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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6日是趵突泉复涌17周年
纪念日，再次打破连续喷涌最长
时间纪录。当天，趵突泉的地下水
位为28 . 25米，不过与往年同期
相比并不算高，较去年同期低了
20厘米。

济南市城乡水务局官网显示，
趵突泉9月6日7时的地下水位为
28 .25米，较去年同期28 .45米低了
20厘米。在趵突泉公园内，尽管三
股水喷涌得明显，却没有出现“趵
突腾空”“水涌如轮”的盛景，与往
年的水涨泉高相比显得有些乏力。

数据显示,趵突泉的地下水位

自3月9日首次跌破28 .15米黄色预
警线,此后一直处于黄色预警线以
下,截至8月16日累计161天。其中,6
月7日至6月30日,趵突泉的地下水
位在27.60米的红色预警线以下,累
计24天,最低水位为27.41米。

据了解，1971年5月26日至6
月10日,趵突泉出现有记录以来
的首次季节性停喷,此后季节性
停喷始终陪伴着“天下第一泉”,
并曾出现过长达926天的停喷记
录。2003年9月6日,趵突泉再次复
涌,至今已持续喷涌超过17年。

泉水水位的高低与降雨有着
主要关系。济南市雨水情信息系
统显示，今年以来累计降水量全
市平均627 . 2毫米，比常年同期

5 6 4 . 9 毫 米 多 6 2 . 3 毫 米 , 多
11 . 0%；比去年同期492 . 2毫米多
135 . 0毫米,多27 . 4%。

今年济南市的降雨量偏多,
为啥趵突泉却比去年低20厘米
呢？“跟往年数据相比,今年趵突
泉持续处于预警线以下的时间比
较长。”济南市城乡水务局相关负
责人唐瑞钦分析道,今年的降雨
主要集中在春季,然而春季的降
雨很少渗入地下,从而导致趵突
泉地下水位持续低迷。“再一个就
是,8月份的几场降雨主要集中在
平阴、济阳、商河、莱芜、钢城等周
边县区,而泉域补给区的有效降
雨量并不多,比如市区的降雨量、
南山的降雨量并不算多。”唐瑞钦

分析道。
泉水复涌17年以来，济南节

水保泉工作从未停止。2005年颁
布了《济南市名泉保护条例》；
2006年开始实施《济南市保持泉
水喷涌应急预案》，同年11月，又
出台了保泉“十字方针”——— 增
雨、补源、置采、控流、节水，成立
济南市名泉保护委员会。2017年，

《济南市名泉保护条例》进行修
订，增加了生态文明、地铁等要
素，在城市建设方面首次提出“保
泉优先”理念。2019年，济南市首
个名泉保护总体规划《济南市名
泉保护总体规划》正式公布实施，
该规划是指导保泉的上层设计，
使保泉工作更加系统、有根据。

17年！趵突泉复涌后连续喷涌再创纪录
地下水位较去年同期低了20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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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6日，大型电视问政节目关
注了村民反映的别墅占用耕地属
于违建的问题。郭女士是长清区五
峰街道邱庄村的村民，她说，2010
年，济南的徐某在没有任何手续的
情况下，在他们家对面建设了名为
欣合园的别墅园，当初说是为了帮
助邱庄村村民致富。

“长清区对违建别墅，包括任
何形式的违法建设，我们的态度
是零容忍，坚决整治到位。”长清
区委常委、副区长董庆哲表示。问
政现场，长清区自然资源规划局
相关负责人表示，在前期清理整
治别墅工作期间，群众举报该房
子为违建，这个房子总共92平方
米，不能算别墅，但是手续不全。

“这处房子属于违建摸排的范围，
至于怎么处置，有工业类、住宅
类、公益类，我们将严格按照中央
的政策处置到位。”该负责人表
示，10月20日之前将确定分类，根
据分类确定下一步的处置方法。

“致富项目”
咋变私家别墅
长清区：确定违建类型后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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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济南市历城区的中建新
悦城小区，于 2014年开始建设，
2016年交房，配套的学校却迟迟
没有开工建设。由于配套学校迟
迟不开工，居民只好把孩子送到
附近学校上学。

济南市教育局党组成员、副
局长王纮表示，在这期间，为了确
保没有一个适龄孩子失学，历城
区教体局每年在开学期间都协调
孩子们到距离他们现在居住的小
区直线距离不超过1000米的学校
就读。王纮说，到2019年5月底，学
校规划用地上的5栋宿舍楼全部进
行了拆除，2020年5月才完成了土
地收储工作。到2020年7月份，开工
建设许可证就办下来了。“现在学
校不管是建筑工人的临时住房、建
筑工人和首批学校建设的器材都
已经到位，应该是今年年底，主体
工程能够封顶，我们力争明年9月
份让孩子们回到他们应该上的就
近的学校就读。”

入住4年
咋还不建配套学校
教育部门：力争明年9月开学

泉城问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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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爱心市民自发组团
连夜来济南献血

9月6日晚9点，往常应该是
下班关门的山东省血液中心爱
心献血屋，此刻却仍然不断有献
血者涌入。他们不约而同到来，
源于当天一条山东省血液中心
发出的消息。

“一名7岁儿童因误食毒蘑
菇出现中毒症状，危及生命，已
在医院重症监护抢救9天，每天
使用3000毫升血浆，急需您献血
救治。”消息发出，一下子牵动了
大家的心。“我的电话都被打爆
了！”一位中心工作人员说。截至
晚上7点半，已有116人捐献AB
型全血40200毫升。“很多献血者
从外地专门赶过来。”

淄博阳光救援队20分钟内
集结了7名队员包车奔赴济南，
有十位AB血型的爱心市民自发
组团，连夜赶到山东省血液中心
爱心献血屋，公维刚是他们的其
中一员。“下午五点我在朋友圈
刷到的这个消息，马上留言表示
要去济南献血，并留下了自己的
手机号。很快就有人联系我。”公
维刚说，大家互不相识，坐了一
辆车一起赶到了济南。据了解，
山东交警一支队张店大队，淄博
交警、济南交警全程护航，保证

献血者的顺利到达。
看到献血屋这么多的献血

者，从腊山赶来的杨金玲吃了一
惊，也感到深深的暖意。她赶到
时已经快晚上9点了，怕不安全
特意把9岁的孩子带了过来。“我
是AB型血，希望能帮上忙。”她
的儿子也说，很想自己快快长
大，可以像妈妈一样，奉献自己
的爱心。

截至6日21点45分
AB型全血已捐53800毫升

“从消息发出后，热线电话
就响个不停，我们接到了来自全
省各地甚至省外热心人士的电
话，其中济南市最多。”山东省血
液中心业务管理科科长朱海峰
告诉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截至9月6日21点45分，已有155
人捐献AB型全血53800毫升，当
天共有367人捐献130400毫升血
液。

据介绍，AB型血的人群相
对较少，七八月份本就是无偿献
血的“淡季”，今年又有新冠肺炎
疫情的影响，山东省血液中心各
种血液的库存都处于相对紧张
的状态。这名7岁儿童已经输注
了20000余毫升血浆（按每人献
400毫升全血能产生200毫升血
浆计算，相当于100人的献血
量），目前省血液中心AB型血浆
库存已经严重不足，仅能再支撑
孩子3天的用量。而血液采集后，

还需要进行检测、制备等，要达到
临床输注所需的新鲜标准冰冻血
浆，最快也要24小时才能完成。

让人感动的是，很多市民从
媒体上获悉为患儿捐献血浆一
事，纷纷就近撸袖献血，为了服务
外地赶来的爱心献血者，山东省
血液中心的各采血点延迟下班。

朱海峰坦言，临床血液供应
一直相对紧张，而临床所需也不
止一个血型，希望能有更多热心
人士加入无偿献血志愿者的队
伍。他建议，广大爱心献血者尤
其是济南市区的爱心献血者，可
以关注“山东献血”微信公众号，
查询附近献血点，了解献血前注
意事项，预约献血。

“以后别人需要帮助，
我们一定竭尽所能”

6日晚上9点，记者在医院见
到了孩子的母亲和哥哥。得知包
括淄博爱心人士组团来济南献
血等大量社会爱心人士的关心
和帮助，哥哥代表家人对大家表
达了内心的感激和感动：“任何
语言都没法准确表达出我们的
感激，以后如果别人需要帮助，
我们一定竭尽所能，也会告诉弟
弟要做个善良有爱心的人。”

哥哥告诉记者，弟弟8月27
日在东营老家和家人一起出去
玩时，采集了一些野生蘑菇。因
为这些蘑菇和平时食用的普通
蘑菇非常相似，家人误以为是可

食用的蘑菇，当天中午便做了蘑
菇汤，弟弟吃了不少。第二天凌
晨3点左右，弟弟开始出现呕吐
等不适症状，被家人紧急送到当
地医院救治。随着病情的加重，8
月29日转送到济南进一步治疗。

“我们把蘑菇和弟弟的血液送去
相关机构鉴定，才知道吃的是肉
褐鳞环柄菇，是一种剧毒蘑菇。”
哥哥说。到目前为止，对重症患
者尚无确实有效的治疗方法。

据悉，目前弟弟在进行相关
的支持治疗，包括血液过滤等。
为了冲洗体内的毒素，需要大量
血浆。孩子是AB型血液，属于四
种血型中较少的一种。目前已经
输注了两万余毫升的血浆，仍然
需要更多血液支持。

“他现在的凝血功能也出现
了问题，需要AB血型的凝血因
子帮助恢复凝血功能。”哥哥告
诉记者，目前的治疗还处于保命
阶段，弟弟的肝脏、肾脏和心肌
功能都受到损伤，只能遇到一个
问题解决一个问题，“我们也想
提醒一下大家，不管以前有没有
吃过，有没有吃野生蘑菇的经
验，都千万不要再吃野生蘑菇。”

7岁娃误食毒蘑菇
367人撸袖献血救急
还有淄博市民连夜组团来济，爱心迅速汇聚

“一名7岁儿童因误食
毒蘑菇出现中毒症状，危
及生命，已在医院重症监
护抢救9天，每天使用3000
毫升血浆，急需您献血救
治。”6日下午，山东省血液
中心发出这一紧急招募消
息。齐鲁晚报·齐鲁壹点发
布消息后，迅速收到广大
爱心人士的回应。

“我刚下中午班，已经
在去血液中心路上啦”“我
是AB型血，我住在沈阳，
如有需要，我愿意过去献
血”“我与舍友在泉城广场
献血点为孩子献血”。一时
间，爱心迅速向这个孩子
汇聚。

大量爱心人士撸袖献血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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