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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静：禁毒沙场许芳华
王晓静，女，1986年9月出生，滨州市

公安局滨城分局禁毒大队副大队长，中共
党员。王晓静始终奋战在禁毒一线，2021
年3月，她安排好年幼的孩子，临危受命参
战云南毒品查缉任务。她受命担任工作强
度最大、任务最重的货车查缉组组长。无
论哪个组查到不明物质，都会第一时间找
她进行权威鉴定。她胆大心细，对吸毒人
员明察秋毫，果断分析研判出两名吸贩毒
人员。无论是三米高的货车顶部，还是布满
灰尘的车底，她都冲锋在前，严格检查。成绩
的背后，是她强忍胃痛坚守查缉一线，深夜不
惧困乏梳理查缉要点，16小时不间断执行任
务。她先后被聘为齐鲁公安英才库标兵型
人才、公安专业类教官、鲁警E法通答疑专
家，获得全国查缉先锋、全省禁毒人民战争
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其事迹被《人民公安
报》《中国禁毒报》等多家媒体报道。

王福华：精神疾病患者的守护天使
王福华，女，1967年3月出生，滨州市

优抚医院主任护师、护理部主任，中共党
员。自18岁进入滨州市优抚医院开始，她
一直服务于精神疾病患者这个特殊群体，
从一名普通护士逐渐成长为护理管理专
家。当病人情绪不稳定把玻璃打碎，随时
有伤人和自伤的可能时，她毅然决然挺身
而出；当病人拒绝吃饭时，她就一口一口给
病人喂饭；当病人因被害妄想拒绝服药，并
将其全身用水泼湿的时候，她仍然耐心地

劝病人服药；被病人因幻听进行辱骂时，她
忍下委屈，咽下泪水，坚持工作……疫情防
控期间，她舍小家顾大家，始终坚守在医院
防疫第一线，对全院职工家属进行摸底排
查，掌握人员动向，对在院优抚对象及老年
养护中心老人全面做好监测和防护。由于
工作成绩突出，她于2018年度获得滨州市
卫生健康委表扬。

刘连民：带领企业三十年创新图强
刘连民，男，1957年8月出生，中共党

员，香驰控股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总经理。刘连民提出了项目建设产品、工
艺、设备、技术“四个高起点定位”的发展理
念，积极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带领企业开工
建设年产2万吨功能性大豆分离蛋白清洁
生产等精深加工项目。2005年，他率先在
粮食行业内提出了“循环经济”发展理念，
带领香驰走出了一条绿色发展之路，环保
产业年创造利润3000万元，香驰控股被评
为国家循环经济标准化试点示范单位。他
积极投身乡村振兴，为社会贡献就业岗位
1500余个，农村户口占比超过80%；积极
投身社会公益事业，2020年1月底向市县
两级慈善总会捐款300万元用于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向湖北疫区捐赠公司各类产品
总价值15万元。他先后获得“全国劳动模
范”“全国优秀创业企业家”等荣誉称号，带
领企业获得全国“守合同重信用”企业等荣
誉称号。

李宝甫：尽己所能助力村居发展
李宝甫，男，1933年8月出生，高新区

小营街道潘王村村民，中共党员。1976年
至2018年，他持续担任潘王村党支部书
记、村负责人40余年。李宝甫带头实施家
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增加村民收入。在社
区建设的近两年的时间里，李宝甫起早贪
黑，既当开路先锋，又当工程监督员。村民

搬进社区后，李宝甫带领村民建起殡仪厅，
成立红白理事会，推行移风易俗。他还带
领潘王村实施孝心示范工程，让子女交纳
赡养费1000元，村里补助300元，每位老
人每月能领100元生活费。他积极组织开
展特色孝善活动，组织小朋友上门为80岁
以上老人过生日，村里为老人送上生日蛋糕
和慰问金，小朋友为老人送上祝福，并组织本
村老年人到北京参加“崇尚孝善 圆梦红色之
旅”活动。如今88岁的他虽已退休，但仍为潘
王村建设奉献着自己的一份力量。

位立告：挂着尿袋坚守讲台
位立告，男，1962年10月出生，邹平市

魏桥实验学校教师，中共党员。1990年，
因患膀胱肿瘤，他做了膀胱部分切除手
术。一周后，位立告不顾家人劝阻，坚持重
返讲台。2003年，他旧病复发，膀胱必须
全部切除。出院后不到两周，挂着尿袋的
位立告再一次站上讲台，学生们热烈的掌
声和期待的眼神是对他最大的支持。为
了不耽误给学生上课，他经常大半天不
喝水。尿袋与皮肤摩擦引发水泡，疼痛
难忍，但他依然坚持着上课。“为了孩子
们的学习，我可以放弃一切。”位立告
说。如今，距离第二次手术已经 18 年，
位立告在工作和生活中不断刷新着自己
的极限，创造着奇迹。2019年，他被山东
省委组织部“发现榜样”活动确定为榜样人
选。2020年，灯塔·党建在线发现榜样专
栏播出了关于位立告的宣传片《与时间赛
跑的人》。

张川川：护卫人民平安的救援先锋
张川川，男，1987年4月生，滨州经济

技术开发区市西消防救援站站长助理，一
级消防士，中共党员。2018年8月26日，
他增援潍坊抗洪救灾，在没到脖子的污水
中架设排水泵。由于长时间在污水中浸

泡，导致皮肤出现大片红肿并伴随着难以
忍受的痛痒，但他依然坚持工作。2021年
5月9日，一名14岁女孩因与父母发生矛
盾，把卧室门反锁并坐在8楼阳台窗户上要
跳楼。张川川找准时机用脚瞬间把人“踹”
到楼内，将小女孩救下。工作以来，张川川
先后参加灭火救援2000余次，抢救被困群
众上百人，带领队伍成功处置了抗击台风

“利奇马”、鏖战“温比亚”等多起急难险重
任务。十五年抢险救援的磨砺，使他成为
了一名经验丰富、舍生忘死的救援先锋。
他被省消防总队评为“最美士兵”“业务技
术能手”。

郭瑗：在职业教育中彰显风采
郭瑗，女，1975年1月出生，滨州职业

学院建筑工程学院辅导员，中共党员。自
2010年9月从事学生工作以来，她一直奋
斗在学工第一线，共带过26个班级、1500
余名学生。她主持开展了“以学为本、修学
修身”主题教育活动，引导学生从“要我学”
到“我要学”，树立自主学习理念。她的“以
科研和大赛带动学业”工作方式成效显著，
不仅营造了浓厚的科技创新氛围，还提高
了学生自主创新学习的积极性。她所带的
学生先后获2018年“海天杯”全国高职院
校室内设计大赛特等奖1项、二等奖2项；
2019年首届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职业技能
大赛金奖2项、铜奖2项；2021“远见者杯”
全国大学生创新促进就业简历大赛2人获
三等奖、4人获优秀奖。她获得“山东省优
秀辅导员”荣誉称号。

菅敏：新时代的优秀纺织工人
菅敏，女，1986年10月出生，山东宏杰

纺织科技有限公司第九棉纺厂细纱车
工，中共党员。2002年，菅敏进入魏桥创
业集团工作。为了掌握一个操作要领，她
会把一个枯燥的动作重复上万遍。2016

年，她被公司确定为全国纺织行业细纱机
操作工职业技能竞赛参赛选手。为迎接竞
赛，她每天早上6点提前到车间，针对自己
的操作弱项进行高强度训练。为备战理论
考试，她下班后坚持自学。作为两个孩子
的母亲，为避免孩子打扰分神，她躲在小区
地下室一遍遍地抄写、背诵200多页的理
论资料。比赛中，她一举夺得冠军，被授予

“全国技术能手”荣誉称号。她每天的看车
台数都不少于二十五六台，车间最难纺的
品种也都交给她看。她还是一名非常出色
的培训师傅，带出的徒工已有近60名，她
们大多已成为公司的技术骨干，有的还走
上了基层管理岗位。

魏艳：最美基层民警热心化解辖
区矛盾纠纷

魏艳，女，1977年3月出生，滨州市公
安局杜店派出所副所长，中共党员。为了
辖区的和谐稳定，她敢于啃化解疑难矛盾
纠纷这块“硬骨头”，她的微信好友中90%
是和她打过交道的群众。杜店派出所成立
了首个以民警名字命名的工作室——魏艳
工作室。郭先生因为想再婚，被女儿殴打
后赶出家门。魏艳请来司法部门工作人员
等成立联合调解组，历时101天、28次谈
话、15次调解，终于让父女俩和好如初；为
化解焦某父子矛盾，她在工作室内从中午
到傍晚一聊就是5个多小时，聊到最后，焦
某百感交集地流下了眼泪；宋某某是大家
眼中的不良少年，魏艳通过多次家访、打电
话聊家常、带他去看中医治疗失眠等，帮助
宋某某逐渐变好。工作室成立一年多时间
里，魏艳调解矛盾纠纷70起，帮助群众30
余人次。她入选“山东好人”，2021年3月
被省公安厅授予“优秀女民警”荣誉称号，
2021年5月被中央政法委授予“平安英雄”
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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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刘清春 通
讯员 吴延香 报道）光阴的故事，穿越一个
甲子美的历程！9月27日，为庆祝滨州市
文化馆建馆60周年，由滨州市文化和旅游
局主办，滨州市文化馆、滨州市美术馆承办
的文以载道·滨州市文化馆历届美术工作
者作品展暨文苑集珍·滨州市文化馆馆藏
与捐赠作品特展开幕。以此为契机，滨州
市文化馆建馆60周年系列活动拉开序幕。

作为馆庆首展，该展分两个单元。“文
以载道·滨州市文化馆历届美术工作者作
品展”，集结了建馆六十年来在市文化馆工
作过的美术工作者的优秀作品，涵盖国画、
油画、水彩、书法等艺术门类。文苑集珍·
滨州市文化馆馆藏与捐赠作品特展，展出
作品来自社会捐赠和文化馆的部分馆藏作
品。因而，该展不仅是市文化馆推介、收藏
和研究等社会职能的重要体现，也是一次
向历年来为市文化馆发展作出无私奉献的
艺术家的一次集中致敬。

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文旅局党组书
记李平，市文旅局党组成员、二级调研员苏
成玉，市美协名誉主席、著名画家赵紫林，
市美协主席、著名画家李玉泉，市书协主
席、著名书法家高景林，滨州市文化馆原馆
长、著名画家傅维良，市文化馆退休美术干
部、著名画家林传谱，滨州市文化馆原馆
长、著名画家赵先闻，滨州市文化馆退休书
法干部、研究馆员、著名书法家张振国，济
南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解均等参加开幕
式。市文化馆馆长李晓静主持开幕式。

苏成玉在致辞中说，六十年春华秋实，
六十载风雨兼程，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
导下，经过几代文化馆人的不懈努力，滨州
市文化馆对滨州文化事业的发展、壮大作
出了突出贡献，走出了很多在各个艺术门
类上颇有影响的名家、名师。市文旅局诚
邀在滨和在外地的文艺名家“常回家看看”，
共享市文化馆60年华诞之乐。

李玉泉代表滨州美术界致辞，他说，六
十年间，市文化馆由弱到强、由小变大，今
天的滨州市文化馆建筑华丽、人文荟萃，在
引领文艺创新、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等

方面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涌现出越
来越多的人才。滨州有着丰厚的人文禀
赋，孙子文化、黄河文化、海洋文化、孝文化
等都值得文艺工作者认真思考、汲取营养。

赵先闻代表此次参展的21位作者致
辞，他说，六十年一路走来，今天的滨州市
文化馆已经成为滨州文化的一大亮点。此
次参展作者年龄跨度大，参展作品有着不
同的时代背景，忠实地反映了各个时期的
社会生活风貌，有着显著的个人风格和时
代面貌。

解均，滨州美术馆主要创建人之一。
他在致辞中说，回望来时路，在前辈名家的
带领下，他度过了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无论身在哪里，他始终牢记，他是一个滨州
文化人。日前，他与张新权、王春江商议为
滨州市文化馆建馆60周年表达心意。让
他高兴的是，在庆祝建馆60周年系列活动
中，安排了他们三人的个人美展，让他深感
温暖。

李晓静在主持开幕式时介绍，滨州市
文化馆始建于1961年，是政府设立的公益
一类文化事业单位，2007年被国家文旅部
命名为一级文化馆。回顾文化馆60年来

所取得的成就，无不凝结着老同志、老前辈
的付出与汗水。经过几代文化馆人的不懈
努力，滨州公共文化事业进入了一个历史
上最好的发展时期。“落其实者思其树，饮
其流者怀其源”，在建馆60周年之际，市文
化馆感恩前辈们的贡献，向一直以来关心
帮助市文化馆发展的社会各界人士致以衷
心感谢。

据悉，滨州市文化馆先后被国家文化
和旅游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评为“全
国文化系统先进集体”，被中央文明委授予

“第四届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
先进单位”；被山东省人民政府授予“首届
山东省文化创新奖”，被山东省关心下一代
委员会授予“山东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
集体”等荣誉称号。

近年来，滨州市文化馆不断加强人才
队伍建设，扎实推进公共文化服务工作。
特别是2015年新场馆投用以来，市文化馆
已成为承担组织全市群众文化活动、艺术
辅导培训、群众文艺作品创作和群众文化
理论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全市文化
馆(站)业务指导等多项职能的综合性文化
服务场所。

滨州市文化
馆建馆 60 周年
系列活动，包括
《滨州市文化馆
馆志》出版发行、
系列文艺展演、
系列美术展览
等，活动将持续
至明年4月。其
中，美术展览活
动将推出6场展
览和3场学术讲
座。系列活动在
筹备期间，得到
了社会各界的有
力帮助，有很多
瞬间令人感动。如此次展览得到了已故艺
术家亲人们的无私帮助，韦秀兰奉献了画
家焦之伟的精品画作，山师大教授吴磊奉
献了画家吴秀月的精品画作，已离开领导
岗位的李玉泉、赵先闻等人给予了无数次
指导和手把手帮助，已移居杭州的王春江、
工作调动至苏州的张新权、工作调动至济
南的解均等人都为馆庆活动筹备倾注了心

血，解均还亲自担任了此次展览的艺术总
监。

一甲子墨香不辍，新征程携手同行。文
化自信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最基本、最深沉、
最持久的力量。作为全市公共文化活动的
主阵地之一，走过一个甲子的滨州市文化馆
将开启崭新一页，助力滨州文旅事业、滨州
群文工作迈上新台阶，实现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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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有序入场观展。

精美作品吸引书画爱好者拍照留念。

▲傅维良 《吉祥如意》

乍启典 《野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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