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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昔日日““洼洼地地村村””变变身身花花园园小小区区
滨城区市东街道北张居委会城中村改造，家家户户住进了楼房

几十年前，滨城区市
东街道北张居委会地势
低洼，雨天积水严重，被
当地人称为“洼儿张”。而
今，“洼儿张”不复存在，
这里的人们因为旧村改
造，家家户户住进了楼
房。18日，在新建的北张
家园小区，小雨滴答，却
丝毫挡不住人们表达即
将入住新居的喜悦之情。

以前下雨天出门

不是蹚水就踩泥

19日下午，记者来到位于
黄河十二路渤海四路附近的北
张居委会。从小区西门进入，映
入眼帘的是4幢刚建好的白黄
相间多层住宅楼以及平整宽阔
的道路。

小区内热闹非凡，瓷砖、吊
顶、安全门、燃气灶……这些琳
琅满目的商品，俨然组成了一
个建材超市。因为新的住宅楼
刚建好，村民将会开始陆续装
修新房，闻到商机的几十家建
材商家纷纷来此摆摊设点，争
抢客户。

“你这门多少钱？质量怎么
样？便宜的话我们几户都在你
这里买了。”赵女士19日刚拿到
新房钥匙，就迫不及待地来到
新家看看。“我的房子在3楼，
120多平的大三居，非常好，我
这就准备装修了。”现在的北张
居委会俨然一副城市住宅小区
的模样，跟原来的村庄样貌大
有差别。

今年62岁的北张居委会
主任王合昌告诉记者，以前的
北张居委会进出村只有几条
窄窄的土路，遇到下雨天，出
门不是蹚水就是踩泥。村里有
三分之一是破旧的土坯房，多
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所建，因
雨天漏水严重，有的居民还要
接上脸盆。下雨天他经常带着

村“两委”成员，脚穿雨鞋，手
拿铁锨，挨家挨户为村里排除
积水。北张居委会共有居民
449人，人均耕地不足1亩，居
民生活困难。

看到村里破旧的面貌、贫
穷的村民，王合昌觉得应该担
起应有的责任，改善村民居住
环境，带领居民走出贫困的生
活。2011年，居委会与金居叶
上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
始洽谈合作。2012年北张居委
会旧村改造项目正式启动。在
拆迁改造中，居委会坚持以公
开、公平、公正为主线的阳光
工程，让每一位居民都从心里
感到踏实。一年内居委会的
2 1 4 个 院 落 全 部 顺 利 拆 除 。
2013年3月，4栋5+2多层居民
安置楼正式开始打桩建设。仅
仅一年半，4栋楼全部竣工，可
安置180户居民。

分得拆迁补偿款

村民寻路子做生意

“现在的我们吃住不愁，感
觉未来有奔头。”谈到目前的生
活，51岁的张小庭信心十足地
说。他满怀喜悦地向记者介绍，
在拆迁中，他的两套平房小院
共分得拆迁补偿款120多万。他
用其中50多万买了3套120平米
的楼房，剩余的钱他买了4台挖
掘机出租给建筑工地，并给女
儿在市区买了一套100多平方
米的商铺。从此，自己和孩子都

有了固定的收入。
像张小庭这样获得120多

万补偿款的，在拆迁中还算是
“中等户”。本次旧村改造，北张
居民获得拆迁补偿款，多的到
200多万，少的也有40多万。居
委会给予每个居民60平方米内
1290元/平方米的成本价，房内
配套设施完善，厨房、卫生间铺
设有洁白崭新的瓷砖，还统一
安装太阳能、坐便器，地面铺设
瓷砖。

“原来穷的时候，不是没有
致富的想法，本钱是最大的难
题。”张小庭说。而今，旧村改造
后，大部分的北张居民不仅住
上了楼房，手中还有了发家致
富的本钱。从此，居民中经商的
多了，有出租机械的，有投资商
铺的，有搞运输的……日子日
渐红火，富起来的北张人，自发
跳起了广场舞，精神面貌焕然
一新。

设置“绿色通道”

一楼留给老人残疾人

“感谢村里照顾我腿脚不
便的，给我分了套一楼，免受了
爬楼之苦。”76岁的居民宣爱
英，有3个儿子4个女儿，儿女均
已成家另立门户。老伴去世后，
她独自一人住。原来的房子漏
雨严重，下雨天她就到儿子家
暂住。而今，她分到了新房，再
也不害怕房子漏雨了。“没想到
在有生之年还能住上新楼房，

关键是还有集中供暖，做饭烧
水还有天然气，生活甭提多方
便了。”宣爱英感慨地说。

在分房过程中，居委会考
虑到村里有不少年龄大的老
人，还有走路不便的残疾人，如
果让他们参加统一抽签，如果
抽到较高楼层，会造成他们生
活的不便。于是居委会“两委”
班子商讨出了一个妥善的安置
方案：为了照顾村里的老人和
残疾人，不让他们参加统一的
房号抽签，而是把全部安置房
的一楼挑出来，让村里70岁以
上的老人和残疾人先进行单独
抽签。这一方案得到了全体“两
委”班子成员的一致同意，也得
到了党员、群众代表会议的全
票通过，方案正式敲定。

除此之外，村里60岁以上
的老年人，每月10日都能领到
100元的“老年金”，70岁以上的
老人过生日还有“蛋糕券”。居
民逢年过节，米、面、油等生活
用品居委会发到家家户户。

为让居民生活得更加舒适
便捷，小区公共活动等配套设
施也即将全部到位。如何发展
才能让居民更满意，王合昌有
自己的打算：“首先规范小区建
设，建起封闭院墙，成立小区物
业，将北张家园真正纳入专业
化小区管理。”王合昌介绍，再
就是要发挥寸土寸金的优势，
合理利用村中现有的70亩土
地，为集体增收、居民致富创造
条件。

北张居委会居民扭起秧歌
庆祝搬新居。

文/片 本报通讯员 王延
芳 郭淑荣
本报记者 王晓霜

市市民民捐捐名名家家书书画画支支持持助助残残晚晚会会
四幅名家作品将送给资助助残文艺晚会的爱心企业人士

本报8月19日讯(见习记者
刘哲) 19日，家住滨城区的

李先生打来电话，说愿拿出两
幅自己珍藏的名家书法作品，
为齐鲁晚报主办的“中国梦·
爱心永远”助残文艺晚会助
力。另一位市民王先生也将两
幅珍藏的书画作品捐出。两位
爱心市民表示，愿将这四幅字
画送给资助助残文艺晚会的
爱心人士。

李先生是书法爱好者，收
藏书法作品是他多年来的一
大爱好。李先生捐出的两幅书
法作品中，一幅是出自中国书
协副主席张业法之手。张业法
的书法作品以行草为擅，笔致
凝练劲拔，构体险峻雅变，布
局萧远疏朗，富有鼓鸣钲奏的
韵律和朝气勃发的生机。另一
幅则是出自书法名家顾亚龙
之手。顾亚龙自小随祖父与父
亲练习书法，书法风格颇有王
羲之、颜真卿之范，现任中国
书法家协会理事、山东书法家
协会主席。这两幅作品都是李
先生所珍爱的作品，李先生表

示，希望有热爱书法的爱心人
士继续收藏。

李先生说，他上学时，有
位残疾人教师让他印象很深，
那是一位右腿残疾的男性教
师，不仅在工作上认真严谨，
在生活上也对学生颇为关照。
那时候，李先生家境贫寒，这
位教师曾给过他生活费，还经
常把身在异乡的他带回家吃
饭，让他倍感温暖。毕业后，李
先生将对那位残疾教师的感
激扩展到其他残疾人身上，走
在路上看到需要帮助的残疾
人，他总会伸出援手。

得知齐鲁晚报将主办“助
残文艺晚会”活动后，李先生
立即决定参与活动。“在物质
上我可能帮不到什么忙，但希
望能拿出自己珍爱的书法作
品，为助残出点力。”李先生表
示。

王先生夫妻俩也决定将
自己珍藏的两副书画作品捐
出，为助残晚会助力，其中一
幅是魏启后书法作品，另一幅
是赵先闻的经典绘画小品。

这四幅名家作品将按照
捐献者的意愿，送给资助“中

国梦·爱心永远”助残文艺晚
会的爱心人士。

王先生捐出的著名画家赵先闻先生的绘画小品。

本周六来秦皇河

观看游泳锦标赛

本报8月19日讯(通讯员 赵
清华 记者 王晓霜 ) 为进一
步促进滨州市群众性游泳运动的
发展和提升秦皇河旅游景区的社
会知名度，8月23日，滨州秦皇河
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和滨州市
游泳协会将在秦皇河(长江五路
桥以下段，约500米)举办游泳锦
标赛。届时，将有400人参加比赛。

本次比赛按年龄段进行分
组，分别顺河向下畅游(也可折
返，1000米)，到达终点，颁发名次
卡，按名次计分领奖。共有六个组
参加比赛，分别是畅游(表演)组、
30岁以下组、45岁以下组、60岁以
下组、60岁以上组(含60岁)、青少
年组接力赛。

比赛设多个奖项。团体奖按
各代表队得分，每大组奖励前三
名，颁发团体奖牌；另设优秀组织
奖数名。凡报名参赛并下水游完
全程者得一分，各年龄组个人第
一名得15分，以此类推第15名得
一分。以名次卡累计得出本队总
分。个人奖各年龄组前三名，颁发
金银铜牌，奖金分别为300、200、
100元，第四至第十五名奖励不低
于50元的大礼包。接力奖第一名
奖金1000元，第二名800元，第三名
600元，第四名400元，第五名200
元，第六至第十名各100元凡参赛
者，每人有纪念奖一份(泳帽和浮
漂)。团体成绩奖金每分10元，按各
队得分奖励各队集体使用。

全市7条边界线

联检任务完成

本报8月19日讯(通讯员 颜
斌 张帅 记者 王茜茜 ) 近
日，博兴—桓台市际行政区域界
线联合检查工作结束，标准着
2014年度全市边界联检任务全部
完成。今年，全市共有3条市际县
界、4条市内县界共7条联检任务，
全部提前高标准完成。淄博、东
营、德州、滨州四市和二十余个县
区参加了联检活动。

根据要求，全市完成了三条
市际县界“沾化利津线、博兴桓台
线、阳信乐陵线”和四条市内县界

“沾化阳信线、阳信无棣县、滨城
阳信线、邹平惠民线”的联检任
务。经实地联合检查，边界线界桩
除济阳—惠民—邹平同号三立界
桩之一台子镇闫家村西北110米，
堤南侧的界桩由于黄河大堤位置
北移需要改迁外，其它界桩及标
志物保持良好，地貌、地物无明显
变化。界线实地位置清晰易认，界
桩实地状况与界桩成果登记表记
载基本一致，无边界纠纷问题的
产生。

秋季健康教育

18日，滨南社区20多位非在
职党员正认真听秋季养生保健知
识。农历七、八、九月份，早晚气温
变化明显，容易引发老年人呼吸
道、肠胃等疾病。针对这一情况，
滨南社区华滨党员服务社查阅资
料，认真制作课件，从饮食、起居、
睡眠等方面为大家进行讲解，提
供易于掌握的饮食调养小秘方，
并提醒老年人秋季要愉悦身心，
合理饮食，适宜锻炼，增强体质。

本报通讯员 张蕾 本报记
者 王领娣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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