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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体验环境监测员热浪下作业

一天跨过7条河道横穿浦东南北
高血压监测员顶着高温采集水样
》社区纪事

外来工缺归属感
社工主动送服务

工作人员根据不同的检测项目把水样放进不同的瓶子里。
一直以来，环境监测被称为环境保护的
“ 眼睛”“
、 哨兵”，日前最高气
温３６．６! ，记者跟随浦东新区环境监测站的监测人员横跨浦东南北７条河流
进行地表水监测、采样，体验了一回当
“ 眼睛”、当
“ 哨兵”的工作。从监测点
的选择，取水、记录到标号、化验……监测人员细致再细致地完成每一步，即
使是已经重复了几百遍的动作，他们也不敢半点马虎。
本报记者 顾卓敏

本报记者 吴恺 摄

一般给一个断面取样，至少跑三四
次，是挺吃力的。”老张说。
“ 不对，里外两排瓶子的瓶盖要
早上８：
５０，记者来到位于灵山
对应着放”
“ 漏斗不能碰到瓶口，也
路上的浦东新区环境监测站，换好
不能碰到瓶中的水”．．．．．．在操作过程
了
“ 行头”的监测员们正在进行当
中，监测人员不时在旁提醒，纠正记
天任务的安排。
“ 根据单双月的不
者的一些错误手法。但即便有“ 高
同安排，８月份所要完成的是７条河
手” 指点，记者的手还是不由地发
9：
00 最后检查车上的化学制剂、玻璃器皿，监测小组正式出发 抖，水也有些不听话地到处乱洒，由
流的水样采集和监测工作，而相对
的７月份就更多些要达到１９个。”作
于洒得太多，取上来的水不够取样，
9：
30 抵达第一个监测点：张家滨三桥断面取水
为４人小组的组长，环境工程专业的
老张接过了取水器，再次取水后，完
10：
25 来到第二个点，川杨河药师水厂点取水
硕士生，今年３０岁的张晓伟向记者
成了操作。
10：
50 第三个点，一下子到了浦东运河城镇东断面
介绍。
“ 其实这往瓶中注水，都有技术
而说话间，监测员从样品冷藏
含量的，哪些瓶的水要注满，哪些不
15：35 返回到监测中心，水样进实验室分析
库里取出采样所需的化学制剂，并
用注满，漏斗怎样拿水才容易较快
将一箱箱装有数十个瓶瓶罐罐的塑
注入瓶中等，稍有差错，就会影响监
料箱搬上了车。
“ 这些玻璃瓶有大有 脸色看上去不太好。
“ 还算可以，出
测结论。” 张晓伟一边向记者解释，
波绝对是
“ 轻松活儿”了。
小，还有茶色玻璃瓶，是为了满足不 梅了，哪怕是热点，天不闷就好。”老
一边打开小药箱，在不同的玻璃瓶
记者体验采样
同项目指标要求而设定的。”监测人 张回答。在他看来，地表水采样远比
中滴入不一样的化学制剂，
“ 从采样
容器下水取样是
“ 技术活”
员告诉记者，车上所有的玻璃瓶都 燃煤锅炉排放物采样轻松很多。
现场回到实验室还有一段时间，我
是用来装水样的，不同的地点取到
站在金桥桥上，老张熟练地往 们必须要在水样里添加事先在实验
前几天进行燃煤锅炉排放物采
的水样、监测不一样的指标都需要 样，烟囱都在厂房楼顶，有的高达１０
河里甩下一个透明的玻璃容器，晃 室里调配好的固定剂，防止样品发
分别装在不同的瓶子里，有些断面 多米，张晓伟他们徒手爬消防楼梯
了晃就装了满满一桶，提起后将水 生变化或检测因子挥发。不同的水
的监测项目比较多，光是采样就要 上去后，再用绳子把设备拉上去。 分装在随车带来的玻璃瓶中。另一 样，不同的固定剂，不能混淆。即使
达到１５瓶左右。
边，张晓伟拿出一个仪器，将仪器一 在毒日头下，也不能贪快。”
“ 大热天，一脚踩上去，沥青早就化
９点整，记者跟着张晓伟组长的 了，温度起码５０! ，必须要穿钉铁板 头深入水里。
“ 这叫溶解氧仪，可以
温度、外观、流向、溶解氧……
队伍出发了。
“ 我们的工作是个体力
的工作鞋。”张晓伟说，更考验人的 检测出河水里的氧气是否充足。”他 记录完数据之后，小组迅速赶往下
活。
”监测人员告诉记者，不仅要负
是，监测仪器需要连续运作，
“ 金桥 告诉记者，电视里报道的，一些河道 一站。在川杨河药师水厂断面，监测
责常规监测点的取水分析，还有大
园区有家企业的废气口多达１１个， 出现大面积死鱼，就是因为河道里 项目增加到了２４个，而地上瓶子也
气监测、污染源监测等多个项目， 我们就在楼顶呆了一天。”
的溶解氧太少，导致鱼类窒息，
“ 我 增加到了１２个，大小、颜色、样式都
“ 今年做的就是，每个月的规定动
“ 嗯， 不同，用途也各异：磨砂密封瓶口
在经历了３０分钟车程后，到达 们需要时刻了解水质状况。”
作，地表水的监测、采样任务，以便
当天地表水采样第一站——
—张家滨 今天还算不错。”看着仪器上显示的 的，是用于检测溶解氧的；瓶口用牛
环境监测部门掌握河道水质变化”。 河三桥断面。此时，太阳已显出威 数据，张晓伟迅速记录下来。
皮纸包裹的，是经过实验室灭菌处
据悉，整个浦东共有６６个点，包括川
眼见一桶水分完了，地上还有 理、用来检测大肠菌群的；而装在塑
力，人站在桥面片刻，皮肤就火辣辣
杨河、浦东运河、大治河、随塘河等
的。
“ 这个河道选择也是有讲究的， 大大小小几个玻璃瓶空放着，而老 料瓶里的是用来检测重金属的……
河流。
“ 漏了一个点。”老张突然喊了
有的是饮用水源地，有的是水环境 张又折返过去准备再次打水。正所
一路行来，记者注意到，张晓伟
“ 看人挑担不吃力”，感觉取水这 一声。浦东范围太大，河道太多，现
综合整治重点河道，还有的是做水 谓
的组员可以说是老中青结合，今年
“ 刚才车子
环境质量评估。为了符合不同项目 个动作并不复杂，记者也就大胆申 场监测组经常横穿南北，
５６岁的组员张海德在这个监测员的
的要求，监测的河道断面布点也是 请来采样试试。可容器下水容易，上 开过了一个点位，现在只好原路返
岗位上已经干了３２年了。
“ 今年身体
南辕北辙，所以很多时间都耗在路 来就难了，记者使足了劲，停在水里 回。”下午４点，工作顺利完成。满满
怎么样？感觉还行吧？”路上，组员们
上了。”张晓伟告诉记者，但即便如 的取水器好不容易才浮出水面，尼 一车水样玻璃瓶，随着车身晃动发
相互聊天中提及，前一天，因为监测
“ 这 出清脆的、有节奏的碰撞声。路上，
此，相比于
“ 烘山芋”的采样，横跨 龙绳早已勒得手有些隐隐疼了。
的点位、项目多，患有高血压的老张
浦东南北十来条河，２００公里来回奔 很正常，取水器装满水分量也不轻， 老张疲惫地打起了盹。

看监测员奔波
日行 ２００ 公里算
“ 轻松活”

本报讯 记者 范彦萍 由延吉新
村街道和延泽社会工作发展中心联
手举办的
“ 欢乐一家人”市集活动日
前在延吉新村社区第三睦邻中心举
行。记者了解到，原本主办方希望吸
引的
“ 主角”是外来务工者。没想到，
在最初的一个多小时活动中，仅有两
三名外来务工者前来。社工负责人吐
露，很多来沪青年缺乏社区归属感，
对社区提供的免费福利半信半疑，这
将是他们接下来要攻坚的难题。
来自江苏的洪丽是在鞋店里收
到志愿者送来的活动传单的，起初她
有些不相信，
“ 免费学电脑和健美，
哪有这么好的事”。抱着试试看的心
态，她来到睦邻中心，不仅拿到了一
张杨浦区总工会赠送的工会会员服
务卡，
还报名参加了免费会计培训。
“ 现在很多来沪青年面临各种
困惑，生孩子了户籍怎么办？还有婚
恋、健康方面碰到问题也不知道上哪
去咨询。此次举办欢乐市集的目的就
是为了给来沪青年一个可以咨询、倾
诉的场所。
”上海延泽社会工作发展
中心总干事王秋月告诉记者，
他们发
现，来沪青年对社区总体比较胆怯，
即使路过睦邻中心也不敢进门，
感觉
自己是外来的。
为了拉近来沪青年与社区的关
系，延吉社工专门开展行动，将信息
和服务送上门。
“ 由于有的外来务工
群体对社区的顾虑比较大，
我们便邀
请厂长领他们过来，
他们尝到甜头后
才知道这些服务不错，
以后我们再电
话邀请他们，
他们便会欣然答应。
”
目前，上海来沪青年以每年１０％
的速度递增，由于文化背景差异和对
自我认知的局限，他们渴望获得学习
专业技能的机会，也希望能够真正融
入城市生活。为了提升外来务工青年
的职业技能，延泽社会工作发展中心
特意在
“ 欢乐一家人”市集活动中设
置了职业技能免费培训课程报名点。

漕河泾社区
全民来健身
本报讯 记者 丁烨 烈日炎炎，
许多市民都选择宅在家中孵空调，不
过在徐汇区漕河泾街道，许多市民却
选择走出家门，参加体育锻炼。日前，
“ 天天运动，幸福一生”２０１２漕河泾
社区全民健身活动在中国中学成功
举办。来自社区各企事业单位、居民
区的１０００余名运动员参加了活动。
本次比赛共有来自社区居委、社
区单位、辖区部队等４６支广播操队
伍，社区文体团队、辖区学校体育团
队等２００名队员以及２００名社区居民
共同参加。
活动通过举办社区各年龄
段、不同职业人群的广播操展示比
赛、
社区家庭飞镖比赛、
跳绳、踢毽子
以及社区体育文艺团队展示等，集中
展示了漕河泾社区居民、驻区单位白
领等人群的健身水平。漕河泾街道相
关负责人表示，
增强社区居民体质是
街道长期努力的目标，
接下来将进一
步开展全民健身、
终身运动等体锻活
动，在社区形成良好的健身氛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