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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南水文历史源远流长，沿河上下，各地气候条
件不同，水沙特点有异，密布在广袤流域的水文站
网，是由全州无闻却生动的水文人以智慧、汗水和热
情织就。即使乾坤赓续、时代巨变，江河流域雨情、
旱情和洪水的记录从未间断。

“是那山谷的风，吹动了我们的红旗，是那磅礴
的雨，洗刷了我们的帐篷，我们有火热般的热情
……”即使采访早已结束，但黔南水文退休职工刘传
复动听熟练的歌声依然会不时浮现在记者脑海，虽
已退休多年，提起水文，刘传复眉眼间仍充满生气，
热情未减。而曾俊则全身上下正充满干劲与朝气，
话语坚定，铿锵有力。他们，是全州水文人的缩影。

听着一段段惊心的故事，一个个紧急的时刻，一
句句动魄的语句，听着深深触动记者心弦，不禁一股
紧张感也随之而来。这些故事再现了水文职工精准
预测细把关、风雨交加不眠夜的一个个场景。通过
采访，给记者留下深刻记忆，这些故事，无不诠释着
水文人的无私精神。

“水文人要耐得住清贫，守得住寂寞。”采访中，
这是记者听到较多的声音，但水文工作的艰辛不易
远不止于此。时间长、条件差、强度大，不像话语那
样简单，很多时候往往意味着一辈子的付出，我们每
每被他们无私奉献、艰苦创业的事迹感动甚至心酸
时，他们却只想着如何为水文事业开拓更广阔的天
地，他们的精神，让人敬佩。

在时代高度科技化、信息化的今天，全州水文从
“苦干”逐渐走向“智慧”，水文综合能力进一步提升，
在水文监测、新技术应用等方面都取得新的发展成
果。新时期的水文工匠们凭借丰富的实践经验和不
懈的思考进步，实现一项项技术革新、完成一系列重
大技术项目，铭刻了时代、树立了楷模。

倾听水文人的故事，走进新时期，我们为全州水
文事业的变化与发展鼓舞。顾全大局、舍小家为大
家，随时代前行、与时代同频。这种精神气质，跨越
时代，永存记忆。

水文精神永存记忆
本报记者 朱丽 谢义将

为了一句承诺
见到从水文岗位已退休十几年的刘传复时，当谈起水文

工作他滔滔不绝，话语间藏不住对水文工作的满腔热情，昔
日不惧艰难、勇立潮头的水文青年，渐渐浮现眼前……

1956年，国家建设正需要各类人才的时候，也是在那一
年，刘传复的水文生涯翻开篇章。

在四川灌县成都水电勘训班学习半年后，刘传复被分配
到了贵州水电勘测处水文队工作。

“是那山谷的风，吹动了我们的红旗，是那磅礴的雨，洗
刷了我们的帐篷，我们有火热般的热情……”揣着一番壮志，
满怀一腔热血，刘传复与其他即将奔赴工作岗位的十几个水
文人精神抖擞，热情十足，一起坐上大货车，高唱着水电勘测
队队歌，一路翻山越岭，颠簸了一天半到达目的地——贵州。

水文工作的特殊性决定了测报一线工作的艰苦——与
群山相依、同江河相伴、和寂寞为伍。

尽管参加工作前就知道由于专业性的特殊，水文工作会
是平凡与平淡，甚至有些冷清，不被社会熟知和认可。但刘
传复知道自己选的专业就要无怨无悔，更要认真用心把水文
工作做好，为水文事业献一份力量，在填写转正表时，郑重地
写下了“愿意为水文事业干一辈子”的誓言。

修建水电站前期要先进行地质勘测、水量测量、经济调
查等工作，考察各方面环境。水文队则是“先头兵”，要到荒
无人烟、山高水长的地方先建立起水文站，进行各种观察和
数据测量，为建水电站提供有力的科学依据。

初到洪家渡工作地点时的场景，刘传复至今依然记忆犹
新：“一片荒芜、地势偏远，除了大自然的山水，廖无人烟，甚
至都不通路，马车和走路成了仅有的交通工具，一个像样的
办公场地也成了奢侈，工作条件简陋，生活十分艰苦。”

为建设洪家渡电站，需要在乌江猫跳河上建立几个专用
水文站，刘传复和十几个同事立即到规划好的河段建站。洪
家渡水文站作为洪家渡电站建设初期的专用站，于1957年元
旦开始观测，刘传复也被安排到水文站上工作。

“那时候，天还没亮就要起来工作，山上的村民都没起
床，一片漆黑的山路，我们只能打着电筒小心前行，山里起大
雾是常事，山高路陡，下雨路又滑，摔倒是家常便饭。”回忆起
曾经建站路途的不易，刘传复感慨不已。

每天赶“两头黑”，没日没夜涉水工作，终于在大家共同
努力下，水文站顺利开展全部测验项目。然而，历经千般艰
难，在大家准备松口气的时候，却遇到一件棘手的事情。

“水文站的风向是斩龙剑，制了村子的龙脉，使我们村里
不少人生病。”“必须拆掉水文站……”某一天，河对面有一百
多个村民聚众到站上，表达对水文站建设的不满，要求把水
文站拆除掉。村民们不听刘传复和同事们的任何解释和劝
阻，便动手砍断了水尺，砸烂了水准点和气象观测场的全部
设施，还不准他们到河边工作。看着被损坏的工具及辛辛苦
苦建起来水文站，刘传复和队友们眼眶通红，心里满是说不
出的滋味，哽咽着强吞下委屈。

面对当时的情况，刘传复和队友们强忍着委屈与难过，
压抑了好长一段时期，经过多方交涉，事情最终才得以平定
下来。

1958年，由于建设的需要，刘传复被调到荔波县方村建
立新的水文站，跟他一起去的同事到方村后，觉得条件太艰
苦都先后离开，最后只剩下他一个人坚守阵地。为了便于开
展工作，他在当地村子找了一个小伙子与他一起工作，后来
成了他的同事。

“方村是一个少数民族村寨，说话听不懂，地处偏远，交
通不便，除了一个仪器，什么都没有。”刘传复说。

到方村工作的第一年就遇到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吃不饱
饭，挨饿受冻，一个24岁的年轻小伙，却因饿肚子躺在床上都
会流汗。为了填饱肚子，刘传复只能一边工作，一边跟着当
地村民学种地，种玉米、菜和红薯，最后甚至种起了水稻。

为建立水文站，刘传复只能拿刀到山上砍树木，一根一
根抬到河边，用木头一层一层搭起3米高的架子，建起全木制
的水位台，修建观测场。没有船，只能四处寻找建船材料，有
一天终于在附近寨子花35元买到了一棵大杉木树，切割成木
板，一块一块运到站上，自己动手造起了木船，用铅鱼拉过河

开展流量测验。
“它是你们的保爷树，再漂下落滩，你们人也什么都没

了！”1962年一场大洪水时，为了准确的测量记录洪峰水位流
量，两人冒雨划木船到河中间测流，雨下得很大，风刮得凶
猛，拉船棕绳被扯断，两人随船被洪水一起冲走，冲了两三里
之后，侥幸抱住了河中的一棵大树。

最后，在群众的帮助下，才沿河边把船划回到断面，被救
上岸后，面对湍急的洪水，刘传复不畏恐惧，依然坚持测量了
几份洪水流量。在岸上同事的母亲目睹了这一切，大声哭
泣，害怕得说不出话。经过这次险情后，当地同事也辞职离
开了艰辛的水文工作，又只剩下刘传复独自一人在工作岗位
上坚守。

后来，刘传复去到贵定县下湾水文站工作，条件艰苦。
1977年，他的一个同事在划船测流时，翻船落入水中，三天后
才在下游河中找到了遗体。

“洪水中抢测洪水流量，用木船施测其实十分危险。后
来测验条件逐步改善后，慢慢改为岸上缆道测流，才消除了
这个隐患。”刘传复说。

冬去春来，初心如磐。一次次忍受饥饿，一次次迎难而
上，一次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从1956年参加水文工作至1999
年在水文岗位退休；自最初用木船抢测洪水流量到岸上缆道
测流；从懵懂稚嫩的年轻小伙到守初心砺前行的“水文匠
人”。从新手到老手，从老手到高手，从高手到工匠，刘传复
一步一个脚印踏实前行，以实际行动，用自己一生诠释着一
名“水文匠人”的初心和使命。

“愿意为水文事业干一辈子”。为了最初的誓言，刘传复
在水基层一干就是44个年头，直到退休。

时代更迭，水文之魂，却在一代又一代水文人间流淌着
亘古不变，刘传复这代水文人，坚持着初心奠定了水文事业
强劲根基，滋润着水文精神深深扎根发芽，迸发新的生机，匠
心传承，薪火相传，新一代水文精神，正在不断被书写……

跑好水文“接力赛”
从小在水文站长大的曾俊，对水文人一直有着独特的情

感。她的父亲是一名能吃苦耐劳的水文人，在她的印象里，
总是风里来雨里去，只要一下雨，别人的父母是往家跑，而她
的父亲却是往外跑。

1985年出生的她，从小被水文人在背后默默付出、任劳
任怨的精神所熏陶，记事以后，便默默在心里下定决心：“长
大了也要像爸爸一样当水文人。”

有了努力的方向，曾俊在学校里努力刻苦，上大学选专
业时，义无反顾选择水文专业，2007年顺利完成学业。2008
年，父亲正式退休后，她也成功考进黔南州水文局，正式成为
一名水文人，接起父亲手中的“接力棒”。

成为水文人只是新的开始。第一年，曾俊就到龙里水文
站工作，深入水文工作一线，吃住在水文站里。仪器使用、流
速测量、作图绘表，一样不落努力学习。作为一个女生，在每
一个电闪雷鸣、风雨交加的雨夜，从不畏艰苦、从不退缩，总
是第一时间冲到一线，进行水情监测、发布预警。

2015年 6月，由于连日的大雨，很多地方发生了大洪水。
在贵定县下湾水文站的上游，一名警察因救人而被洪水冲
走，途中人们尝试多种方法救人，却都没能及时救上来，这时
有人想起下游有个水文站。

“我们水文站能不能派人救一名被洪水冲下去的警察？”
正在局里值班的曾俊，接过电话，马上进行数据分析，根据流
速预测人大概几点会被冲到水文站，当时发布的预报水位，
与实际洪峰水位只差了9毫米，并且提前了5个小时，为救人
提供了科学依据，抢得了时间、赢得了先机。

根据流速和水位，在下湾水文站里的工作人员早已严阵
以待，有人在操控室将铅鱼放到河中，有人时时观察警察的
位置，随时调整铅鱼的位置，最终成功将被冲了 10多公里的
警察救上岸。

“默默无闻是水文人的常态，或许只有涨大水了，人们才
会想起我们。”曾俊说，每次大水时做出来的数据，都是靠日
常的经验和平时的积累。每到汛期时，都是随时待命，一声
命令立即到岗，别人都是往岸上跑，而水文人却往水里走。

一次，天空突降大雨，必须马上到岗，路过都匀市区老马
踏飞燕时，路面积水严重，车辆无法行驶通过。但时间不等
人，曾俊只能把车停在那，一路小跑去单位。第二天去要车
的时，才发现车牌被水冲走，只能四处寻找。

2020年6月，都匀下起大雨，为了保证水库及都匀城区安
全，曾俊日夜守在值班室，时时电话调度、查验水库，监测水
库和及城区河水的水位，防止水淹没都匀城区，及时蓄水、错
峰放水，三天三夜没合眼，直到险情过去。

汛期过后，针对水库调度情况，曾俊和同事们做了三维
系统，在三维图上显示雨水汛情及整个都匀城区水情，以便
更加直观地进行观测，及时作出预报和应对措施。

“以前的数据，都是老一辈一个一个算出来，不能有一点
错或者修改，非常严谨认真、吃苦耐劳，很值得我们新一代水
文人学习弘扬。”曾俊说，随着时代的发展，水文站、水位站等
越来越多，不能每个点都让人去守，也没有那么多人，所以要
充分运用信息化自动化等新技术和新手段，才能实现水文事
业高质量发展。

黔南水文一路壮歌奔涌
常面对风雨，总有一些“小惊喜”。新一代水文人在弘扬

老一辈水文人艰苦奋斗精神的同时，也为黔南水文事业注入
了新鲜血液，带来了新思想、新技术和新手段，默默坚守在风
口浪尖、战斗在防汛抗洪最前沿，用青春岁月守护一方河水
安澜。

忆往昔，1939年：黔南州水文水资源工作拉开序幕，时为
江界河水文站。

1960 年 3 月：黔南州成立水文勘测队，隶属州水利局管
理。

1983年：水文勘测队从州水利局分设出来，上收省水文
总站管理。

1991年：水文勘测队更名为黔南州水文勘测队大队。
1996年6月：大队更名为黔南州水文水资源局。
2002年：根据省编办发（2002）187号文件精神，黔南州水

文水资源局升格为正县级事业单位，直属贵州省水文水资源
局。

1，8，9，11……从最初的江界河水文站成立至今，一个个
不断递增的全州水文站数字，同源源不断的滔滔江水一般，
越山川，跨林木，奔流不息。82年来，一代又一代水文人在水
基层用实际行动诠释着初心使命，让水文精神薪火相传。

看今朝，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水文事业有了巨大的发
展和改观，各种硬件设施得到了较大提升。遥测雨量站点、
水文站、水位站，视频监控等不断运用到水文工作当中，确保
在防汛抗旱减灾工作中做到信息及时通畅、数据准确可靠的
双高要求。

为提升水文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黔南州水文水资
源局以“水文监测空间全域化、过程自动化、管理一体化、应
用智能化、决策科学化”为目标，以都匀市为试点，开发“都匀
市智慧水文防汛减灾服务系统”。利用实时监控、智能预报、
优化调度，三维可视化技术来提高水旱灾害防御决策技术支
撑能力，减少人民群众生命财产损失。此项目获得了2020年
度贵州省水文系统创新项目创新奖。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全力推进乡村振兴。如今，满足人
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水利需要，水环境监测成为重要一环。
黔南水文着力在保护水资源、保障水安全上下功夫，全力做
好最严格水资源管理服务，去年，按照水利部要求，完成全国
重要水功能区51个水质监测断面、11个市州界断面的水质采
样及监测任务，2020年经过综合评定，该局水环境监测工作
名列全省水文系统前茅，2019年度水质监测资料成果获“优
秀单位”称号。

“全国先进报汛站”、“贵州省五好基层党组织”、全省水
文系统比武大赛……这是黔南水文的基座。

“全省防汛抗旱二等功”“优秀党员”“优秀党务工作
者”……这是黔南水文的群像。

在打开“十四五”新局面、开启新征程的航道上，黔南水
文，必将会千帆竞发，风流无俦。

（本版图片由黔南州水文水资源局提供）

黔南，是个人杰地灵的
地方。悠悠江水，从水文人
的手心流过，探秘水河密码、
挺立风口浪尖、挖掘珍贵资
源……黔南水资源工作发展
的80余年历程中，一代又一
代水文人从前辈肩上扛起水
文使命，踏着印记，走了下
去。80 多年孜孜以求、默默
奉献的千锤百炼，黔南水文
精神的内涵和外延跟随时代
进步不断沉淀、传承、丰富与
发展。本期视点，与记者一
起走近水文人，倾听他们的
故事。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
源头活水来”。自1939年江
界河水文站建站以来，秉着爱岗敬业、精益求精的
工匠水文力量源泉，在不断激越的战鼓声中，黔南
水文人壮阔了使命与愿景。把脉江河，守望不变，
以浪为弦，黔南水文弹奏出了一阙响彻山水大地
的“水调歌头”。

江河代言人——黔南水文的“水调歌头”
本报记者 朱丽谢义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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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测站仪器设备养护，进行缆道打油高空作业。

维护队在三元水文站检测各类遥测设备维护队在三元水文站检测各类遥测设备

基本水文站作注水试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