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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单 辰
本报通讯员 李瑞成

“第一个小品，演员要更入戏，用剧情感染
观众。”“第二个小品结尾处最后一句要语速放
慢、语气加强，收场要圆满、切忌潦草。”4月
11日上午11点，寿光市文化中心尼山书院内，一
节关于小戏小品的创作、分析与点评课正在进
行，指导老师看过演出团队的原创作品后，一一
点评。

“演员们来自全市的基层文艺队伍，大多是
业余文艺爱好者。”寿光市文化馆馆长张晓青
说，多年来，基层文艺团队创作了大量接地气、
受观众喜爱的好作品，但一直以来都是民间创
作、民间演，专业程度不高。

“比如小品中，‘包袱’和‘包袱’的间
隔、表演时肢体动作和表情的合理运用等，业余
队伍都需要专业老师的指导和打磨。”张晓青
说，本次文艺骨干培训班的通知面向全市发出
后，各镇街的文艺演出团体报名踊跃。

据了解，4月9日至13日，由寿光市文广新局
主办、寿光市文化馆承办的寿光市基层文化干部
及文艺骨干培训班正式开班。培训内容有文化站
长理论学习、合唱指挥技能训练、戏剧小品创
作、戏曲理论和舞蹈作品教学等。

“接到文化站通知后，我们团第一天就报了
名。”寿光市兆祥红星艺术庄户剧团团长杨洪霞
说，她的剧团每年在各个镇街的公益演出多达
170场，因节目老少咸宜、笑料十足而倍受欢
迎。

“以前是演给百姓看，这次演给专家看。”
同样带着吕剧作品前来的田柳镇王高群艺剧团团
长王文秀说，通过专家的专业点评，可以让全市
的文艺爱好者创作和表演水平更加精进，作品质
量更加优秀。

“一个‘小’作品，稍作修改就能成为
‘大’作品。”戏剧小品创作内容授课讲师、省
戏曲名家工作室首批签约艺术家、省舞台艺术专
家委员会委员高鼎铸说，他说的小和大，不是指
作品时间长短和参演人数的多少，而是指立意的
新旧、观众观演的共鸣度，以及与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契合程度。

“本次共有4个作品参演，演员们对人物的
拿捏力度都很好，适时推动了剧情发展，展现了
良好的基本功。”高鼎铸说，寿光的业余文艺团
体在日常演出中千锤百炼，造就了较高的舞台素
养，对作品主旨的把握也较为有力，表演效果超
出专家导师的预期，整体评分高于90分。

“我们就是村里人写村里的事，村里人唱村
里的事。”王文秀说，她的吕剧团有20名固定团
员都出身农村，对村里的一草一木都了如指掌，
创作和表演起自己的故事来也饶有心得。

“针对专家给出的修改建议，我们的现有作
品需要回去修改完善，新的作品也会在创作完毕
后再请老师指导。”杨洪霞说，她一直认为，庄
户剧团一样能走到专业的表演舞台上去，关键是
要有更专业化的剧本创作和专业的演员。

仓颉，黄帝史官，东夷族人(聚居在今山东
地区为主的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时期的土著居
民就是历史上的东夷族人，山东地区是东夷族的
发祥地 )。相传，仓颉“始作书契，以代结
绳”，在此以前，人们结绳记事，即大事打一大
结，小事打一小结，相连的事打一连环结，后又
发展到用刀子在木竹上刻以符号作为记事。周初
在寿光出土仓颉鸟迹书，仓颉现已成为寿光古文
化的代表和象征，仓颉，历来被人们尊为“文字
始祖”，寿光又被称为“圣城”。

传说仓颉四目重瞳，非常聪明。有一年，仓
颉到南方巡狩，登上一座阳虚之山，忽然看见一
只大龟，龟背上面有许多青色花纹。仓颉看了觉
得稀奇，就取来细细研究。他看来看去，发现龟
背上的花纹竟是有意义可通的。他想花纹能表达
意义，如果定下一个规则，岂不是人人都可用来
传达心意，记载事情么？经过日思夜想，到处观
察，看尽了天上星宿的分布情况、地上山川脉络
的样子、鸟兽虫鱼的痕迹、草木器具的形状，描
摹绘写，造出种种不同的符号，并且定下了每个
符号所代表的意义。他按自己的心意用符号拼凑
成几段，拿给人看，经他解说，倒也看得明白。
仓颉把这种符号叫作“字”。

鸟迹书，又称仓颉书，周朝初期出土于北海
石室中，在今寿光北部双王城一带。宋郑樵著的
《通志》中记载：“仓颉石室二十八字，在北海
仓颉墓中，土人呼为藏书室。”当时没有人认识
这些字，到秦朝时丞相李斯认识其中的八字曰：
“上天作命，皇辟迭王。”汉代叔孙通认识了十
三字，孔子也曾经到寿光问访。因孔子造访，在
寿光留下“仓颉造字圣人猜”的传说。

对仓颉造字之说，历来并无争议，但对仓颉
葬在何处，却说法不一。全国仓颉墓有三处：一
在陕西白水县，一在山东寿光市，一在山东东阿
县。相传，在出土仓颉鸟迹书处，即北海仓颉
墓。寿光仓颉墓的主要证据，一是《通志》云：
“仓颉石室藏二十八字，在北海仓颉墓中。”二
是《水经注》载：“仓颉台，弥水所经，水东有
孔子问经石室。”《金陵新志》载，寿光仓颉墓
中石室出土于周代。元郑杓《衍极》云：“北海
亦有仓颉藏书台”。据在寿光城西南八公里孙家
集出土的文物看，仓颉墓在寿光比较可信，目前
也为多数史家所公认。

1992年，寿光县在城南辟地三百余亩，建成
了“仓圣公园”，由清末皇族溥杰题楹。园中湖
心岛上建有仓颉纪念堂。纪念堂内两厢为“百福
轩”、“百寿轩”，取吉利祥和之意。正殿是身
披树叶、腰捆兽皮、手握所创文字的仓颉圣像。
在身后有一神龛，内有仓颉造二十八字的石刻，
四周绘有数幅关于仓圣造字的传说。纪念堂周围
有假山湖水、松林竹丛、花圃草坪、亭台廊榭
等。今日寿光仓颉纪念堂，不仅是文祖仓颉的纪
念场所，也已成为寿光古文化的代表和象征

(□王兵 整理）

□ 本报记者 石如宽 戴玉亮
本报通讯员 姚 莹

“清运一队172号车超速行驶，时速达66
公里。”4月19日上午9:37，寿光环卫集团智
慧环卫指挥调度中心的报警器响起，同时在大
屏幕上该车超速轨迹变为红色显示。

“对车辆的超速行驶、急转弯、急变速、
停留时间过长等违规行为实行后台语音报警，
并通过微信小程序第一时间推送到车辆分管负
责人手机上，让问题得到快速有效解决。”寿
光环卫集团运营管理部经理王军说。

今年2月至4月，寿光环卫集团投资200余
万元，对车辆、人员、环卫设施原有的感知设

备智能终端进行改造升级，利用先进的物联网
NBIOT和4G终端，结合后台人工智能技术，
实现了寿光环境卫生在线监控、管理人员智能
调度、平台与移动端联动作业。

寿光环卫集团董事长赵爱之说，有了智慧
监管平台，丰富了监控手段，强化了监控功
能，扩大了监控范围。监控系统犹如“千里
眼”“顺风耳”一般，助力寿光环卫集团进一
步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

据了解，寿光环卫集团现有的1200余部车
辆，均安装了GPS卫星定位系统。进行“围栏
设置”后，车辆的行驶路线、行驶速度、作业
轨迹、行驶总里程等都显示在调度中心的大屏
幕上。所有管理员均配备GPS定位对讲机，实
现了人员的精确定位、无缝隙监管和随时调

度。同时，寿光环卫集团在各种车辆上加装了
油量监控系统，对单车油料的消耗进行实时、
精确计量并随时监控，实现了油量管理的科学
化、精确化。

“刚开始觉得这种管理方式太束缚，现在
已经完全接受了，因为这个对咱有好处。我平
时工作中一些不好的驾驶习惯全部改正了，有
监控也更安全。”寿光环卫集团洒水车司机史
朋河说。

寿光环卫集团的近百部摄像装置组成了数
字化监控系统。停车场的院内人员、车辆的进
出时间、停留时间及各种活动等通过数字化系
统实时传输到调度中心，实现即时监控。

“调度中心与现场进行画面同步，就好比
看电视一般，解放了大量人力。”王军说，寿

光环卫集团还配备了无人机完善空中监控，建
设了地空联合监控体系。

据介绍，下一步，寿光环卫集团将逐步增
加车辆视频监控、保洁人员GPS定位手环、地
磅称重、车辆载重等功能，推动寿光环卫集团
管理实现跨越式发展。

2011年，寿光市城乡环卫一体化工作实现
全覆盖，形成了市、镇、村“三位一体”的环
卫运行模式。截至目前，寿光已连续7年在潍
坊市城乡环卫一体化考核中排名第一，2017年
被评为“山东省城乡环卫一体化工作先进
市”。

“我们能够取得这样如此好的成绩，精细
管理尤其是智慧环卫系统功不可没。”赵爱之
说。

□ 本报记者 单辰 戴玉亮

4月23日，大雨刚停，寿光市稻田镇殷家
村村民殷立军带着儿子、儿媳和未满周岁的
孙女来到菜博会。在1号厅的种子种苗展示
区，殷立军对一个黄皮甜瓜的新品种产生了
兴趣。

“正常管理的话，坐果率95%以上，成果
均重8 . 5-9斤，肉瓤细腻、口感好。”工作人
员给殷立军详细介绍了该品种的优势、管理
过程中的病害控制，以及需要注意的其他事
项。

“我订了5亩地的种子，下半年试种一
下，看看效果。”殷立军说着，便拉着儿子儿
媳往家赶，急着回去上网查一下该品种在南方
地区的种植成效。

“2009年我就和老伴儿去海南了，包了50
亩地，一边种棚，一边在当地教授甜瓜种植管
理技术。”殷立军回到家，坐下，聊起了他的
生意经。

“我是个地地道道的老瓜农。”殷立军
说，2009年之前，他和妻子、儿子在家种着1
个土棚和2个拱棚。土棚种西州蜜（哈密瓜的
一种），拱棚种黄皮（甜瓜的一种）。因为临
近田马瓜果交易市场，殷立军的瓜从不愁卖。

然而经过多年种植，殷立军的棚里出现了
大大小小的问题，导致2003年起连续3年减
产，从亩产6000斤降到了不足4800斤，甜瓜的
品相也开始参差不齐。

“技术员来地里检测过之后，给出了土壤
富营养化的结论，还说我管理过程中病害预处
理不及时、不恰当。”殷立军说，当时拿到检
测报告时，他很难接受。难道种了一辈子瓜，
到头来反而不会种了？

2007年的五一期间，殷立军第一次踏进了
菜博会农民讲座的课堂。

“我去就是为了给这些专家们挑挑刺儿，
比比是我种的瓜好，还是他们讲得好。”结果
平时一有空就钻进棚，在家都呆不住的殷立
军，硬是在课堂上坐了2个半小时，越听越觉
得有道理。

“老师们列出了咱寿光各地区的种植数
据，指出了我们平时大水漫灌、过量施肥和小
病大治的老习惯。”殷立军说，听着听着，他
再也没有“挑刺儿”的想法了，反而多年不提
笔的他，在本子上记下了400多字。

从那时起，殷立军知道了，种瓜不能总指
着老经验，必须靠新技术。回到家后，殷立军
从头到尾拾掇了一遍他的拱棚。从养土、上智
能节水设备，到仔细查看瓜苗生长过程，及时

发现病害预警，殷立军下足了的功夫。
“2008年，黄皮亩产7200斤，个顶个好品

相，一斤多卖了1 . 2元。”卖了瓜拿回钱的当
晚，殷立军和儿子好好喝了一顿。

不久，殷立军打听到南方的部分瓜果产地
在招聘种植管理技术员，年薪3万元以上，其
中海南省乐东黎族自治县九所新区给的工资最
高。而且殷立军知道，海南的气候适合种植瓜
果，他过去还可以包块地，给当地种个示范棚
什么的。殷立军越想心里越痒痒，马上把想法
告诉了家人。

全家人讨论了一整天，殷立军没有获得
“全票”支持，但他让儿子给他和妻子买了两
张飞往海南的机票，准备实地了解情况后再
定。

气候好、每年能种3茬瓜、瓜价高、干7个
月歇5个月……去海南的第一天，殷立军就下
定了到海南种瓜的决心。

“家里的3个棚交给儿子打理，我和老伴
儿每年10月到第二年4月底留在海南，就这么
定了。”2008年，殷立军前后去海南3次，定
下了技术输出的事宜。他还拿出几乎全部家
当，租了海南当地55亩的土地，准备建棚。

2009年初，殷立军和妻子带着行李，站在
了他租下的土地上。“新棚都上新设备，从菜

博会学的正好用上。”就这样，殷立军开始了
他的海南种瓜生活。

当年10月，殷立军的大棚建好，第一茬黄
皮大果甜瓜苗栽上了。整整3个月的时间，殷
立军每天早上4点半上棚，下午4点半回到出租
屋。

2个月后，第一茬瓜在殷立军的精心照料
下成熟了。“亩产8600斤，个个7斤以上，收
瓜的都说好多年没见这么好的黄皮了。”殷立
军说，第一茬的瓜一斤卖了3 . 6元，是当地当
茬的市场收购顶价。刨去成本，殷立军一亩地
赚了2万多元。

随着年龄增长，殷立军和妻子管理55亩的
大棚显得吃力了。2014年，殷立军拿出30亩地
雇了3个人，免费传授种植技术，但必须保证
亩均产量：亩产必须达到7500斤，品相要好，
如果产量高于7500斤，给额外提成。

“现在3个工人每年都能拿6万元以上的工
资了。”殷立军说，今年的最后一茬瓜4月中
旬拔园后，他和妻子买了4月21日的机票回
家。休息了一天，殷立军就去了菜博会，才看
到了新黄皮种苗的推介会。

“今年10月回海南的时候，拿出5亩试验
新品种。”殷立军说，他的种瓜新技术是从菜
博会学到的，现在更相信菜博会的新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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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者 单 辰
通讯员 李可一 报道

本报寿光讯 4月22日，菜博会举行重点
项目集中签约仪式，一批新项目即将落户寿
光。

“今年菜博会期间，寿光集中签约重点项
目15个，比去年项目数量增加1个，总投资额
增加8 . 2亿元。”寿光菜博会组委会办公室主
任王春海说，本次签约重点项目的总投资额达
80亿元，其中外方投资额达43 . 1亿元。

据介绍，新签约的重点项目有：年产21万
吨糖醇项目、国际贸易园区项目、20MWp屋
顶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田园综合体暨特色小
镇项目、橡胶输送带项目、年产3000吨微生态
制剂项目、无人机产业园项目、新型建材项
目、年产6000吨节能铝塑共挤型材项目、年产
6000吨长纤聚酯胎项目、食品旅游项目、人境
禅意温泉度假村项目、氢能综合利用研发项
目、天敌与授粉昆虫工厂项目和固废综合利用
制备高性能轻骨料项目等。

自2017年以来，寿光市把招商引资作为推
动新旧动能转换和加快“四个城市”建设的重
要抓手,以招商促发展、以招商促转型、以招
商推动动能转换,在招商理念、路径模式、制
度供给等方面进行了全方位创新。

寿光市委书记朱兰玺说，通过变“全员式
招商”为“专业化招商”、变“地毯式招商”
为“地图式招商”、变“走访式招商”为“吸
附式招商”、变“单一性招商”为“多元化招
商”、变“拼资源优惠式招商”为“优环境服
务式招商”，进一步明确了新常态下县域招商
招什么、怎么招、靠什么招的问题，实现了招
商逆境发力、转轨提速，进一步推动了经济社
会快速发展。

业余文艺队

有了专业范儿

■“农圣故里·文明寿光”文化名人

造字鼻祖仓颉

从菜博会到菜博会———

一个寿光瓜农如是说

寿光智慧环卫指挥调度中心投入运行

“千里眼”盯着每辆作业车

菜博会上，寿光集中签约重点项目15个

□ 本报记者 石如宽
本报通讯员 张同业

4月19日，寿光市双王城生态经济园区洰
淀湖附近，寿光市德信水稻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马颖正在安排人员整理土地，准备水稻插秧前
的事务。“这是寿光市2018年农业综合开发土

地治理盐碱地稻田生态系统科技项目，项目实
施后，既能生产高品质的水稻，也有优质的莲
藕。”马颖说。

据了解，该项目总投资101万元，占地220
亩，其中高产优质新水稻品种示范田200亩，
莲藕高效种植示范区20亩，还配套湿地生态、
肥水动态监测设备12台。“根据盐碱地水土特
性，繁育、推广适生高产优质的水稻新品种津

稻179、圣稻18等。”山东省农业可持续发展
研究所研究人员、寿光市盐碱地稻田生态系统
科技项目首席专家李新华说。

德信水稻专业合作社成立于2014年，现
有社员102户。“盐碱地种出的稻子，米质软
润、糯性大，优于酸性土壤之米（米质散、
硬），关键是无病虫害。”马颖说，项目示
范区建设完成后，亩均增收1200元，可推广

带动双王城区内农民5000多户，辐射10万亩
土地。

寿光市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主任肖庆臣认
为，盐碱地稻田生态系统土地治理项目，有着
显著的经济效益和样板示范作用，引领整个寿
北地区和东营、滨州以及京、津、冀等地区的
盐碱地生态农业综合开发，使区域内农业产业
结构进一步优化。

盐碱地能产莲藕和大米

□单辰 报道
寿光菜博会8号厅内，游客们在维也纳剧场景观前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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