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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9日早上8点，綦江区石角水
文站站长谭波测量完当日蒲河水位、
流量后，便匆匆离开，去綦江城区做肾
结石冲击波碎石手术。

临走前，他做了三件事：第一，确
认未来几天都是晴天；第二，打电话向
市水文局请假；第三，将当天站上的工
作交代给母亲张素英。几个小时后，做
完手术输完液的他又匆匆赶回水文站。

蒲河是綦河的支流，而石角水文
站正位于綦江区石角镇桃花村蒲河
边，承担着向国家防总、长江委水文
局、三峡梯调中心、重庆市水文局、綦
江防办等单位的实时雨情报汛预报任
务。它提供的每一个实时水文数据，
都直接关系着綦江城区的安全。

从1962年起，谭波的外公、母亲便
相继在石角水文站工作。2004年，30
岁的谭波又从退休的母亲手中接过

“接力棒”，继续守护蒲河。

祖孙三代都是水文工作者

石角水文站成立于1958年，是国
家基本水文站。这是只有一个正式编
制的水文站，却有三个人在这里工作、
生活。

儿子谭波，44岁，石角水文站站
长，负责测量蒲河水位、降水、流量及
洪水预报等。母亲张素英，69岁，石角
水文站退休员工，退休后义务留在水
文站帮助儿子完成日常工作。父亲谭
德尧，74岁，除帮助儿子做一些接电

话、搬测量仪器之类的简单活外，闲暇
时还开荒种地，负责整个水文站的“后
勤保障”。

石角水文站距石角场镇5公里。
对水文工作者来说，这近1小时的步行
时间便意味着“与世隔绝”，工作、生活
都在远离人群的角落，但谭波从小便
习惯了这份孤独。

谭波告诉重庆日报记者，他的外
公张源开解放前就搞水文，是一名具
有丰富经验的水文工作者。1962年，
外公从当时的四川省水文总站长江上
游干流区分站调往石角水文站工作，
家里至今还保留着外公当时因工作勤
勉、办站勤俭而获得的奖状。后来，外
公又先后去其他水文站工作，在水文
战线一直干到退休。

1972年，23岁的张素英顶替父亲
进入江津沙滩水位站，在这里与任小
学老师的谭德尧结婚并生下谭波。
1980年，张素英被调往石角水文站工
作，在这里一直干到退休。父亲也带
着谭波来了，谭波从小便在石角水文
站长大，帮妈妈扶水尺、计算水位就是
他童年最有趣的游戏。

1998年，张素英获得全国水利系

统先进工作者称号。那一年，24岁的
谭波也加入水文战线，进入南川鸣玉
水文站工作。2003年4月，谭波被调
往石角水文站，从此与母亲张素英“并
肩作战”。但母子俩正式“并肩作战”
的时间并不长，2004年，张素英退休，
石角水文站的正式员工便只剩下谭波
一人。母亲担心儿子忙不过来，便留
在站上帮忙。后来父亲也退休了，一
家三口便一起在这里工作、生活。

洪水来临时，蒲河就是一
家人的“战场”

水文站有着江河“哨兵”之称。尤
其是在汛期，水文站实行24小时值班
制度，他们上报的每一次实时数据，都
在为地方政府、防汛部门进行防汛抢
险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在汛期上演着
与洪水赛跑的“生死时速”。而这份

“哨兵”的工作，便是由一次次不分昼

夜的测报来完成。
2016年，受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影

响，蒲河在一个月内出现了2次超保证
水位、1次超警戒水位洪水。每一次洪
水几乎都要持续两天一夜，在这3个两
天一夜的周期里，一家三口几乎都不
眠不休，连下碗面条的时间都显得奢
侈。6月28日上午10点，当最后一次
洪峰水位出现时，谭波悬了三天的心
终于放下了，当时他的第一反应是睡
上三天三夜。但这时，电话响了，对方
告诉他，由于抢测的流量资料及时，石
角水文站下游的石角镇安全转移了
4000多人，且无一人伤亡。巨大的成
就感让谭波一下兴奋起来，他招呼父
母去休息，自己又独自走向了值班室。

那一个月里，一家三口抢测的流
量资料达到了64份。每一份资料的背
后，都是一家三口连续两三个小时的
测量工作。

希望女儿“接力”担当蒲
河守护者

随着科技的飞速进步，过去的手摇
缆车已换成电动缆车、原始的人工观测
也已陆续被自动雨量计等先进设备取
代。但在这个三代人持续“接力”的水
文站里，老一辈的传统经验与现代专业
技术融合，从而让水文数据更加精准。

投放浮标是一种传统的测洪方
式，其原理是通过人工制作和投放易
于观测、能随水漂流的物体来测量流

速的数量测验，如今已被全自动缆道
使用铅鱼取代。但在石角水文站，至
今仍保留着浮标投放器。谭波告诉重
庆日报记者，在2016年那场洪水中，正
是这传统的浮标派上了大用场。

原来，由于当时洪水涨速快，水流
湍急，投放铅鱼可能造成缆道断裂。
当时，在母亲的建议下，他们使用了浮
标测流。这套设备必须3个人合力完
成，父亲投放浮标、谭波观察流向、母
亲则记录浮标流经断面的时间。通过
这套浮标设备，3个人准确完成了测
量，确保了水文数据不因特殊情况而
缺失。也正是凭借着三代人的经验积
累和这些年的不断钻研，谭波成长为
既拥有上一辈老水文人的传统经验，
又掌握新型专业技术的业务能手，他
先后获得“全市防汛抗旱优秀工作者”
和“重庆基层水利实干家”的称号。在
一家三口的“接力”守护下，石角水文
站被水利部评为“全国先进报讯站”。

今年夏天，谭波18岁的女儿刚刚
经历了高考，在选择学校和专业时，从
小耳濡目染水文工作的女儿也优先选
择了水文专业。谭波说，希望女儿能
接过守护蒲河的“接力棒”，成为谭家
第四代水文人。

祖孙三代接力守护蒲河
本报记者 龙丹梅

熟悉蒋树屏的人都深知，他有一
种高山挡不住的追求，这种追求不为
别的，只为他从事了近40年的公路隧
道研究。

无论是知名的还是不知名的，算
下来，在港珠澳海底隧道、秦岭终南山
隧道、西藏墨脱嘎隆拉隧道、重庆白云
隧道等我国1000余座重大公路隧道
工程中，都曾见到过他的身影。

在日前揭晓的2017年度重庆科学
技术奖评选结果中，66岁的蒋树屏荣
获科技突出贡献奖。因为40年来，他
主持承担了国家863计划、国家科技支
撑计划等项目并取得60多项科研成
果，让众多天堑变通途。

8年攻关技术难题
最后一个不通公路的县城通车了

蒋树屏在交科院已经工作了近40
年，那时，招商局重庆交通科研设计院
有限公司还叫作交通部重庆公路科学
研究所，他也还是一个年轻小伙。

上世纪八十年代，蒋树屏被公派
到日本留学，学成归国时，中国的公路
隧道技术还非常落后。在那之后，他
就从基础工作做起，为提高我国公路
隧道科技水平而进行大量开拓性工
作，九十年代主编了交通部《公路隧道
施工技术规范》，还建成国内第一个公
路隧道实验室，承担秦岭终南山隧道
等重大科研项目。

墨脱，地处喜马拉雅山脉东端，长
期以来被称作“高原孤岛”，是我国最
后一个不通公路的县城。修建一条与
外界连通的公路，是世代墨脱人的梦

想，可这并非易事。
实际上，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开

始，墨脱与外界连通的公路就几经修
建，但却以失败告终，“因为地质条件
太恶劣了”。

2009年，国家再次启动西藏扎木
至墨脱县城公路新改建工程，蒋树屏

和团队要解决的，就是恶劣条件下如
何修建山区公路的关键技术。

“当地自然坡降大，自然灾害频
发，地质条件复杂。”他说，经调查发
现，全线长117.3公里的新改建工程，
滑坡、崩塌、泥石流、水毁、雪崩等各种
灾害有369处，平均每公里3.1处，分布

广泛。其中地处冰川区的嘎隆拉隧道
构造运动强烈，存在抗震、抗错断、岩
爆、地下水、冻胀等技术难题。

经过8年的持续攻关，他们攻克了
喜马拉雅山地区隧道建设、新构造运
动活跃区公路地质灾害调查和防治、
恶劣环境下山区公路设计方法与技

术、雅鲁藏布江峡谷自然保护区环境
观测和保护4项关键技术，为墨脱公路
实现全年通车提供了科技支撑。

国内外首次构建1∶1实验隧道
攻克海底沉管技术难题

世界上最长的跨海大桥——港珠
澳大桥全线通车在即，备受瞩目。其
中有一条全长6.7公里的海底隧道，既
是我国第一条外海沉管隧道，也是目
前世界上最长的公路沉管隧道。

这条沉管隧道长达5664米，由33
个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沉管管节和一个
最终接头对接而成，其建设技术复杂、
建设难度大，是整个工程建设期的“硬
骨头”。同时，其使用寿命长达120年，
如何保证运营期内的安全问题是头等
大事，因此做好防灾减灾成为重中之
重。作为“离岸特长沉管隧道防灾减
灾关键技术研究”课题的技术负责人，
蒋树屏带领团队研制了港珠澳大桥沉
管隧道1:1足尺防灾减灾试验平台和交
通行业最大的高温试验炉。放眼国内
外，这是首次以构建1：1实验隧道来解
决沉管隧道的技术难题，同时，还开发
了燃烧、排烟、逃生等综合试验技术。

此后，他们做了上百次中巴车、小
轿车、货车燃烧、油池火等不同火源类
型的火灾试验，拖着真车到隧道内点
火燃烧，而研究人员还必须穿着厚厚
的防火服在隧道内采集相关研究数
据。面对这样的“烤”验，他们从没有
半点儿懈怠。

2015年2月8日，这是在隧道内进
行的最后一次真车燃烧火灾试验。

“为了这一次试验，我们烧了56吨
柴油和一辆汽车，还有10吨木垛。”他

告诉重庆日报记者，正是这一次次火
灾试验，让他们摸清了隧道内火灾场
景的温度分布和烟雾流态，不仅能有
针对性地给管节接头加装橡胶体防火
隔热材料，防止混凝土酥松开裂，并测
试喷淋灭火装置的有效性，还能制定
有效的人员疏散逃生方案。

攻克6项关键技术，取得8个创新
点，该课题也获得了中国公路学会颁
发的科技技术奖一等奖。

把立交建到江底
节约大量城市用地

重庆有94%的区域为山地，高速
公路穿行于崇山峻岭之中，隧道占公
路的比例为全国之最，在国际上也实
为罕见。

经过多年的技术攻关，蒋树屏带
领团队为渝鄂、渝湘、渝黔、渝邻、长涪
等高速公路以及重庆方斗山、吕家梁、
白云、北碚、真武山等隧道建设提供了
大量创新科技成果。

值得一提的是，他还开创性地研究
出用江底地下立交代替地面立交。“驾车
者都习惯于在地面平交或高架立交转
换，但一座地面道路立交需要占地120
亩至500亩，产生的噪声和废气对周边
的影响也越来越严重。”蒋树屏坦言。

对此，他提出了一个大胆设想：将
立交植入地下，用隧道的形式来实现
车辆转换功能。这样一来，也能缓解
城市用地日趋紧张的问题。

经过10年的深入研究和工程应
用，他较好地攻克了相关技术难题，开
发出的江底地下立交系统及隧道结
构、通风防灾、空气净化等技术和装
置，应用于重庆、厦门、长沙等地。

招商局重庆交通科研设计院蒋树屏

攻克千余座重大隧道工程技术难题
本报记者 张亦筑

德润巴渝德润巴渝··新时代重庆人新时代重庆人

7月18日下午，綦江区郭扶镇龙
泉村凉风习习。来自渝北区的陈莲蒂
老人正在农家乐里悠闲地与老姐妹们
摆龙门阵，今年是她第五年到此避暑。

龙泉村与贵州省交界，平均海拔
超过810米，因地处偏僻、交通不便而
被确立为市级贫困村。近年来，该村
统筹各方力量发展避暑经济，不仅甩
掉了“空壳村”帽子，更吸引40多位村
民返乡创业，实现村民人均收入11500
元。

龙泉村仅是綦江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的一个缩影。围绕三农“强富美”目
标，綦江区通过统筹抓改革、科技、市
场、组织和群众“五大力量”，坚持导向
引领实施“一揽子计划”，推动乡村振
兴从“愿景”变为“实景”，当地广大乡
村正在成为人们向往的地方。

有载体的农旅融合让
产业更有深度

到牯牛背探险，去僚人湖寻古，抑
或到菜园里采摘新鲜蔬果，下到塘里
亲手捞起一尾花白鲢……在海拔1100
米的郭扶镇高庙村，游客在享受清凉

之余还可以体验如此多的乐趣。
每年接待游客 65 万人次，只有

2600余村民的高庙村去年实现旅游收
入 4000 余万元。除得天独厚的“凉
风”外，更得益于农旅深度融合提升内
涵，年复一年地吸引避暑“候鸟”。

“避暑游要待很久，我们提档升级
的思路就是让游客不枯燥。”高庙村党
总支书记张绍尧介绍，当地夏季气温
20℃左右，森林覆盖率近50%，经过

多年发展，目前村里的农家乐已达
140余家，规模化经营和标准化服务
方面提升空间有限，只好从内涵上下
功夫。

为避开同质化竞争，高庙村开始
引导村民围绕农家乐布局蔬菜园、水
果园和养殖园，通过深度农旅融合，实
现产销一体化，让游客亲身参与种植、
采摘、养殖体验。目前，高庙村已建成
了主题鲜明的示范农家乐10余个。

近年来，郭扶镇又将该模式推广
到周边村庄。郭扶镇以高庙村为核
心，打造了避暑、滨湖、高山运动及创
意农业组团，适应旅游需求建起我市
最大的村级文化广场，利用当地高山
峡谷建起多个森林公园，深入挖掘当
地僚人文化遗址等古迹，实现旅游体
验模式的多样化。目前，郭扶镇已发
展农家乐240余家，年接待游客88万
人次，旅游收入超过1.75亿元。

加快农业提质增效促
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乡村振兴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
因地制宜、精确指导、精准施策。”綦江
区委主要负责人表示，该区紧紧围绕
乡村振兴战略，坚持问题导向、精准导
向和结果导向，坚持依靠改革、科技、
市场、组织和群众“五大力量”，努力实
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綦江集大农村、大山区、大矿区于
一体，农村面积占全区总面积9成以
上，山地面积占68%。近年来，该区坚
持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
线，加快农业提质增效，实现农业总产
值年均增长2.8%，农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年均增长9.1%。

以赶水草蔸萝卜为例，近年来，当
地通过农超、农校和农企对接等模式
强质量树品牌，顺利通过无公害农产
品、中国绿色食品、中国有机食品认
证，并获得了国家地理标志保护商
标。去年，綦江赶水草蔸萝卜实现产
值超两亿元，目前，赶水草蔸萝卜种植
已覆盖当地5个乡镇。

赶水草蔸萝卜并不是綦江农业发
展的孤例。近年来，该区着力在农产
品“产加销”上下功夫，重点支持优质
稻山地黑猪、石壕糯玉米、黑山羊、蜂
蜜等“十大产业”。预计到2020年，该
区将培育乡村旅游、调味品、草食牲畜
等综合产值上十亿元的农业支柱产业
3个以上。

围绕主导产业，綦江还积极探索

“大基地+多业主+小单元”的产业发展
模式，促进农民增收。今年，綦江区又
启动了37个村壮大集体经济试点，到
2020年，该区将全部消除“空壳村”。

乡风文明让美丽生态
焕发乡愁韵味

永城镇中华村位于綦江区东部，
因辖区内的中华寺而得名，建村历史
超过300年。当日，重庆日报记者来到
了中华村，被深深地震撼了：黑瓦白墙
的现代农家院一尘不染，老式村居里
灶台、厕所、柴房整洁卫生，房前屋后
栽种着各式花草和葡萄。

中华村党总支负责人介绍，去年起，
该村被纳入当地“组保洁、村收集、镇转
运、区处理”的垃圾处理系统，实现了村
民生活垃圾的定时、定人、定点收集；此
外，中华村还大力推行房屋风貌改造，累
计改造房屋66户、整治庭院15个。

为让乡村环境长久保持，村里广
泛动员群众，在全村评选季度文明卫
生户和最美庭院，让这个古朴的村落
面貌焕然一新。不仅如此，中华村通
过推举乡贤共同拟定了34条村规民
约，成立了红白理事会，让村民在社会
治安、村风民俗、邻里关系、婚姻家庭
等方面都有了“硬杠杠”。

“整洁的环境、淳朴的乡风，吸引
来越来越多的游客。”村民钟友平利用
位于“最美庭院”里的自家房屋办了农
家乐，去年实现纯收入40多万元。而
整个中华村先后建起2000亩的柑橘、
草莓、枇杷等果园和上百亩观赏鱼塘，
每年接待游客超过20余万人次。

綦江区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介绍，
近年来，当地积极培育文明乡风、良好
家风、淳朴民风，让美丽生态环境焕发
出别样的乡愁韵味。截至目前，该区
成功创建全国文明村镇3个、市级文明
村镇15个，全区范围内“无事酒”数量
下降35%，并挖掘传承农民版画、永城
吹打、綦江民歌等乡村特色文化，为当
地特色文化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綦江统筹抓改革、科技、市场、组织、群众“五大力量”

推动乡村振兴从“愿景”变“实景”
本报记者 王亚同 实习生 张巧

●人物简介●
蒋树屏，招商局重庆交通

科研设计院有限公司项目科技
总监、顾问，国家山区公路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公路隧道建设
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技术委员
会主任，重庆市“两江学者”，全
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从事隧
道与地下工程科研开发和勘察
设计近40年，攻克了我国公路
隧道规划、建设、运营、养护中
的若干技术难题，贡献突出。

▶蒋树屏在隧道工地查看情况。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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綦江区永城镇农博园。 通讯员 陈星宇 摄

綦江石角水文站
站长谭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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