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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潍坊

公告声明

在潍坊的福建沙县商人洪荣：

“在潍坊做生意，
心里踏实”
来潍坊经商半年的福建沙县人洪荣
提起他热爱潍坊的理由，他想都没有想
说：
“潍坊人素质高，我来潍坊半年了，没
有收到过一张假钞，来潍坊做生意心里
很踏实。
”
洪荣是福建沙县人，是鲁缘福建沙
县营养小吃的股东之一，来潍坊已经半
年的时间。
“当时有几个朋友在潍坊都干
着买卖，他们都说潍坊这边前景好，环境
好，居民消费水平也高。自己也就过来，

投资沙县小吃做一股东。”
做小吃生意每天都要早起，洪荣
说，每天早上 6 点 30 分，就要到店里
去，晚上 10 点才关门。一天十六个小
时，除了路上的时间，就是在店里忙
碌，接触的最多的就是路上的行人和
来店里的顾客。但洪荣还是喜欢这个
城市，
“ 潍坊的人素质好，不管是早还
是晚，走在马路上，等红绿灯的市民就
非常有素质，乱闯红灯的人少。有一

次，在文化路和福寿街路口，发生一点
小事故，有热心的的哥开车送人到医
院去。一点小事，就让我感觉潍坊这个
城市的人有素质，有人情味。”
“在小吃店里，什么样的人都有，
三教九流，夹着公文包的，收破烂的，
但吃饭的人素质都很高。自己走南闯
北这么多年，在哪个城市都落过脚，每
个店里都能摸出几张假钞，在潍坊，这
半年了，这两家店，一张假钞都没有见

过。”洪荣感慨得说，热爱这个城市，有
时候就是这么简单的几个理由，理由不
高尚，但这个城市的人的素质却让他膜
拜。
潍坊的治安稳定，经济发达，在大
半个中国转悠过的洪荣说：
“ 在潍坊呆
的时间长了，安逸了，就愿意在这里扎
根，我愿意在这个城市多干几年、或者
几十年，见证这个城市的发展。
”
本报记者 秦国玲

潍坊马拉松爱好者：

每走一步皆风景
谁不爱咱
“三河”
美

潍坊这么美，越跑越带劲
本报记者

本报记者

韩杰杰

冯兆良：
适合锻炼的地儿真不少
82 岁的冯兆良老人是个不折
不扣的马拉松迷。每天跑个七八千
米，他才觉得过瘾。而这个习惯，他
已经坚持了几十年。
这个冬季，他的锻炼计划是这
样的：周一到周五，他会从早春园南
巷出发，沿着东风大街到北海路口，
然后顺北海路到人民广场附近锻炼
身体；周六，转战潍坊学院体育场；
周日他则去高新广场跑三圈，一圈
就是 3000 米。
对他而言，潍坊能去锻炼的地
方太多了。
跑了几十年，他沿着潍坊不断
延伸的笔直的公路，几乎去过市区
的各个角落，也看着潍坊街头上的
绿树渐渐多了起来，公园多了起来，
体育设施普及了起来……
“以前人民广场那里就是片地，
现在可好了，建得宽敞，也有小树
林，也有锻炼的设施。现在正在建少

王明三：
爱美景，
爱这里的人

年宫，人们休闲
的 地方 越 来 越
多了。
”
“外环的路
都修得笔直，我
们爱好者有时
就顺着东、西、
南、北环跑，一
口气跑个三十
公里路。”冯兆
良说，
路好了，跑着都
带劲！累了，在街头能很容易找到小
公园，小石凳，坐着休息一下。
潍坊的绿化也让冯老运动时特
别来劲。
“ 一早起来，看着满眼的绿
树，呼吸着新鲜空气，太舒服了。在这
种环境里，就特别想运动。
”
而活动不太方便的老人，也能在
社区里找到免费的体育设施。
“几乎每
个小区都有锻炼的器材，
很人性化。
”

159****9697
我在这儿生活了 20 多年，
没太多
要说的，
总之我爱她，
希望她越来越好，
没
有哪个城市能够比潍坊这座城市更吸引我，
欢迎外地朋友来做客。
137****5397
不论你是为一日三餐打拼的穷小子，
还是
商场上的精英，
不论你是来自天南海北的过客，
还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
潍坊都是值得你奋斗
和驻足的地方，她不是天堂乐土，但却有山有
水，
包容大气，
不仅有湿地公园美景如画，
还有
萝卜清脆可口，
风筝漫天飞舞，
构成了一幅人们
安居乐业，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丽画卷。
136****0120
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潍坊女孩，家在寒
亭，2004 年的一次偶然机会，
遇到了在坊子当
兵的他，
我们由相识，
而又相知相恋，
其间虽然
少有花前月下的浪漫，
但也不乏两人难忘的
感动，
我们相处四年多，
经历的事情很多
很多，
最终结成正果，
现在我们已经结
婚并有了一个活泼可爱的儿

1999 年部队转业来的王
明三，已经与潍坊“亲近”了十
几年。在这短短的十几年，他见
证了潍坊高新经济开发区快速
的发展，也交到了很多好朋友。
“刚来的时候，住在高新
区富华路上，那时候，小区周
围人很少，比较荒凉，也没有
什么高楼大厦、商场超市。”
他说，现在这里已经完全变样
了，设计漂亮的高层建筑拔地
而起，人越聚越多。让他喜欢
的还有街上的绿化，“总之这
里太美了。”
除了美景，他也喜欢人与
人之间那种能轻而易举就能亲
近的感觉。每天清晨，他便同
小区里的几个朋友一同前往潍
坊学院体育场。有时候聊聊
天，有时候就是跑步。
三年的长跑路上，他交到

了不少朋
友。他们原
本并不相
识，却因为
锻炼，成了
朋友。有时
候他们会
给对方一
个会心的
微笑，有的
时候会送
上几句温暖的问候。
“潍坊学院的体育场里，一
般就有四五十人围着跑步，有时
候潍坊致远跑吧的会员也来这
里 ，就 热 闹 了 ，得 有 一 百 多 个
人。”王明三说，冬天天冷，有人
在跑步的过程中喊口号，虽然很
多人不认识，但都加入到了喊口
号的队伍中，就像彼此认识一
样，这种感觉非常好。”

坊，并希望更多的朋
子，
我爱他们，
我爱这个家，
我爱潍坊。
88**555
友来潍坊旅游。
我最爱潍坊的夜晚，站在高处向外看 137****5397
记得还在儿时，看过一部电影，故
路灯光彩明亮，还有挂在树上色彩斑斓的
事发生地就是潍坊，讲的是一个被称作
霓虹灯，让人流连忘返，再加上流动在大街
小巷的车灯，穿梭如织，这么多色彩迷人的 “风筝娘子”的美丽姑娘，为了众乡亲们的
利益与恶霸斗智斗勇并最终获胜的故事，
灯光组成灯的海洋，让人目不暇接，心旷神
她让我这个外乡人对潍坊产生了美好的想
怡。
158****7350
象，并成为我最终决定留在这个美丽城市
的原因之一。
十二年前，我儿子在福建泉州工作，
我去看他，在公园遇到一对上海老年夫 137****2536
宽敞整洁的街道，一座座拔地而起的
妇，当二位老人问我是哪里人时，我说是
高楼大厦，脸上洋溢着自信而幸福的人们，
山东潍坊的，没想到他们对我投来很羡慕
这就是优美宜居的生态家园——
— 潍坊。
的表情，说太好了，潍坊是国际风筝城，
其实我儿时最向往去的城市中就有上海， 137****5397
我爱潍坊，因为它的四季分明，她
没想到上海人对咱山东潍坊也那么向往，
的春天，像母亲的怀抱，温暖而又舒适;
那时咱潍坊建设的还没有现在这样美丽壮
夏天，像热辣的女友，激情而又火热;
观，真的潍坊太美了，遇到外地来的老
秋天，像怀孕的妇人; 成熟而又安
板、朋友、学生和打工者他们都说潍坊是
详，冬天，像不苟言笑的父亲，
风水宝地，走遍全国各地还是潍坊好，不
但环境美，而且社会治安特好，我爱潍 威严而又不失慈爱。

于潇潇

提起“潍坊之美”，在潍坊
安度晚年的老人们乐了，“在潍
坊，谁不爱咱三河美？”。
3 日下午，在东风街虞河
畔，记者见到带着外孙在此散步
的刘会之老人。老人今年 76
岁，江苏无锡人，退休后随女儿
来到潍坊，已经在此生活二十余
年。外孙琪琪在虞河的石墩上跳
来跳去，刘会之一面嘱咐外孙
“小心点儿”，一面和记者聊起
潍坊的好来，在她眼里，有“三
河”，是潍坊人最幸福的事儿。
“一个城市有水，就有精气
神儿。”刘会之说，这三条河流
让潍坊变得灵动秀气，她住在虞
河边儿上，自从“三河”治理好
以后，每天最大的乐趣就是沿着
虞河散步。河边风景好，空气也
好，沿着河边儿走走，心情也
好。
刘会之回忆，刚来到潍坊的
时候，虞河还是“臭水沟”，夏
天蚊蝇多，都不敢开窗。“现在
可好了，这些年治理了以后，河
水清亮亮的，两边都是绿树红
花，特别吸引人。”刘会之说，
到了夏天，她每天傍晚还会在河
边的小广场上跳跳舞，锻炼身
体。“三河”带给潍坊人独特的
休闲文化。
家住奎文门附近的孙振平和
李全两位老人都已经八十岁了，
记者见到他们时，两位老人每人
拿着一保温杯，夹着一只马扎，
正在风筝广场散步。“在潍坊多
好，出了门儿就有河，每走一步
都是风景。”李全乐呵呵地说。
提起白浪河，李全打开了话
匣子，他告诉记者，沿着白浪河
一直走，文化艺术长廊、国学讲
堂、文化园、清明水街、古城墙
等绵延几公里，每一处景观都诉
说着老潍县的故事、白浪河的传
说。
“我们俩每天搭着伴儿，就
爱沿着河边走，带着马扎，走到
哪儿累了就休息在哪儿。”孙振
平说，这种休闲方式让外地朋友
都羡慕不已，一次一个济南的老
朋友来潍坊，孙振平就带着他沿
着白浪河散步，结果老朋友对白
浪河边的美景赞赏不已，直叹他
晚年有福。

美哉潍坊，
美哉张面河

旧日水浅床面窄，今朝惊现一新河
王洪洲
(一)
一帘幽梦壮观多，
万福风溪镜起波。
旧日水浅床面窄，
今朝惊现一新河。

(二)
凉亭曲径显深幽，
飞瀑假山野渡舟。
啼血子规天亦老，
歌声从暑至深秋。

(三)
桃花园里说陶令，
美景晨观映湖中。
丽水盛世神韵静，
孔融驻足托古风。

(四)
桃园修竹北海秋，
生命之花乐无忧。
俊秀百家华庭照，
清香永至乐九州。

(五)
草如地毯似花锦，
竹滴姣泪柳含津。
时髦穿着智补凡，
人居环境蕴根深。

(六)
花羞花落旺年居，
柳絮风狂逼柳酥。
丽水华庭幽静处，
五景皆致不名粗。

实力媒体 更专业优惠
欢迎新老客户及
业务相关单位来电洽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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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建新丢失山东省公安交通管
理 简 易 程 序 处 罚 决 定 书 ，编 号 ：
078100127399 ，声明作废。
张祥伟丢失建筑施工企业专职
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考核合
格证书，证号：鲁建安 C20050703318 ，
声明作废。
冀德才丢失山东省公安交通管
理 简 易 程 序 处 罚 决 定 书 ，编 号 ：
370724100138494 ，声明作废。
王飞丢失奎文烟草专卖局执法
徽章一枚，编号：37G0681 ，声明作废。
刘全丢失山东省公安交通管理
简 易 程 序 处 罚 决 定 书 ，编 号 ：
078100112499 ，声明作废。
许致政丢失位于县城弥河路 3
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壹本，土地证地号
为 ：0 6 0 2 - 1 - 3 7 ，证 号 为 ：L Q 国 用
（ 2002 ）字第 0602-1-37 号，声明作
废。
启事
2010 年 12 月 15 日 17 时 26 分在
仙客来北路博奥厂区东侧一辆轿车
与一辆三轮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三
轮车驾驶员死亡，三轮车驾驶员为一
老年女性，年龄约 55 至 60 岁左右，
身高 150cm 左右。上身穿蓝色羽绒
服，白底蓝花衬衣，红毛衫。黑灰横条
纹秋衣，下身穿灰底黑竖条纹长裤，
灰棉裤，蓝秋裤。白底黑花纹内裤，腰
扎灰布绳。裤腰上系三把钥匙，衣袋
内无任何证件。老年人为圆脸，花白
头发，发长 20cm 左右，宽鼻梁，宽下
巴。左下门牙缺失，上腹部正中纵行
陈旧疤痕，右腹部见 2cm 陈旧疤痕。
自见报之日起 7 日内望知情者或其
家人速来青州市公安局交警大队事
故科办理相关事宜，逾期不来将按相
关规定处理。
青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事故科
联系人：吴警官 电话：3853083
公告
产权人：许致政临朐房权证临房
改字第 961920 号房产证因故丢失声
明作废。我局已受理补证申请，将按
照《房屋登记办法》的规定补发新证。
临朐县房产管理局
2010 年 11 月 16 日

注：请业务双方妥善检
验好对方的有效证件，本版
广告不作为承担法律责任
的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