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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姜国乐 孟一
本报通讯员 梅花

7月11日，曲阜市田家炳小学宽敞明亮
的综合楼大礼堂里气氛凝重，硕大的荧幕上
播放着一位白发老人的影片，荧幕两旁立着
肃静的万年青花篮，挂着“泽被苍生心系教
育，华夏同悲光照穹宇”的挽联。对到场的
300多名学校师生而言，这或许是他们第一
次如此深入地了解田家炳这个校名的含义。

或许你还不知道田家炳是谁，因为他没
有获封首善的桂冠，也不是捐款数额最多的
慈善家，更没有喊过“裸捐”之类的口号。
但若论谁对慈善事业最纯粹、最无私，田家
炳先生若称自己第二，恐无人敢称自己第
一。

1919年出生于广东梅州的田家炳没上过
几天学，早年到越南经商，后转赴印尼经营
橡胶工业。1958年移居香港，创办田氏化工
厂有限公司，并经营至今。从20世纪80年代
起，田家炳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捐资建校，创
建田家炳基金会，先后捐助了93所大学、166
所中学、41所小学、19所专业学校及幼儿园
和1800多间乡村学校图书室，被誉为“中国
百校之父”。

以“田家炳”命名的学校，遍及了神州
大地，而让他尤为眷恋的，却是孔子故里的
那方土地和生活在那里的孩子们。

1999年，曲阜市的城乡教育进入资源整
合的关键时期，很多办学条件较差的学校或
被合并、或予裁撤，众多老校区也面临着学
生集聚后的校舍改扩建。然而，当时薄弱的
政府财力并不足以支撑大量的新建工程，致
使改革的步伐受到了硬件设施的严重制约。

正所谓，福地有善缘。当时年已八旬的
田家炳正带着自己的基金会团队考察内地基
础教育，恰巧来到曲阜。在曲阜市委、市政
府的推荐下，田家炳到了当时的古泮池小
学，经过基金会细致地摸底调查，很快决定
捐资100万元，用于综合楼的新建，学校也
将更名为田家炳小学。

“当时田老先生说想去看看孔子的出生
地，我们就坐一辆车去了尼山。在孔子学堂
前的台阶上，老先生突然停住坐了下来，悠
悠地说了句，‘留财于子孙，不如积德于后
代。能在伟大的教育家门前办教育，是我的
荣幸啊。’”田家炳小学时任校长陈玉娟
说，本还想借机询问田先生为何这么快就能
决定捐资建设，亲眼目睹老人在孔家门前的
一坐，已然知晓了答案。

做慈善、建学校，田家炳从来不大笔一
挥、签张支票了事。从确定捐建到开工建
设，再到投入使用，田家炳先后4次亲自到
学校视察工程进展情况，连图纸的改动都亲
自参与。“田老对校舍的设计要求很细致，
比如一定要能扛住8级地震，厕所要设计的
大一些等，都是为了让孩子们能有一个好的
学习生活环境。”陈玉娟还记得，在2001年
春天，82岁高龄的田家炳亲临施工现场，顶
着瓢泼大雨、踏着泥泞的路，围着工地走了
一圈，看到扎实的地基，田老才放心地离
开。

2003年9月，崭新的综合楼宣告正式启
用。在落成典礼现场，很多曲阜人闻讯赶到
学校，一睹这名掏出100万元捐建校舍的香
港富商到底长啥样，也把欢迎和欢呼声毫不
吝啬地送给这位满头白发的老人。在讲话台
前，看着等待踏入新教室的孩子和门外堵得
水泄不通的家长，田家炳全程双手握拳，不
停地说着“感谢！”并希望更多孩子能接受
与硬件条件相匹配的教育。

可是谁能想到，一笔捐赠就多达几百
万、几千万的田家炳，在香港却过着清贫的
生活。他没有自己的私家车，平时都是乘坐
地铁，走路上下班；他没有高档的生活享
受，一双鞋穿了十年，袜子补了又补，每月
生活开支仅仅3000元；就连戴了十几年的电
子表，款式已经旧得难以示人，他还装在口
袋里，舍不得换……

田家炳曾说过，“我是农村出来的，又

有过艰辛创业的经历，很容易体会到每一样
东西都来之不易，哪怕是一根针、一粒米。
花钱多的时候，物品浪费的时候，自己心里
都会很不安。”

他这样要求自己，也把这种精神传递给
了周围的人。和古泮池小学综合楼几乎同时
开建的，还有曲阜一中（现曲阜市田家炳中
学）投资300万元的新教学楼。2002年5月30
日，田家炳到学校考察项目建设情况，事前
还专门叮嘱接待事项一切从简。“来学校
前，田老给学校打了电话，说午餐随便吃点
就行了，不要铺张浪费。”曲阜一中副校长
张会文在和田家炳的几次接触中发现，和坊
间的传闻一样，老人不仅走到哪里都自带手
帕和肥皂，吃完饭后自己喝剩下的半瓶水也
要装进包里，一点儿也不浪费。

田家炳小时候家庭困难，没读过多少
书，成了他一生最大的遗憾。后来，他游历
各国，发现经济发达的地方，人们的素质都
很高，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教育的发达。
他深深地体会到教育对个人的成长和创业，
对国家的发达兴旺有多重要。1997年亚洲金
融风暴以后，田家炳基金会的收入受到了影
响，以至于捐款的承诺，难以兑现。为了让
捐款计划顺利进行，78岁的田家炳竟然将自
己居住了38年，价值过亿港元的别墅，以

5600万港元的价格贱卖掉，带着太太开始租
住公寓，然后把全部的款项，投向了内地的
几十所学校。

田家炳对家人是“吝啬”的，对教育却
是慷慨的。面对把总资产的80%用于慈善事
业的父亲，家里的9个孩子没有半句怨言，
大儿子田庆先还常年参加基金会的各种活
动。今年4月23日，田庆先再访曲阜，为田
家炳中学新落成的孔子像揭幕，活动结束
后，他还邀请校方于5月份到访香港参加学
术交流，并明确达成教师培训、优秀学生表
彰及贫困学生资助等4个意向，专注教育的
薪火已然从田家炳手上传递了下来。

田家炳从不以德自居，以功自傲，更不
求回报。但是，他却愿意把自己的名字，冠
名到所有的项目上。因为，他希望通过这种
方式，让自己的事迹被更多人知道，引起更
多人的关注，一起来做好事。同时，也想用
这种办法来激励自己，要把教育、学校办
好。田家炳一直这样对自己说：“如果你的
教育做不好，学校做不好，把田家炳三个字
写上去，不但不会荣耀田家炳，反而会丑化
田家炳，家长就会讲，儿女千万不要送到田
家炳学校读书，那田家炳就会是个耻辱。”

从捐建校舍，到定期举办校长论坛，再
到开展系统化的教师培训和优秀传统文化课

程的推广……田家炳的教育推广普及之路越
走越宽，内容越来越丰富，也有越来越多的
田家炳学校在他的思想触动下，焕发出独特
的教育活力。以曲阜田家炳小学为例，学校
不仅将抖空竹、吹葫芦丝等传统文化课程列
为3年级以上学生的必修课，并以此被中国
教育科学研究院命名为“弘扬传统文化成功
案例与课程开发研究”实验校；还与英国塔
尔伯特小学、邓唐纳德小学、查德利科贝特
小学等三所小学缔结为友好学校，积极把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带出国门，成为新时代的文
化使者。

田家炳虽然走了，但未来还将有孩子进
入田家炳学校，听老师讲起那个与校名有关
的老人和故事，并成为自己人生历程中的宝
贵收获。一位叫“布谷崽”的网友在悼念田
家炳老人的公众号文章下留言，“初中读的
田家炳实验中学，到了上大学，有一栋教学
楼也叫田家炳教学楼。先生一路走好，感谢
您的帮助，谢谢您！”

逝者已去、精神长存。田家炳对教育的
执着已深深地融入那数百个同样叫做“田家
炳”的学校中。而万千追思，也化为一句最
简洁的纪念——— “我们家乡也有一所学校叫
田家炳。”

先后捐助300所学校和1800多间乡村学校图书室，心系教育、光照穹宇———

大德田家炳
□记者 张誉耀 报道
本报济宁讯 7月10日晚，财富中文网发布最新的

《财富》中国500强榜单，覆盖在中国境内外上市的所有
中国公司，山东共有21家企业上榜，其中两家济宁企业，
山东太阳纸业和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分别排名第390
位、54位。其中，山东太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比去年的第
408名上升了18名；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比去年的第66
名上升了12名，在上榜山东企业中排名第三，与我省另外
两家企业海尔和潍柴动力同进百强。

济宁两家企业荣登中国500强

□记者 王浩奇 通讯员 崔保廷 报道
本报济宁讯 记者日前从济宁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

司了解到，火炬路（金宇路—吴泰闸路段）道路施工，自
2018年7月15日起，5路、8路、21路、22路、46路临时调整
线路。

线路调整后，5路从薛口停车场发车，沿任城大道—
长虹路—吴泰闸路—火炬路—洸河路—科苑路—红星路—
琵琶山路—车站东路—解放路—建设路—车站西路—荷花
路—南外环路—105国道至唐口万福泉宾馆（刘集村）；8
路从任城科技中心发车，沿环翠路—科苑路—任城大道—
火炬路—金宇路—科苑路—吴泰闸路—火炬路—洸河路—
科苑路—红星路—建设路—太白楼路—玄帝庙街—柳行
路—济安桥路至公交四分公司；21路从任城科技中心发
车，沿环翠路—科苑路—任城大道—火炬路—金宇路—科
苑路—吴泰闸路—火炬路—洸河路—共青团路—运河路—
车站西路—荷花路—太白湖辅道—济安桥南路至高校生活
园站；22路从明珠花园小区发车，沿红星路—琵琶山路—
吴泰闸路—菱花路—327国道至许厂煤矿；46路从永旺购
物中心发车，沿琵琶山路—金宇路—科苑路—吴泰闸路—
火炬路—诗仙路—东外环路—嘉达路—联华路—德源路—
黄王路—黄金大道—苏南路—西浦路—327国道至浩珂矿
业公司。待道路修复后，将恢复原线路运行。

7月15日起，

济宁5条公交线路调整

□记者 吕光社 王德琬
通讯员 黄秀杰 程 锦 报道
本报济宁讯 近日，济宁市兖州区2018

年度“戏曲进校园”活动拉开帷幕，在实验小
学西校区举行的一场演出中，来自兖州区豫
剧团的行家里手，为同学们带来了《南阳关》

《对花枪》《包青天》等多部经典曲目选段，动
作丰富、唱腔悦耳，令人大开眼界，全校近千
名师生共享戏曲视听盛宴。

“这是我第一次听戏，动作、声音都很美，
还有乐队现场伴奏，很热闹！”实验小学六年
级学生李植琪坦言，虽然有的戏词不全懂，但
能明白大概剧情，情不自禁地喜欢这门古老
艺术。不少同学对“戏曲进校园”活动表达了
喜爱之情，精彩处更是掌声连连。截至目前，
兖州区的“戏曲进校园”活动已经走进兖州第

九中学、颜店中心小学等26所学校，受益师生
2万余人。

在济宁，以戏曲文化为抓手弘扬优秀传
统文化，兖州区并不是个例。近年来，济宁市
文联、济宁市曲艺家协会立足当地实际，大力
实施少儿曲艺传承发展工程，以举办“曲艺进
校园”、少儿快板师资培训班、少儿曲艺展演
赛事活动等为抓手，鼓励和带动未成年人接
触、了解和热爱中华传统曲艺文化，扎实推进
曲艺在青少年儿童中的传承发展，为传统曲
艺艺术焕发新的生机培养有生力量。

济宁高质量举办少儿快板师资培训班，
努力培养少儿曲艺从教人员。培训班坚持引
进名师、规范教学，特聘“快乐快板”教学法创
始人，文化部艺术发展中心特聘快板普及讲
师孔凡生主讲，并不定期邀请全省乃至全国

知名快板艺术家前来讲课。培训班以南池曲
艺厅为基地，采取每期3天封闭式训练的方
式，对参加培训的人员高标准、严要求，切实
保证培训的质量。目前，已连续开办24期公益
性少儿快板师资培训班，成为群众熟知的常
态化教学品牌，共有来自济宁本地及全国各
地的800多名少儿曲艺教师参加了培训。

为解决少儿曲艺培训教材缺乏的窘境，
济宁市曲艺家协会历时四年，组织了数十位
专家教师结合多年的培训经验，制订了少儿
快板、相声等曲种的考级标准，并组织编写了

《少儿曲艺教程》《少儿快板教材》等教材，填
补了少儿曲艺教程的空白。

如今，作为高雅艺术的梨园雅韵对于孩
子们来讲不再陌生，济宁市文联、济宁市曲艺
家协会组织全市曲艺名家新秀先后走进市区

40余所中小学校、10余所幼儿园以及各县市
区中小学校，以兴趣班、曲艺社团、活动课等
多种形式进行快板、山东快书、山东渔鼓等形
式的曲艺教学1500余场次，在孩子中间大力
普及传统曲艺艺术。

以任城区为例，短短数年的时间，学习曲
艺的孩子就从寥寥无几发展到2000多名，并
连续成功举办了四届“少儿曲艺大赛”。今年5
月份，启动了第五届济宁市少儿曲艺大赛，全
市共有1000余名少儿积极参与，目前初赛已
结束，将于8月份举办决赛及展演活动。2016
年，由山东省曲艺家协会主办的首届山东省
少儿曲艺大赛在济宁成功落幕，并且约定今
后每两年一届的全省少儿曲艺大赛决赛永久
落户济宁。今年8月份，第二届山东省少儿曲
艺大赛将在济宁举办。

济宁大力实施少儿曲艺传承发展工程

梨园雅韵进校园 传统文化兴起来

□记者 王浩奇 通讯员 王建通 王伟 报道
7月14日，在英雄王杰牺牲53周年之际，王杰的故

乡——— 金乡县建成王杰广场。
新落成的王杰广场是原金乡体育广场，于2017年9月开

始改造提质，今年7月14日落成开放。广场分为地上广场和
地下停车场，地上广场面积15000平方米，地下停车场面积
10005平方米，停车位327个。地上广场共分为运动健身区、
中心广场区、王杰雕塑区和生活休闲区四个部分。

□记者 吕光社 王浩奇 报道
本报济宁讯 近日，济宁市出台《“蓝

黄红牌”督查奖惩办法》（以下简称《办
法》），明确了担当负责、干事创业的鲜明
导向，提高各级执行力和落实力，严厉整治
干部不担当不作为问题，确保市委、市政府
重要决策部署和重要事项、重点项目、重点
工作高效推进、按期完成。

《办法》规定，对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
署和省委、省政府及市委、市政府工作要求
不传达贯彻、不检查督促落实，对市委、市
政府决策部署和重要事项、重点项目、重点
工作提出的要求和目标任务落实不到位，对
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错失解决有利时机的，
对督办后整改不力或不予整改落实的等多种
情形，将对有关单位和责任人进行督查问

责。对单位的问责方式有检查和通报，对责
任人的问责方式有通报、诫勉、组织调整或
组织处理和纪律处分。督查问责程序包括：
催办，催办两次后仍落实不到位的给予“黄
牌”，受到两次“黄牌”后仍不落实、推诿
扯皮或弄虚作假的给予“红牌”，受到两次
“红牌”后仍久督不办、置若罔闻的由纪检
监察机关、组织部门或有管理权限的党组织
依据有关规定，对相关责任人给予组织调
整、组织处理或纪律处分。

督查问责严格执行“三个区分开来”的
要求：把在推进改革中因缺乏经验、先行先
试出现的失误和错误，同明知故犯的违纪违
法行为区分开来；把上级尚无明确限制的探
索性试验中的失误和错误，同上级明令禁止
后依然我行我素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

把为推动发展的无意过失，同为谋取私利的
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

《办法》还明确了督查奖励规定。对完
成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和重要事项、重点
项目、重点工作行动迅速、措施得力、成绩
显著的，工作中勇于创新、表现突出，高效
率、高质量、超额完成任务的，工作受党中
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表彰奖励的，工
作中做出较大贡献或重大贡献的等情形，对
有关单位和责任人进行通报表扬，给予嘉
奖、记三等功、记二等功等督查奖励。办法
还对督查奖惩与年度考核结合、与干部任用
结合、与办公经费奖金结合、与文明单位和
学习培训外出考察相结合等督查结果运用作
出严格规定。

济宁实施“蓝黄红牌”督查奖惩办法

2 0 0 7年 7 月 2 4
日，田家炳先生 (左
一 )到曲阜市田家炳
小学参观访问，了解
学校发展情况。 (资
料片)

【释义】那是一个时候，这又是一个时候。指形势不

同了，情况也随之改变。

【出处】《孟子·公孙丑下》：“孟子去齐，充虞路

问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闻诸夫子曰：君子

不怨天，不尤人。’曰：‘彼一时，此一时也。五百年

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

彼一时，此一时

画说孟子
成 语 篇


	13-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