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济南的自来水 泉城的记忆录
“记忆·泉城自来水”文化作品征集圆满结束，入选入围名单和作品公示

□记者 于洋
通讯员 李军

今年，是纪念济南解
放70周年，改革开放40周
年。在济南市委、市政府的
坚强领导下，为实现“打造
四个中心、建设现代泉城”
的奋斗目标，体现城市供
水发展历程，展现城市供
水发展成就，4月20日，由
济南市文明办、共青团济
南市委、济南市城乡水务
局、济南城市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大众日报报业集团、
济南日报报业集团、济南广
播电视台、山东画报、山东
城市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
司、网易山东等单位主办，
济南水务集团承办的以“记
忆·泉城自来水”为主题的
文化作品征集活动，面向全
市征集主题摄影、文学、微
视频等文化作品。

各界人士积极踊跃参
与，纷纷投来作品，截至活
动结束，共计收到文字稿
件233篇，摄影作品998幅，
微视频10部，这些作品中

不乏有大家之作，内容主
题鲜明，作品贴近主题，经
专家评选，文稿、摄影、微
视频入选、入围名单公布。

为鼓励市民今后积极
参与济南水务活动，凡参与

“记忆·泉城自来水”文化作
品征集活动，未能入选入围
的市民，均可凭作品领取精
美纪念品一份。(领奖时请
带好相关作品及身份证件)

统 一 领 奖 电 话 ：
82056863，包含：入选奖
(500元稿酬)、入围奖(“天
猫漂流图书专营店”50元
图书代金券)，最终解释权
归济南水务集团所有。

济南城市供水见证了
城市发展变迁，通过此次

“记忆·泉城自来水”活动，
老百姓共同回顾了城市供
水历史，见证了城市供水
发展历程。济南水务集团
今后将多开展此类作品征
集活动，希望市民积极参
与。近期，济南水务集团将
通过官方网站、济南水务
APP，对作品进行集中展
示，同时在媒体选登。

民生大计自来水 润泽泉城80载
部分优秀作品选登，讲述我和自来水的故事，见证城市供水发展历程

难忘的记忆（组图） 摄影 蔡悦

济南第一个水厂—趵突泉水厂 为泉城供水41载
□赵玉德

据1941年出版的《济南市概要》资料记
载：“本市河川纵横，湖沼罗布，市民饮料，
悉利赖之，而秽物抛掷，所在多有，水料不
洁，影响市民健康，良匪浅鲜。1934年4月2
日，省政府倡议举办市自来水公司。”并开
始在趵突泉凿井、建设水厂。“本市水源地，
设于城外西南关趵突泉，以其地下泉水水
量丰富，水质清洁，而採用之。前后共凿自
流井泉四眼，每日出水量约三万立方公尺，
由自流井直接接通储水池(清水池)，利用
扬水唧筒配水送至水塔，及各干管”。

1934年首先由齐鲁医院对趵突泉新
凿井原水做了细菌等项目化验，结论认
为“水质纯洁、清澈，略加消毒后可供饮
用”。1936年由官商合股成立了“济南市自
来水股份有限公司”(1945年更名为济南政
府水道管理处)，1935年8月开始动工建设
济南市的第一个自来水厂——— 趵突泉水
厂，于1936年12月15日正式开始供水。当时
只有1720户用水户。日供水量不足1万吨。
1937年12月日军侵入济南时，趵突泉水厂
和水塔被炸，被迫停止供水……

1948年9月16日济南解放，人民政府接
管“水道管理处”，正式定名为“济南市自来

水公司”。1948年9月19日，国民党飞机轰炸
济南时，把趵突泉水厂一部水泵机组炸坏，
一条直径300mm的水厂干管也被炸断。水
厂工人自觉地组成“工人纠察队”，日夜巡
逻，防止敌特破坏，保障城市用水。

解放后，水厂建立了党支部，使水厂
的向心力、凝聚力空前高涨……

1977年为保泉而停采地下水，停用了
趵突泉水厂，1984年将趵突泉水厂及其
建筑物全部移交给趵突泉公园。遗憾的
是，1934年建设的高大宽敞的机房、变
电 室 等 德 式 建 筑 物 都 被 拆
除……（节选）

喝了3600年泉水的济南人
□耿仝

从旧军门巷发现的商代遗址算起，济南城
区已有3600年历史了，也就是说济南人喝了
3600年的泉水。没泉水，就没有现在的济南城。

高都司巷遗址的发掘是老城区第一次最大
面积、最正式的考古发掘，从汉代的陶壁井，到
砖砌的古井、未经砌筑的古井、带水渠的宋代古
井，小小面积内发掘出水井四十余口……

因为喜好喝泉水，老济南送水的水夫也就
特多，济南话管这行叫“卖泉水的”。送水的工具
很简单，手推车两边各置一个大木桶，再配上一
条扁担、两个水桶，就是全套家伙什了。叫卖时
是这样吆喝的:“冰凉的泉水来啦!”有了买主，
便挑着一挑泉水送去，一挑两桶。

济南城内泉井较多，可以取水的地方自然
也就多了，挑水经行的街巷就有了一个新名
字——— 水胡同。清代光绪年间，济南名为“水胡
同”的巷子就至少有十二条……（节选）

我走的也是母亲走过的路
□曹淼苗

我的母亲是一名老水务人，在我很小的时
候，跟母亲去过她工作的地方。坐在母亲的自行
车后座，七拐八拐来到了现在的鹊华水厂，以前
的黄河水厂。母亲的青春是在那里度过的，那
时，他们会爬上水塔看周围的风景。

机缘巧合，在我毕业那一年，济南水务集团
招聘。而我，报考了对口专业，成功进入水务集
团。在集中培训时，我们一行人来到鹊华水厂参
观。进入大门，当我看到那个水塔之后，我知道，
这就是我小时候来过的黄河水厂。

母亲现在还在水务集团，却也到了快退休的
年纪。我的工作也步入正轨，就在鹊华水厂旁边，
时不时能去水厂里转转，每每走到水塔那里，总
会像经历了很多似的，感慨一番。不知道为什么
要感慨，也许是时光，也许是成长，也许是怀念，
更多的也许是因为母亲，因为母亲在这里工作
过，我走过的路，也是母亲走过的路……（节选）

小白热线 为民初心不变
□钟倩

小白热线，几多变迁，从“2014410”到
“82612319”，不变的是为民服务的滚烫初心。我听
父亲说过一段小插曲：当年央视记者来济采访全
国先进典型张海迪，发现她家水管漏水，便让她拨
打小白热线，只报地址、不说姓名，以此测试小白
热线“灵不灵。”15分钟后，维修人员赶到她家，检
查供水管线，更换水管配件，他们用实际行动让央
视记者信服，竖起大拇指：小白热线，真灵！为百姓
解难，为政府分忧。

2016年6月，“小白热线”白维营正式退休，
他语重心长地说，“20年前，我说过，‘不求索取，
只求奉献’，如今我欣喜地看到，济南水务人把
这句话延伸成为更具人文情怀的服务口号，‘体
贴点点滴滴，关怀源源不断’，并且拥有了‘最佳
水质·最美生活’的水务梦。”

最是便捷抵人心，最是细节暖民心。虽然“小
白”退休了，但“小白”的奋斗精神永传承。智慧水
务，开启便利生活：报修、缴费、查询、直播，动动手
指头，就能全部搞定；两月一次查表，短信推送，即
时接收……身边的“水管家”，暖心的“水保姆”，
24小时不打烊的服务平台，老百姓的获得
感就是这样积聚而成的。

上善若水，泉生济南；济
南水务，润泽民生……

（节选）

辛苦了！水务人 摄影：郭笑

泉城大水缸——— 黄河 摄影 宿燕

饮水思甜 摄影 吴广清

趵突泉水厂师徒合影 刘清源 翻拍

水表电子数据采集 摄影 曹清雅

维修工 摄影 吴广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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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稿件入选11篇
1、济南市的第一个水厂——— 趵突泉水厂 赵玉德
2、济南3600年“饮水”小史 耿仝
3、话说济南趵突泉水厂 魏敬群
4、老街上的给水站 朱晔
5、我家挨着水楼子 韩庆祥
6、庭院深深 自来水亲亲 钱素明
7、我和自来水的故事 曹淼苗
8、难忘那些挑水的日子 陶玉山
9、为有源头活水来 钟倩
10、诚心实意的“小白热线” 刘伟
11、泉城“小白”升职记 韩桂香 (排名不分先后)

摄影作品入选7组
1、组照《难忘的记忆》摄影 蔡悦
2、刘清源摄影作品 刘清源
3、《泉城大水缸》 宿燕
4、《边走边存》 曹清雅
5、《抄表人的一天》 郭笑
6、《记忆 泉城自来水》组照 王平
7、《水之源》系列 吴广清 (排名不分先后)

微视频入选作品
1、滴答——— 杨年
2、供水服务——— 杨宁
3、小白在您身边——— 张昊哲

(排名不分先后)

作品入围作者名单
张爱学、朱淑环、韦钦国、李蕾、唐景

椿、盖煜、闫婷、殷晋铮、王奎杰、马裕源、
赵建春、董开山、吴明、刘传莹、宋振东、刘
乃兵、王晓、刘珍、吴广庆、李春红、薛莹、
李建设、林松、韩继联、王绍忠、林毅、韩留
利、钟倩、李伟、谢淑洁、马卫国、王军、刘
云端、吴明、王珉、郭春林、王丹、刘甜、赵
淑军、刘方明、李春红、褚莉、孔斌、罗赋
聪、张坤、张艺群、阴涛、朱迪、袁东升、唐
杰、姜晓倩、刘志峰、吕雅丛、苏晨婷、王
鹏、杨晓轶、杜娟娟、王芳、沈赫明、宫正、
宋敏、赵晓旻、韩文慈、陶芸、李凯、孙冬
晓、刘琳、张腾、高一丹、陈蕴、陈晓喆、王
星月、吴冬东、李东峰、张延军、尹君、张丽
君、刘伟、王莉、王盛浩、李珺、曲延东、郭
雪梅、林毅、于媛媛、张国彬、尹靓、宋晓
鹏、许潇、姜晓倩、国爽、王帅、张孟冉、蔡
东铭、鹿清、胡洋、宁雪、杜林、张静、刘颜、
王文旭

(排名不分先后)

记记忆忆··泉泉城城自自来来水水（（组组图图）） 22000066年年摄摄于于明明湖湖片片区区老老街街。。摄摄影影 王王平平 （（本本版版照照片片均均为为黑黑白白片片））

更多入选入围作品
请扫码欣赏


	S14-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