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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宁3月14日讯(记者
孟杰 通讯员 王建国) 春风
吹过蓼河畔，蓼河湿地公园的17
万株郁金香苗木已悄悄钻出地
面，25日(下周六)蓼河畔郁金香
将陆续开放，并进入一年一度的
最佳观赏期。趁着春风不燥，带上
亲朋好友，来赴春天的约会吧。

伴着春天的脚步，蓼河畔的
郁金香正在茁壮成长，一年一度
的蓼河公园郁金香展也即将拉开
序幕。

今年是济宁高新区第七届蓼

河公园郁金香展，本次展览以“健
步高新，寻花蓼河”为主题，特别
精选了红色的福斯特国王、浅粉
红色的糖果王子、黄色的边晕阿
波罗、橙色的橙色帝国、紫色的紫
色王子、白色的普利西玛6个纯色
品种，共计17万余株，在突出色彩
的同时体现纯色个体之美。

郁金香集中栽种在科技馆
与图书馆之间广场、蓼河公园西
入口沙滩南和红叶广场附近，摘
种面积近3500平方米，将在3月
25日至4月15日之间迎来最佳观

赏期。
漫步蓼河，观赏郁金香花开

的同时，市民还可以走进蓼河科
普展厅，展厅将对宿根花卉、球根
花卉及水生花卉等科普知识进行
普及，让市民在赏花的同时学到
更多的花卉知识。

届时，位于崇文大道北蓼
河东岸道路两边的樱花也将陆
续开放，形成美不胜收的樱花
大道景观，市民不用出国门就
可以感受到漫步樱花大道的浪
漫。

本报济宁3月14日讯(记者
孟杰) 14日上午，济宁高

新区在王因街道王因绿地广
场举办共植连理林活动，100
对来自济宁高新区各个工作
岗位上的夫妻档参与活动。

“种下一粒籽，长出一片
绿”来自王因小学的夫妻档耿
昕和周建梅将写好的同心树
挂牌小心地挂在了自己摘种
的树苗上。夫妻俩结婚了20
年，一起来参加共植连理林的
活动还是第一次。

和耿昕夫妇一样，来自济
宁市公安局高新分局的民警
马运金和王宜嫚也是第一次
携手共同植下一棵树，这对小

夫妇刚结婚不到半年，在婚后
的第一个春天就种下了一棵
树，这对于夫妻俩来说有非常
特殊的意义。

将树放入树坑前，马运金
挑了一个树苗顶部最结实的
树杈，将写好的同心树挂牌挂
了上去。种好后，红色的挂牌
随风高高飘起。夫妻俩在小树
苗前不停拍照留念。“这是我
们婚后第一个万物复苏的春
天，也是共同亲手种下的第一
棵小树，希望它和我们的爱情
一样，长长久久。”

“愿得一人心，白首不
分离”，在同心树挂牌上写
下爱的誓言，80后的董骞认

为这是一件文艺又浪漫的
事情。“以后可以带着我们
的孩子来，告诉他们这是爸
爸妈妈一起种下的树。”爱
人在为树苗埋土，自己在一
旁笑着加油，以后可以在树
下跟孩子讲这棵树的故事。
岁月静好，这就是董骞心中
爱情该有的样子。

这次连理林活动共摘种
了260棵树苗。“我们专门准备
了同心树挂牌，夫妇俩可以在
上面写上祝福语，签上自己的
名字，以后还可以一起来照顾
和维护，也可以收获一次有意
义的经历。”济宁高新区妇工
委主任向赛说。

本报济宁3月14日讯(记者
孟杰 通讯员 曹士华 杨
凡) 10日上午，济宁高新区

黄屯街道对327国道(原蒋屯村
段)路域进行综合整治。

对于外环路路域整治工
作，黄屯街道专门成立了路域
环境综合整治领导小组，并制
定了活动实施方案，明确了职
责分工、工作标准和完成时限，
对重点部位逐一建立台账。特
别是针对重点区域四周环境
脏、乱、差的问题，市包保组与

黄屯街道一起研究制定了具体
的工作措施。

这次路域环境整治活动，
黄屯街道共投资260多万元，主
要对整治区域进行绿化、硬化、
排水和违建拆除工作。据统计，
本次整治活动，黄屯街道共栽
植绿化苗木9000余株，铺种草皮
2000余平方米，粉刷墙壁5000余
平方米，硬化路面9000余平方
米，铺设路沿石1000余米，拆除
违建11处，清运各类垃圾10000余
方，整治活动取得初步成效。

本报济宁3月14日讯 (记
者 于伟 通讯员 朱维东)

济宁高新区城管执法分局
洸河执法大队再次摸排辖区
内违法建设，一处200余平方
米违章被拆除。

济宁高新区城管执法分
局洸河执法大队结合区域实
际情况，对辖区内违法建设
再次进行摸底排查。经摸底

排查后，根据实际情况列出
拆违责任人及拆除时限开展
工作，一处餐饮俱乐部成为
拆违建的第一项任务。

经过执法人员教导，当
事人了解到自己确实存在违
法事实，当即承诺自行拆除
该违章搭建的200余平方米房
屋，两天时间内拆除完毕。

25日起，带上亲朋好友来济宁高新区赏花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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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宁高新区开展“祖孙三代共植树”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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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外环环路路综综合合整整治治
332277国国道道黄黄屯屯段段变变靓靓了了

违违法法建建筑筑零零容容忍忍
一一俱俱乐乐部部被被拆拆除除

在此次植树活动中，邹
城监狱的20多名青年志愿者
们也参与了进来。小伙子们
脱掉制服工装，走出办公室，
来与大自然亲密接触。

举着大旗，身着蓝白相间
的志愿者马甲……11日上午9
点，20多名青年志愿者自带水
桶，开始有序领取植树工具。

男同事挖坑、女同事浇
水……在大家的相互配合
下，20多棵小树苗很快就有了
生长的根基。种完树后，26名
志愿者在一起和小树苗们合

影留念。
“平时大家工作都比较

忙，奔波于办公室和家庭之
间，很少有机会出来亲近大
自然。”青年志愿者团队负责
人称，这次来的志愿者既有
一起工作的同事，也有年轻
的情侣和家庭。

“现在提倡环保，种树可
以为我们生活的城市增添一
点绿色，作为一个志愿者团
队 ，我 们 都 应 该 要 参 与 进
来。”这名负责人说。

本报记者 孟杰 于伟

为为城城市市添添绿绿色色,,志志愿愿者者热热情情高高

“挖个坑，把树苗放进
去，填上土，再浇点水，小树
苗就可以成长了。”惠灵顿幼
儿园大班的郑皓中不光在幼
儿园里和同学们一起种了不
少小树苗，老家里的桃树也
是小皓中和爷爷一起种的。

和爸爸一起来植树，小
皓中还是第一次。爸爸先帮
皓中挖了一个小坑，小皓中
自己拿着一把工具锨，一点
一点将坑挖深挖宽，脸上写
满了认真。“我得加把劲，加
把劲。”小小男子汉额头上还
冒出了汗珠。

浇完水后，小皓中站在

小树旁，和小树拍了一张合
影。“以后要和爸爸经常来看
我的小树。”临走时，小皓中
还在种的树苗旁放一块石头
做记号。

这次和小皓中一起来
植树的同学还有 3 5 个，小
朋友们一起在家长的陪同
下种下了一片惠灵顿幼儿
园公益林。“春天正是出来
踏青的好时候，让小朋友
和家长老师们一起参加植
树活动，为这个城市增添
一点绿色变得更有意义。”
惠灵顿幼儿园执行园长张
阿艳说。

葛现场花絮

给给小小树树做做记记号号,,今今后后常常来来看看看看

本报济宁3月14日讯 (记
者 于伟 孟杰) 11日，济
宁高新区联合齐鲁晚报·今
日运河邀请百个家庭，在柳
行街道举行“祖孙三代共植
树”系列绿化活动。来自管委
机关青年、人民银行团委、邹
城监狱团委、银监局、农行系
统等单位300多人共同参加
了植树活动。

活动开始前，高新区市
政园林处的工作人员先讲解
了植树知识。随后，大家领苗
木、铁锨，家庭组团热火朝天
地开始植树。尤其是现场的
小朋友们，拿起铁锨，挖土、
栽苗、浇水，忙得不亦乐乎。

对不少小朋友而言，这
次植树还是头一回。9岁的曾
姝雅和同班同学胡翰翔共同

种下一棵见证友情的小树。
胡翰翔挖坑，曾姝雅负责帮
忙挑石块，为小伙伴加油，还
一趟趟为小树苗浇水，俩人
配合得非常默契。

“听说有植树活动，就给
孩子报了名，多参加这种公
益活动能开拓孩子眼界。”市
民周女士与孩子半个多小时
就种下一颗树苗。除以家庭
单位报名，活动还吸引不少
团队组团报名。“今来我们来
了四五十个家庭，不仅商户
还有学生。”奔跑团联盟负责
人李珂说。

“一二三，加油。”现场，
来自济宁学院附属小学科苑
校区的4组家庭一起将一棵
粗壮的石楠树扶起放进了挖
好的坑内，几名小学生兴奋

地拍手欢呼起来。
“我们学校来了38组家

庭，通过植树，可以提高孩子
们的环保意识，提高协作能
力。”学校带队老师赵改荣
说，这次植树活动也是一次
非常好的亲子互动，让家长
们和孩子一起度过一个有意
义的周末。

为加快创建国家森林城
市，植树节期间济宁高新区开
展丰富多彩的植树活动，包括
实施国际友谊林、育木育人
林、园区企业生态林、社区乡
村林、连理林和祖孙三代共植
树、文明林、巾帼林、青年林
等，并广泛招募各行各业各条
战线都加入到生态环保、共创
文明城市的队伍里来，共创文
明城市、森林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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