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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日我们就赶到这里， 一直
守到现在，一刻也不敢松懈。对我
们来说 ‘没事就是好事’。”6 月 2
日，成都市环境监测中心站丁里站
在都江堰南桥的取水点说。南桥下
奔流而去的岷江水就是成都市区
600万人饮水的源头。

和丁里一起坚守在南桥取水
点的还有 8个人。 从 5月 14日到
现在，先后有几批人轮岗。

“地震发生后， 成都市环境监
测中心站和省环境监测中心站成
为守在这里的第一批人，成为把守
成都饮水的第一道闸门。开始我们
每天检测 12次， 可以说是在不停
地取水、监测、分析、上报。地震过
后水质很有可能出现变化，这道关
不卡住，成都的饮用水就危险了。”
据丁里介绍。

位于南桥的简易监测点其实
就一个帐篷，一辆监测车。帐篷里
堆满了矿泉水和方便面，还有一堆
厚厚的军大衣。 检测人员 24小时
轮流值班，困了就取件军大衣在地
上倒头就睡， 饿了就啃方便面。现
在有郫县的志愿者每天中午为他
们送来盒饭，算是改善生活了。

都江堰环境监测站在这次地
震中损失惨重，设备仪器全部埋在
废墟下。省、市环保部门在最短的
时间内支援都江堰一辆崭新的监
测车，都江堰站的工作人员又重新
回到自己的岗位上。

据监测站的向莉介绍，地震过
后，都江堰站的人一个不落赶到南
桥报到。“现在我们做的化验、检测
主要是综合毒性等指标的检测。可
以在 10多分钟内检测出水质能不
能饮用， 只要我们这里没有问题，
成都饮用水就是安全的。”

据了解，地震过后，省环境监
测中心站已派出 10支监测队奔赴
灾区监测水质安全。他们正默默地
奋战在抗震救灾的第一线。

% % % % “5·12”汶川大地震后，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没有在废墟上救援，没有往大山里送
粮，也没有引起大众的热点关注。一眼望去：几顶帐篷，一堆方便面，几件军用大衣，
唯一不同的是，他们的帐篷边停着一辆写有“环境应急监测”的车辆。

他们就是奋战在四川环保战线上的 “无名战士”， 他们的工作就是保证灾区
3000 万人民的饮水安全。

千里送仪器，支援四川灾区

刘建民， 广州格维恩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如果没有这次大地震，他不过
是广州一位从事环保产品的普通商人。5月
12日，得知四川发生大地震，刘建民做出了
让他一生都为之骄傲的决定。

“地震过后，我接到四川省环境监测中
心站监测室杨坪主任的电话。‘刘总， 你的
快速综合毒性监测仪能立即支援一下吗?
灾区急用！’”

“快速综合毒性监测仪是美国 SDI 公
司进口，订单式生产，当时公司只有 3台仪
器，这对灾区来说远远不够。”一天前刚刚
把仪器交货给广州自来水公司和东莞自来
水厂。“没办法， 只有再去把仪器借出来
了。”

当客户一听是因为四川灾区急用时，
二话没说， 广州自来水公司总经理立即安
排让人把仪器送回来。

13日晚上，刘建民带着凑集的 10台仪
器准备赶赴成都。 广州飞成都的机票已经

全部售完， 于是， 他带着仪器就守在飞机
场。经过多方努力，终于买到一张机票，而
公司另外两人只能继续在机场等待。

紧急培训，10支队伍奔赴一线

从 ５月 12日地震发生后， 省环保局、
省环境监测中心站就处于高度戒备状态：
“灾区水质变化谁都心里没底。” 以前的监
测指标中，一直没有综合毒性这一指标，所
有水质分析都要到实验室里完成， 耗费时
间少则几个小时，多则十几个小时。灾情发
生后，时间就是生命，几百万人的饮用水随
时面临危险， 每个小时都有可能出现水质
变化。 刘建民带来的 “快速综合毒性检测
仪”10多分钟就可以检测出水质是否有问
题，刚好为日常监测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14日清晨， 刘建民带着仪器赶到了省
环境监测中心站。这里一片忙碌，全省各监
测站的应急监测车已经在车场待命。 由各
地市站调集的人将分成 10 个应急监测小
组进入各个灾区进行饮用水源检测。

刘建民和随后赶到的两名工程师对全

省环保监测的技术人员进行紧急培训。从
仪器工作原理、仪器部件、具体操作、检测
过程中的注意事项到水样综合毒性的评
估。 原计划半天的培训时间被浓缩为两个
小时，随后，各小组立即奔赴灾区一线。１４
日当晚，都江堰、绵阳、德阳等 ９个受灾重
镇饮用水源地水质监测数据全部报出。

仪器送到了， 但刘建民仍不放心：“我
们有义务到每个现场作培训， 更要对灾区
饮用水安全尽一份心。”于是，他和两名工
程师每天硬是冒着交通不畅、 余震不断等
危险， 用三天时间对灾区的全部监测点进
行了实地察看、实地培训。

全省动员，确保灾区饮水安全

地震灾害造成的停电、停水现象突出，
为及时解决好群众的饮水问题， 如何保证
饮用水安全成为环境保护部门抗震救灾的
头号问题。

但要在地震后做好水质监测又谈何容
易？这次地震，省环保部门在重灾区也遭受
了严重损失。绵阳、广元、德阳、阿坝等地环
保部门的基础建设几乎荡然无存。

面对巨大损失如何保证水环境质量？
在地震发生后的一个多小时，省环保局立即
成立了抗震救灾指挥部，局长田维钊亲自担
任指挥长， 迅速整合现有的环境监测资源，
使得重灾地区的环境监测方面都能够做到
加密监测。在都江堰、涪江流域、岷江流域以
及重要饮用水源保护地，地震后 20多天，省
环保局一共出动了 7680多车次， 出动了
19400多人次， 一共监测出数据超过 10万
个，对于全省受灾较重的 48个县、市和 150
个乡、镇重要的取水口，以及 278个饮用水
源保护地，都进行了每两小时一次的加密监
测，通过加密监测，及时得到了重要的数据。

目前， 全省环保抗灾的新一轮战役已
经打响。

广州格维恩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此次专门抽调两名工程师来川 ，协
助省环保局工作人员进行综合毒性
检测仪的现场培训。 这里选取工程
师李洁的几篇日记，以飨读者。

2008-5-13
今天到东莞出差， 中午接到通

知，立即带 3 台 Deltatox 综合毒性检
测仪赶往四川， 提供给四川省环保
监测站， 以监测地震灾区饮用水源
及饮用水的水质状况。

原本晚上 9 时起飞的航班延误
到 14 号凌晨 2：30 才到达成都。

成都在下雨，是老天的眼泪吗？

2008-5-14
早上 7 点半到省监测中心站 ，

对 SDI 便携式综合毒性检测仪的使
用进行培训。 从全省各站抽调来的
人将分成 10 个小组到各个灾区进行
水源检测。

经过两个小时紧急培训， 各小
组基本掌握仪器的操作使用， 仪器
野外使用的电池也配置完毕。

2008-5-15
经省监测中心站与公司刘总决

定， 明天到各小组去巡查并补给综
合毒性检测仪的试剂。

2008-5-16
上午 9 时， 由省环境监测站监

测室杨主任安排，任工程师、廖师傅
和我一行 3 人从省环境监测中心站
坐应急交通车到灾区一线， 了解综
合毒性检测仪的现场使用情况。

第一站 ，绵竹 。到达绵竹已是
中午 ，小组的工作点是一部应急监
测车和三棵小树遮盖下的一片空
地 ， 检测人员有的在车上检测水
样、讨论结果 ；刚换班休息的人员 ，
或眯眼小睡片刻， 或喝点水进点干
粮。

第二站，安县。下午 2 点多到达
安县， 工作点大部分成员都外出采
样了， 现场弥漫着刺鼻的消毒剂味

道， 从 12 个采样点采来的水样分析
后有 3 个点的水样因为添加消毒剂
产生了变化，除氯后恢复正常，现场
有热心的居民询问水质情况， 得知
安全后放心回“家”。

第三站 ，绵阳 。水质正常 、仪器
使用正常。

第四站，江油。一切正常。
第五站，广元。晚上 11 点多到达

广元，梁老师一直在等我们，当检测
发现水质正常后， 梁老师露出了轻
松的笑容。

这一夜在车里度过， 明显感觉
有几次余震。

2008-5-17
第六站 ，青川 。由于余震不断 ，

从广元出发，我们断断续续地走了 7
个多钟头才到达青川， 深夜 12 点赶
回成都。

今天太累了……

2008-5-18
第七站，都江堰。到达这座千年

古城时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道
路的两旁几乎找不到一栋完整的楼
房，心情十分沉重。

在南桥的广场上， 由于刚刚换
班， 新的小组成员还不能熟练操作
仪器，经过一个小时的现场培训，很
多成员基本上都能理解和操作 ，培
训中有领导过来， 向现场人员解释
一些综合毒性的概念,后来得知是国
家环境监测总站主管应急的李站长
一行。

第八站 ，彭州 。去彭州的路上 ，
随处可见倒塌的楼房和伤痕累累的
危楼，所幸监测站的楼比较结实，还
可以维持正常的日常监测工作 ，到
达时刚好有一批水样送到， 正好可
以和郗老师一边检测水样一边交流
讨论。 这是目前唯一可以在站里做
检测的监测小组，真是难得！

第九站 ，什邡 。最后一站 ，一切
正常。

今晚早点休息， 明天还有新的
任务在等着我们……

工程师日记

保卫灾区 3000万人饮水安全
亲历都江堰水源监测点：

“没事就是好事”

陈希

工作人员正在检测水质

工作人员在取水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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