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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热的一线

万斤爱心大白菜一天被抢购光了

胶州市退役军人应急救援队、爱之心公益慈善服务中心帮七旬菜农解决卖菜难
也自主去菜地搬运购买大白菜 3000 多斤，将大
白菜送给团队一直关爱的困难家庭。
车子一到菜地，
大家便忙活起来，
有的爬上车厢
装白菜，
有的负责往车上摆放……一棵棵装载爱
心的大白菜，
一张张温暖人心的笑脸，
传递着志愿
者们对家乡群众的关爱。短短一天时间，
此次爱
心助农公益活动，
累计认购爱心白菜 1000 多棵，
合计 12000 多斤。

核心价值观
感动每一天
近 日 ，胶 州 市 退 役 军 人 应 急 救 援
队、爱之心公益慈善服务中心管吉平队
长接到胶东街道办事处大寨村张丰文
老人的求助称，种植的 1000 多棵大白菜
面临收获、售卖难题。眼看要到“小雪”
节气，气温开始下降，管吉平队长立即
发出“团购大白菜帮助菜农”公益倡议
书，得到了志愿者们积极响应。20 日，
40 多名志愿者赶到老人家里，采购 1 万
余斤大白菜，解决了老人的燃眉之急。

白菜收获老两口犯了难
“我和老伴种了 1000 多棵白菜，长得非常好，可
是年老体弱，麻烦你们想想办法团购一下。能帮我
们家解决白菜收获和售卖难题吗？”两天前，胶州市
退役军人应急救援队、爱之心公益慈善服务中心管
吉平队长接到菜农张丰文老人的求助。
管吉平了解到，张丰文是胶东街道办事处大寨
村村民。眼下，正值大白菜丰收之际，张丰文和老伴
已经年近七旬，
体弱多病，
家中无劳动力，
儿子去世了，
儿媳妇离家出走，
留下一个 14 岁的孩子。
“志愿者们得

白菜被卖光老人乐开花

志愿者将白菜装车。
志愿者将白菜装车
。
知有千棵大白菜躺在地里无法售出，
都非常着急，
很快
和队员们发出‘团购大白菜帮助菜农’
公益倡议书，
微
信群的订购活动立刻展开了。
”
管吉平队长说。

万斤大白菜一天被抢购
“我要 3 棵、我要 6 棵，我要 10 棵……”倡议书得
到大家积极响应，群里购买爱心大白菜的接龙名单
越来越长。11 月 20 日，40 多名志愿者前往张丰文家
的菜地。不仅帮助老两口收白菜、大葱等各种农产
品，志愿者们还纷纷伸出援助之手购买。队员管祥
硕买了 55 棵白菜。为了帮助菜农解决滞销问题，
团队

七连胜，海牛“冲超功成”近在咫尺

俱乐部邀最可爱的“第十二人”共同见证冲超时刻

2013 年在北京工体的海牛球迷们
年在北京工体的海牛球迷们。
。
本报 11 月 21 日讯 21 日下午，2022 中甲联赛
再战一轮，赛前积 65 分的青岛海牛迎战已经提前降
级仅积6分的联赛
“副班长”
北京理工，
最终海牛队2：
0赢
下了这场强弱对话，
继续刷新队史连胜纪录。而同时
进行的另一场比赛石家庄功夫战胜南通支云，海牛
队在继续保有对石家庄队 8 分领先优势的同时也将
与南通队的差距缩小至2分，
有望进一步提升联赛名次。
本场比赛开场后，海牛队迅速占据场上优势，
在两个边路形成多次传中威胁球机会。第 43 分钟，

僵局被打破，海牛队利用界外球快发机会由凯恩妙
传谢文能小角度爆射破门。上半场比赛海牛队暂
时 1：0 领先。易边再战海牛队继续高压态势，崔浩、
高飞登场换下刘佳燊、沙一博。第 61 分钟，凯恩禁
区内被北京理工后卫铲倒，奥努埃布点球一蹴而就
将比分扩大为 2：0，强势领跑射手榜。最终，青岛海
牛 2：0 胜北京理工。11 月 24 日，中甲联赛将迎来本
赛季第二回合“青岛德比”。
在取得三分后，
青岛海牛已豪取中甲七连胜，
在
拥有三个冲超名额的情况下，
继续排在联赛第三。联
赛还剩 4 轮，
海牛队领先第四名石家庄功夫队 8 分，
冲
超已成为时间问题。回想 2013 年北京的那个冬季，
青岛海牛 0：1 负于北京国安，不幸降级，连续 18 个赛
季征战顶级联赛的纪录戛然而止。如今，海牛即将
重返中国最高级别联赛，一路来，球迷们的支持帮助
海牛熬过那一个个漆黑的夜晚。海牛俱乐部诚挚向
2013年11月3日在北京工体与球队共同经历的
“第十二
人”发出邀约，诚邀诸位来到“第二现场”共同见证球
队重返顶级联赛的历史时刻。详情请关注“中能体
育”
官网公众号。
（观海新闻/青岛晚报 记者 栾丕炜）

“轨道上的青岛”十年间“养成系”

岛城开展新一版地铁线网规划

本报 11 月 21 日讯 青岛地铁从“两线一环”48
公里的初期线网，到目前以“三城三网、网间互联”
为基本形态，19 条线路、872 公里的网络布局。十年
间，
“ 轨道上的青岛”一路高歌，呼啸前行。目前，岛
城正开展新一版地铁线网规划。
在国家全面收紧轨道交通建设规划审批的特
殊时期，青岛地铁的三期规划成为 2021 年唯一受理
并获批的城市轨道交通项目。为什么说地铁线网
规划是“养成系”工作？青岛地铁集团总工办资深
主管周晓寒讲述青岛地铁线网规划的“来时路”。
线 网 规 划 通 俗 点 说 ，就 是 研 究“ 地 铁 建 在 哪
里”。其实，青岛早在 1987 年就开始地铁线网规划
工作，
1989 年规划了
“两线一环”
48 公里的初期线网，
都在主城区。后来随着青岛市发展版图的不断扩大，
青岛地铁的线网规划先后经历了 7版，
形成目前以
“三
城三网、
网间互联”
为基本形态，
19条线路、
872公里的
网络布局。
现在有一个网络词汇叫“养成系”，其实地铁线
网的规划就是一个“养成系”的工作。周晓寒全程
参与了 2015 版线网规划工作，当时这版线网调整有

几个重要的背景：一是当时西海岸新区获得了国务
院批复，西海岸南北向一体化发展急需轨道交通的
支持和带动；二是红岛高新区的发展提上日程，一
系列重大公共服务设施及红岛火车站等重要交通
枢纽选址落定；三是胶东国际机场的选址获得民航
总局批复，城市轨道交通需同步匹配。在做这版规
划的过程中，周晓寒和同事跑了无数次现场进行踏
勘，其中很多现场都属于尚未建设成熟的区域，有
些地方甚至当时都没有成形的路可走。但是城市
发展必须基础设施先行，必须要有适度超前的思维
和发展的眼光。
从第一条线路 3 号线北段开通到现在，青岛地
铁的运营线网眼下是 284 公里、6 条线路，短短七年，
青岛地铁的运营线路迅速跻身全国前十。目前，青
岛地铁在建 11 条线路、
219公里，
全部建成后线网里程
将达到 503公里。
“我经常听到周边人在选择交通方式
时，
会谈论到
‘坐地铁最方便’
‘坐地铁最准时’
，
当看到
规划变成现实时，
我的内心真的是无比充实和满足，
这
也是我们一代代地铁人努力和坚持的结果。”周晓
寒说。
（观海新闻/青岛晚报 记者 徐美中）

“真是太感谢你们了，要不然真不知道怎
么办。这么多的好心人不仅帮收获了白菜，
还卖
了一个很满意的价钱。
”
看到地里的白菜被抢购一
空，张丰文和老伴悬着的心终于落地了，拉着志
愿者的手不停地致谢。
“白菜虽小，
却与生活息息相关，
棵棵白菜不
仅暖人心，
而且解决了村民的实际
困难，
急农民所急，
帮农民所需。
”
胶
州市退役军人应急救援队、爱之心
公益慈善服务中心管吉平队长说，
他们的爱心团队一直心系群众，
坚
持用爱心奉献社会，
不仅用行动为
困难的农户带去一份希望，
还为乡
村振兴贡献了一份力量，
后期还会
扫码看志
和志愿者们奉献更多的爱心 ，传
愿
者
团购大白
递更多的社会正能量。
观海新闻/青岛晚报 记者 马丙政 菜精彩视频。

用心主动服务
护航温暖过冬

国网青岛供电公司保障供暖企业用电无忧

国网青岛供电公司上门服务，
国网青岛供电公司上门服务
，
保障供暖企业的用电需求。
保障供暖企业的用电需求。
本报 11 月 21 日讯“青岛供热季已全面开启了，
非常
感谢你们的上门用电检查，
有力地保障了我们热电机组安
全稳定运行，
让岛城人民放心用暖、
舒适过冬。
”
18日，
青岛
顺安热电有限公司刘经理对前来检查的国网青岛供电公司
彩虹共产党员服务队说道。青岛顺安热电有限公司位于城阳
区，
主要为城阳区居民及企事业单位提供供热服务，
担负着
城阳区 80%以上居民及 130家企事业单位的供热任务。为
保障供暖企业用好电、
不停电，
国网青岛供电公司组织彩
虹共产党员服务队走进供暖企业，
主动开展安全供电隐患
排查和设备消缺工作，全力确保供暖企业用电无忧。
服务队走进顺安热电的配电室、锅炉房、加压站、控
制室，对供热、输热等用电设备开展全面细致的安全用
电检查，协助供暖企业整改存在的安全隐患，同时完善
客户应急处置方案，真正做到有备无患，确保重要电设
备在整个供暖季稳定运行。下一步，国网青岛供电公司
将持续以提供高品质卓越用电服务为目标，持续深化国
企改革三年行动成效，加强关注供暖企业安全用电情
况，全力保障供暖企业的用电需求，为暖气平稳输送保
驾护航，保证老百姓的房子暖、心更暖。
（观海新闻/青岛晚报 记者 董真 通讯员 王玉林 李光耀）

天气预报
市区
今天 小雨转阴
东北风 4-5 级 7℃～11℃
明天 多云
南风 3-5 级 7℃～13℃

彩票
开奖

崂山
即墨
胶州
黄岛
莱西
平度

明天
多云 7℃～14℃
多云 4℃～14℃
多云 5℃～14℃
多云 5℃～14℃
多云 3℃～14℃
多云 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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