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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河西西路路上上槐槐树树咋咋被被啃啃秃秃了了头头
市园林局：捣乱的吃货绿虫子叫“尺蠖”，很快就去喷药

今年防汛预案制定
大汶河干流最受“关照”

本报泰安5月31日讯(记者
王世腾) 近日，泰安市防汛

抗旱指挥部制定《泰安市2015

年防汛工作意见》，大汶河干
流、东平湖、黄河、大清河，大中
型水库、小型水库和中小型水
库都按照各自标准建立防洪预
警机制，其中大汶河干流(汶口
站以下)按照防御7000秒立米
的洪水标准修订防洪预案。

6月1日，泰安将进入汛期，
泰安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制定

《泰安市 2 0 1 5年防汛工作意
见》，确保泰安境内黄河、东平
湖标准内洪水万无一失，确保
水库、塘坝、河道和城镇工矿区
度汛安全，确保标准内洪水水
库不垮坝、河道不决口、内涝少
成灾，遇超标准洪水有应对措
施，把灾害损失减少到最低限
度。其中大汶河干流汶口站保
证流量7000秒立米，保证水位
96 . 80米；支流柴汶河楼德站保
证流量3000秒立米，保证水位
119 . 00米；当预报汶口站可能
发生7000秒立米的洪水时，抢
险队全线上堤，确保洪水不漫

堤，堤防不决口；大汶河具体调
度按照《大汶河防洪预案》执
行。

东平湖、黄河、大清河汛期
洪水调度分别按照山东省黄
河、东平湖水库防汛指挥部相
关预案执行，重大问题及时请
示省防指、市委、市政府后执
行。大中型水库汛期严格按照
省、市防指批准的控制运用方
案进行调度。正常洪水时，在确
保大坝安全的前提下，充分利
用预留的拦洪库容和调洪能
力，科学调度，控制下泄流量，
尽量减少对下游河道的威胁。
当水库水位达到警戒水位时，
抢险队立即上坝，做好抢险准
备，并根据预报做好科学调度，
及时开闸调洪，控制水库水位
不再上升。

小型水库和中小型河道按
县(市、区)防指确定的防守标
准和调度意见执行。正在除险
加固的小型水库和中小河道，
落实好应急度汛方案，确保工
程及施工安全。

十名白血病儿童
收到两万元捐款

本报泰安5月31日讯(记者
赵兴超) 29日，泰安市红十

字会为来自全市的10名白血病
儿童代表，捐赠救助了2万元，
帮助这部分患儿过了一个有特
殊意义的儿童节。

29日上午，在泰安市中心
医院，来自全市的10名家庭特
别困难的儿童，在儿童节前夕，
收到了泰安市红十字会的特殊
捐赠。这10名儿童年龄大多不
到10岁，活泼可爱，但却有着相
同的特殊遭遇，都患有白血病，
正在接受治疗。

泰山区患儿壮壮已经查出
患有白血病半年多，接受了多
次化疗，头发也都掉光。和其他
正常儿童一样，他也期待儿童
节的到来，渴望得到一份礼物。
壮壮的父亲悄悄落泪，他哽咽
着说只能给孩子买一个2块钱
的小玩具当礼物，家里实在没
有钱了，都给孩子治病了。这些
孩子的家庭与壮壮家基本类
似，孩子们期待儿童节和恢复
健康的眼神，让每一个在场的

人动容。
泰安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

现场向每个家庭发放了2000元
救助资金，虽然资助金有限但
对这些家庭也是雪中送炭。工
作人员介绍，目前中国有400多
万白血病患者，每年还在以3到
4万人的速度增加，儿童也已经
成为白血病的高发人群。关注
白血病儿童，也是关注每个患
病家庭和祖国的未来。红十字
协会也希望有更多爱心企业、
团体和人士，共同成为白血病
儿童的爱心天使，给那些面临
生命威胁的贫困白血病儿童送
上帮助。

随后，泰安市卫生局相关
工作人员还到部分正在入院治
疗的患儿病房，送去了儿童节
礼物，鼓励患儿家属坚定治疗
信念，全力拯救孩子。白血病儿
童父亲李先生说，孩子患病后
不少社会爱心人士送来了捐
款，孩子现在已经好转不少，这
一次的救助，也给了这个家庭
更大的信心。

本报泰安5月31日讯(记者
陈新 ) 近日，有市民反映，

河西路槐树招来大量虫子，

一些树叶被吃光，路面上一层
黑乎乎的虫子屎，居民都不敢
经过，怕虫子会掉在头上。园林
局工作人员称，三到五天内会
到该地喷洒农药防虫。

“我家住 河边上， 河

西路步行道上种着一些槐树，
现在树上满是虫子，把树叶都
吃光了，我们家靠树的一面窗
子都不敢打开，害怕虫子爬进
来。”市民向记者反映。

31日，记者来到 河西路

上河桥以北的步行道，看到绿
化带内种植着十多棵槐树，其
中两三棵叶子光秃秃的，地面
上一层绿色掺杂着黑乎乎的东
西。清真寺小区居民介绍，这些
光秃秃的树木，都是被虫子吃
的，地上是虫子拉的屎。记者仔
细一看，发现树干上、地上随处
可见正在爬的虫子，也有虫子
吊在树上，墙角处虫子最多。据
了解，这种虫子名叫国槐尺蠖

（chǐ huò），民间俗称“吊死
鬼”，每只虫子有三厘米长，绿
色没有毛。

“太吓人了。刚才一只虫子
掉在我的脖子，以后再也不敢

从这里走了。”路过 河西路

的刘女士说。居民杨先生介绍，
这条路每年到这个时候就有这
种虫子，但今年格外多，不知道
什么原因。“树上一个劲儿往下
掉虫子和虫子屎，人走过会有
感觉。”杨先生说，“虫子和虫子
屎把路上弄得很脏，特别是下
雨的时候，地上黏糊糊的没法
走。原来小区居民经常在树下
凑牌局，因为虫子泛滥，都不敢

在这里打牌了。”
泰安市园林局工作人员介

绍，该地的病虫害防治工作已
经提上日程，估计三到五天内

会到该地喷洒农药防虫。“园林
局病虫害防治多大型设备，这
个地方路太窄，防治有一定难
度。”工作人员孙先生介绍。

本报泰安5月31日讯 (记
者 胡阳 ) 30日，2015“中国
泰山登山大奖赛揭幕赛开跑，
比赛共有1800多名登山爱好
者和运动员参赛。冠军李子成
用61分钟从岱庙跑到岱顶。来
自威海的肖慧敏，以1小时18

分48秒再次夺得女子第一名。
30日早8点，在岱庙北门

厚载门广场，运动员来到现场
检录。一来自德州的运动员说
非常喜欢运动，每天都会5点
多钟起床晨跑，已坚持近10年
时间。“前段时间听说泰山有
登山比赛，昨天就到达现场。
泰山是咱们山东的骄傲，我准
备参加完比赛再看泰山的大

好风光。”上午8点45分，在岱
庙厚载门广场，随着发令枪响
起，登山大奖赛正式开赛。

据了解，这项赛事由中国
登山协会、山东省体育局、山
东省旅游局、泰安市人民政府
主办，泰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
员会、泰安市体育局承办，已
连续举办6届比赛，28个赛次。
3 0日的比赛是2 0 1 5年度的揭
幕赛，吸引了全国各地1800余
名运动员报名。冠军奖金为
10000元、亚军奖金为6000元、
季军奖金为4000元。11月1日
还将举办环泰山马拉松赛。

揭幕赛比赛线路从岱庙
厚载门广场出发，途经岱宗

坊、红门、中天门、南天门等景
点到达终点玉皇顶下无字碑
处，全程约9 . 5公里。

来自枣庄的选手李子成
第一个抵达玉皇顶终点线，成
绩是1小时1分26秒。来自威海
的选手肖慧敏经过1小时18分
48秒努力后也抵达终点，成为
女子组中第一个冲过终点线
的选手。

据了解，从比赛一开始，
李子成就占据了绝对优势，刚
刚起跑一公里就将其他选手
落在身后，一直在第一的位置
领跑。在到达红门登山位置
时，李子成已经将后边的选手
落下了几百米远。

您您从从岱岱庙庙到到岱岱顶顶用用多多长长时时间间

他他一一路路跑跑上上去去仅仅用用6611分分钟钟

本报泰安5月31日讯(记者
侯峰) 泰安市下发2014年冬

季退役士兵接收安置工作的通
知，根据规定，属市直安排工作
退役士兵申请自谋职业的，自
谋职业补助金发放标准为义务
兵5万元，被选取为士官后每服
役一年增发4000元。

根据规定，对于符合通知
中所列条件的2014年冬季退役
士兵，国有、国有控股和国有资
本占主导地位的企业在新招录
职工时，应拿出 5%的工作岗

位，在符合政府安排工作条件
的退役士兵之间公开竞争，由
用人单位择优招录。各用人单
位依法与其签订不低于三年的
劳动合同或聘用合同，符合订
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应当
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按
照规定接续养老、医疗、失业等
社会保险关系，合理确定工资
福利，保证享受本单位同等条
件人员的同等待遇，切实保障
安置退役士兵的待遇落实。

在落实退役士兵经济补助

政策方面，通知要求确保自谋
职业的退役士兵按时足额领取
一次性经济补助。属市直安排
工作退役士兵申请自谋职业
的，其自谋职业补助金发放标
准为：义务兵5万元，被选取为
士官后每服役一年增发4000元；
服役期间荣立个人一等功或者
被大军区以上单位授予荣誉称
号、个人二等功、个人三等功
的，分别增发义务兵补助金的
15%、10%、5%(按最高一项等级标
准计发，不重复发放)。

市市直直安安排排工工作作义义务务兵兵
如如自自谋谋职职业业补补助助55万万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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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角处虫
子成排。

一棵槐树
叶子几乎被吃光。

本报记者 陈
新 摄

白血病儿童家庭领取救助资金。 本报记者 赵兴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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