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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济南地铁6号线选址规划公示，与之前信息略有不同

终点东移 增设一站
市民乘坐 更加方便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王皇 李庆斌 孙慧丽

终点站移至车辆段西侧
增设一站成本不升反降

此次项目选址意见书显示，
济南轨道交通6号线线路全长约
40 . 0公里，共计33个站。而此前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批复的济
南市城市轨道交通第二期建设规
划中，6号线起自位里庄站，终于
梁王东站，线路全长39 . 1公里，
项目建设工期为7年。相较批复文
件，此次选址意见书公示内容中
线路长度增加了0 . 9公里。

记者仔细对比此前批复文件
中的线路图中6号线的走向和站
点设置发现，在济南东站以东，批
复文件中6号线设置了梁王和梁
王东两站，此外，在梁王东站的东
南位置有一处占地46公顷的梁王
车辆段。而此次选址意见书的6号
线线路中，济南东站以东则增加
了一站，画出了3个站点。

“终点站还是梁王东站，目前
的项目选址意见书批前公示相当
于进入了可行性研究阶段，我们
把二期建设规划中的6号线终点
站站位往东进行了平移，移到了
紧邻梁王车辆段西侧的位置。同
时，因为终点站往东移了，考虑到

终点站西侧周边以后会有大片的
居住区，考虑到服务市民出行，所
以中间增设了一站。”20日，记者
以市民身份咨询公示的建设单位
时，接线人员解释，经过调整之
后，建设成本并不会增加反而会
减少。“轨道交通线路最终进入车
辆段时，需要建设一个3公里长的
出入段线。这个线路在地下铺设，
经核算后成本很高，而在3公里范
围内增加一个车站，经过成本核
算后成本反而降低。”

6号线是否会按此公示内容
推进建设？该工作人员称，目前处
在可研阶段，正进行选址公示，如
果市民没有反对意见，将按照这
样的站点来上报，尽量争取。后续
还需要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进行6号线项目可研立项评估。

此外，该工作人员还解释，此
前批复的建设规划比较偏宏观，
而进入工程可研阶段则会对具体
线路的功能性、服务性、支撑性等
做相对深入的研究，基于这些研
究，会对一些站位的选址、场段的
功能进行一定的调整，对工程建
设来说比较正常。

串起济南三大火车站
支撑城市东西主轴

作为济南轨道交通第二期建
设规划中长度仅次于4号线的线

路，6号线沿城市东西向重要发展
轴规划，连接了济南西站、济南火
车站、济南东站济南三大火车站，
对激活城市内外交通将起到重要
作用。

除了三大火车站外，6号线还
覆盖城市成熟功能区和开发新
区，是支撑城市东西主轴形成的
关键，促进城市的空间东西拓展。
从公示的选址意见书看，6号线西
位里庄，经过济南国际医学科学中
心，沿医学大道向东穿过西客站片
区中轴，经过济南西站、会展中心
等，再向东走张庄路经过济南森林
公园、闫千户片区、商埠区西；向南
穿过铁路，然后沿着经一路向东，
顺着明湖西路、大明湖路、山大南
路走行，经过大明湖、山东大学；再
穿过二环东路，进入中央商务区，
沿着茂岭山以北，横穿CBD中轴；
之后穿过高新区，经过软件园，在
新泺大街与凤凰路交叉口方向折
转向北，直到济南东站片区；最后，
沿济青高铁南侧一直向东，在梁王
东以东设置终点站。

刚刚结束的济南市两会上，
济南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2021
年，济南将积极推进轨道交通等
项目建设，着力优化现代化交通
体系，开工建设轨道交通6号线、8
号线一期。目前，6号线已进入工
程选址公示阶段，距离开工更近
一步。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王倩

以爱之名，扣响陌生人的家门和心门，让爱
温暖心田。1月20日是农历大寒节气，也是一
年一度的腊八节，就在冬天最后一个节气
里，由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联合阿里巴巴天
天正能量发起的“ 2 0 2 1，让幸福来敲门”活
动，志愿者来到全国向上向善好青年钟倩家
中，陪这个历经磨难的家庭一起过腊八节。
新春大礼包、新春红包等代表着大家的爱
心，志愿者们还特地带来了大蒜、米醋等，与
钟倩家人一起腌腊八蒜过腊八节。

在济南，很多人知道钟倩，是因为她在十几岁
确诊类风湿性关节炎，后期病情不断恶化，到后来
无法下地行走，她的膝关节、双肘关节已经强直变
形，只能用左手一根手指拿取物品，但即便是这
样，她还是用左手一根手指学会电脑打字、写字
等，不仅自己出了书，还多次向报社、杂志社等投
稿，为很多人通过文字的形式树立生活的信念。不
仅如此，她在受到很多人关注和帮助的同时，一直
想的是回馈社会，她创办了网络公益热线，利用自
己所学的心理专业知识和自己的经历帮助他人解
决心理困惑，为大学生进行励志教育等，她被称为

“80后张海迪”，也获评了全国向上向善好青年。
临近春节，志愿者为钟倩一家带来了油米

面等新春大礼包，还有志愿者刘金凤捐赠的200
元新春红包，钟倩一直说着“感谢，感谢，没想到
有这么多人想着我”。

在与钟倩和家人聊天过程中，志愿者拿出
了专门买来的大蒜和米醋，“今天是腊八，咱们
都要腌腊八蒜，我们一起来腌制这瓶爱心腊八
蒜。”志愿者张杰边说边开始剥蒜。就这样，大家
一起聊着家常，剥着蒜瓣，度过了一个难忘的腊
八节。

“过了腊八就是年，一年一岁一团圆，齐鲁
晚报来敲门，事事粥到总是春。”钟倩用左手工
整地写下了她的心情，这个冬天因为大家的爱
而温暖，对于生活的希望和信心因为这份幸福
的敲门而重新开启。

由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联合阿里巴巴天天正
能量以及正能量人物李保民发起的“2021，让幸福来敲门”活动正在进行之
中，即日起至春节前，齐鲁晚报·齐鲁壹点将发动全社会广大志愿者、爱心
人士、普通市民及网友，在春节前后走近身边的防疫医护和志愿者、困难
家庭、孤寡老人、流浪者、春节值班无法回家的基层工作者等等，为他们圆
一个心愿，送一份温暖。其间，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还将组织爱心人士和志
愿者团队，针对其中一些故事性强的个案，进行上门探访送“幸福”。如果
您愿意加入到这项爱心活动中，欢迎您与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取得
联系（电话：18678886220），让我们一起为爱敲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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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9日，济南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规划公示网站挂出济南轨道交通6号线工程项目选
址意见书批前公示信息。记者对比此前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批复文件发现，此次公示，6号
线在线路长度和站点数量上均有变化，线路长度增加了0 . 9公里，新增1个站点。该公示信息
将从1月19日至1月25日。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程凌润

1月20日晚上，济南天下第一
泉风景区服务中心官方微博@天
下第一泉发布公告称，济南市第
42届趵突泉迎春花灯会以及2021
年大明湖春节文化庙会、五龙潭
秦琼祈福文化旅游节等活动暂停
举办。

此次发布的公告称，根据当
前国内新冠肺炎疫情形势，按照

济南市委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运
行工作领导小组（指挥部）疫情防
治与专家组的建议，并报上级主
管部门同意，天下第一泉风景区
服务中心决定暂停举办济南市第
42届趵突泉迎春花灯会活动。同
时，暂停举办2021年大明湖春节
文化庙会、五龙潭秦琼祈福文化
旅游节等活动。

“去年的花灯会也暂停举办
了。”天下第一泉景区一名工作人
员称，济南市第41届趵突泉迎春

花灯会原计划2020年1月25日(正
月初一)正式亮灯，到2020年2月
16日(正月二十三)结束，不过受
到疫情影响不得不暂停开放。

该工作人员称，济南市第41
届趵突泉迎春花灯会是在花灯
安装完成以后暂停举办的，而今
年的趵突泉迎春花灯会尚未安
装施工，因此2022年济南市趵突
泉迎春花灯会是否继续沿用“第
42届趵突泉迎春花灯会”是个未
知数。

趵突泉灯会今年暂停举办

钟钟倩倩展展示示为为本本报报手手写写的的寄寄语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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