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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百年年卢卢府府将将再再现现当当年年风风采采
一期修缮工程开工，预计年底完工

垛石镇全面启动

危房改造工作

本报5月14日讯（记者 张健
通讯员 王新刚 刘雪） 为切实
抓好危房改造工作，改善贫困家庭
居住环境，近日，垛石镇全面启动危
房改造工作。

重点关注农村五保户、低保户
和特困家庭，认真填写危房改造表
格，严禁弄虚作假，切实保障群众权
益。严格按照“户主申请、村委会和
调查小组入户调查核实、村民代表
会议民主评议、村民委员会张榜公
示、乡政府审核申报”等程序进行。

截至目前，垛石镇危房改造工
作已开工建设5户，至今年底完成30

户建设任务。

孙耿镇7 . 2亩肉羊

养殖基地将投产

本报5月14日讯（记者 杨擎 通
讯员 吴莎莎） 近日，记者在孙耿镇
相关部门了解到，占地7 .2亩的肉羊养
殖基地正在进行最后的装修阶段，已
有约70只肉羊提前入住“新家园”。

据了解，该项目前期总投资50

万元，将于本月中下旬建设完成。首
批引进繁殖羊300只，通过滚动发
展，力争到2016年羊群存栏数扩大
到1000只的规模。

“该项目建成后，将成为我们镇最
大的养（肉）羊基地，解决孙耿镇地区
对新鲜羊肉的需求，提升济阳县肉羊
养殖产业化水平。”相关负责人说。

本报5月14日讯（记者
杨 擎 通 讯 员 王 勇 ）
1 9 1 7年，风云人物北洋上将
卢永祥在思乡之际，命人于老
家山东济南府济阳县回河举
人王村修建了一座集住宅、宗
祠、学校于一体的家族建筑，
这就是济阳卢氏旧居。目前，
卢氏旧居一期修缮工程已正
式开工，预计年底完工。

为了更好地保护文化遗
产，为子孙后代留下乡愁的记
忆和宝贵精神财富，近年来，济
阳县人民政府高度重视卢氏旧
居的修缮利用，早在2007年就
着手筹备修缮工作，并初步形
成了修缮方案。

2013年11月，受济阳县文
广新局委托，济南齐鲁园林古
建筑工程公司对卢氏祠堂的现
状，重点对现存建筑的法式特
征、残破现状以及周边的地理
环境等方面进行了勘查、分析、
测量和记录。在此基础上，结合
实际情况，提出了符合历史原
貌的卢氏旧居修缮规划，并编
制形成《卢氏旧居修缮施工设
计方案》。

按照工程进度计划，一期
工程已于今年3月份开工，预计
年底结束。

卢氏旧居内，热火朝天的
施工场景让市民看到了希望。

“室内上方更换巡檩枋和托梁
枋，墙皮将刷成白色，地面铺
40×40cm黑色方砖。”现场一
名娄姓负责人说，院内地面也
将用30×30cm的青方砖铺成，
尽量还原旧居原貌。

据了解，旧居内初步规划
设立卢督军陈列室、非物质文
化遗产陈列室、民俗文物陈列
室、济阳名人字画陈列室等文
化艺术传承场所，并择机适时
加以全方位拓展。

卢氏旧居已于2013年被公
布为山东省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旧居的修缮对济阳县乃至
济南市的文物保护、旅游观光事
业将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也必
将大步提升济阳县的文化底蕴
和知名度。”济阳县文广新局相
关负责人说，经过此次修缮工程
对卢氏旧居的原有价值的挖掘
利用，卢氏旧居将焕然一新，再
放异彩。

本报5月14日讯（记者
张健 通讯员 李新东）
近日，济阳县回河镇的一名
女司机，因用未取得校车标
牌 的 私 家 车 接 送 幼 儿 园 孩
子，被交警查获罚款一万元，
成为济阳县第一例《校车安
全管理条例》三年过渡期结

束 后 被 处 罚 的 无 标 牌“ 校
车”。

5月5日16时50分，回河中
队民警巡逻执勤过程中，在崔
寨镇李善仁村查获一牌号为鲁
AT157A的小型普通客车。经
检查发现，该车核定9人，实载
33人，超员达266 . 7%，车上除

一名幼儿园随员外，全部为回
河镇田家村新世纪幼儿园学龄
前儿童。

经进一步核实，该车属
未取得校车标牌接送学生车
辆。民警现场依法开具强制
措施凭证将车辆暂扣，并及
时协调车辆将学前儿童安全

转运，同时责令当事幼儿园
限期进行整改。民警依据条
例 第 四十五 条 第 一 款 之 规
定，对驾驶员卢某云作出罚
款一万元的处罚。这也是条
例过渡期结束后，济阳县首
例 按 照 条 例 被 依 法 处 罚 的

“校车”。

无无标标牌牌““校校车车””接接送送儿儿童童被被罚罚万万元元
当时这辆核定9人的私家车却拉着33个人

本报5月14日讯（记者 梁
越 通讯员 张端星） 10日
上午，济北中学举行了《感恩·
责任·担当》为主题的第二届学
生成人礼，上千名学生与家长
携手通过“成人门”，学校还给
每个学生发放《中华人民共和
国宪法》以及成人纪念章作为
礼物。

10日上午8时30分许，济北
中学第二届成人礼仪式开始，
高二上千名学生与家长共同集
聚在济北中学操场上。仪式上，
学生与家长携手通过成人门，
踏上成才路，学校还给每个学

生发放生日礼物，即《中华人民
共和国宪法》以及成人纪念章。

“最感人的环节是学生与
家长互换家书，且当场阅读，感
动了一大批家长。平时儿女们
对父母的爱不好意思表达，均化
成了文字。明显感觉出孩子们确
实长大了，这给家长们带来很大
慰藉。”学生家长李先生称。

高二学生小张称，不知不
觉自己已18岁，意味着步入了
成年人行列。“面对父母和老师
要怀有感恩之情，有些事不能
再跟随自己的心情去做，要有
责任感和担当感。”

济济北北中中学学上上千千学学生生共共走走““成成人人门门””

卢氏旧居一期修缮工程现场。 本报记者 杨擎 摄

曲堤镇中学：

对班主任进行

心理健康教育培训

教育资讯

近日，曲堤镇中学在学校多功
能教室举办了班主任心理健康教育
培训活动。此次活动请到了济南中
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的周秀琴老
师，为大家作了名为《教练式管理，
轻松做班主任》的专题报告。通过此
次活动，班主任明白了心理健康的
重要性，也解决了工作中积累的一
些心理困惑。 （尹传旺 郭娜）

姜集小学：

六名教师分两组

每周轮流走教

近日，姜集小学开展了新一轮的
走教活动。本期走教活动主要针对艺
体教师配备薄弱的温店学区、魏铺学
区和东西李学区，中心校六名走教教
师分成两个组每周轮流走教，要求教
师在备课时能够根据学生实际精心
设计教学，促使学生更加有效地学
习，让走教教师走出精彩人生，让学
区孩子同享优质教育。 （李苏兰）

济北小学：

“万人学围棋”

公益普及活动启动

为进一步促进济南市围棋事
业的发展，“万人学围棋、公益睿泉
城”大型围棋公益普及活动正式于
济阳县济北小学启动。本次活动主
要针对乡镇少年儿童，利用网络教
学形式进行，共设4个课堂。让他们
体验对弈的乐趣，接受围棋文化的
熏陶，达到以棋启智、以棋养德、以
棋育人的效果，从而全面提升济南
市围棋运动水平。 （王娟）

本报记者 杨擎
通讯员 王勇

据史料记载，卢氏旧居建
于1917—1919年，中西结合，古
今互通。如今，历经沧桑的卢氏
旧居历经辉煌、破败、被改建、
被改用、被遗弃，她的命运越来
越牵动着人们的心。

据了解，新中国成立后，卢
氏旧居收归国有，成为国有资
产。1951年后做过县里的粮食
仓库，后来又做过村小学，现在
偶有村民临时居住，基本处于
闲置状态。如今的卢氏旧居已
经不复昔日辉煌，到处一派荒
凉、残破的景象。

近日，记者来到卢氏旧居
发现，祠堂、学校屋顶东侧正吻
已经残失大半，西侧正吻尾部
残失，南侧垂兽、走兽缺失，角

兽缺失，北侧走兽缺失，屋顶瓦
面小部分脱落，杂草丛生。

同时，大门两侧耳房，屋顶
花脊部分残失，瓦面部分脱落。
西耳房前檐中部与北墙顶端交
界处，瓦面脱落，墙体残缺，屋
顶杂草丛生，植被生长情况严
重。东耳房北侧窗户砖砌封死，
屋顶大树横生。

走进院内，东厢房屋顶瓦
面已换成现代红瓦；二进院正
房的前檐木质挂罩部分缺失，
梁柱漆面部分脱落，前槛墙下
部被粉刷成绿色，门窗、挂板及
现在的墙体都是当时做粮仓的
时候被改造的，前侧台阶也是
后来改砌的，与原有的古建风
格很不协调； 房间里部分望
板、瓦面已经残缺，还有墙体开
裂、屋顶瓦面脱落的状况，有的
墙体下部还抹了水泥。

西路前院西厢房，屋顶瓦
面已被换为当代的红瓦，门窗
等处玻璃已经缺失。南倒房屋
顶正脊已经没有，后院原来的
教室已被夷为平地，仅剩地下
的基础还可以探见。

路南原住宅建筑仅剩部分
残破客厅和西厢房，其他已毁
灭。

据了解，卢氏旧居是济南
市黄河以北仅有的保存较好的
大型民国院落式建筑群。工程
建设用料讲究，工艺高超，建筑
体量大。

“建筑的各个部位都细腻
的展现出精美高超的雕绘艺术
特色，尤其是‘灰雕’这一艺术
表现形式在济南地区更是十分
少见，这是重要的南北文化、中
西文化交流融汇的历史文化艺
术载体。”济阳县文广新局相关
负责人说。

不少古建筑专家参观过卢
氏旧居后都表示：黄河以北少
见，历史价值重大。因此，卢氏
旧居可谓是山东省近代民居的
优秀典范之一，修缮工程势在
必行。

历经百年沧桑，旧居残破荒凉

记者探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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