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骏马奔腾去 灵羊开新篇
热热闹闹的春节在阵阵鞭

炮声和锣鼓声中欢闹而去。泰安
万达广场喜迎新春，为答谢泰城
人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和厚爱，于
2月19日(大年初一)—2月25日(大
年初七)举办的持续七天的“金羊
迎盛世 万达誉中国”系列主题
活动在泰城人们的热情参与下
落下帷幕。活动期间内逾千名客
户到访售楼中心，与万达一起开
启羊年新程。

活动精彩纷呈 万达助您
羊年喜气洋洋

大年初一至初七，泰安万达
广场不仅在妆点一新的售楼处
举办了各种丰富多彩的迎新春
活动，而且还走出去在花样年华
景区金街庙会及泰安东、西、南

三大高速入口现场派发年货礼
包，将新春祝福送入千万人手
中。

售楼处内，大年初四伊始，
举办了“吉言·家书·孝长辈”新
春民俗活动，新老客户陆续来到
现场，观看手工剪纸民俗大师现
场制作手工剪纸，以及书法大师
现场书写书法作品，并免费领取
大师作品及参与大转盘、家电抽
奖。

大年初五，举办了“祥和·祈
福·过大年“新春祈福活动，著名
佛家大师现场祈福，举行开光盛
典，为尊贵来宾求福开光，开启
新年好运。大年初六，举办了”返
乡·回家·在一起“新春摄影活
动，专业摄影师为到访客户于样
板间内拍摄全家福，让客户畅享

镜头里的欢乐时光。
大年初七，举办了“健康·

养生·喜临门”新春养生活动，
著名养生专家主持养生讲堂，
传授春季养生秘诀，助来宾客
户在新的一年里拥有健康的生
活方式。

羊年发洋财 泰城最佳投
资新品 万达钻石公寓即将推
出

在活动举行的几天内，万达
广场的新老客户不仅感受到了
万达对泰城人们的深厚情谊，领
取了丰厚的礼品及奖品，而且对
万达即将推出的5#公寓充满了
极大的兴趣，通过置业顾问的讲
解，加深了对投资万达，拥有一
套万达精装国际公寓的兴趣。万
达5#公寓，位于66万方泰安首席

超级城市综合体之上，依托21万
㎡购物中心+7万㎡步行街，2015

年8月份满铺开业，缔造泰安商
业巅峰，金街之上不动产，抢赚
百万城市白领。仅活动几天内，
就有几十名客户热情下定，活动
期间内万达成交1000余万，再次
见证了泰城人们对万达投资新
品的认可。

2015年商业中心开业，繁华
绽放

2015年8月，泰安万达广场商

业中心即将盛大开启，届时众多
国际一线品牌商家入驻泰城，人
潮钱潮涌动，繁华生活触手可
及。除此之外，物业价值更是急
速增值，抢在开业前购买，享多
倍财富收益。

5# 40—60平米国际精装
公寓，全城认筹

万达·克拉公寓，商业中心
之上，泰城绝无仅有。40—60平米
精装奢华公寓，宜商宜居，泰城
最佳投资利器，全城认筹中。

骏骏马马奔奔腾腾去去 灵灵羊羊开开新新篇篇
2015年泰安万达广场新春主题系列活动圆满落幕

拿拿到到新新房房钥钥匙匙还还得得下下楼楼取取水水
东岳鑫城物业：怕冻水管关闭了阀门，业主：这天能上冻？

本报泰安3月1日讯(记者
赵兴超) 1日，刚刚进入交房阶
段的东岳鑫城小区，有业主反映
房内没有自来水，装修需要自己
从楼下提水,很不方便。物业方面
称担心天冷冻了水管，所以关闭
阀门没有供水，等天暖后才能供
水。

“新房都交房了，却没有自来

水，怎么满足交房条件啊？”1日，
在高铁新区东岳鑫城小区购房的
李女士反映，小区今年年初交房
后至今没有给住户开通自来水，
刚买到新房装修成了大难题。李
女士说，前几天她和家人找了一
家装修公司，谈妥后入住准备装
修。没想到的是，房子里没有自来
水。“我们给自来水公司打过电

话，客服说是小区供水由物业管
理。”李女士说，她从物业打听到，
可能过几天才能来水。

1日，记者来到该小区，陆续
有一些业主拿着钥匙前来看房，
着手装修事宜。得知楼内没有自
来水后，7号楼业主张先生推迟
了装修计划，“没水怎么装修
啊？”张先生说，儿子6月份就要

结婚用新房，本想着尽早装修，
现在遇到这个情况让他很被动。

小区西侧设立了取水处，供
应自来水，业主可以自由使用。
在小区1号楼，一位业主告诉记
者，他的房子在十多层，只能让
工人从楼下用水桶提水，“就因
为单独提水的事，工人和我多要
了50块钱工钱。”

记者从小区物业部门了解
到，物业负责管理小区供水。一
名物业人员称，现在气温较低，
物业部门担心冻了水管，所以关
闭了阀门。等到天气稍微变暖一
点，就会放开自来水阀门，目前
业主只能到楼下取水。对此有业
主称：“现在最低温都零上了，还
能上冻”。

本报泰安3月1日讯(记者 路
伟) 2月28日是“世界罕见病日”，
每月2万多元的治疗费用，让马庄
镇戈谢病两岁半患者晴晴一家看
不到希望。今年，他们最大的愿望
是戈谢病能纳入大病医保，帮他们
留住这个孩子。

2月28日，记者来到岱岳区马
庄镇西张村庄翠玉家中，一进门晴
晴就叫“叔叔好”。晴晴的妈妈庄翠
玉说，孩子特别懂事，也特别聪明，
这让她更坚定了要尽最大能力救
孩子的决心。

和其他孩子相比，晴晴比两岁
半的孩子个头要小一些，她和双胞
胎妹妹站一起，记者看到晴晴明显
要矮十几厘米。“刚出生时，姐姐比
妹妹高，也比她重，可能是受这个
病的影响，晴晴长得有些慢。”庄翠
玉说，如今，晴晴还是要依靠注射
用伊米苷酶来缓解病痛。这种药物
一支2万多元，原本应该每半月注
射一次，考虑到经济能力，现在只
有等晴晴症状明显后才注射一次。

“现在一般一两个月打一次针，上

次打针已经是一个多月之前了。”
晴晴查出患上戈谢病已经将

近一年，已经花费20余万元。“上次
报道后，很多人和企业单位给我们
捐款，我们非常感动，但是30多万
元的善款只够一年多的治疗费。”
庄翠玉说。

“泰安济南都没卖这种药的，
只能从北京买，为了方便买药，孩
子的爸爸又去北京打工了，药没了
他就去医院买了送回来。”庄翠玉
说，社会救助只能缓解暂时的困
难，晴晴这病不能永远指望别人救
助，考虑到这一点，这一年来庄翠
玉想尽了办法想留住女儿。

庄翠玉从戈谢病病友那里得
知，青岛、广州等地已经出台了相
关政策救助戈谢病患者，大大减轻
了患者家庭负担。但是目前泰安并
未对这一罕见病出台相关政策。受
此启发，庄翠玉开始了自救之路。

“去年去了民政、人社好几个
部门，收到的回复是需要审批。这
期间，我也给省里和市里的领导写
过信，已经寄出去7封了，虽然知道

这种方式有些落后，也不敢想效
果，但我还要坚持下去。”庄翠玉
说。

记者联系泰安市人力资源与
社会保障局，工作人员说戈谢病能
否纳入大病医保范畴还要对相关
政策进行解读。

本报泰安3月1日讯(记者 胡
阳) 28日上午，泰安小荷公益在东
湖公园组织开展“拥抱月亮 爱心
义卖义捐”活动，30多位小摊主参
加义卖，现场共募捐1422 . 4元善款。

28日一早，30多位小摊主已经
在东湖广场上摆好摊位。义卖的物
品有课外图书、毛绒玩具、手工制
品等。“这个毛绒玩具原来100元买
的，现在卖5元钱，您需要吗？”每经

过一个人，小摊主果果总热情叫
卖。据了解，前几天，果果妈妈从网
上看到，28日小荷公益要在东湖公
园举行爱心义卖活动，所以一大早
就来了。

“月亮家园”的武宝望今年32

岁，十多年前患上白化病。他也来
到现场帮忙。武宝望告诉记者，作
为一个“月亮”，生活中被别人用有
色眼镜看待,找工作处处碰壁.身体

原因出行不方便等。“其实现在我
们除了视力低、皮肤不能接触阳光
外，其他都和正常人一样。”武宝望
说。

泰安市小荷公益发展中心主
任和西梅介绍：“我们了解的这些
月亮孩子不仅身体上有缺陷，性格
大部分也都有些内向、自闭。”经过
一上午的义卖义捐活动，共募集
1422 . 4元善款。

本报泰安3月1日讯
(记者 曹剑 通讯员
刘冰 徐贝贝 张培双 )

2月2 6日，一名孕妇临
产，却被堵在车流中不能
动弹，求助城西交警后，警
车开道两分钟从灵山大街
送到了中心医院。

2月26日上午10时38

分，城西大队接指挥中心
指令，在龙潭路老汽车站
转盘北侧，一辆去往中心
医院的私家车上有一名孕
妇临产，正值车流高峰，司
机万分焦急，请求交警开

道赶赴医院。
城西交警大队二中

队指导员杨富慈立即赶
到，找到求助车辆，驾驶
警用摩托车为其开道，与
此同时，银座岗和中心医
院岗的民警及时卡车分
流，保证该车快速通过，
仅用2分钟就到达中心医
院，孕妇立即被等候在医
院门前的医务人员带去
检查。由于就诊及时，目
前产妇母子平安，司机对
交警的及时帮助表示感
谢。

本报泰安3月1日讯
(记者 闫克杭 通讯员

吕勇 韩蕾) 2月26日
上午，泰安市人力资源市
场举行羊年首场招聘会。
现场人头攒动场面火爆，
不少返乡工作者要在家门
口找工作。据了解，此次招
聘会共有135家单位参加，
累计提供就业岗位2500余
个，达成就业意向3 5 0余
人。

2月26日上午，泰安市
人力资源市场农历羊年首
场招聘会举行。现场熙熙
攘攘，人头攒动，场面火
爆。不少招聘企业负责人
表示招聘效果不错，“来人
挺多，我们大约需要15位
机械工，今天这一场已经
七八位有意向，登记了信
息。”一机械厂招聘经理
说。

据了解，此次招聘会
共有135家单位参加，累计
提供就业岗位2500余个，

工种30余个。其中，计算机
和信息软件等服务业提供
空岗300余个；酒店服务业
提供空岗400余个；生产制
造业提供空岗700余个；商
品流通企业提供空岗470

余个；物业管理类及其他
类企业提供空岗250余个。
本次招聘会累计到场参会
的求职者2000余人次，达
成就业意向350余人。

记者了解到，现场有
不少返乡工作者要在家门
口找工作谋发展。一位学
电子商务专业的大专生小
李说：“毕业两年了，在临
沂一家企业工作。今年年
假长，正赶上招聘会，来碰
碰运气，要是有好工作就
把那边的工作辞了。”今年
47岁的老王之前在江苏盐
城一建筑工地干活，他说：

“年纪越来越大，身体也不
如从前了，以后就不出门
了，想在家里找个轻巧
活。”

一个两岁半女孩妈妈的呼唤———

戈戈谢谢病病啥啥时时纳纳入入大大病病医医保保

义义卖卖捐捐款款千千余余元元
献献给给““月月亮亮家家园园””

首场招聘会
三百多人找到活

待产孕妇堵路上
交警开道送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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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着女儿，庄翠玉很心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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