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回到家，心终于踏实了”
英雄陈海龙已回家治疗，其诉肇事者案或等其治疗结束后开庭

本报菏泽12月11日讯 (记者
张歆然 李贺 岳茵茵) “看

到儿子和我妈，感觉病一下子好
了一多半。”回到济宁老家的陈
海龙，终于见到朝思暮想的儿子
和母亲，心里踏实了许多。9日下
午，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急诊科
主治医师王广军为陈海龙进行了
会诊。本报《今日菏泽》将联合《今
日运河》，对陈海龙病情及交通事
故处理进展持续关注。

9日14时许，陈海龙在家人陪
同下，转院至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
急诊外科病房。一切安顿好后，陈
海龙长舒一口气，说：“终于到家
了！”他说，在菏泽两个多月，时常
向病友提起济宁的甏肉干饭，介绍

济宁的各种名吃。“菏泽市民很热
情，有很多好心人还去病房看我，
真的很感激他们。但是还是想回
家，在高速上看到济宁路牌时，我
就感觉很亲切。想家了，想母亲、还
有我那胖小子。”

陈海龙高速救人被撞的事
迹在济宁也引起强烈反响，本
报《今日运河》记者在第一时间
迎接英雄回家，并代表济宁市
民献上鲜花，表达对英雄的敬
意和祝福。

10日上午，陈海龙的母亲带着
孙子辉辉来到病房。一家人一见面
就抱在一起，母亲李运芝看着四个
月没见面的儿子心疼得直流泪。小
辉辉调皮地从花篮里拔出一支康

乃馨，让爸爸闻一闻花香，并不时
把头扎进爸爸怀里。陈海龙脸上露
出了欣慰的笑容。

据陈海龙的主治医师王广
军介绍，目前患者精神状况很
好，科室主任和大夫也都对他的
病情进行商讨，决定先做术前准
备，身体条件允许后再做内固定
术和植皮手术。

据陈海龙家人介绍，针对
起诉肇事者的事情，律师建议
在事发三月后开庭为宜。由于
现在治疗还未结束，无法确定
车祸为陈海龙今后生活造成何
种影响。一月后陈海龙将来菏
鉴定残疾等级，届时本报将关
注事件处理情况。

22℃，居民家中热起来
菏泽西区供暖沿线5个小区率先用上集中供暖

本报菏泽12月11日讯(记者 景
佳) “盼了这么多年，终于实现集中
供暖。”今年79岁的杜青池在明珠花园
南区住了4年，今冬终于不再为用暖
发愁，用上集中供暖后，家中室温达
到22℃。截至11日，菏泽今年新敷设的
西区供暖沿线，已有明珠花园南区等
5个小区率先用上集中供暖。

10日上午，记者跟随菏泽市副
市长刘新云一行，来到明珠花园南
区杜大爷家里，一开门便赶到暖意
融融。杜大爷高兴地说：“22℃，穿着
秋衣秋裤都不冷，实现集中供暖，这
可是小区居民盼了多年的大事。”

据小区物业公司负责人崔明亮

介绍，小区属于2005年的建筑，尽管
居民家中统一配置供热设施，但一
直没能实现集中供暖。每年大家都
是采用电暖气或烧煤球取暖的方式
过冬，存在相当大的安全隐患。

今年入秋以后，伴随着西区供
暖主管网的建设，小区物业代表广
大业主向热力公司申请集体供暖，
并进行一个多月的小区内部管网改
造。改造工程在12月初完工，随后进
行试运行调试，12月10日，小区230
余户居民家中全面实现供暖。

记者在小区换热站看到，这里
管网出水温度为62℃，回水温度为
58℃。“这足以确保居民家中20℃左

右的室温。”崔明亮说。小区75岁的
任俊英大妈高兴地抚摸着自己家中
的暖气片，“年纪大了有了关节炎，
最怕过冬，以往过冬只能到北京的
儿子家，早就希望能用上暖气，这下
好了，从今以后，我们用暖问题解决
了。”

记者11日从菏泽市恒达热力公
司了解到，菏泽今年新敷设的西区
供暖沿线，在12月上旬完工后，进行
了冲洗管线、提压、调试等试运行工
作，现已具备了达标供暖的条件。截
至11日，已有明珠花园南区、阳光小
区、工商局家属院、成阳小区、文苑
小区等5个小区率先用上集中供暖。

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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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0日，位于菏泽东
区丹阳路与广州路交汇处的
鹏远华府正式开盘。

10日清晨，鹏远华府销售
中心已人潮涌动。开盘仅2个
小时，便已劲销35套，在认筹
即将结束时，仍有众多客户来
到销售中心，向工作人员询问
项目销售情况与户型信息。

据销售人员介绍，鹏远
华府早在开盘前，便已受到
客户及众多业内外人士的关
注。鹏远华府坐落在菏泽城
市规划重点区域，首创花城
坡地景观大宅，新颖尊崇的
生活形态，居高临下的气质
风韵，独具匠心的造景艺术，

拾阶而上的坡地体验……鹏
远华府以其罕见性和缺稀性
从众多楼盘中脱颖而出，重
新定义花城高尚物业标准。

鹏远华府倡导休闲健康
的生活理念，拥有菏泽独家
室内游泳馆、网球场、健身中
心等人性化配套设施，更拥
有一万平米独立商业购物中
心，以舒适从容的生活尺度
营造出丰富的品质居住，真
正为业主打造高尚无忧的品
质生活。

据悉，此次开盘，推出的
房源均为120mm22—130mm22舒适
宽敞三居，是大三居中的精
品户型，疏朗通透、布局科

学，实用大方。开盘当日购房
可享受“一千抵一万”的优惠
和精美礼品，其高品质的现
房产品与价格优势，令前来
购房的客户心动不已。

记者现场随机采访了几
位购房客户，其中家住本地
的王女士是正为儿子筹备婚
房，准备选一个稍大户型的，
她已经看了很多处楼盘，鹏
远华府优美的社区环境和完
善的配套吸引了她。“社区很
有品质感，生活在这样的环
境里会很舒适；休闲娱乐、购
物、餐饮都很便捷，尤其社区
附近学校林立，他们有了孩
子以后，上学会非常方便。再

加上已经是现房销售，眼见
为实，免去了不必要的担心，
而且买了就可以装修入住，
更适合作为婚房使用。”

鹏远华府的销售经理对
记者讲，为了答谢广大客户
长期以来对鹏远华府以及鹏
远置业有限公司的长期支
持，鹏远置业为此次推出的
12、13号楼制定了开盘特惠
政策。虽然此次推出的房源
数量有限，但是鹏远华府二
期近期也即将推出，对于购
房者来说，在二期他们同样
可以选到称心如意的房源，
同样能享受到鹏远华府高品
质、高规格的服务。 (齐讯)

鹏远华府盛大开盘 现房实景强势热销

▲▲鹏鹏远远华华府府开开盘盘现现场场

农民冬季购买农机

瞅准明年补贴政策

本报东明12月11日
讯 (记者 李贺 通讯
员 尹建立) 近日，东
明县农机中心办公室电
话响声接连不断，农民
咨询明年农机购置补贴
政策的热情逐渐升温。

随着2011年购机补
贴工作拉下帷幕，不少
农户热切关注起明年购
机补贴政策的实施，群
众对明年补贴的收割
机、大中型拖拉机依然
热情不减。

据了解，今年东明
县共争取农机购置补
贴资金 1 0 0 0万，共补
贴 各 类 农 机 具 2 6 5 6
台，直接拉动农民投资
3 0 0 0多万元。补贴机

具的落实，大大加快了
东明县农业机械化发
展的进程，尤其是玉米
收获、免耕、深松机械
推广势头迅猛，推广数
量年年攀升，全县玉米
机收机械化水平和保
护性耕作有了突飞猛
进的发展，推进了全县
农机化水平提升进程。

近期，东明县农机
中心在总结近几年的购
置补贴政策工作经验的
基础上，深入探究工作
中的一些问题与不足，
为明年农机购置补贴工
作的落实进行积极准
备，力争充分利用好来
年农机购置补贴，提高
全县农业机械化水平。

“红盾情”爱心

情系东明黄河滩区

本报东明12月11日
讯(记者 董梦婕) 11
日，牡丹区红盾行爱心
委员会“红盾阳光公益”
行来到东明县黄河滩区
长兴乡，为6名家庭贫困
的孩子送去温暖，每名
贫困孩子领到1000元现
金和价值200元的物品。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
颠簸，上午10时许，“红
盾阳光公益行”一行人
员来到东明县长兴乡任
庄村任泽玄的家中。年

仅8岁的孩子很沉默，眼
神中充满忧伤，记者了
解到，任泽玄的父亲早
年病故，母亲改嫁，他目
前和患了脑血栓卧病在
床的奶奶相依为命。

随后爱心人员将
现金和物品交到老人
手中。

经过一整天的救助
活动，爱心人士在黄河
滩区的泥泞小路上穿行
了100多公里，共为6名
贫困儿童送去温暖。

“毒品真是碰不得，
太可怕。”菏泽学院学生
小徐看了展板上有关毒
品的知识，深有感慨地
说。1 1日上午，“关爱青
春，拒绝毒品”车友齐鲁
行活动在菏泽学院举行，
通过摆放禁毒展板和发
放禁毒资料等形式向在
校学生宣传禁毒知识，广
大学生踊跃在齐鲁万人
行签名条幅上签名。

本报记者 李凤仪
摄影报道

关爱青春
拒绝毒品

▲母亲心疼地看着儿子受伤的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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