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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刘清春 通讯员 钱杰 卢玉莲 报
道）2月21日，记者从滨州市诗
词学会获悉，该学会在2021年
将着重办好三件大事：“渤海银
辉”杯全市诗词大赛、诗词朗诵
会、编辑出版《诗话滨州》。

2020年，滨州市诗词学会队
伍日益壮大，学会组织建设和制
度建设更加健全规范，广大会员
以笔为剑抗击疫情，各项工作再

上新台阶。学会会员紧紧围绕
市委、市政府“富强滨州”建设工
作大局，扎根家乡沃土、站在时
代前列、增强文化自信、讴歌干
事创业。年底，滨州市诗词学会
再度被评为“山东诗词学会先进
单位”。在全市社会组织评估
中，学会被评定为4A级中国社
会组织。有多名会员及优秀作
品受到省学会和滨州市关工委
表彰奖励。

市诗词学会今年将
集中办好三件大事

在吉林市革命烈士纪念馆，一
座魏拯民的塑像矗立在正门前，高
高的鼻梁上架着一副圆框眼镜，面
容清瘦，神色坚毅。

塑像坐落在巍巍长白的群山之
间，几公里外，松花江静静流淌。伴
着讲解员的讲述，我们的思绪回到
那个山河破碎的年代……

1936年，正月，山西屯留。关文濬
又一次打开了儿子魏拯民（原名关有
维）从东北辗转寄来的信，信里写道：

“父母双亲台鉴：时间飞逝……
离家……已四年有余，甚念！……
自古忠孝，很难两全……”

关文濬并不知道，表面上书生
气十足的儿子，已是东北抗日队伍
的中流砥柱。1936年7月后，魏拯
民任中共南满省委书记、东北抗联
第一路军总政治部主任、第一路军
副总司令。

东北抗日联军，是日本侵华时期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抗日武装，
它是党创建最早、坚持抗日时间最长、
条件最为艰苦的一支人民抗日军队。

白山黑水间，魏拯民与时任第
一路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的杨靖宇

并肩战斗，指挥所部在辉南、抚松、
濛江（今靖宇）、金川、桦甸等地打击
敌军，挫败日伪军多次大规模“讨
伐”，曾指挥大沙河、寒葱岭等战斗。

思儿心切的关文濬，打算去东
北看望魏拯民。路途遥远，妻子特
别叮嘱他给儿子带上两瓶山西醋。

一路辗转到了哈尔滨，顺着地
址，关文濬来到了魏拯民的借住地，
却扑了个空。原来，魏拯民已奔赴
东满，开展革命活动去了。

未见到儿子，关文濬有些失望，
他在哈尔滨待了几天，也未等到魏
拯民回来。

就这样，带着遗憾，关文濬回到
了山西老家。他怎么也想不到，此
行去东北，竟是离儿子最近的一次，
往后余生，却再也见不到儿子了。

1939年冬，东北抗日游击战争
的形势日趋严峻，抗联战士们在严
寒中与侵略者展开艰苦卓绝的斗
争。缺物资、缺装备、缺给养，他们
只能以草根、树皮充饥。

魏拯民在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斗
争，长期患心脏病和胃病。即便如
此，他始终保持旺盛的革命斗志。

魏拯民不仅是一位深谋远虑的
军事指挥员，更是一位稳重老练的
政治工作者，他不顾疾病折磨，常常
昼夜不停地起草文件、写报告。

“斗争越是艰苦，斗志越是昂
扬！”讲到动情之处，吉林市委党史研
究室征研二处处长尹是罡眼含热泪。

“战士们见魏拯民日渐消瘦，都
为他担忧，但他总和大家说：病怕什
么，不怕身体病，就怕思想有病。”尹
是罡说。

魏拯民坚定的信念感染着抗联
战士，激发着他们保家卫国的雄心
壮志。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研究一
处副处长曾宪委说，杨靖宇牺牲后，
敌人原以为抗联一路军将一蹶不
振，很快会瓦解。

但抗联战士们英勇战斗的事
实，让敌人不得不承认：“杨靖宇牺
牲后，魏拯民代彼指挥”“甚至还全
部消灭了我们一个团的讨伐队”。

既要浴血奋战，又要与病魔斗
争，积劳成疾的魏拯民于1941年3
月8日病逝，年仅32岁。

“先烈的事迹，流传在长白林
海。”魏拯民烈士的殉国地吉林省吉
林市桦甸市红石林业局黄泥河林场
党支部书记韩小平说，如今，林业工
人们继承着先烈的精神，用自己的
方式，守护着这片青山绿水。他们
每天都要在山间跋涉十几公里，打
击盗伐、守护山林、栽植树木，不论
寒暑。

山林更美了，也更兴旺了。栽木
耳、种野菜、种中药……谈起这些年
的变化，林业工人张永海深有感触。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
抗联战士拼死保卫的土地，已

是生机盎然；
抗联战士誓死保卫的人民，如

今生活安乐祥和。
长白山脚下的抚松县锦江木屋

村，依山而建的村落安静祥和，这里
保存有完整的满族古木屋建筑群。
可谁能想到，这片村落，几年前还是
一片“人稀屋空”。当地依托良好的
生态环境，发展起乡村旅游，村子热
闹起来了。

人气旺了，产业丰富了，村民生
活好了。在长春市九台区清水村，
苗木花卉产业是村子美丽兴旺的

“秘诀”。清水村党总支书记单海龙
说，村里成立专业合作社，建起了
产、供、销为一体的苗木花卉产业
链，带动当地农民就业5万余人次。

从长白山脚下，到松嫩平原之
上，吉林立足老工业基地、全国商品
粮基地等优势，一批新产业项目茁
壮成长。

在中车长客的高速动车组生产
车间里，一列列“复兴号”中国标准
动车组整齐列队。前段时间，我国
自主研发的时速400公里跨国互联
互通高速动车组在这里下线。列车
可在不同气候条件、不同轨距、不同
供电制式标准的国际铁路间运行，
能让国际、洲际旅行更便捷。

“在魏拯民的殉国地工作生活，
党员干部们有着强烈的使命感，既
要保护好森林资源，又要让群众过
上好日子。”韩小平说，“只有这样才
能告慰先烈。”

（新华社长春2月19日电）

追忆东北抗联真英雄

800年胡集书会今“上云”——2
月22日，2021年“中国·胡集灯节书
会”网上开播，全国各地150余位艺
人、21个曲种陆续“云端献艺”，端上
南北曲艺大菜，精彩纷呈。其中，中
国曲协名誉主席刘兰芳“投稿胡
集”，将用战疫新作唱响书会精品节
目“开场戏”！

此次书会由山东省曲艺家协
会、市文联、惠民县委宣传部主办，
主题为“聚力曲艺文化振兴 共享保
护传承成果”。针对疫情常态化防
控形势下的群众文化需求，惠民县
通过搭建网络平台，将胡集书会推
上“云端”，让群众足不出户也能尽
享文化盛宴，乐享曲艺大餐，感受浓
浓年味。

本届书会共展播 39
部优秀作品，由多个省的
20余家文化单位推荐选
出，参演艺人150余位、曲
种21个，抗疫、扶贫主题节
目成主角

本届书会共展播39部优秀作
品，由内蒙古、辽宁、山西、河北、山
东等多个省的20余家文化单位推荐
选出，参演艺人150余位，曲种21
个。全部作品分为往年精彩集锦、
16部曲艺精品节目、10部曲艺新人
新作、13部少儿曲艺节目四个板块，
自2月22日至25日持续展播4天。

展播作品涉及讴歌党、讴歌新
时代、抗疫典型故事等多个题材，兼
具艺术性与时代性。曲艺表演形式
兼顾传承与创新，在部分节目表演
中增加了与唱词、主题一致的背景
素材，制作成评书微视频、快板MV
等，更加贴合观众网上欣赏需求，在
让群众身临其境、大饱耳福的同时，
充分体现胡集书会网络展播活动

“古韵新声 经典永存”的本质内涵。
表演队伍老中青结合，既有全

国名家，也有各地骨干，更有曲艺新
苗。细看节目单，其中战疫、扶贫类
唱段最多，充分展示了曲艺作为文
艺轻骑兵的特点。如刘兰芳的《同
气连枝 共克时艰》，张勇的快板书
《人民战“疫”必胜》，刘岩峰的胶东
大鼓《万众一心战疫情》，刘振婷、刘
瑞莲的坠子《全民防控阻疫情》等作
品，都歌唱全民战疫精气神，聚焦一
线英雄故事。同时，传统剧目也不
少，如名家阴军带来的山东快书《武
松打虎》、应宁演唱的滑稽大鼓《吕
蒙正教学》等。不少曲种、艺人是首
次亮相胡集书会，如有“唱时不奏 奏
时不唱”特点的山西潞安大鼓，流传
于鲁西南、鲁南及豫东、苏北一带的
莺歌柳书，再如马增蕙弟子鲁菊萍

带来的单弦岔曲等。

刘兰芳投稿胡集“线
上书会”，开场表演新作讴
歌山东抗疫精神

在“16部曲艺精品节目”板块开
场，77岁的刘兰芳表演了《同气连
枝 共克时艰》，这是个夫妻合作作
品，由其丈夫王印权作词，山东广播
电视台制作。这个小段说的是“山
东自古出好汉，侠肝义胆心地善。
抗击疫情齐参战，令人敬佩来点
赞”。在演唱中，刘兰芳感慨山东援
助是“山东小推车精神又重现”。

众所周知，刘兰芳的评书声音
洪亮、神完气足，干练中透着豪迈，
其广为流传代表作《岳飞传》《杨家
将》讲的皆是精忠报国的英雄故事，
这与全国上下同心抗疫的情感高度
吻合。刘兰芳在这次创作中非常投
入，不顾76岁高龄连夜为作品改韵
辙，并想方设法解决录音问题，彰显
了老一辈艺术家的初心和情怀。

此前，刘兰芳曾4次到胡集观摩
演出，被誉为“关东山里红”的许同
贵是刘兰芳弟子，更是胡集本地
人。早在1985年5月，刘兰芳就受
胡集镇政府之邀，到胡集镇义演；
1986年书会期间，胡集曲艺厅建成
举行落成典礼，刘兰芳赠送锦旗表
示祝贺；1987年、2006年、2008年
胡集书会期间，刘兰芳又携家人、弟
子前来演出。

当时看到网上胡集书会的盛
况，刘兰芳非常感动。她回忆过去
的线下书会场景时说：“那时候观众

真多，空场子里都坐满了，屋顶上、
树上也全是人。”刘兰芳家的客厅里
挂着一幅大照片，记录的就是1987
年秋她在胡集书会上表演《岳飞传》
时场景：台下人头攒动，黑压压一片
望不到边，方圆百里的乡亲们蜂拥
而来、席地而坐，聚精会神地听着她
说书，还有的实在没地儿站，只好爬
到房顶上听。刘兰芳说：“胡集书会
见证了中国民间曲艺800年的发展
历史，是中国说书艺人心中的圣
地。中国的说书人不到胡集，终生遗
憾，到胡集来说书，是个光荣。”因此，
她为胡集书会留下了“胡集书会八百
年，孙子故里竞丝弦。说演弹唱和谐
曲，万家灯火不夜天”的赞誉。

胡集书会作为中国曲
艺界的“活化石”，华丽转
身“云展播”，各平台观看
量持续走高

胡集书会始于宋元、兴于明清，
沿袭至今已有800余年历史，每年
正月十二在胡集镇如期举行，被誉
为中国曲艺界的“活化石”，已入选
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中国曲艺家协会主席、著名相
声表演艺术家姜昆曾莅临献艺，并
题词：“曲艺的盛会，人民的胡集”。
唐杰忠、牛群等多位名家均曾献艺
胡集。评书大师单田芳生前接受采
访时，曾表达过对于自己没到过胡
集表演的遗憾，可惜这份遗憾再也
没有机会弥补。

2006年，胡集书会入选第一批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5

年，《胡集书会》民俗影像志入选文
化部“中国节日志”。2008年，胡集
镇被文化部命名为“中国曲艺艺术
之乡”。2018年，胡集镇被省曲艺家
协会授予“山东曲艺之乡”称号。
2019年，中国曲协“送欢笑到基层走
进胡集”活动中，惠民县被授予“中
国曲艺之乡”称号。

变者，天下之公理。多年来，从
撂地演出到街头桌椅再到小舞台、
小剧场，胡集书会的节目表演场地
越来越高大上；从附近的村民到专
家学者、新闻记者、外地游客，胡集
书会的听众也越来越广泛。与此
同时，来胡集书会表演曲艺形式越
来越多，曲种也越来越丰富。从此
次线上展播来看，滨州网、惠民融
媒、新华社现场云、央视频移动网、
大众网等媒体平台上的展播观看
量持续走高，吸引了全国各地戏迷
的关注。

在此提醒大家：本届胡集书会
线上曲艺精品节目的展播时间为2
月23日上午9：00，内容为“16部曲
艺精品节目”，涵盖评书、山东琴
书、山东大鼓、相声、京东大鼓、快
板书、呱嘴等15个曲艺曲种；曲艺
新人新作展播时间为2月 24日上
午9：00，内容鼓励新创节目参加展
播，为更多首次参演胡集书会的新
人新作提供展演平台；少儿曲艺节
目展播时间为2月25日上午9：00，
其中精选13部少儿曲艺节目，充满
童趣又富有寓意，旨在为热爱曲艺
的少儿提供展示平台，推动曲艺传
承发展。

6、工间运动如何做?
建议适当、适度活动，保证

身体状况良好。避免过度、过量
运动，造成身体免疫能力下降，
发生不必要的身体损害。

7、公务出行或活动如
何做?

须佩戴口罩出行且随身携
带备用口罩。公务车内部及门
把手建议每日清洁消毒1次，小
物品或小面积可用消毒湿巾或
75%酒精处理。

公务活动与人接触保持1米
以上距离，避免在公共场所长时
间停留，自感双手污染后，请勿触
摸口、鼻和眼，随时进行手卫生。

8、下班路上如何做?
下班进行手卫生后，佩戴一

次性医用口罩外出，乘坐公共交
通工具时，务必全程佩戴口罩。

途中尽量避免用手触摸车上物
品，接触公共物品后，请勿触摸
口、鼻和眼。打喷嚏时用纸遮住
口鼻或采用肘臂遮挡。

9、下班回到家如何做？
回到家中脱掉外衣和口罩放

于干燥通风处（如自感口罩污染、
破损，无法正常使用，可将口罩丢
弃垃圾桶），然后进行手卫生。

手机和钥匙等小物件可使
用消毒湿巾或 75%酒精擦拭。
保持居室通风和环境卫生清洁。

10、废弃口罩处理如何
处理？

自感口罩污染、破损，无法
正常使用，及时更换口罩。摘口
罩后进行手卫生，废弃口罩放入
垃圾桶内，每天使用75%酒精或
1000mg/L 含氯消毒剂对垃圾
桶进行消毒处理。

健康随行过大年
之 节后返工篇（2）

胡集书会开启“云”展播 线上再造曲艺盛景
本届书会共将展播39部优秀作品，2月22日至25日持续展播4天，参演艺人150

余位、曲种21个，其中刘兰芳开场表演新作讴歌山东抗疫精神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刘清春 通讯员 罗春婷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管
林忠 报道）2021年春节假期期
间，阳信县旅游市场持续升温，消
费收入实现倍增，其中主要景区
消费收入成为新亮点，有力带动
了全县旅游收入的增长。据粗略
统计，春节假期期间全县旅游总
收入近千万元，与往年相比，呈现
井喷式增长的良好态势。

春节期间，“周边游”“本地
游”成为阳信县众多居民的首选，
传统民俗游、城市休闲游受到热
捧。据游客抽样调查显示，今年
春节假期，在全县接待游客中，本
地游客占比超八成。水落坡民俗
文化旅游区、秧歌人家旅游区的
民俗表演和双湖旅游景区夜游成
为热点，王集春晓田园的蔬菜采
摘活动也受到广大游客的喜爱，
东山滑雪场持续火爆，一时成为
青年一族新的网红打卡地。“赏民
俗、逛公园、滑雪道、觅春意”成为
春节休闲出游新常态。

春节假期期间，阳信县景区
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各景区纷
纷为游客朋友奉上了丰盛的文
化旅游活动，民俗类、非遗类文
化活动走上“云端”，通过网络视
频等方式，让传统民俗游在景区
重现生机，数十场演出活动让众
多游客感受到了水韵梨乡的浓

浓年味。其中，秧歌人家民俗文
化旅游区举办“美丽乡村唱起来
洋湖乡乡村春晚”活动，青春向
上的歌曲、令人捧腹大笑的小
品、激情震撼的鼓子秧歌等节
目，为游客朋友们带来意料之外
的惊喜，添彩别样新春；阳信东
山滑雪场依托自身冰雪资源，为
游客提供了一道丰盛的冰雪嘉
年华，吸引不少游客前来游玩；
水落坡民俗文化旅游区泰易文
化院内舞龙舞狮、花船秀民俗巡
演闪耀水落坡，更是登上了抖音
热搜，年画、灯舞、剪纸、草把龙
等非遗项目展演也轮番上演，让
游客在传统民俗中找寻年味。

据悉，阳信县旅游业起步较
晚、发展较慢。自2020年开始，
该县旅游工作在新的惠企政策
刺激下开始转型，将以往的以政
府为主体逐步转变为以旅游企
业为主体，实现旅游产业重构，
旅游企业生产活力得到进一步
激发，企业主体作用充分发挥。
假期期间，集阳信特色的水落坡
民俗文化旅游区小吃一条街火
爆异常，淘气堡、套圈、飞镖、蹦床
等怀旧项目纷纷受到热捧，蔬菜
采摘园游客络绎不绝，传统经典
美食牛羊肉以及鸭梨醋、鸭梨膏、
醋饮等特色旅游商品持续热销。

春节假期阳信旅游业收入
呈现井喷式增长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田中岳 通讯员 栾庆学 王福伟
报道）2020年，沾化区委编办围
绕“一条主线、两个同步、三个清
楚”的工作思路，精准高效完成
了全区中文域名续费任务，注册
续费中文域名407个。

坚持“一条主线”。紧紧围
绕机构编制业务这条主线，制定
域名工作方针，同机构设立、用
编审核、社会统一信用代码等工
作相互联系，相互制约。

实行“两个同步”。制定中
文域名、网上名称等工作要与机
构编制实名制系统、云上编制系
统数据同时操作、同步更新的

“两个同步”工作机制，推进各项
工作顺利开展。

做到“三个清楚”。一方面
域名总数要清楚。通过比对机
构编制实名制系统的机构个数，
实时掌握每年中文域名总个数
和续费任务总个数，做到域名底
数清、续费数清、变更数清、注销
数清。另一方面变化情况要清
楚。按照机构变化情况，及时向
政务和公益机构域名注册管理
中心提交申请，对相关中文域名
信息及时变更或注销，解决因机
构改革等因素形成的单位信息
和中文域名信息不一致的问
题。此外，挂标情况要清楚。通
过党政事业单位网站审核管理
平台进行清理督查，推进网上名
称管理工作规范化、制度化、常
态化。

沾化注册续费中文域名407个

刘兰芳刘兰芳开场表演新作，讴歌山东抗疫精神。。

籍薇表演梅花大鼓籍薇表演梅花大鼓《《黛玉葬花黛玉葬花》。》。

2021年“中国·胡集灯节书会”网上开播。。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郭向春 通讯员 张东兴 高士辉
报道）近日，无棣县对全县所有
在监建筑工程项目开展了复工
前施工质量安全大检查。

本次检查以工程实体质量、
现场安全措施、施工机械等为重
点内容，全面检查了混凝土强

度、外脚手架、塔吊、钢筋及木工
操作区、现场施工用电等方面是
否存在问题。针对检查中发现
的工程质量和施工安全隐患等
问题，下达《监理工程师通知书》
20余份，要求各单位严格按规范
整改检查中发现的各类问题，经
验收合格后方可复工。

无棣开展建筑工程
施工质量安全大检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