妻儿及家人
的责怪， 他从没有抱怨过。赵慎福说，干这行多少得
有点“抛家舍业”的精神，不光是他，他们班组的每一
个人都如此。 “前两天还有一位阿姨抱着一个还未断
奶的婴儿来到护林防火班， 找妈妈喝奶呢。”

“步履巡遍山林间， 只为水清松叶繁， 守过岁
月何言苦， 唯怨四时少雪天。” 这是写给水库森林
卫士的诗， 对于外界给他们的赞誉， 赵慎福表现得
很淡然， 他说： “这是我的工作， 既然我选择了，
就一定要做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