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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贾瑞君 李明 报道
本报东营讯 近日，东营市庆祝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暨建党九十八周年专
场文艺晚会在清风湖西门广场成功举办。晚
会在古筝合奏《爱我中华》中拉开序幕，整
场晚会以“党旗颂 中国梦”为主线，舞
蹈、戏曲、曲艺、歌曲、配乐诗朗诵等精彩
节目轮番上演，让现场观众乐享文化大餐，
博得了观众阵阵掌声。

此次晚会是东营市开展的庆祝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系列活动之一。记者从
东营市委宣传部获悉，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
周年，全面展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
就和干部群众奋斗追梦的良好精神状态，进

一步激发全市上下爱党爱国的真挚情感，全
市组织开展了30余项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系列活动，用多姿多彩的活动为祖国“打
call”。

以歌舞唱响祖国的赞歌。除了举行专
场文艺晚会外，东营市还开展了“进千村
乐万家”“欢乐黄河口”“情暖黄河口”
“我们的节日”等文化活动，并组织了
“我们的新时代”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70周年群众合唱大赛及我和我的祖国”
红歌快闪活动。

70年峥嵘岁月，中华大地旧貌换新颜。
一场场书画展、摄影图片展等，用书画和光
影镜头讴歌祖国70年来的沧桑巨变。近日，
东营市相继举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

周年中国东营黄河口诗会、廉政教育书画摄
影展、书法作品展、摄影主题展等系列文化
活动。其中，“美丽东营”美术精品展、黄
河口诗会、廉政教育书画摄影展目前均已完
成，书法作品展、《看东营》摄影展、微电
影大赛将于10月中旬起陆续举办。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自然少不了孩
子们的身影。各种形式的庆祝活动，也大大
激发起孩子们的爱国之情。东营市利用新学
期开学之际，组织了“开学第一课”教育活
动，组织各中小学开展“开学第一课”“我
爱祖国、同唱国歌”“同升一面国旗”等活
动。

同时，开展了青年文明号为祖国献礼、
“青春心向党、建功新时代”主题团日等活

动。9月6日东营市实验中学举行了2019年
“青春守护者”剧目展演启动仪式暨首场演
出活动。“我与祖国共成长·争做小小追梦
人”东营市少先队鼓号操大赛暨少先队礼仪
展示、青年文明号为祖国献礼、“我与祖国
共奋进——— 国旗下的演讲”“我是青年马克
思主义者”演讲比赛特别主题团日等活动正
在筹备中，全市各级团组织已策划活动50场
次。

此外，“巾帼心向党 礼赞新中国”群
众性宣传教育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
年”书画摄影剪纸大赛、红色电影展播、
“中国梦·新时代·祖国颂”百姓宣讲活动、
“我和祖国共成长”主题征文活动等一系列
庆祝活动也将近期在东营各地精彩上演。

□ 本报记者 李明
本报通讯员 谭 芳 李文华

9月23日，在广饶县大王镇幸福公寓二楼
的一间展厅里，一幅反映中国工农红军长征
途中“飞夺泸定桥”战役的大型木雕作品格
外吸引眼球。泸定桥上的红军战士们或伏
击、或弯腰、或吹号……形态各异，活灵活
现。而一侧的“新中国成立70周年 奋进新
时代”的展台上，赫然摆放着六尊家喻户晓
的英雄人物雕塑：罗盛教、杨靖宇、赵一
曼、刘胡兰、董存瑞、黄继光。这些人物也
都是由普通的木头雕刻而成，而且每一个人
物的造型都生动展现了他们的英雄事迹。

如此栩栩如生的木雕作品却并非出自专
业人士之手，而是敬老院里的张学忍老人历
时两年时间独自完成的。今年75岁的张学忍
是大王镇东张庄村人。虽然从小就喜欢画
画，但是由于当时条件不好，他只能自己摸
索着仿照书本上画。没有纸张，他就拿根小
棍在地上画，或者用烧火棍烧下的黑炭或木
炭在土墙上作画，甚至捡到的脸盆底都被他
用来当做画板。“1976年的时候，每天都要
到生产队劳动，趁着干活的间隙，我就尝试
着在木头上刻东西，慢慢地也就喜欢上了木
雕。”张学忍介绍，那时候没有工具，他就
利用现有的材料自己制造，然后一边琢磨一
边雕刻，作品也越来越有模有样，形成了自
己的风格，并孜孜不倦地将这个爱好延续到
现在。

2008年，一直孤身一人的张学忍住进了
大王镇幸福公寓。“在公寓里生活条件很
好，管吃管穿管住，啥也不用操心，清闲下
来就更想创作点作品。”张学忍说，刚开
始，为了不打扰其他老人休息，利用中午或
晚上的时间，他躲到一个仓库里敲敲打打、
雕雕刻刻。后来，公寓领导发现了老人的这
项才艺，就积极帮着收集资料，提供原料鼓
励老人创作。2014年，大王镇新建的幸福公
寓投入使用，老人们搬进了“新家”。这
时，张学忍发现院里还有部分装修剩余的木
头、泡沫等材料，他如获珍宝，将这些材料
清理收集起来，后来便成为他创作作品的
“原料”。

在张学忍的心中，一直有个“英雄情
结”，对战争年代涌现出的英雄人物特别崇

拜，所以他决定创作一组众所周知的战争英
雄，从构思设计到选材、刻制，再到后期人
物衣服、配饰的制作和上色，都是张学忍老
人一人完成，这对于背有些驼、耳朵有些
聋、说话都有些不清楚的老人来说，着实不
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我从小的梦想就是从事和美术有关的
工作，现在老了还能坚持梦想是一件很幸福
的事情。”张学忍说道。凭借着对梦想的追
求，张学忍整整花费了两年的时间终于完成
了这些战争题材作品的创作。今年恰逢新中
国成立70周年，幸福公寓里的舒适生活让张
学忍对党和国家充满了感激之情，所以他决

定将这些作品作为献给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
礼物。“这些人物都是为祖国作出过贡献的
英雄，我雕刻他们一是感恩他们的奉献，二
是感谢公寓工作人员的关怀照料，让我老年
生活过得舒心!”张学忍笑着说。不仅在木雕
方面坚持创作，张学忍同样没有间断过绘画
创作。展厅的西侧摆放着一组油画作品，泰
山青松、骄阳荷花、艳丽牡丹……构图精
妙，颜色鲜艳，让人不得不赞叹老人的美术
功底。

张学忍作品的完美呈现离不开大王镇幸
福公寓的支持，不仅专门腾出房间作为作品
展示的展厅，而且购置了颜料、刻刀等用

具，制作了工作台和展示台，让老人享受创
作的过程和成果。“我们十分重视老人们在
文化生活方面幸福感的提升，充分利用功能
室和大区角开展曲艺表演、书画、雕刻、串
珠、剪纸等活动，满足老人的个性和特
长。”大王镇民政办主任、幸福公寓院长贾
明霞介绍，公寓倡导“让老人享受有尊严、
快乐的养老生活”的文化养老理念，以开展
形式多样的文化活动为载体，以“精神愉
悦”为目标，开展多种活动，在每年的春
节、九九老人节等大型节日，组织文艺联欢
会共庆节日，增强了老人们的获得感、幸福
感和成就感。

□记 者 贾瑞君 李广寅
通讯员 苏 倩 报道

本报东营讯 随着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
临近，东营市垦利区永安镇占地300余亩的巨
幅稻田画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观赏。
原来，这片稻田里色彩不同的水稻秧苗组成
的“我爱我的祖国”以及“黄河入海 我们
回家”画面到了最佳观赏期。

9月21日，来自泰安市东平县的范思久和
家人游览过黄河口生态旅游区后，在当地朋
友的带领下来到了巨幅稻田画所在地。“在
观景塔下面看这些稻田，和普通的水稻无
异，登上三楼之后才发现这片稻田画真美，
登上最高点更有型了。没想到在这里也能一
览北京天安门的壮观。”范思久一家人站在

观景塔最高层，不断用手机记录眼前的一
切。

据了解，稻田画的呈现需要先设计好要
展示的图形，利用3D技术和透视规律调画，
再根据设计种植不同品种、有着不同颜色的
水稻，以展现立体透视效果相结合的稻田图
画。

“我爱我的祖国”主题画作由8种颜色的
水稻组成，作画面积约94亩，画面由天安
门、长城、五星红旗、和平鸽等中国元素组
成，天安门上红旗迎风招展，画面中长城渐
远渐隐、气势磅礴，在绿色背景上描绘出一
幅壮丽河山图；画面下方配有“70我爱我的
祖国”文字，表达了中华儿女对新中国成立
70周年的美好祝福。“黄河入海 我们回

家”主题画作由6种颜色的水稻组成，作画面
积约142亩，画面由黄河、旭日、白云、仙鹤
等元素组成，旭日初升，黄河蜿蜒入海，展
现了东营市的标志性景观；画面下方配有
“黄河入海我们回家”文字，向人们展示了
东营新的城市名片和打造黄河入海文化旅游
目的地的发展决心。

对于这片稻田成为热门话题，主办方东
营市一邦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
理李卫香将其归结为爱国主义情怀以及对乡
村振兴的信心。“借助我们的万亩生态稻
田，以巨幅画的形式把爱国主义传达给游
客，让游客在游览的过程中进一步培养爱国
主义情操，加深对农旅融合的认识。”李卫
香告诉记者，他们以特色农业为支撑，把稻

田画作为吸引点，建成了集亲水休闲、户外
运动、文化体验为一体的农业综合体，并在
综合体内修建了观景塔、观景廊道、停车场
等基础设施，以此吸引游客。在扩大黄河口
大米知晓度的同时，也提升了区域的品牌价
值，将农业产业与乡村休闲旅游相结合，凝
聚了人气，带动了周边相关产业发展。

稻田画景区成为新晋“网红”，也是垦
利区打造全区全域旅游进行的“旅游+农业”
的一次成功尝试。如今，特色农业在垦利搞
得风生水起，郝家镇的葡萄采摘节、垦利街
道的桃花文化旅游节、东营市现代渔业示范
区的赶海拾贝节……这些活动开展的同时，
宣传的是特色的农业品牌，也在一步步为垦
利的乡村振兴增添活力。

□记者 李明
通讯员 玉梅 洪岩 文华 报道
本报广饶讯 当前大棚蔬菜正是换茬期，广

饶县大王镇菜农明其武却没闲着，正忙着浇棚整
地，为一个月后栽植幼苗做好准备。大王镇是远
近有名的蔬菜之乡，这里的农民靠着种植蔬菜大
棚发家致了富，可在以前，却吃尽了“路难走”
的苦头。“这条路以前坑坑洼洼没法走，老百姓
种的西红柿，本来长得挺好运到市场后就不新鲜
了，眼看着很好的西红柿却卖不了高价。”明其
武说。

“晴天一身土，雨天两脚泥”是过去这条路
的真实写照。2013年，村里开始修缮村路、生产
路，土路变成水泥路，菜农们纷纷称赞这是一条
致富路。“大伙看这条路修的多好，路两边儿的
种棚户打心眼里高兴。咱的柿子运出去，摘出来
啥样就是啥样，客户也很满意。”明其武指着现
在平坦的生产路，高兴地说。

要想富，先修路；农村没有路，致富有难
度。新中国成立70年来，广饶县向着中国梦在通
往幸福的路上坚实迈进，把农民致富的思想之路
铺到心头上，把农业转型的理念之路修到田间
里，把农村变美的发展之路通到家门口，为这一
方百姓铺筑起了一条条康庄大道。

早在1991年，广饶县就在全国率先实现了柏
油路“村村通”，2003年起，该县又开始着手打
通断头路、建设连村路，让路“串起来、联起
来、环起来”，构建农村交通网络。崔寨村是当
地重要的西红柿生产经营集散地，从事购销生意
十几年的玉桂蔬菜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韩玉桂
向记者介绍，生意之所以越来越红火，多亏了农
村道路的巨大变化。“旺季的时候一天收购柿子
20多万斤，全国各地都来这拉，有跑上海的、有
跑东北的。这公路修得很宽，直接通到市场，停
车也方便。”

在广饶农村，当初从种一个棚尝试，到现在
管理三四个棚的菜农比比皆是，形成了一定规
模，把小小西红柿做成了富民大产业，纯朴的菜
农在苦和累中收获着丰收的喜悦。他们说，这幸
福生活有“路”的一份功劳。“种柿子一人都种
着三四个棚，种一个棚的很少了，种一个棚卖钱
少，越种多了越挣得多。形成一个很大的规模
了。附近崔寨、吕道口、韩庄这些村种棚的都比
较多，都集中在这里，为啥呢？路好走了，运输
也方便。”韩玉桂说。

近年来，广饶县把农村公路建设管理作为贯
彻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在“四好农村路”
建设上实现了新的跨越发展。目前，全县农村公
路总里程达到1813 . 9公里。其中，县道99 . 9公
里，乡道452 . 5公里，村道1193公里，专用道路
68 . 5公里，公路密度达到173公里/百平方公里，
通乡连村的农村道路支脉网络基本建成。

路好走了，农村“活”了。日益完善的农村
公路，为农村插上了腾飞的翅膀，农民的生活越
来越有奔头，钱袋子也越来越鼓了。2018年，广
饶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0109元，高出全省
平均水平3812元。从去年开始，广饶县计划利用
三年时间对县乡公路全面升级改造，确保三级以
上县乡公路通车里程达到60%以上，向着“既把
农村公路建好，更要管好、养好、运营好”的目
标不断前进。

从坑洼的土路、到柏油路“村村通”，再到
如今全面推进“户户通”，从缺吃少穿到迈向小
康生活，可以说，道路建设见证了农业农村发展
的沧桑巨变。

农村公路离农民越近，封闭和贫穷就会离百
姓越远。下一步，广饶将以创建全国“四好农村
路”示范县为契机，进一步完善农村公路路网结
构，力争到2020年底，实现县乡三级及以上公路
比例达到60%，中等以上公路保持90%以上，为
振兴农业、服务农村、造福农民提供有力的交通
运输保障。

好戏连台唱 倾洒爱国情

东营系列活动庆祖国70华诞

垦利“绘出”巨幅祖国主题稻田画

75岁农民张学忍红色题材木雕献礼国庆

□ 本报记者 李明
本报通讯员 徐思雨 孙孟建

这些天，广饶县供销社退休职工刘希贞
和老伴纪秀美掌握了一项新技能——— 移动支
付，不管是在菜市场还是超市，移动支付带
来的便捷都让他们感慨万千。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从凭票购物到如今
的超市、网络购物，从商品短缺到现在的极
大丰富，从单一的“凭票购物”到现金支
付、手机支付，现如今又进入了“人脸”支
付时代，支付方式点点滴滴地改变，衣食住
行方方面面地在提升。一系列的转变，不仅
让老百姓的消费体验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也
让人感叹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们的生活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见证时代的变迁。

提起“粮票”，很多年轻人对它已十分
陌生，但凭粮票、油票、布票等购买生活必
需品，却是刘希贞和老伴纪秀美难以忘怀的
记忆。“这是粮票，分不同面额和不同使用
区域的，有壹市斤、半市斤、壹市两，还有
能在全国使用和山东使用的。还有布票、油
料、烟票等种类很多，面额也大小不等。”9
月20日，刘希贞拿着粮票介绍。

刘希贞刚到供销社上班时，工资也就几
十块钱，当时单位里每个人每个月供应半斤
肉、半斤油和28-35斤粮票，糖票、烟票和
白酒票到过年的时候才会有，有的时候有钱
也买不到所需要的生活物资。

“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物资非常贫
乏，生产能力也很差，所有商品特别是生活
必需品都是计划供应，实行统购统销。生活

必需品都凭票供应，有钱还有票才能买
到。”刘希贞说。

谈到粮票的故事，纪秀美插话说：“我
就在二杂公司的一个门市部，我在那里干营
业员，那时候卖货有柜台，我们在柜台里
面，往外递货。”

纪秀美翻出自己往昔工作时的照片，指
着其中一张照片，开始讲述：“这张照片是
就我在日用杂品批发部的工作照，就是位于
现在的县医院北门那个地方，批发一些日用
品，包括铁锅、钟表等等，再后来增加了电
视、电冰箱。”

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二十世纪八
九十年代市场经济浪潮吹遍广饶大地。广饶
县的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农副产品和工业产
品大幅增加。刘希贞说：“分田到户，家庭

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很大程度上激发农民生产
积极性，生产力也快速发展，市场供应越来
越充足，20世纪90年代以后，粮票、布票等
票证开始逐步退出舞台，人们用钱可以直接
买，有钱就能买到东西。”

2001年，广饶县东泰超市开业，老百姓
购物选择的空间也逐渐多了起来，逛超市成
为当时时髦的象征。纪秀美开始担任东泰超
市收银员：“东泰超市开业时，人很多，大
家都能现场自己挑选想要的商品，有统一的
收银台，人们用现金直接购买。”

在这日新月异的新时代，刘希贞老两口
感叹手机支付“飞入寻常百姓家”的便利，
“刷脸”支付又悄然来到。在广饶县一些超
市内，自助支付机器中的“刷脸支付”让大
家购物付款更加方便、快捷。

刘希贞老两口“买和卖”的变迁

■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 东营看亮点 通畅乡路
铺就康庄大道

□记者 王晶 万兵兵
通讯员 巴晓霞 报道
本报东营讯 “我们家的苹果个又大，口感

也甜，不信你尝尝。”9月21日上午，在东营市
河口区义和镇梁家村苹果批发市场，52岁的梁连
岐逢人就笑呵呵地夸自己的苹果。有村民打趣
道，“老梁，你这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看
来今年收成不错。”“那是必须的啊，这苹果丰
收了，意味着我的好日子就来了。”梁连岐说。

在河口区2019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上，红
彤彤的苹果、嘎嘣脆的冬枣、诱人的葡萄、鲜活
的鱼虾、肥美的大闸蟹……丰收大集上，带着泥
土气息的农副产品丰硕饱满，售卖产品的农户热
情好客，前来游玩的游客愉悦欣喜，场面熙熙攘
攘，好不热闹。“之前，我们村产的苹果尽管个
头大、质量好，但销售渠道少。通过这次丰收
节，我们的苹果和农副产品卖出了一大部分，果
农们真正得到了实惠！”义和镇梁家村党支部书
记高荣德看到丰收大集上火爆的销售场面，脸上
笑开了花。

不少像梁连岐这样的贫困户通过苹果种植走
上了致富的道路，家里孩子小需要上学，妻子由
于类风湿，没有办法下地干活，家里的重担全都
落在了梁连岐一个人的肩上。2018年，村里在了
解到他的情况后，让他跟着出去考察、学习，对
他进行指导，教他如何对果树科学的管理。“虽
然今年台风“利奇马”对苹果的收成有影响，估
计会减产30%左右，但是保守估计也在三四万斤
左右吧，我这个贫困的帽子也摘下来了。”梁连
岐解释道。“今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我祝愿祖
国能够像我这一个个的苹果，红红火火，越来越
多的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据了解，本次丰收节以“产业融合助力乡村
振兴，油地携手共建美好家园”为主题，以乡村
振兴、油地共建、产业融合、农商互联为抓手，
组织开展农民庆丰收、成果展示晒丰收、社会各
界话丰收、全民参与享丰收、电商促销促丰收等
各具特色的活动，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
际，也借助“十一”小长假，吸引更多的游客来
采摘，进一步提升农村农民风貌，推介河口当地
优秀农产品和优秀企业。

河口农民
庆丰收

□杜双全 李广寅 报道
近日，东营市垦利区举行迎国庆系列活动，与国旗同框，向祖国告白成为时尚。图为9月21日，该区第二实验小学学生在“我和国旗合个

影”展板前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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