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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9月，日本宣布“购买”钓鱼岛及

其附属岛屿，我国宣布在主权和领土问题

上，绝不退让半步！

相知相爱70年 泉是他的命根子
“泉水活字典”徐家茂爱泉如命，510多处泉子因他进入济南志

已过八旬的徐家茂老人，对于别人赋予的“泉水活字典”称号并不认同，他更愿意将自己

称为“泉友”：朋友应该关心、了解、帮助和宣传保护泉水。在接受记者采访的两个小时里，徐家

茂老人说起“泉”来始终是感情饱满，在与泉相识相知相爱的70多年里，似乎多少字都写不完

这其中的故事。

识泉：帮老板打杜康泉水泡茶待客

1933年出生于章丘明水的

徐家茂，在孩童时期并未对泉

水有过太多的特殊记忆。那时

候家里穷，徐家茂经常要到西

麻湾捡柴火，夏天太热的时候

便会到西麻湾洗澡。15岁那年，

徐家茂离开明水到济南打工，

最初是在高都司巷一家民营

医院里干杂活。

“当时的院长是齐鲁大学

医学院的一个博士生，除了自

家人外，医院雇了七八个外人

帮忙。”当时徐家茂还小，老板

给他的主要任务就是看孩子和

跑跑腿，“那时医院里还有两口

泉井，但不大，因为怕小孩不小

心掉井里，就一直盖着。”

在徐家茂的印象里，院长

的朋友众多，每次来客人的时

候，老板都会让他到杜康泉打

水泡茶来招待客人。那时杜康

泉也成为徐家茂最常去的地

方，因为这个缘故，杜康泉也成

为他第一个最为熟悉的泉。“很

多商户都点名要喝杜康泉的

水，这个泉的水好喝。”

徐家茂的个子比较矮，每

次到杜康泉打水的时候，别人

都会主动帮他灌满两桶水。“提

着两桶水往回走，要经过剪子

巷，那时候剪子巷里都是水，每

次从那里走我都会把鞋弄湿

了，弄湿之后干脆淌着水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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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知泉：510多处泉子因他的调查而列入市志

在城建局的园林系统工作

8年后，徐家茂开始到人民公园

(现中山公园)挂职，1982年，徐

家茂开始负责编制济南园林篇

的泉水志，也正是因为这项工

作，徐家茂老人培养起了对泉

水的兴趣。

从那年开始，徐家茂便在

济南市区及周边山区开始翻山

遍野找泉子。“当时我到过最远

的地方是邹平，那时候没有车，

我就坐个体户的车，一天来回

就两趟车，我就坐这两趟车。”

在徐家茂看来，给予他最

大支持的是老百姓。1992年是徐

家茂临退休的前一年，在那一

年他决定要去探访斗母泉。“都

说斗母泉是在千佛山南 3 0里

地，那么这30里地怎么去？但我

必须要去，我马上要退休了，再

不去就没机会了。”

最让徐家茂感动的是，在

探访斗母泉的时候，当地新任

村支书找到已退村支书，让他

带着徐家茂寻访斗母泉。“当时

他也 6 0岁了，他带着我用了 6

个小时的时间，转遍了整个村

子，这让我十分感动。”

这一次，徐家茂在斗母村

原有9个泉子的基础上，又新发

现了2个泉子。而徐家茂仅对斗

母泉的探访，就多达11次。“每

次去都有不一样的感受，都会

有新的收获。”

在徐家茂编制泉水志之

前，对济南的泉水记录最多的

是乾隆年间的一本书，书中记

载济南各处泉共有151处。

而经过徐家茂的实地调

查，共有571处的泉水列入到济

南泉水志当中，其中有510多处

泉子因为他的调查而被列入到

济南志当中。“泉子的长宽多

少、水深多少，源头在哪，我都

有数据。”

爱泉：
力阻趵突泉边
开建二层小楼
让徐家茂名声大噪的是

阻止趵突泉被破坏一事。1995

年的时候，在距离趵突泉不到

三米的地方，悄然出现了一座

二层小楼。“这个二层小楼的

外廊紧贴这趵突泉的亭沿，距

离这么近，这不是要破坏趵突

泉吗？”

徐家茂对趵突泉边上的

这座二层小楼展开调查并形

成调查报告，提交给济南市有

关部门，但得到的答复均是

“这事在济南解决不了，你去

到省人大反映吧。”

徐家茂转而开始向省人

大进行反映，提交自己的调查

报告，并最终引起省人大的注

意。“当时省人大主任亲自监

督落实，最后才把趵突泉边上

的这座二层小楼给拆了，这件

事也让我自己火了。”

文/片 本报记者 高玉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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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元起，一次游遍大西南！
凡生活日报读者、会员报名有大惊喜

桂桂林林、、张张家家界界、、天天门门山山、、凤凤

凰凰古古城城、、贵贵州州黄黄果果树树、、昆昆明明、、大大

理理、、丽丽江江或或((昆昆明明、、普普洱洱、、西西双双

版版纳纳))十十五五日日游游神神州州国国旅旅大大型型

夕夕阳阳红红专专列列火火爆爆预预售售啦啦！！提提前前

报报名名还还赠赠送送千千元元超超值值礼礼品品！！

可可怜怜天天下下父父母母心心，，孝孝敬敬

父父母母要要趁趁早早！！山山东东神神州州国国际际

旅旅行行社社作作为为本本地地老老牌牌旅旅行行

社社，，为为回回馈馈中中老老年年游游客客多多年年

的的厚厚爱爱，，为为了了给给您您的的父父母母提提

供供一一个个献献孝孝心心的的机机会会，，专专门门

精精心心策策划划和和设设计计，，为为中中老老年年

人人量量身身打打造造了了““敬敬老老号号————

一一次次游游遍遍大大西西南南””专专列列产产品品，，

该该线线路路可可谓谓是是物物美美价价廉廉的的典典

范范之之作作，，一一次次出出行行，，将将祖祖国国的的

西西南南美美景景一一网网打打尽尽，，体体验验不不

一一样样的的边边陲陲风风情情！！

该该线线路路针针对对中中老老年年人人特特

点点合合理理安安排排游游览览，，行行程程舒舒缓缓，，同同

时时配配备备专专职职医医生生及及全全程程领领队队，，

专专列列上上配配有有餐餐车车，，乘乘警警，，总总领领队队

保保驾驾护护航航，，并并有有专专业业导导游游陪陪伴伴，，

让让中中老老年年朋朋友友享享受受最最安安全全、、最最

便便捷捷、、最最舒舒适适的的旅旅游游！！

该该线线路路串串联联了了祖祖国国西西南南

的的主主要要精精华华景景点点，，首首先先是是““桂桂

林林山山水水甲甲天天下下””的的桂桂林林山山水水，，

我我们们将将畅畅游游如如画画的的漓漓江江美美

景景，，阳阳朔朔西西街街；；然然后后是是奇奇山山秀秀

水水的的张张家家界界，，游游览览““武武陵陵之之

魂魂””的的湘湘西西神神山山天天门门山山；；中中国国

最最美美古古城城------凤凤凰凰；；我我们们还还将将

参参观观亚亚洲洲最最大大的的瀑瀑布布————黄黄

果果 树树 瀑瀑 布布 ，，““ 天天 下下 第第 一一 奇奇

洞洞””————水水帘帘洞洞，，天天星星桥桥水水上上

石石林林景景区区。。精精彩彩的的行行程程继继续续

下下来来是是““彩彩云云之之南南””的的云云南南，，

我我们们将将游游览览大大理理古古城城，，漫漫步步

于于南南诏诏古古国国大大理理古古城城，，洋洋人人

街街等等；；““东东方方瑞瑞士士””之之称称的的55AA
级级玉玉龙龙雪雪山山风风景景区区，，云云杉杉坪坪

甘甘海海子子、、白白水水河河、、束束河河古古镇镇，，

然然后后参参观观世世界界文文化化遗遗产产丽丽江江

古古城城、、四四方方街街，，洱洱海海双双廊廊观观景景

台台，，白白族族民民居居，，后后前前往往巧巧夺夺天天

工工的的AAAAAAAAAA级级著著名名风风景景区区--
石石林林风风景景名名胜胜区区，，欣欣赏赏阿阿诗诗

玛玛的的倩倩影影…………云云南南段段也也可可选选

择择普普洱洱、、西西双双版版纳纳一一线线，，

感感悟悟西西双双版版纳纳、、品品味味

南南传传文文化化。。

精精彩彩的的行行

程程 不不 容容 错错 过过 ！！

尽尽快快拨拨打打报报名名

热热线线报报名名吧吧！！

在在新新春春到到

来来 之之 际际 ，，为为 了了

回回 馈馈 广广 大大老老朋朋

友友的的厚厚爱爱，，我我们们在在

产产品品预预售售的的同同时时推推

出出优优惠惠大大礼礼包包的的活活动动！！

凡凡是是在在11月月2266日日前前报报名名的的朋朋

友友，，可可获获赠赠价价值值11000000元元的的大大

礼礼包包一一份份！！

神神州州国国旅旅各各大大门门店店均均可可

报报名名，，咨咨询询电电话话：：88 88 99 55 33 88 88 88

6677887799992299 6677887799997799

越南越美！
——— 特价预售，价格直降380元/人！还有厚礼相赠！

新春来临之际，山东神州国

旅为回馈广大客户的厚爱，

特别精心设计，隆重推出越

南为主的夕阳红特惠线

路，性价比超高，内容特

别丰富多彩！

线路一：畅游越南

(下龙湾、河内)、(广西)南
宁、北海、巴马长寿村、德

天跨国大瀑布+香港、澳门+
广州、深圳、珠海夕阳红火车16

日游，3月12日左右发团，活动报价:

硬卧上铺2180元/人.中铺2480元.下铺2780
元/人；线路二：(广西)南宁、北海、巴马长寿

村、德天跨国大瀑布、桂林山水甲天下+湖
南(伟人故里韶山.长沙).(张家界)夕阳红旅

游空调火车14日游活动，3月15日左右发

团。上铺2980元/人，中铺3280元/人，下铺

3680元/人。

凡在1月25日之前报名交费者均优惠

380元/人，并赠送价值800元的超值礼品(九
阳电饭煲及麦饭石炒锅)，机会难得，名额

有限，先到先得！各大门店均可报名！

咨询电话：67879979 15169169321

欧洲游火爆预售！
德法意瑞奥梵六国13天游仅售6699元！

山东神州国旅为了回馈广大游客的

厚爱，特在2017年开春为游客们精心准

备了升级版超实惠的欧洲游线路，2月26
日已售罄，应广大游客要求，增加一班3
月17日的，现在开始特惠预售啦！

3月17日出发的德法意瑞奥梵欧洲

精品六国13日游，将带您游览意大利永

恒之都-罗马，著名水城-威尼斯；文艺

复兴之都-佛罗伦萨；充满魅力的花都-
巴黎；童话故事中王子公主的生活发生

地—阿尔卑斯山谷中的水晶城市奥地利

的因斯布鲁克；瑞士三镇--琉森、因特

拉肯、楚格；宗教圣域，教皇之地的梵蒂

冈；德国首都-柏林……

并且此团全部是济南客人为主，山

东一地成团，全程导游陪同，并为大家赠

送转换插头，微信报平安等服务，让大家

可以安心出游！

一、时间最佳：2017年开春出行，温

度气候适宜。二、线路最佳：柏林进，布鲁

塞尔出，不走回头路。三、性价比最高：原

价7999元/人，现只需6699元/人的特价！

真的是相当实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售完为止！快快拨打报名电话吧！另外1
月30日的欧洲四国游春节期间尚有少量

特价余位，欢迎来电咨询！

热线电话：8 8 9 5 3 3 8 8，8 8 1 1 6 2 7 7，

13706410657 微信报名：13706410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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