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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上月气质全省排第十一
□记者 张鹏

生活日报5月17日讯 17日，

记者从山东省环保厅举行的新闻

发布会上获悉，今年4月份我省整

体空气质量持续好转，PM2 . 5、二
氧化硫、二氧化氮等各项污染物

指标均同比好转，“蓝繁天数”平

均为22 . 2天，同比增加了4 . 1天，

重污染天数为0 . 1天，同比减少

1 . 3天。单从济南来看，4月份济南

在17城市气质综合指数排名中，

占第11位，其中“扯后腿”的是可

吸入颗粒物（PM10）浓度。

据山东省环保厅流域处副处

长苗延健介绍，今年4月份，全省

细颗粒物（PM2 . 5）平均浓度为55
μg/m3，同比改善22 . 5%；可吸入

颗粒物（PM10）平均浓度为118μg
/m3，同比改善26 . 7%；二氧化硫

（SO2）平均浓度为24μg/m3，同比

改善31 . 4%；二氧化氮（NO2）平均

浓度为37μg/m3，同比改善2 . 6%；

“蓝天白云，繁星闪烁”天数平均

为22 . 2天，同比增加了4 . 1天；重

污染天数为0 . 1天，同比减少1 . 3
天；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平均

为5 . 91，同比改善19 . 5%；优良率

平均为71 . 0%，同比增加29 . 1个百

分点。

其 中 ，从 重 污 染 天 数

（AQI﹥200）来看，4月份除济南、

莱芜有1天出现重污染外，其余15
城市均没有出现重污染天气。在

二氧化硫（SO2）浓度方面，济南

改善幅度最大。而在17城市气质

综合指数排名中，济南排第 1 1
位，对此，有环保专家指出，主要

是受细颗粒物（PM 1 0）浓度影

响，进入四月份以后，不利的气

象和地形条件，加剧了扬尘、粉尘

等污染。

炎炎夏日，温度节节攀升，你是

否渴望气温仅25摄氏度的清凉？你

是否想在不冷不热的季节畅游东三

省？你是否想在一望无际的大草原

上肆意飞扬，感受“天苍苍，野茫茫，

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壮景？快搭乘

“孝行天下”组织的北上专列，寻找

那一份清凉，去享受一下北方那如

春的夏，放松心情欣赏祖国大好河

山。6月16日孝行天下与您相约“清

凉之旅”，让炎热夏季不再难熬。

空调专列横跨东北三省，走进素

来有着“东方小巴黎”、“东方莫斯科”

美名的哈尔滨，欣赏中西合璧的建筑

群。到达中国唯一可观赏到北极光和

极昼现象的地方——— 北极村。走进电

视剧《闯关东》的拍摄题材基地———

胭脂沟，感受当年的淘金盛况。浏览

全国唯一的以俄罗斯传统工艺品套

娃为主题的旅游休闲娱乐广场—套

娃广场，在这里中俄蒙三国的地域特

点和异域风情完美集合。欣赏中国保

存完好的草原，水草丰美，有“牧草王

国”之称的呼伦贝尔草原。浏览中国

最大的火山口湖——— 长白山天池，夏

天是游天池的最佳时节，此时云雾较

少，容易一睹天池的真面目。沈阳故宫

是中国仅存的两大宫殿建筑群之一，为

清朝初期的皇宫，距今近400年历史。

行程报价：硬卧上铺：2580元/人

中铺：3080元/人 下铺：3580元/人

软卧上铺：4180元/人 下铺：4580元/人

行程优惠：5月31日之前报名，即

可享受优惠礼品的赠送——— 时尚智

能手环一个！

孝孝行行天天下下带带您您““清清凉凉一一夏夏””一一路路向向北北再再向向北北
空空调调专专列列1111日日游游火火爆爆来来袭袭！！抓抓紧紧报报名名吧吧！！

此外，孝行天下还推出多条线路供客人选择，满足客人的

不同需求。线路如下：

1 宜昌三峡大坝、成都老街、

都江堰、新映秀、人间仙境九寨

沟、乐山大佛、峨眉山(登金顶)、
重庆武隆天坑仙女山夕阳红高铁

12日游 出发日期：6月9号、19号、

29号 行程报价：3880元

2 成都老街、都江堰、新映

秀、乐山、峨眉山、人间仙境九寨

沟、山城重庆、武隆天坑、宜昌三峡

夕阳红12日游 出发日期：6月9号、

19号、29号 行程报价：2880元起

3 哈尔滨 漠河 北极村 满

洲里 呼伦贝尔 海拉尔 长白山

沈阳空调专列11日游出发日期：6

月16号 行程报价：2580元起

4 乌鲁木齐、赛里木湖、那拉

提、巴音布鲁克、吐鲁番、天池双飞

8日游 出发日期：6月份每周五 行

程报价：4280元

5 乌鲁木齐、魔鬼城、天山

天池、吐鲁番、喀纳斯、禾木、五彩

滩、双飞8日游 出发日期：6月份每

周五 行程报价：4680元 咨询电

话：15508689707、0531-82392513

□记者 张鹏

5月1 7日是世界电信和信

息社会日，今年电信日的主题

是“发展大数据，扩大影响力”。

1 7日，山东省通信管理局举行

主题报告会，该局副局长孙信

波向社会通报去年我省互联网

网络安全发展情况，以及大数

据资源状况。

2015年，山东在全国率先全

面建成“全光网络省”，据统计，截

至目前，我省所有城区、行政村实

现100%光纤覆盖，农村、城市宽

带 互 联 网 接 入 能 力 分 别 达 到

50M、100M，最高达到1000M。据

统计，全省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

用户为2366 . 5万户，移动互联网

用户为7391 . 2万户，均居全国第

三位，我省固定宽带平均下载速

率位居全国第二，济南在直辖市

和省会城市中也名列次席，仅次

于上海。

据了解，为让消费者用得上、

用得起、用得好信息服务，山东持

续推进宽带网络提速降费。目前

我省正加快进度，全面取消手机

国内长途和漫游费。

山东宽带下载速率全国第二

□记者 郭学军

实习生 张雪 李岚

生活日报5月17日讯 在章丘

区百脉泉公园旁边的明水街道办

事处，有一个自明朝延续到现在的

康氏家族。在明代嘉靖年间，家族

出了一位进士出身的清官康迪吉，

为官地保定的百姓感念他的清正

廉洁，赠送他“山、明、水、秀”四块

象形奇石。

由于历史原因，在1950年代，

这四块奇石却被移至淄博蒲松龄

纪念馆存放。目前，百脉泉片区要

打造泉水文化生态标志区，康氏家

族的后人，希望这四块承载着祖先

恩德的奇石能够回归故里，发挥其

应有的历史文化价值。

奇石几次被转移地点

“我听老辈人讲述，在明朝嘉

靖年间，先祖康迪吉在山西太原和

保定先后任知府，39岁那年，他在

给父亲奔丧途中去世，保定百姓感

念他的廉政，便在他去世后，送来

四块奇石，存放于明水康氏家族花

园的竹园中。”5月17日上午，68岁
的康氏后人、明一村居民康诵守一

边指着幸存的老建筑，一边讲述他

了解的家族奇石。

他说，直到清乾隆年间，经当

时的章丘知县提议，这四块奇石被

移放于县城东门，供众人参观，后

又放入竹园。直到1950年代，四块

奇石保存一直完好。

到了1953年左右，当时任章丘

县长的张国权是康家的女婿，后调

到淄博的交通部门工作。那时，章

丘隶属淄博专署，淄博要建蒲松龄

纪念馆，就把奇石迁移到淄博去

了。后来，他们族人去讨要，对方

说，“明水康家大院已经拆迁了，就

先放在这里吧”，之后也就没了下

文。

“这个奇石确实有点奇，猛一

看看不出什么，仔细看能看出‘山、

明、水、秀’四个象形字。”另一位康

氏后人、65岁的明二村村支书康诵

敏说，康迪吉先祖是进士出身，明

水康氏家族在这里延续几百年了，

没能把祖辈的东西看护好，他感到

很伤心，有愧先祖，希望能在政府

的帮助下让奇石“回家”。

先祖和明代大家是亲家

对于康氏后人的说法，原章丘

市博物馆馆长宁荫堂表示认可。

他介绍说，1953年，那时章丘

归淄博管辖，当时的淄博专署有意

在博山建设“颜山公园”，四处搜求

古木奇石。曾任章丘县长的康家女

婿张国权便将明水康氏家族竹园

中这四块奇石运往了博山。后因种

种 原 因 ，颜 山 公 园 没 有 建 成 。

1954—1956年蒲松龄研究专家路

大荒等人建议修建蒲松龄纪念馆，

这四块奇石又辗转到了蒲家庄，安

放在了蒲松龄故居院内。

“1957年，蒲松龄纪念馆工作

人员为搜寻相关文物，来章丘寻找

蒲松龄题写的碑刻拓片，我们表示

同意赠送，但要求把四块奇石送回

章丘。工作人员表示同意，说回去汇

报，但后来不了了之。”宁荫堂说，康

迪吉（1519—1558），是章丘明水镇

人。自幼相貌秀异，才智过人。其次

女嫁明代文学家李开先之子李春

坞，因此和李开先是儿女亲家。

在《康氏家乘》康迪吉传中记

载：康迪吉入仕后，曾受到嘉靖皇

帝嘉奖。因康迪吉政绩卓著，后擢

升户部郎中、太原知府、保定知府

等职。由于操劳过度，心力衰竭，于

嘉靖三十七年（1558）病逝于保定

官署，享年39岁。康迪吉逝世后，保

定民众感其功德，又念其英年早

逝，特地精选了形象极为逼真的

“山明水秀”四块奇石，由保定运往

章丘明水，安放在康氏“漪漪园”

（竹园）内，以志纪念。其中暗喻“明

水”二字，实可谓用心良苦，蕴意无

穷。

“文化有根，康氏有后，奇石有

家。让文物回到其原生地，是对文

物最好的保护和传承！”章丘区文

物局局长李东燕说，现在，章丘打

算恢复打造明水当年的历史文化

街区，如果奇石能够回来，自然是

一件文化大喜事。

章丘四块明代奇石流落淄博
后人希望能物归原主，这些石头承载了明代先祖的一世清廉

山山 明明 水水 秀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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