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局于2021年2月7日

发布《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挂牌出让公告》(兰陵国土

告字【2021】3号)，其中兰陵

-2021-6号、兰陵-2021-7

号、兰陵-2021-8号三个地

块现因故终止挂牌出让活

动。再次出让，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兰陵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3月5日

终止公告

因东青高速公路改扩建需
要，自2021年3月4日起至2021年
4月20日，在东青高速公路垦利
北收费站(G18荣乌高速K498+
000处)至青州北收费站(G25长
深高速K1418+000)路段占应急
车道勘测。届时将分段临时占
用应急车道，其余车道正常通
行。请过往车辆按照标志指示
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

特此公告。

东营市公安局高速公路交通警察支队
山东东青公路有限公司

山东鲁邦地理信息工程有限公司
2021年3月2日

G18荣乌高速、
G25长深高速
东营至青州段
交通管制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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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淘书爷爷”拿出多年珍藏办雷锋展
齐鲁志愿者现场用快闪形式传唱雷锋精神红歌

文/片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赵卓琪 王倩

展览上有一本
以雷锋命名的杂志

“这些书籍都很有收藏价值，
有的比我年龄都大。”跟随着青未
了小院门口的“雷锋展”指示牌，
不少市民游客都被吸引而来。还
未走进西屋，大家的感叹和称赞
声就已传来。“钱老先生能淘到
这么多与雷锋有关的书籍真是
很有毅力，收集之余还不忘宣扬
雷锋精神值得大家学习。”市民李
先生说。

一本本书刊、一页页资料都
是钱玉田花费数年收集而来，有
淘到的也有买来的，每一本他都
格外爱惜，用塑封纸将资料包好，
有折角的地方就一页页铺压平
整，虽有的刊物已历经几十年，但
如今看上去倒像是崭新的。“我们
现在大约有9000种杂志，但唯独
这一本杂志是以雷锋命名的。”在
众多的刊物中，一本被特意挑选
至窗前的杂志吸引了许多市民的

目光，钱玉田则在一旁耐心地为大
家讲解背后的故事。钱玉田介绍，
每一本刊物背后都有一段故事，讲
好这些故事就是对雷锋精神的传
承。在他收藏到的雷锋的刊物和挂
图中，一本出版于1963年的《中国
青年》是钱玉田最为珍贵的收藏。

他说，这本刊物是学习雷锋同志的
专辑，也是公开发表向雷锋同志学
习的开始，这本刊物里也记载了雷
锋同志的事迹。“曾经有人想买我
这本书，但我不能卖，我要做展览，
要把雷锋的这些故事讲给更多人
听。”钱玉田表示。

作为齐鲁志愿者雷锋日特别
活动的一部分，本次展览将从3月
5日持续至3月9日。

近百名志愿者唱响
《学习雷锋好榜样》

如果说哪首歌最能代表雷锋
精神，那肯定就不得不说到《学习
雷锋好榜样》。

3月5日上午10点半，在济南
历下区百花洲畔，市民和游客正
在欣赏百花洲的美景，突然一阵
熟悉的旋律响起，这就是《学习雷
锋好榜样》，它打破百花洲的宁
静，吸引了大家的关注。一位吹着
萨克斯的志愿者缓缓从青未了小
院内走出来，这旋律正来自他的
演奏。

随着旋律，两名来自齐鲁志
愿者公益艺术团的志愿者唱了
起来，这也带动了现场更多市民
和游客的关注，大家停下脚步观
看这一场精彩的快闪演出。紧接
着，又有多名志愿者加入歌唱的
行列中，带动了现场气氛，现场
市民和游客也加入这场大合唱
中。

作为本次快闪演唱的组织
者，齐鲁志愿者公益艺术团的周
荣江、李维娜夫妇表示，近百人参
与其中，让这首学习雷锋的代表
歌曲在百花洲唱得更响，传得更
远，大家也是想通过这样新颖的
方式传承雷锋精神。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赵卓琪 通讯员 李圣湘

近两年来，济南市基础设施
建设不断提档升级，给广大市民
生活带来了极大便利，真正让大
家拥有了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享
受到满满当当的幸福感。为进一
步提升辖区道路功能，3月12日起
槐荫区市政部门将对党杨路（经
十路至克朗山南路路段）进行大
中修施工，计划工期294天。

济南市槐荫区党杨路大中修

工程北起经十路，南至克朗山南
路（市中界），全长3521 . 72米米，红
线宽50米，施工期间半封闭施工。

本次工程计划开工日期
2021年3月12日，计划竣工日期
2021年12月31日，建设内容主
要包括电力、热力等管线敷设、
老旧路面提升整治、全线道路面
层覆新等。

槐荫区市政部门提醒市民，
施工期间对周边居民造成不便之
处，请大家谅解。过往该区域的车
辆、行人请根据交通指示通行。

本报济南3月5日讯（记者
王倩 赵卓琪） 为加强党建、志
愿服务共建合作，更好地弘扬志
愿服务精神，3月4日，齐鲁晚报·
齐鲁壹点与振邦集团天桥分公司
开展“党建+公益”战略合作，共
同打造新时代学雷锋志愿服务团
队，由此齐鲁志愿者振邦集团天
桥分公司志愿服务队正式成立，
全面参与齐鲁志愿者在全省开
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成立于1992年12月的振邦集
团天桥分公司现有保安队员5000
余人，承担了很多企业、社区、公
共娱乐场所、车站等安检防护工
作。在长期的工作中，很多保安员
不但发挥爱岗敬业的优良传统，

还涌现出了很多学习雷锋助人为
乐的先进人物。齐鲁晚报·齐鲁壹
点也多次对这些优秀基层保安员
进行采访报道，为正能量发声。而
齐鲁志愿者作为齐鲁晚报·齐鲁
壹点履行“新闻服务社会”承诺、
践行主流媒体担当的创新性载体
和志愿服务团队，志愿者分布于
各行各业，目前也与多个企业和
单位的志愿服务团队开展合作和
联系共建。

为了更好地弘扬志愿服务精
神，倡导社会正能量，齐鲁晚报·
齐鲁壹点与振邦集团天桥分公司
开展“公益+党建”战略合作，正
式成立齐鲁志愿者振邦集团天桥
分公司志愿服务队，将立足5000

余名保安员上岗的范围内开展志
愿服务活动。同时，志愿服务队成
立之后，振邦集团天桥分公司保
安员也将实现在齐鲁壹点上线入
驻，在线参与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以及齐鲁志愿者组织的活动。

3月5日，新成立的齐鲁志愿者
振邦集团天桥分公司志愿服务队
开展了雷锋日主题活动，志愿者们
走上街头、深入社区，前往公共场
所和人流集中的地方，清理小广
告、擦洗公交站台，捡拾绿化带内
的垃圾，把学雷锋真正落实到行动
中。下一步，齐鲁志愿者振邦集团
天桥分公司志愿服务队还将联动
开展更多公益志愿服务活动，为更
多人送去温暖和关爱。

文/片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王倩

用书籍为乡村孩子送去知识
和力量，让孩子们体会阅读的快
乐。3月5日下午，齐鲁志愿者代表
带着800册图书来到济南仲宫街
道高而中心小学，为这里的200多
名孩子送来精神食粮，为学校捐
建爱心图书室。

位于济南南部山区的高而中
心小学承担周边7个村子适龄孩
子的教育教学任务，虽然很多孩
子家中吃穿不愁，但与很多城
市的孩子相比，他们的课外书
籍并不是很多，很多大家喜欢
阅读的书籍也只能是少数孩子
拥有。前期，齐鲁志愿者了解到
孩子们阅读方面存在的这些问
题，向齐鲁志愿者爱心图书室项
目提出了求助。

“让孩子们也能读到适合的书
籍。”齐鲁志愿者达成一致意见。大
家开始征集爱心书籍，要为这里
的孩子们捐建爱心图书室。在征
集到的爱心图书中，志愿者们进
行了精心挑选，适合小学生阅读
的书籍、尽量多类的图书、对于学
习有辅助作用的图书，大家将这些

图书分类打包后，在2021年学雷锋
日当天送到孩子们手中。

齐鲁志愿者代表与孩子们一
起将这些图书摆放至学校图书
室,看到这么多书籍都是自己一
直想读的，孩子们很是兴奋，有的
孩子迫不及待第一时间就阅读起
来。得知这些图书全部来自于爱心
市民的捐赠，济南高而中心小学
校长焦茂东表示，这些图书丰富
了学校图书室的图书种类，为孩
子们的阅读提供了更广阔的平
台，学校老师也会增加对孩子们
阅读的培养，让大家都爱上读书。

“我们爱读书。”在图书室内，

孩子们大声喊出了他们的心声。
2021年，齐鲁志愿者爱心图

书室项目将继续爱心启动，我们
希望您捐出家中闲置的二手图
书，不论是适合孩子们阅读还是
成人阅读，只要图书在七八成新
以上、无乱涂乱画均可，我们会将
这些图书送到有需要的地方，也
欢迎学校、班级、中队、企业等参
与到捐献爱心书籍的行动中。如
果您希望捐献这些图书，可以在
齐鲁壹点情报站进行留言（留言
请@记者王倩），如果你是团队或
者 集 体 参 与 ，也 欢 迎 您 拨 打
18678886220电话进行联系咨询。

请注意绕行！
党杨路大中修工程即将施工

“雷锋同志是我们的榜
样，为此我特地拿来了多年
收集的与雷锋有关的资料书
籍供大家参观学习。”3月5日
是学雷锋纪念日，为了更好
地宣传雷锋精神，让更多人
参与到公益事业当中来，“淘
书爷爷”钱玉田早早来到齐
鲁晚报·齐鲁壹点百花洲融
媒中心，将他珍藏的雷锋资
料一一摆好。当天，齐鲁志愿
者们还在百花洲内唱响《学
习雷锋好榜样》，用快闪的方
式传承雷锋精神。

学雷锋纪念日，800册图书送到乡村小学

齐鲁志愿者再捐一座爱心图书室

五千保安员加入齐鲁志愿者
振邦集团天桥分公司志愿服务队成立

齐鲁

志愿者将捐

来的图书送

到高而中心

小学，为其建

设爱心图书

室。

“淘书爷爷”钱玉田将珍藏的资料拿出来开办了雷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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