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坚守水文岗位33年
监测数据零错误

罗黎和
京密引水管理处水政监察大队副大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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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马超

敢于较真碰硬
水政监察展现“军人范儿”

赵永宏
前辛庄水文站站长

□本报记者 孙艳/文 陈艺/摄

“组织的决定就是我的选择。” 北
京市京密引水管理处水政监察大队副
大队长罗黎和坚定地说 。 2009年 11
月 ， 他从北京卫戍区警卫第三师转
业到地方工作。

罗黎和是这么说的， 也是这么做
的。 特别是担任领导职务后， 由于工
作的需要， 他从定居的怀柔区调到海
淀区， 从海淀区调到昌平区， 先后变
换了两次工作岗位。 不管在哪个岗位
上， 他都克服 “离家远、 孩子小、 老
人又不在身边” 的实际困难， 从来没
因为个人的事影响工作， 也从来没有
向组织提出任何条件和要求。 用他的
话说： “我能从大山来到北京， 我知
足、 我感恩、 我奋斗、 我快乐”。

每年大年三十， 他都要替职工值
班 ， 这是他在部队多年养成的习惯 。
他善于和职工打成一片， 关心爱护职
工， 始终把职工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夏季是水事案件的高发期， 没有
节假日是水政工作常态， 他发扬革命
军人 “一不怕苦， 二不怕累， 善于连
续作战 ” 的精神 ， 顶烈日 ， 冒酷暑 ，

带领队员主动放弃节假日休息， 撸起
袖子战斗在一线， 把工作时间从八小
时内拓展到八小时外， 错时段开展执
法， 提升了执法效能。 “我们是同事，
更是战友， 不是对手， 要相互帮助。”
他经常用这句话来激励自己的队员。

今年5月 ， 京密引水渠海淀段的
“游泳、 钓鱼” 等涉水事件引起了社会
的关注， 老百姓反应强烈。 水政温泉
中队人员少， 任务重， 压力大。 得知
这一情况后， 罗黎和主动向大队请示，
积极与温泉中队沟通， 带领队员协助
海淀段开展 “水政执法综合整治夜间
行动”， 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权力就是责任” 是他的口头禅。
每次联合执法都会有违法当事人通过
各种渠道托人打电话要求照顾。 他始
终坚持按规矩办事， 不放弃原则。 在
查处一起污水入渠事件时， 一位违法
当事人通过他的战友找到他， 二话不
说丢下了两条烟和两瓶酒就走了。 他
当场联系了战友并将烟酒如数退还了
违法当事人。 渠道边有些企业为了和
水政联络感情， 利用搞宣传的时机捎

一些土特产， 也被他一一谢绝， 用行
动教育队员廉洁自律， 秉公办事。

2016年 “五一” 节联合执法过程
中， 说情的电话打到了罗黎和的手机
上， 要求行个方便， 网开一面。 罗黎
和排除干扰， 依法对当事人的钓具进
行了暂扣。

由于水政执法不带有强制性， 往
往查处量与立案量差距很大， 有的人
就不愿意来接受行政处罚， 给工作造
成了被动 。 罗黎和带着问题找答案 ，
多次到城管 、 渔政等部门学习取经 ，
终于把 “人员身份核实” 纳入到水政
执法工作中， 大大地提高了立案数量。

2016年， 罗黎和所负责的昌平中
队水行政处罚立案33起 ， 结案33起 ，
案件处理量将近整个水政大队案件处
理量的三分之一， 怀柔水库、 京密引
水渠的涉水事件明显减少， 得到了各
级领导和水源地老百姓的认可。

针对京密引水渠水事案件多、 执
法难度大等特点， 他不等不靠， 主动
作为， 先后与沿渠环保局、 城管执法
局、 公安局、 综治办、 农业局等单位
建立了长效合作机制， 为水政执法工
作开拓了新思路。

罗黎和自到水政大队工作以来 ，
要求执法宣传见实效， 每年都要带领
队员主动到沿渠的村委会、 学校、 银
行、 施工工地以及外来人口比较多的
社区进行水法律法规的宣传， 听取老
百姓的意见和建议。 同时， 安排专人
积极利用QQ、 微信 、 贴吧 、 论坛等
网络载体宣传水法规， 掌握网络舆情。
对一些接受处罚和教育的人员， 他要
求队员做好思想工作， 起到处罚一人，
教育一片的效应。 几年来， 从未出现
过投诉和举报的事情 。 他坚持原则 ，
敢于较真碰硬， 做到水事违法案件发
现一起， 查处一起。

很多水库都是多条河流汇集而成
的一个 “大水缸”， 而这些河流的水量
对于水库储水安全至关重要。 就在水
库周围的分支点， 有一群人默默地监
测着河流的水文数据， 特别是在汛期，
为守护水库安全发挥 “耳目” 和 “参
谋” 的作用。

怀柔水库所前辛庄水文站就是库
区一个藏在深山里的监测站。 赵永宏
是这里的老站长， 从1991年到现在没
换过岗。

“雨情就是命令”。 对于水务人来
说， 这不是虚话。 每采访一个水务人，
都喜欢拿 “7·21” 当例子， 在普通人
看来， 例子太久远了， 但对于水务人
来说， 他的 “7·21” 经历终身难忘。

2012年7月21日本是赵永宏休息的
日子。 这天上午， 赵永宏结束在门头
沟雁翅镇的水文监测技能培训， 坐了5
个小时的公交车回到顺义牛栏山镇的
家里。 刚扒拉了两口饭， 天上就开始
掉雨点。 又饿又困又累的赵永宏二话
没说， 骑着电动车就往十多公里外的
水文站跑。

雨越下越大 ， 骑到怀柔庙城镇 ，

一座下凹式铁路桥已经灌满积水。 赵
永宏推着电动车， 蹚过齐腰深的水面。
水蹚过去了， 电动车却失灵了， 只好
一路推着， 在雨里步行到水文站。 进
了站， 浑身湿淋淋的赵永宏顾不得换
身干衣服 ， 就立马和工作人员一起 ，
到河道边测量上游来水数据。

取水样 、 观测水位 、 计算流量
……他们一直忙碌到第三天下午， 工
作才算结束。 一下班， 大家伙儿饭都
顾不上吃， 倒头就睡。

其实， 遇上大雨， 水文工作也是
个危险工种 。 “我们最怕的是打雷 ，
有时正在冒雨测量呢， 突然一个雷劈
下来， 不是身后的树杈掉下来， 就是
旁边的标杆劈成了半截。” 他说： “雨
越急， 我们就越忙， 因为测量数据需
要随时更新。”

在赵永宏和同事们的眼中， 水文
站是一个家。 但要融入这个家， 确实
需要一个过程。 90后小伙儿刘文军刚
来的时候， 都不敢一个人值班。 后来，
在赵永宏和同事的帮助下， 他也能够
独当一面。 小刘说， 赵站长特别喜欢
向他们这些年轻人传授经验。 如果你

问他三个问题， 他不但会作出详细的
解答， 而且还会找出专业书籍进行一
番解释。

的确， 赵永宏一直在用心当好这
个 “家长”。 近些年， 来到站上的新职
工基本上都是独生子 ， 动手能力差 ，
来到站上后赵永宏先教他们做饭、 收
拾卫生 ， 培养他们的生活自理能力 。
嘱咐他们在站上工作， 汛期多准备几
件换洗的衣服， 又不要样儿， 干净就
行。 雨天流量测验时， 测一次湿一回
衣服， 雨衣穿严了， 汗水溻湿了衣服，
穿不严， 雨水浞湿了衣服。 今
年是赵永宏在水文工作岗上的第33个
年头。 33年来， 赵永宏和同事们共完
成施测流量2100多次； 施测单位水样
180多次； 拍报水文数据15万多组； 输
出水文成果表320多张， 仅观测水位步
行距离就有3万多公里。 提供的水文监
测数据没有出现一个错误！

对于这一点， 在全市水务工作者
中， 赵永宏成了大家的学习榜样， 也
是北京基层水务岗位上的传奇人物 。
赵永宏只是简单的回答， 做工作就要
做到最好。 为了这个 “最好”， 临近60
岁的赵永宏从来没有放下过学习。

“现在， 年岁大了， 眼花了， 记
忆力差了 ， 我的学习方法也随之升
级。” 赵永宏告诉记者。 现在， 他把新
的水文规范和教材用电脑从网上下载
下来 ， 将文本格式转换成MP3格式 ，
放到小音箱里听， 反复的听， 也就记
住了、 掌握了。 工作中把不经常观测
的项目、 工作， 抄下来贴到办公桌前，
让大家经常看到， 避免大家在日常工
作丢项或出现过错。

即便是快退休、 已经当了姥爷的
白发老头了， 现在还经常可以看到赵
永宏手拿小音箱， 聚精会神地边走边
听边学的画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