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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张环泽 报道
本服滕州讯 6月3日，山东腾达紧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

经理杜以常告诉记者，该公司已成为中广核集团和中核集团供
货商，正在建设中的台山核电站用上了腾达生产的螺栓螺母不
锈钢紧固件。

前不久，腾达联合山东高强集团中标中核集团集中采购项
目，项目金额约3000万元。目前正与上海电气、东方电气等大
型核电配套企业洽谈紧固件供应。

近年来，腾达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步伐，注重科研创新，公
司与中国工程院院士王一德以及国内外多家高等院校、科研院
所建立了产学研关系，获得专利12项。最近经过攻关，研发出了
具有高强度、良好冲击韧性以及良好抗应力腐蚀能力的双相不
锈钢焊丝和紧固件制品。产品通过了美国船级社ABS和欧盟CE
认证、汽车行业IATF16949体系认证和CNAS国家实验室认证。

台山核电站用上了

滕州产螺栓螺母

□记者 杨国胜 张蓓 报道
本报潍坊6月6日讯 今天，潍坊市政府与心怡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在潍坊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共建混合所有制山东海
洋技术大学（含山东化工职业学院），大规模发展与大学建设
相关联的现代产业。

山东海洋技术大学是在潍坊滨海海洋经济新区主导筹建的
一所混合所有制新工科应用型本科大学；山东化工职业学院
2017年9月由潍坊市政府引进滨海新区，纳入山东海洋技术大
学的筹建版块；心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全球领先的第三方电
商供应链服务企业。

双方战略合作，旨在深入实施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深
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近期，双方将按照“战略合作框架协
议”的约定，联合组建项目协同推进机构，制订工作方案，迅
速启动项目建设。

潍坊与心怡科技共建

山东海洋技术大学

□本报记者 吕光社 王德琬
本报通讯员 王 磊 张美荣

5月30日，走进汶上县郭楼镇古城村，
白墙灰瓦、水流潺潺，柳树成荫、鸟语花
香，成簇的花朵绽放，平整干净的乡间道路
延伸至远方……犹如一幅飘着淡香的水墨
画，“荣期三乐”典故就发生在这里。

古城村原来是一个污水横流、垃圾围
村，村民生活环境脏乱差的小村子，村民对
环境有很大的意见。

优秀传统文化是乡村生活的底色。古城
村是西周时期周王分封的郕国所在地，也是
春秋时期隐士荣启期的故里。郭楼镇以
“郕国故都、荣子故里”文化品牌为引
领，为古城村修复了护城河，保护72眼对
花井，利用历代先贤的家风家训、名人故
事教育村民，以优秀传统文化涵育文明新
风，开展了以“丧事简办、喜事新办”为
主要内容的移风易俗活动，遏制了农村婚
丧嫁娶大操大办、奢侈浪费的陋习。村里

好人好事多了，“天价彩礼”、大操大办的现
象少了，现代化农业产业也慕名而来。

通过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实现脱胎换骨
之变，古城村并不是个例。近年来，济宁一直
在探索借助优秀传统文化为现代发展服务，
并在具体实践中找到了有效方法。2014年，该
市推广乡村儒学试点工作，9名来自尼山圣
源书院的儒学大家，以“不讲天边讲身边”的
方式和厚实的儒学基底，呼唤民众道德的回
归。传统文化教育力挽狂澜，成为大众的生
活向导。基于这一认识，济宁以创建全国文
明城市为牵引，推进优秀传统文化“六进”普
及、道德提升等7大工程，推行乡村儒学、图
书馆+书院、孔子学堂等模式，聘请专业讲师
深入农村社区长期授课，举办乡村社区儒
学活动近4000场。

全民参与，公众实践，传统文化涵养了
时代新风，一组数据可以窥见儒学教育的强
大力量：济宁在城乡广泛设立善行义举榜和

“四德”榜，全市上榜总人数超过280万人次。
“济宁好人”、道德模范层出不穷。近年来，济

宁评出“山东好人”270人，省级道德模范22
人，46人入选“中国好人榜”。至此，济宁已然
勾勒出普及大众的传统文化教育蓝图：城市
+乡村，干部+群众，一个都不能少。

2015年，借助丰富的文化资源，济宁在全
国率先打造政德教育国家基地——— 济宁干
部政德教育学院。现已初步形成课堂教学、
现场教学、体验教学、礼乐教学“四位一体”
的教学体系，开发了曲阜“三孔”、邹城“两
孟”等20多处现场教学点，结合实情实景讲
述儒家仁政思想、孝道思想、廉政思想、规矩
之道等修德为政智慧。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提升干部为政之
德，要对干部的政德教育常抓不懈，形成常
态化，用正确的思想观念武装干部头脑。”济
宁市干部政德学院院长李敬学说，2016年以
来，学院已承接国家有关部委和全国26个省
份的各类班次940多期，培训学员5 . 2万余人。

从上下求索到成果丰硕，济宁逐步探求
出一条可行的传承路径。去年，济宁提出在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上，要坚持“儒学研究系

统化、儒学传播大众化、文化活动常态
化、文化项目产业化”的理念，重点做好
“登峰、落地、传播、转化”四篇文章，
围绕打造弘扬优秀传统文化首善之区的目
标，加强与国内外儒学研究机构的联合与
合作，系统地汲取传统文化的精华，全面
提升儒学研究水平。加强对青少年的引领
和普及，高规格、广层次地举办孔子文化
节、儒学大会、论语大会、国际中学生儒
学辩论大会、儒学大赏等活动，将“乡村
儒学讲堂”建设与文化惠民工程相结合，
让传统文化道德走近百姓身边。

伴随着“曲阜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
示范区”上升为国家“十三五”规划，济
宁加快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尼山圣境、孔
子博物馆、孔子学院总部体验基地三个龙
头项目进展顺利；山东儒源集团进入全国
特色文化产业项目名录；《始祖的足迹》
《凿壁偷光》等3个项目入选省首批优秀原
创动漫项目资源库项目名单，入选项目数
量位居全省市级第二位。

□本报记者 王浩奇 姜国乐
本报通讯员 王 伟

金乡县是鲁西南出了名的“戏窝
子”，有金乡四平调、山东落子、山东渔
鼓、山东琴书等10余个曲种。县里组织的
“送戏下乡”文化惠民活动已经持续了4
年，平均每年每村能演2场戏。

金乡县文化馆馆长赵贤臣回忆，有一
年他们来到卜集镇白垞集村，不熟悉情况
的剧团将戏台搭在了一户没有院墙的农家
院，却不知道这家媳妇在全村出了名的不
孝顺。开场戏又碰巧是农村孝老爱亲题材
的《墙头记》，女当家的越听越不得劲，
戏没唱完上前按住了锣槌，说什么也不让
在她家唱了。搭好的台子总不能再拆了
吧，剧团的工作人员找来村干部，好说歹
说才说服了农户，完成了演出。

第二年，再去这个村子。剧团正为场
地发愁，昔日不孝顺的媳妇找了过来，非
要拉着剧团上她家去唱。见剧团负责人纳
闷，旁边的村干部偷偷告诉他：“去年那
出《墙头记》让她知道了难看，她这一年
和妯娌比着孝顺，这是让咱们戏班子再给
她争个名分呢！”

“地方戏曲和老百姓距离最近，最能
让老百姓听到心眼里去。”在赵贤臣看
来，地方戏灵活，演员就在群众中间用方
言演唱，老百姓听着舒服，是弘扬优秀传
统文化的“轻骑兵”。

“稀奇稀奇，真稀奇，老于河里钓上
了一头驴。老于在厂里是副书记，去年退
休在家里……”一镲、一棒、一副毛竹
板，5月30日，金乡县司马镇仇李小学的音

乐课堂上，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张
青敏和4年级的学生们共同上演了一出山东
落子《老于钓驴》。小家伙们身着大褂，
一招一式很是那么回事，熟练的唱腔引来
了同学们趴在窗外围观。

“祖师爷留下的手艺在我这里失传
了，我就是罪人呀！”张青敏为了让山东落
子传承下去，联系仇李小学和王丕中心小
学，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课程，每周
两节课，“起码能让他们知道啥是落子。”演

了几十年的落子，他跑遍了数百个村庄，他
说：“我现在还能唱，等我唱不出来了，我怕
这门艺术也就绝了。”他用自家餐馆的收入
包吃包住收徒弟，传授落子。前不久，他被评
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优秀传统文化不是照搬照抄，一成
不变就只能是死路一条，还怎么谈传
承？”赵贤臣分析，很多年轻人不喜欢戏
曲是因为形式老化。他们已经开始通过对
服装、灯光、舞美等方面的改良，以现代

人接受的新形式编排传统的戏曲。
最近，金乡县文化馆正在对演员进行

紧锣密鼓的培训，准备将于年底首演的大
型历史舞台剧《鸡黍之约》。演员全部是
金乡县四平调剧团的成员，全程将用金乡
地方戏四平调进行演出，而最终呈现给大
家的是一部历史舞台剧。

“戏曲是优秀传统文化最好的载体。”
赵贤臣说，鸡黍之约的故事发生在金乡，讲
的是东汉举人范氏、张劭以死履行约定的诚
信故事，金乡也正是因此成为诚信之乡。用
改良了的戏曲展示历史典故，这是在用优秀
传统文化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王丕好，王丕好，除了扶贫搞得好，
文明新风呱呱叫；在村里，在街道，邻里
和睦人人孝……”5月30日晚，金乡县王丕
街道办事处李集村的文化广场上，草根艺
人们正在表演新创作的山东快书，引起老
少爷们阵阵掌声。“和演员零距离，不次
于城里的演唱会。”带着孩子来看戏的村
民李彦民笑着说，“节目说的唱的都是身
边的事，通俗易懂，像文明礼貌、勤俭节
约、邻里和睦、孝敬老人的内容都有，大
人、孩子都受教育。”

“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在于以文化
人。我们把传统戏曲形式赋予移风易俗的
新内容，不仅让传统戏曲焕发新活力，更
让乡村文化振兴有了有效的载体。”金乡
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县文广新局局长陈胜
利说，陈规陋习根深蒂固、复杂多样，仅靠
行政命令强行禁止难免出现逆反心理。一场
场鲜活生动的曲艺节目从老调重弹到老调
新弹，使移风易俗触及群众灵魂，也让文明
新风在金乡群众中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做好“登峰、落地、传播、转化”四篇文章

济宁：让优秀传统文化涵育时代新风

“俺村一年两场戏，胜过城里演唱会”
金乡县保护地方戏曲，把优秀传统文化“唱”进百姓心坎里

□记者 彭辉
通讯员 王保明 报道
本报威海讯 今年5月8日是威高集团

建厂30周年。5月9日，威高集团为让残疾
职工共享公司庆典的喜悦，专门邀请了中
国残疾人艺术团为残疾职工举办专场演
出，1000多名残疾人现场观看。

1988年，威高集团依靠2 . 5万元税务周
转金起家，生产一次性输液器。历经30年发
展，威高集团以医疗器械和药品为主业，向

金融、房地产、三产等产业发展，拥有500多
种8万多个规格的医疗器械产品，成为行业
排头兵企业、中国企业500强。近几年，威高
集团立足优化产业结构，加快新旧动能转
换，与众多科研院所合作，研发行业先进产
品，向医疗器械各细分产业延伸，促进企业
转型升级，先后有100多种产品打破国外垄
断，高新技术产品达到80%以上，打造了国内
同行业第一品牌。

威高集团干事创业不忘慈善事业，企

业发展不忘奉献社会。2004年，威高集团
发起“威高光明行动”，迄今已累计捐款
6000多万元，免费帮助总共2万多名白内
障患者复明。2006年，威高集团与中华慈
善总会发起“威高爱心工程”，在全国
各地设立了3 0多家定点手术医院，每年
捐助价值700万元的骨科器械，为全国100
名脊柱侧弯患者做手术。2007年，威高认
捐慈善基金4000万元，并发起了威海市首
届和第二届“十大孝星”评选活动。2016

年，首批捐助清华大学无障碍发展研究
院1000万元公益金，帮助脊柱侧弯患者。
2016年捐赠800万元款物，设立中国生命
链接力基金，支持人体器官捐献事业。
多年来，该集团累计向慈善事业捐款捐
物4亿多元，接纳1500名残疾人就业，减
轻了社会负担，在5月9日的活动上，他
们还向威海市残联捐助 2 0 0万元助残基
金，向20名困难残疾职工每人发放了5000
元救助金。

快速发展不忘社会责任

威高集团4亿多元投入助残助困

□记者 王浩奇 报道
5月30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张青敏走进金乡县司马镇仇李小学，与学生

们一起表演山东落子。

□记者 白晓 通讯员 陈星华 祁怀鹏 报道
本报青岛讯 近年来，随着我国与上合国家的经贸往来越

来越广泛，相关国家的特色产品更多地走进百姓家中。5月30
日11时，长达196米的新金桥5号停泊青岛港6号码头，货舱内
1600公斤来自俄罗斯的鲜活帝王蟹正等待通关。

“这批帝王蟹由俄罗斯渔民捕自白令海峡附近，经远洋捕
捞船直接运到韩国仁川，然后再‘坐’船转到青岛。”进口这
批帝王蟹的山东省东方海鸥贸易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邵延财介绍
说。

生鲜进口急需快速通关。11时，新金桥5号入境靠港；13
时40分，装载帝王蟹的集装箱卸船完毕，待备货完成后，青岛
大港海关关员进行了现场查验；14时，海关查验完成，对该批
帝王蟹电子放行，企业即可提取货物。这批活海鲜从船舶靠港
到提货仅需3个小时，最大限度地缩短了通关时间。

这样快速的通关得益于“鲜活产品快速通道”通关模式，
据青岛大港海关查验科副科长刘元亮介绍，海关对于鲜活易腐
的水产品等货物实现了随到、随验、随放，企业在办公室就可
以进行无纸申报、电子支付等手续。

值得一提的是，自机构改革以来，检验检疫管理职责划入
海关，进出口货物统一通过“单一窗口”实现报关报检，实现
了一次报检、一次查验，一次放行，为企业节省了大量时间和
通关成本。

青岛口岸开启

鲜活产品快速通道模式

□记者 姜言明 通讯员 赵洁 范腾 报道
本报泰安讯 近日，农业农村部公示了100个全国农村创

业创新典型县范例名单，新泰市是山东省入围的四个县市区之
一。其他典型县分别为荣成市、沂南县、乐陵市。

新泰市在推动农村双创工作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政策落
实、产业引领、工作推动和管理服务等范例，走在了全国农村
创业创新工作的前列。农光一体示范园获评国家级农村产业融
合发展示范园，山东泰茶“良心谷”生态示范园、山东众客食
品产业园、山东长兴现代农业创新园等6家园区入选全国农村
创业创新园区目录。

为集聚农村“双创”资源要素，新泰采取规划先行、政策
引领、改革推动、科技带动四大措施，制定了《关于推进农村
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实施意见》，把推动农村产业融合发展
作为资源城市转型的重要途径，纳入市级层面倾力推动。同
时，每年列支2000万元专项资金，重点投向融合型经营主体、
高效农业项目，深化农村供销社、集体林地经营权流转等各项
改革，推行订单融资、林权抵押等涉农金融服务模式，全市累
计流转土地面积58 . 6万亩。

新泰等四县市入选

全国农村创业创新典型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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