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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一线 

 寻找感动 如果你常听天气预报，一

定不会陌生这样一句话：“来

自西伯利亚的冷空气……”在

北亚这片广阔的土地上，西伯

利亚高压系统在冬季源源不断

的向整个北半球输送着寒流。

寒流进入中国所到的第一个地

方就是漠河的北极村，北极村

气象站就是全面对它观测的第

一个站点。

北极村气象站始建于1957

年，1958年被黑龙江洪水冲

毁。1962年决定复建时，这里

迎来了一个来自遥远的广东的

小伙子。到今年整整60年过去

了，漠河艰苦的条件让许多人

来了又走了，只有他依然留在

那里，用占据了全部生命三分

之二的时间，站成了一棵迎接

寒风前哨的树。他就是周儒

锵。

周儒锵出生于广东省新丰

县，1951年报名参加志愿军随

部队来到东北。1953年他复员

时响应祖国的号召毅然北上，

被安排到哈尔滨市气象站工

作，从此和天气打上交道，同

时也开始了在东北大地辗转奔

波的生活。

1956年，周儒锵接到省

 
北
极
村
气
象
站
调
研
团
感
人
故
事

站
在
寒
风
前
哨
的

树

北
极
村
气
象
站
调
研
团 

 

中
国
气
象
局 

 
 

胡 
 

赫



2

中央国家机关青年2012年基层调研实践活动专刊

2

局的调令，去爱辉县霍龙门乡

建气象站。1960年，就在他的

第一个孩子即将出世时，他却

又被派到红色边疆农场建气

象站。1961年转战北方畜牧

农场，1962年5月到宋氏屯水

库，9月又被调到了漠河。短

短几年，他先后七次变更工作

地点，参与了4个气象站的创

建和3个气象站的重建，概括

起来就是“向北，向北，向

北”，一直到北的不能再北的

漠河，他扎下了根，这里距离

他的家乡已经是几千公里。

复建被洪水摧毁的漠河气

象站，当时交通不便，没有铁

路、公路，运送物资和通讯信

息全靠江上木船和冰上爬犁。

从漠河到县政府呼玛镇开会，

冬天坐马爬犁往返一次需要40

多天，夏天乘木船也要十几个

昼夜。封江以后，交通基本上

中断。

1963年3月，一个风雪交

加的凌晨，当时他正在值班，

出门观测时，房门被大雪封

住，怎么也推不开，他只好从

窗子爬了出去，只见观测仪器

已被1米多厚的积雪埋住了。

用铁锹挖怕损伤仪器，他就用

手一层层将雪扒开。每扒一会

就得往手上哈着气搓一阵，雪

越扒越薄，他的手却渐渐地失

去了知觉。半个小时后仪器被

扒出来了，可他的双手却冻伤

了。

在人员少任务重的情况

下，他毅然挑起了观测员、

预报员和服务员三副重担。

还加班加点地把积压多年的

原始气象资料报表整理出来

及时发往北京。那时站里人

少，他和同事们一天最多只

能休息5个小时。在不到一年

的时间里，他与同事们就把

小站重新建了起来。

即便是气象站复建以后发

展得越来越好，那也是我们想

象不到的一种艰苦。

这里是中国纬度最高的

地方，每年平均气温达零摄

氏度以下的月份达8个月之

久，冬季气温一般在-40℃以

下，历史极端最低气温达到

了-52.3℃。这些数字是一种

什么概念呢？说到温度表，大

家都能想到里面的水银柱，但

是在北极村气象站冬季却不能

使用，因为那里至少有一个月

的时间气温低于它的量程，而

要使用冰点更低的酒精温度

表。只能使用水银制作的最高

温度表，在有些时候必须插进

雪里进行保温。

我们打雪仗的时候会感觉

雪的冰凉刺骨，北极村气象站

的观测员们却要在比雪的温度

还要低的多的气温中，裸手进

行观测和记录。气温极低的时

候，裸露的手碰到百叶箱的金

属把手，一碰一道白印子，就

像烫伤一样，起了大泡。在自

动气象站尚没有安装，甚至没

有电的艰苦岁月里，他们要捡

木柴、劈木柴、拨炉生火，还

要手摇发电、手工发报。现任

站长冯显华40岁出头，满口牙

齿脱落的只剩10颗，是长年累

月每天数次观测时的冷暖交替

刺激带来的后果。

除了严寒，还有孤寂。

为了保证气象观测数据的准确

性，减少人为因素影响，气象

站都必须建在远离居民区的郊

外。在那个通讯不畅、交通不

便的年代，冬季超过16个小时

的黑夜，带给人一片浓重的压

抑。气象站职工郭大勇在刚来

工作时是一个20岁的小伙子，

每天只能自己跟自己说话，或

者出去喊两嗓子来排遣寂寞，

他一声把当地人都忽悠出来买

豆腐的叫卖声，至今还是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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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经典笑谈。

跟随周儒锵建站的同事们

渐渐调离了，这些年来，到这

里工作的人来了一批又一批，

但是留下的寥寥无几。

我们访谈时，老人家说：

“有好几回，上边都要把我调

走，但这边的人实在太少，来

一批走一批，总不能都走吧，

我就说，那你们先走，我还留

下吧。”

于是他留下了，站成了北

极的一棵树。

虽然年近八旬，还是能看

出老人的身材高大魁梧。我们

看到了他年轻时候的照片，在

百叶箱前一脸坚毅，就像一棵

大树。

他是一棵突破了生长北界

的南方树。

即使我学过林业，也很难

想到用哪一种南方树种来比喻

他。南粤大地也有很多高大、

挺拔、顺直、美丽的树，但每

一种都很难在想象中安插进千

里冰封万里雪飘的画面。

他还是更像黑土地上的一

株松，剑指天宇，不生旁骛，

坚实耐苦，风姿高洁，伫立在

我国寒流的最前哨。北极村气

象站的艰苦也正是它的重要意

义所在。它最先接触寒流，它

的观测记录，对于全国、乃至

整个东亚地区的天气形势预报

至关重要。扎根在这里的周儒

锵，成了名副其实的气象哨

兵。

他或许还像一株蒲公英，

有那一低头的温柔，便散落了

无数种子。他带过六七十个徒

弟虽然没有都留在漠河，可也

是在各地气象部门生根发芽，

四处开花，成为各式各样的人

才，这让他非常自豪。他留不

下别人的孩子，只能指望自己

的孩子，他的女儿、小儿子和

儿媳妇，至今都工作在漠河的

气象战线。2005年以他事迹为

原型的电视剧《北极光》在中

央一套播出，更是感召无数人

坚定了投身气象的决心。

被老人口口声声称为“老

三”的周学军是他的小儿子，

是现任漠河县气象局局长，上

高中的时候被拉回气象站，

放弃了高考，开始是有些不情

愿，但渐渐地理解了父亲。阴

晴无定的气象事业给了他更多

的考验。1992年和2003年，

他两次在工作中因公负伤，

如今，这个右脚伤残、左臂钢

针、拄着拐杖的中年人，让人

无法相信曾经是打破过县里田

径运动会纪录的健壮小伙。他

的性格糅合了南方血统的聪明

幽默和北地环境的大气豪爽，

用不断的学习和钻研弥补了初

始学历的不足，带领漠河县气

象局的工作开拓发展。学习进

取，这是老人最为儿子自豪的

品质，也是老人对我们青年最

大的期望。

周儒锵是第一代扎根北极

的树，周学军、冯显华和郭大

勇等是第二代成为北极气象事

业支柱的树，我们还见到了很

多80后的气象工作者，像一排

排正在迎风成长起来的树。他

们就像那满山遍野的达达香，

在严寒中孕育花蕾，绽放出一

分傲人的芳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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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线直击

水文的工作苦不苦，水文

的工作累不累，做水文工作或

者接触水文工作的人都知道，

不是苦，不是累；是很苦，很

累。对于苦、累两个字，监利

水文站的职工们感受颇深。

监利水文站主要负责监

测下荆江段的水文测验等工

作，受洞庭湖顶托的影响，此

江段水流情况比较复杂，变化

较多，只要略有变化，工作人

员就要及时出船测量水位、水

流和含沙量等。尤其在汛期的

时候，每天早上5点多就开始

测量工作，一天有时要重复

七八次测量，完成所有工作就

已经深夜了。由于靠近码头的

水位线比较浅，水文130，测

量船不能直接靠岸，员工们需

要用大约9平方米的漂浮垫载

着人员和用品，先到河中的常

年固定的小船上，通过小船再

到测量船上。小船上有一条麻

绳，麻绳的一头固定在小船

上，另一头则连着岸边的木桩

上，每次都一个工作人员拽着

麻绳将漂浮垫拉近小船。其实

每次的检测工作基本都是一

样，测量不同段位的流量、含

沙量、水位等等，测量的仪器

和方式每次也都是一样的，很

枯燥很乏味，需要很大的耐心

和细心。

水文站的员工有一些住

在站里的宿舍里，宿舍是几十

年的老楼，由于太过陈旧，正

在做一些修补的工程，在施工

过程中员工们还是住在宿舍楼

里，从外面看宿舍楼破旧不

堪、窗门的周边都已经老化，

有的已经松动半脱落了，开始

我们都以为是废旧的房子，

后来才知道是员工宿舍。听

员工说，宿舍里蚊虫较多，

有时候还有老鼠相伴，条件

非常艰苦。

水文站15个职工中，有

5个是青年工作者。小孙就是

水文站5个青年中的一员，学

校毕业后就直接投身到水文事

业中。初见小孙，看到的是一

个黑黑瘦瘦的

男孩，戴着眼

镜，一副斯文

的样子。没想

到小小的身板

下面隐藏的是

水文人吃苦耐

劳勇于奉献的

精神。长江委

荆江局在缅甸

境内承接了一

个水文项目，

小孙就是项目

组的一员，前

前后后共计在

缅甸呆了差不

多两年了。每

次一去至少就

是半年多，在

缅甸工作的这

段时间没有一

次回过家。缅

甸项目组工作

人员都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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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甸的生活条件非常艰苦，连

基本的生活吃住都不能得到保

障，所有吃的东西都需要先运

送到云南腾冲，然后才能被转

送到缅甸，这也需要很长的时

间。小孙跟我们描述缅甸生活

的时候没有一丝埋怨的情绪，

他说他已经习惯了，水文工

作本身就很辛苦，既然踏进

这个领域就做好了吃苦的准

备，并且觉得能去缅甸项目

组很自豪，因为派去的都是

能手、好手。

在艰苦的条件下，监利

水文站的工作人员们不畏艰

辛、迎难而上、圆满地完成各

项工作和任务，在工作中挥洒

汗水、散发热情、奉献青春，

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

的事，他们积极向上、爱岗敬

业、不怕辛苦的精神值得人们

敬佩、学习和发扬，在此表达

对水文基层工作者的敬意，你

们辛苦了！

感 动 荆 江
长江委调研实践团  水利部水电局  曲  鹏

淅淅沥沥的小雨送走了

宜昌的暑热，同时把我们调研

团一路送到了位于三峡水文段

下游的荆江水文段。出了西陵

峡的长江犹如蛟龙入海，九曲

回还汹涌奔流，因此有千里江

陵险在荆江的说法。1998年洪

魔在荆江段的狂暴肆虐仿佛还

历历在目，让我的监利之行既

兴奋又紧张。

一下高速公路，荆江水

文局的干部和职工就和我们立

即投入到座谈讨论中，这种高

效干练的工作作风一定是长期

和洪水博弈中锻炼出来的，首

先就给我上了生动的一课。在

座谈中水文局监利站的陶站长

介绍了荆江段水文基本情况，

荆江在长江中下游的防洪工作

中地位十分重要，是长江的血

防段，同时水文局还承担了长

江、清江、洞庭湖四口的水

情、河道地形、

水环境等一系列

水文工作，真是

责任重、任务

紧。活动中，我

们就水文工作

者的责任和任

务与站里的青

年干部职工展开深入讨论。通

过真诚的沟通，我才知道很多

水利劳模都是参加工作就在水

文一线，在站点一待就是几十

年，为了血防工程呕心沥血，

水利先进工作者钟宏联甚至献

出了自己的生命，在他倒下的

最后一刻还不忘测定流向程序

仍要进一步完善。听着就发生

在水利系统我们身边的这些感

人事迹，所有团员都沉默了，

很多人悄然落泪。当我们纷纷

表示尊敬时，他们却淡淡一

笑，说了句“工作为主、生活

为辅”。多么朴实的水文人，

正是拥有这么质朴纯粹的水文

人，才使得我们血防工程一次

又一次保卫了下游人民生命财

产安全和社会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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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 任  之于水文人

长江委调研实践团 水利部预算执行中心  沈桑阳

赶往监利的车开了整整

3个小时，这大概是水利人常

说的点多、线长、面广。此时

想起去年冬天去宁蒙局调研的

情景。虽然两次调研季节不一

己腌咸菜来解决远离市场的问

题，一个是职工们自娱自乐打篮

球排遣下班后的时间。但同样，

无论什么时间，什么环境，他们

都在认真踏实地工作。

上的测流、取水样等工作，每位调

研团的同志都动手操作，感受了平

凡工作中的不平凡的意义，正是这

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测流、泥

沙取样、床沙采样为防汛抗旱调度

等诸多工作提供了详实、准确的判

断依据。在这里，我们学习到水文

职工甘于清苦、甘于平凡的情怀，

学习到水文人坚守一线、恪尽职守

的工作态度。在结束了一天的调研

活动后，我们和水文站的职工们开

展了一场激烈的篮球对抗赛，老同

志、小伙子们积极、乐观的工作和

生活态度深深地打动着我们。

在到部机关工作之前，我也

曾在基层工作了五年之久，两相对

照，水利工作无论是在基层亦或是

在机关，需要的都是这样一种“献

身、负责、求实”的精神吧！

时隔7年 “故地重行”，

这是我第二次踏上三峡库区的土

地……

在工作人员带领我们参观了

三峡大坝之后，我们来到了今天基

层学习的地点——三峡水文水资源

勘测局黄陵庙水文站。黄陵庙水文

站坐落在长江边，一眼望去，碧绿

的长江水、郁郁葱葱的群山相映成

景，赏心悦目，但是，我想常年累

月在这样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

店”的一线单位工作应该也是非常

的清苦吧！

黄陵庙水文站

是三峡工程专用水文

站，为三峡工程的

设计、施工、科研、

水库联合调度等收集

了系统、全面的水文

观测资料。下午在船

长
江
委
调
研
实
践
团
水
利
部  

王  

竑

故
地
重
行

样，但同样深感基层水文人的

辛苦。一个是冬天穿上不耐寒

的雨鞋进行测量，一个是夏天

整整七、八个小时都呆在船上

完成全套精细测量；一个是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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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微知著

在返京

的Z134次列

车上跟班作

业组织九江

站旅客乘降

后，我邀请

师傅陈车长到家里做客。她笑着说，乘务员最

大的乐趣就是到站后去补觉。这句话让人听了

心酸。15个小时的车程她只能睡3个多小时。

调研让我深切感受了铁路客运人员的辛苦与奉

献，敬业与乐观！师傅，您辛苦了！（南昌客

运段调研团） 

团友们与飞行员一起参与到飞机的清洗过

程中。和英雄们一起劳动增加了与飞机的亲近。

不长，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做着同样的工作，在与外界

联系甚少的环境里，需要的

是——坚持。比如每个月，他

们需要做三次基础采样，对24

条线上共计120个点进行水样

采集，然后进行烘干，做泥沙

含量分析。第

一次是新鲜，

时间长了，就

懂得了船上的

寂寞与艰辛。

都说水文

人淳朴，只知

道奉献；都说

水文人能吃苦，只知道认真完

成任务；都说水文人耐得住寂

寞，只知道十年如一日。基层

水文站职工尤其如是。我想水

文人的这种坚持，更多的应当

源于他们的责任感。

座谈会上，听到刘少

义、成岚夫妇的感人事迹。作

为妻子，成岚在突然晕倒、公

公去世的情况下，怕影响远在

异国的丈夫工作，独自承受所

有的痛苦；作为丈夫，更作为

一名水文人，在项目执行到关

键期，刘少义，一个年近50的

男子选择独自流泪，然后继续

坚持工作。这是一个优秀水文

人的先进事迹，可是这样的水

文人在长江水文上比比皆是。

记得昨天黄站长说，三峡站上

工作时间最长的职工已经工作

了15年。15年的工作时间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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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音所六一特别行动——去万菁小学探望

邓长珍老师。邓老师与丈夫两地分居15年，身患

类风湿性关节炎、糖尿病，但一直坚持在农村教

学一线。“爬着也要上讲台”是邓长珍老师对教

育事业的不悔宣言。孩子们纯真的笑脸，就是对

老师最好的安慰。 （宜宾工商调研团）

现 场 登 记

商户，为顺利完

成搬迁工作做好

基础准备工作，

小细节成就大作

为。（宜宾工商

调研团）

田间地头，

就是送教下乡老

师的课堂。（南

宫职教中心调研

团）

乡亲们都很淳朴，只要你是秉公办事，真心真意为他们服

务，也许一时会有误解，但他们终将会欢迎你、拥护你。——

宜宾县工商局观音工商所所长陈世清

基层语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