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显显山山露露水水，，记记得得住住乡乡愁愁
济南建海绵城市，更要做大水文章

望得见山：拥有南部山区是幸运的

每逢周末或节假日，通往
南部山区的103省道就变得
异常忙碌。对很多市民而言，
南部山区已经成为一个放松
休闲、接触大自然的最佳地
点。

拥有南部山区的济南是
幸运的，这里山明水秀、绿树
掩映，还是济南的泉源、绿肺、
水源地和后花园。如果要做一
个生态宜居的城市，南部山区
可以为济南加不少分。

“我喜欢去南部山区，就
为了看满眼的绿色，放松身
心。”市民刘先生是南部山区
的忠实“粉丝”，南部山区的多
数景点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不
过，有一点让刘先生不太满
意：“每次去几乎都是吃鸡，清

炖鸡、香菇鸡、栗子鸡都吃过
了，赶上春天还能吃点野菜，
别的就真没什么了，啥时候能
吃点儿有特色的？”

的确，一想到南部山区，
除了景点外，大家想到的似乎
就只有农家乐、田间采摘。总
体来看，走的还是粗放发展的
路子，配套设施不足，卫生状
况也不好，总之就是不够“高
大上”。

在南部山区的旅游提质
方面，济南已经开始行动。记
者从市旅游局了解到，济南已
经对南部山区的农家乐实施

“改厨改厕”工程。对农家乐比
较集中的门牙片区，拆除原有
全部农家乐，重新规划设计，
今年就可以完成提升改造，开

业纳客。25日传出的最新消息
是，改造完成的门牙片区将以

“泉源人家”为主题，建设台湾
美食城。

除了农家乐的提升改造，
整个南部山区的发展也是摆
在济南面前的问题。“应该结
合当地实际，在旅游、环保、健
康、文化等产业上有所突破。”
济南市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
主任吴学军在分析南部山区
发展时提出这样的建议。

发展和保护如何平衡？济
南市委书记王文涛表示，要
正确处理南部山区保护与发
展这对矛盾，把加强南部山
区的保护作为矛盾的主要方
面，严格划定环境保护红线，
重点在环境保护和生态修复

方面下工夫，进一步加大违法
建设、乱排乱放、无序经营的
整治力度，保护好南部山区的
绿水青山。

除了南部山区，济南市区
也有不少山，将这些山好好
利用起来，让它们成为市民
家门口的景点，是不少济南
人的愿望。山体绿化、山体公
园建设也已写入2015年济南
市要为民办的18件实事中。
今年，济南将在已建成12处
山体公园的基础上，续建、新
建16处山体公园。同时，今年
济南将达到生态园林城市指
标 ，即 建 成 区 绿 地 率 达 到
3 5%以上，绿化覆盖率达到
40%以上，人均公共绿地面积
达到10平米以上。

绿树还是少

走在路上像蒸烤

啄木鸟：何磊
记录人：本报记者 孟燕

我是土生土长的济南人，在护
城河边长大。济南的夏天酷暑难耐，
走在光秃秃的马路上有种被蒸烤的
感觉。前段时间，我到南京、杭州等
地旅游，这些城市给我的感受就是
绿化搞得真好啊！

一个城市的绿化对净化空气、
改善城市小气候、降低城市噪音有
重要作用，同时也有益于美化城市、
衬托城市建筑、提高市民的生活质
量，这是一个城市整体形象的表现。
咱济南这些年在城市建设上进步很
快，高楼大厦鳞次栉比、立体道路纵
横交错，可咱的绿化哪里去了？夏
季，只有马鞍山路和历山路南段的
大树能带来清凉，可这样的道路实
在是太少了。

济济南南的的头头脑脑风风暴暴

未来济南的N种可能③

夜里想泡酒吧

可心的地儿不多

啄木鸟：梁笑（互联网从业者）
记录人：本报见习记者 于悦

职业特点使得我和同事都成了
“夜猫子”，经常在凌晨一两点时，我
们才能红着眼睛、扶着墙从单位出
门。这个时候，大家反倒不想回家
了，就想找个地方凑一块儿喝两杯。
济南的酒吧这几年多了起来，种类
也不少。不过我感觉，酒吧在环境设
置、地段选择上和其他大城市还有
些差距。很多人也认为，去泡吧就是
不正经，有时还会以为我们去了不
健康场所。

酒吧其实是一个城市夜生活的
一部分，就如同古代的茶楼、戏台一
样。济南人应该对这些场所给予更
大的包容度，毕竟年轻人对于这种
放松的场所还是有很大需求的。济
南酒吧的从业者也应该多动动心
思，包括乐队选择、室内装潢都应该
更时尚些。

跑手续简化

对创业者是好事

啄木鸟：王卫卫（创业者）
记录人：本报见习记者 王小蒙

创业这些年，深深感受到济南
这座城市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尤其
是行政审批改革以来，各部门的手
续都在简化。拿我常打交道的工商
部门来说，以前光跑企业注册就要
一个月，现在网上预审省下不少跑
大厅的麻烦。对于创业者来说，这
是再好不过的便民。

济南泉水很甜，济南人随和热
情，看到街头吹笛子的、练广场舞的，
感觉生活气息很浓郁，城市充满积极
向上的正能量。但济南美中不足的地
方也很多，比如空气质量不太好、雾
霾太严重、频繁修路。另外，盼望能尽
早推行“三证合一”就好了。

“啄木鸟行动”欢迎您反映生
活中发现的问题，提出建设性意见
或 建 议 。您 可 以 拨 打 本 报 热 线
96706，可以通过齐鲁壹点客户端、
本报官方微博或微信反映问题，也
可以拨打12345、发送短信 ( 1 0 6-
3531-12345)、登录济南政府网市长
信箱、通过新浪腾讯济南12345官方
微博微信参与行动。

看得见水：紧贴“水”来做文章

5月26日的趵突泉公园，
在多日的高温灼烤下，趵突泉
的“三股水”喷涌乏力，毫无精
神。当天，趵突泉的实时水位
为27 . 74米，已很接近27 . 60米
的红色警戒线。

市民李先生是个老济南，
他几乎每天都要到趵突泉公
园去看看，“今年春节后，来得
更勤了。”李先生说，去年几乎
没怎么下雨，“趵突泉的喷涌
情况太让人担心。”不过，李先
生也告诉记者，根据前些年的
情况，“遭遇去年那样较重的
旱情，趵突泉恐怕早已经停喷
了。”

济南以泉水名闻天下，在
老城区不大的空间内就有四
大泉群，至少100多处泉眼。济
南没有了泉会怎样？据李先生
回忆，“趵突泉上次停喷时，整
个趵突泉公园内到处都是干
涸的河道和泉眼，一点儿生气
都没有。”

为了保护济南的精神和
灵魂，济南市先后实施了水源
置换、封井保泉、回灌补源等
多种措施来保护泉水。虽然趵
突泉目前的水位距停喷还有
段距离，李先生还是感叹：保
泉啥时候能不再靠天吃饭呢？

泉水是济南水生态的重

要一环。趵突泉、黑虎泉、五龙
潭等多个泉群的水汇入护城
河，护城河因此成为国内唯一
一条全部由泉水汇流而成的
河流。现在的护城河已经成为
市民休闲的好去处，是省城重
要的景观带。

护城河的泉水经大明湖、
西泺河流向小清河。小清河为
济南市最重要的一条防洪通
道，也是济南北部一条景观河
道，每天都有不少市民前往五
柳岛等景点游览。市民丰传芦
对小清河的变化深有感触，

“十几年前的小清河荒草丛
生，污水很臭，也没人来游览，
是一条‘黑水河’。”

据了解，济南市自2007年
起对小清河进行综合治理，扩
挖河道截污治污。虽然护城
河、小清河、工商河等诸多河
道的治理效果显著，但这些河
流仍不时受到污水侵袭。

去年，南门桥涵洞周边的
护城河大范围污染；今年，趵
突泉公园内的护城河也遭受
污染，小清河遭受的污水和生
活垃圾污染形势更为严峻。

济南因泉闻名，做好做活
水文章，意义非比寻常。为解
决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面
临的诸多问题，济南市正以创

建国家级水生态文明市为契
机，实现“泉涌、河畅、水清、景
美”的目标，把济南建设成为
富有泉城特色的现代化城市。

据了解，济南市通过水生
态文明城市建设，将把长江水
引到南部山区的卧虎山水库，
还将通过“五库连通”工程，让
南部山区的5座水库相连，并
向市区内的河道补水，让东城
的多条河道形成常年有水的
景观。水利部门还在实施玉符
河综合整治，并实现腊山河、

兴济河等城区主要河道四季
不断流的目标。

济南市还是全国海绵城
市建设的试点城市。通过海绵
城市建设，济南市基本建成具
有自然积存、自然渗透、自然
净化功能的海绵城市，可解决
部分河道内仍有污水流入或
无水问题。为了更好地开发水
资源，济南市正在实施华山片
区和北湖片区开发，这些片区
的开发都紧贴济南的“水”来
做文章。

留住蓝天白云：不能再“遛狗看不见狗”

“灰蒙蒙一片，遛狗看不
见狗，空气质量指数连续‘爆
表’。”近几年，一到秋冬季节，
来势汹汹的雾霾就成了市民
苏晓挥之不去的阴影。雾霾围
城的日子，他总感觉喘不上气
来，他3岁大的儿子也被禁止
出门玩耍。冷空气带来的短暂
蓝天白云的照片，总能刷爆朋
友圈。

25日，环保部发布今年4
月份74个城市空气质量状况，
济南排名倒数第三，这已是今
年第三次入围“黑榜”。“其实
上个月济南的天还不错，有13
天都是蓝天白云。”作为普通

市民，苏晓也有感觉，空气质
量正逐步改善。“比起前两年，
雾霾天好像是少了些。”

但是，治理雾霾很难在短
期内见效，一年污染反弹能抵
消两年治理成果。济南市环保
局局长高立文曾在公开场合
表示，“压力很大，经常半夜里
睡不着。”

一方面，济南地形中间低
四周高，秋冬季节一旦冷空气
势力弱，大气条件静稳，容易
产生“逆温”，不利于污染物的
扩散。另一方面，根据市环保
局对外发布的PM2 . 5来源解
析结果，济南PM2 . 5有20%-

32%为外地输送。
大气污染治理早已提上

议事日程，济南市为此拿出了
“壮士断腕”的决心和勇气。去
年11月，济南市委、市政府印
发《关于实施“十大行动”，进
一步加强大气污染防治的意
见》，明确济南将开展扬尘治
理与渣土整治行动、工业污染
源达标提升行动、机动车污染
治理行动等“十大行动”来改
善大气环境。

盛夏已至，济南又进入了
“烧烤季”，对于露天烧烤的整
治也是治霾的一部分。对此，
市委书记王文涛有自己的看

法：“坚持不懈抓好露天烧烤
摊点的整治，巩固已有成果、
防止反弹回潮，同时坚持疏堵
结合，尝试通过市场化的办法

‘引摊入室’，规范提升烧烤经
营场所的档次和水平，吸引广
大市民到正规化、规模化的烧
烤经营场所放心消费。”

今
日提问

您心目中理想

的济南是什么样的？

老舍先生在《济南的冬天》一文里这样写道，“一个老城，有山有水，全
在天底下晒着阳光，暖和安适地睡着，只等春风来把它们唤醒，这是不是
个理想的境界？”

理想的济南是什么样的？“当然是青山绿水，能畅快呼吸的大省城。”
“我要的不多，四个字‘生态宜居’，住着舒服。”“是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
得住乡愁的济南。”这是本报收到最多的回答。

本报记者 孟燕 刘雅菲 蒋龙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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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水的存在，泉城济南变得灵动了许多。
本报记者 左庆 摄(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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