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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泰山

在他乡

在青海支教的马广超准备上堂“中秋”课

““我我要要买买些些月月饼饼给给他他们们尝尝尝尝””

本报泰安9月16日讯(记
者 王伟强 ) 中国环球航
海第一人翟墨，是泰安人，由
于中秋节要参加航海活动，
没法回家，只能和朋友一起
度过。他通过本报，祝泰安老
乡们中秋快乐。

“今年中秋节没法回家
了，只能和朋友在厦门度过
了。”16日上午，翟墨在电话
中说，自从8月初从钓鱼岛回
来后，他大部分时间在厦门，
中途回了趟北京和新泰老
家。

翟墨说，这几年中秋节，
他都是在外地度过的，很少
回家。去年中秋节那天，他驾

驶“新日照号”，和他远洋培
训班的学员们从日照出发，
驾船游韩国济州岛，登汉拿
山。“今年中秋节，由于要到
深圳参加航海活动，也没法
回家陪家人过中秋了。”翟墨
遗憾地说，他在厦门这边有
很多朋友，到时和他们一起
过中秋。“中秋那天，我会给
家人打电话，算是对不能陪
他们过中秋的补偿吧。”翟墨
说，他计划10月份回趟新泰
老家，看看家人。

翟墨说：“马上就到中秋
节了，我也通过齐鲁晚报，祝
福泰安的老乡们，祝大家中
秋节快乐，阖家幸福。”

翟墨远在深圳忙航海
通过本报传祝福

本报泰安9月16日讯（记
者 邢志彬） 解放军第88

医院的16名队员今年5月到
苏丹执行1 8个月的维和任
务。他们连续两年的中秋节
都得在苏丹度过。

成员之一的王丽丽QQ

签名改成了“不要想念我，有

事QQ联系。”因为通信不便，
网速很慢，无法视频聊天，过
中秋也无法通过电脑和家人
见一面，只能和平时一样打
字交流。但他们说让家人放
心，因为准备充分，月饼肯定
能吃上。如果上级有安排，还
可能包上水饺。

在苏丹维和队员
过节一起包水饺

本报泰安9月16日讯(记
者 邢志彬) 中秋佳节还有
很多在外地的泰安人不能回
家过中秋。在青海玉树支教
的马广超准备骑车三小时去
给孩子买月饼，因为很多孩
子从没过过中秋节，也没尝
过月饼的味道。

马广超是泰安岱岳区
人，2008年3月开始到青海玉
树支教，如今已是第 6个年
头。1 5日，记者联系马广超
时，他正在给一个生病的孩
子涂药膏。原来，因为大部分
孩子家离学校很远，为了减
少奔波次数，他们每上学10

天休息半天，这个周日他和
孩子们正常上课。

现在马广超带 4 5个孩
子，其中一个得了皮肤病，学
校条件艰苦又没有医务室，
马广超也担负着医务人员的
工作。“一般的小问题学生都
会自己处理，这种有传染性
的疾病比较严重，就得我照
顾他。”马广超说。

对于即将到来的中秋
节，马广超有两个计划，他打
算去县城给孩子买点月饼和
卫生纸，让孩子尝尝月饼的
味道，还有开始教孩子用手
纸。而他自己对节日并没有
特别的安排，和往年一样给
家人打个电话就行。

他说青海过中秋节的氛
围不浓，大部分孩子对中秋节

没什么印象，也没吃过月饼。
他说泰安的一家企业给过他
一笔资金支持，还没怎么用，
这次打算骑车3个小时到县城
给学生买月饼。他说估计孩子
们也吃不习惯月饼，就是让他
们感受一下中秋文化。

和买月饼相比，马广超
这次去县城要买的更重要的
东西是卫生纸。原来由于条
件艰苦，缺乏生活物资，当地
很多小孩从小就不会用手
纸，也没有擦屁股的习惯。趁
这次去县城的机会，他打算
买些卫生纸来，教会孩子们
用卫生纸擦屁股。他说能教
会孩子做更多的事，比他回
家过节还高兴。

马广超和他的学生们。(马广超提供)

农民搬出棚户区

三三合合村村化化““庄庄””为为““城城””农农民民变变城城里里人人
本报记者 梁敏 实习生 田阳

近几年，泰城城建发展迅速，大量城中村“庄”为“城”变身现代社区。2008年泰安市政府办公室下发了《关于实施泰城城中村改造工作有
关问题的通知》，其中提到“泰城城中村改造坚持‘自求平衡、一村(居)一策’和节约用地的原则，2008年先行确定10个村作为试点，在总结经验
的基础上全面铺开。”截至2012年，泰城共有129个城中村列入城市框架范围。这其中，三合社区棚户区改造，无疑是其中最成功的一个。

城中村改造农民变成城里人
“现在回过头来看看以前

的三合社区，真是太落后了。”
三合社区主任韩廷东介绍，三
合社区以前算是山村，2 0 0 8年
之前，三合社区对外交通就靠
两条泥泞小路。“那时候家家户
户都养牛放羊，农村环境本身
就差，大家都把牛栓在村边树
底下，牛羊粪便都直接排到路
上，一到下雨天，混着粪便的雨
水都顺着小路淌到下边嘉德社
区去了，人家经常上村里来投
诉。”

后来，环山路穿社区而过，
不但交通方便 ,因环山路规划吸
引来大的投资项目——— 三合御
都。整个社区都纳入棚户区、旧
村改造范围。去年，连接环山路
的温泉路北段顺利通车，三合
社区一下子从穷乡僻壤变成炙
手可热的黄金地段。

“现在我们社区没有穷人 !”
韩廷东自豪地说 ,改造后社区每
户家庭分到两套房子 ,还有部分
现金补偿 ,现在社区1000多户居
民就等改造完搬新家了。军豪

置业董事长韦伟介绍 ,三合社区
棚户区改造是省政府批准 ,泰安
市、泰山区政府确定的重点项
目。“通过近四年的工作 ,我们深
刻体会到 ,棚户区改造是一个系
统工程 ,要想棚户区改造如期顺
利完成 ,需要各级政府部门、开
发企业和社区多方紧密协作 ,形
成合力。”从2009年启动项目至
今 ,全社区已拆迁528户民宅，8

个生产企业。为了让利于民，4

年来军豪置业在拆迁补偿款上
已累计投入一亿多元。

改善农村居住环境加快基础设施配套
泰安市紧紧抓住全国城镇

化建设的战略机遇，提出更加完
善的配套政策措施，切实把城镇
化发展的立足点转移到提质增速
上来，全面提升城镇化发展水平。
并且已经推出了许多措施，首先
以城市规划区、镇街驻地、中心村
及省市乡三级干道沿线为重点区
域，开展了城乡环境综合整治活
动。2010年以来，先后有67个乡镇
235个村庄列入了省、市级整治试
点，2012年全市共有1254个行政村
全面铺开了整治。

把农村住房建设与危房改
造工作统筹纳入新型农村社区建
设，截至2012年底，全市共完成农

房建设23 . 5万户，完成危房改造
5 . 9万户。实施集中建设项目495

个，涉及改造村庄550个，农户20

万户，节约土地5 . 9万亩，累计完
成投资230亿元。全市基本达到新
型农村社区建设标准的社区145

个，农民住房条件、居住环境、基
础设施配套、公共服务体系等有
了较大提升。

本着保基本、广覆盖的原
则，大力推进道路、供水、管道燃
气、集中供热等基础设施建设，
群众基本生产生活设施需求得
到较好满足。乡镇污水和垃圾处
理设施开始起步，到2012年底，
共建成农村社区小型污水处理

设施24个，争取资金1502万元，建
设管网32 . 5公里，全市建成61个
乡镇生活垃圾中转站，城乡垃圾
处理一体化格局初步形成。

市委、市政府连续8年将保
障性住房建设列入为民要办的
实事。通过政策优惠、财政倾斜、
土地支持、制度保障，构建起包
括公共租赁住房、廉租住房、经
济适用住房、棚户区改造、限价
房等多种形式的住房保障体系。
至2012年底，全市累计开工建设
各类保障性住房53779套，超额
保质完成了省确定的住房保障
目标任务，有效缓解了城镇中低
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问题。

三合御都率先推广绿色建筑年

节电近800万千瓦时

在加快城镇化速度的同时，
泰安市政府更加注重提升城镇化
的内在质量，走绿色发展、和谐发
展之路。实施建筑节能闭合式管
理，全市累计建成节能建筑2553 . 5

万平方米，新开工项目节能标准
执行率达100%。农村太阳能、沼气
等可再生能源利用工作得到进一
步推广，部分新型社区用上了太
阳能路灯和天然气，促进了农村
节能减排，推动了生态文明乡村
建设。

三合御都是泰安目前已申请
到二星级绿色建筑评价标识的两
个项目之一。记者咨询了项目负
责人获悉，该项目绿色节能设计
与非节能建筑相比，86栋楼年节电
近800万千瓦时。项目采用了结构
与保温一体化技术，增加了围护
结构与保温材料的寿命，增加了
建筑的保温效果。从节地、节能、
节水、节材、室内环境质量、运营
管理六方面结合区域的能源、植
被、水环境、风环境、光环境及声
环境等方面，实现国家绿色建筑
二星级设计标识要求。

该项目绿色和低碳技术实现
绿色居住建筑的设计目标。比如
采用自然循环式太阳能直接换热
系统，提供本项目热水用量，不足

部分辅以电热水器。太阳能热水
器的覆盖率为100%，太阳能集热
板每年提供的热水为41 . 03立方米
/户，占生活热水比例的79 . 84%。

项目结合区域高差及原有河
流的优势，利用河流作为天然的
雨水收集载体，利用区域内及周
边的雨水进行绿化灌溉，不足部
分由天风湖湖水提供，年节约自
来水水费12 . 50万元。

自然通风、采光、隔热设计等
诸多设计，让本项目每年共可节约
的运行费用约为407万元。项目每年
总计节电量为789 . 1万kwh，折合标
煤量约3188吨。工业锅炉每燃烧一
吨标准煤，就产生二氧化碳2620公
斤，二氧化硫8 . 5公斤，氮氧化物7 . 4

公斤。因此，本项目每年可以减排
二氧化碳835 . 26万公斤，减排二氧
化硫 2 7 0 9 8公斤，减排氮氧化物
23591 . 2公斤，在实现经济效益的同
时也获得良好的环境效益。

据了解，三合御都项目位于
泰安市温泉路北端两侧，环山路
路南。项目居住区用地467亩，建筑
总面积约为43 . 75万平方米，容积
率1 . 2；共包括86栋6层住宅，5栋配
套商业，十几个地下车库以及人
防和物业用房等服务设施，周边
配套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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