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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快报

本报 12 月 2 日讯(记者

王琳)2 日，记者从市妇
联了解到，潍坊市第三期
妇女社会地位调查已展
开。到本月 15 日前，为问

卷实际调查期间，调查员

将按照住户清单入户，户

内抽人后进行面对面问卷

调查。

据了解，从 1990 年开
始，全国妇联每隔 10 年组

织一次中国妇女社会地位

调查，今年是第三次。此

次调查将涉及妇女健康、

教育、经济、社会保障、

政治、婚姻家庭、生活方

式、法律权益和认知、性

别认知与态度九个方面。

第三期妇女地位调查展开
在 4 个县(市区)抽 500 人以上作为调查对象

本报 12 月 2 日讯(记者

赵磊)潍城区公安分局为

居民楼免费安装防盗刺、防

爬管，分别在松园子小区和

双合街小区试安装。2 日，

记者采访了解到，在这两个
小区进行试验后，会逐步推

广至全区。

2 日下午，记者在双合

街小区看到，居民楼外的下
水管道上，披了一层“外

衣”。在距离地面大约三米

半的位置，裹上了一层半弧

形的铁皮管，长度大概在五

米左右。自从 11 月中旬安

装防爬管之后，至今未有一

起入户盗窃案。防爬管外面

很滑，小偷抓不住，也就没

法爬上去了。

松园子社区也准备安

装防盗刺。防盗刺材料是不
锈钢，安装在居民窗台外

侧，长度大约一米半，根据

窗口的长短有所增减。

居民楼安装防盗刺、防爬管

首次试点两个小区，以后将逐步推广

本报 12 月 2 日讯 (记

者 周锦江 通讯员 冯
宝春 刘兴成)2 日，记者从
潍坊市林业局获悉，潍坊对

企业进行划分，并对普通企
业、工矿企业、产生有害气
体的企业下绿化指标，绿化

覆盖率最低需达到 25%。

据了解，普通企业绿化

覆盖率需达到 30% 以上，绿

地率需达到 25% 以上；工矿

企业绿化覆盖率达到 25%

以上，绿地率达到 20% 以

上；产生有害气体及污染较

重的工矿企业设置防护隔
离林带，绿化覆盖率不低于
35%，绿地率不低于 30% 。

2010 年建设绿化示范

镇(街道)20 处，绿化示范村
(社区)100 个，绿化示范企
业 1 0 0 家。到 2 0 1 5 年，

80% 以上的镇村与企业达

到绿化示范镇村与企业标

准。

潍坊促镇村企业绿化
覆盖率最低需超 25%

1984 年 4 月 2 日

是个令人难忘的日

子。这一天，很多从
地球的西半边和接近
南北极的人们，怀着
朝圣的心情来访问风
筝的故乡，把他们的
创造、向往、爱恋，

一齐抛上潍坊的蓝

天。 20 多年过去了，

潍坊国际风筝节从一

个单纯的民间工艺美

术旅游娱乐活动发展

成为一个影响力巨大
的盛会。首届潍坊国

际风筝节是怎样发起
的？潍坊又是如何成

为国际风筝之都的？

这些，值得我们去回
味和纪念。

首届风筝会诞生始末
首届潍坊国际风筝会开幕式27 年前，一次偶然的机会让时任工艺美

术所所长的孙立荣将风筝会从遥远的西雅图

留在了潍坊。 27 年后， 84 岁的孙立荣早已

退休在家。在与本报记者的交谈中，孙立荣

娓娓道来了那些关于风筝会的往事，并对潍

坊风筝未来的发展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记者：当年您是如何想到要筹办风筝会

的？

孙立荣：谈到风筝会的发起，就不能不

提到当时任美国西雅图市风筝协会主席的大

卫·切克列先生。 1983 年，他来到了中国，

当时大卫先生被造型精美的潍坊风筝所深深

吸引，已经有了举办风筝会的打算，只不过

当时他希望将举办地设在他的家乡西雅图。

经过我们的努力，最终成功地说服了大卫先

生，把风筝会留在了潍坊，后来潍坊就成为

了国际知名的“世界风筝都”。

记者：您如何看待风筝对于潍坊的影
响？

孙立荣：应该说，风筝会的成功举办，

实现了传统艺术与现代经济的结合，促进了

潍坊的改革开放，带动了经济建设和旅游事

业的发展，提升了潍坊的国际知名度，现在

潍坊已经与上百个国家与地区建立了文化交

流关系和经贸合作关系，潍坊走向世界，风

筝是功不可没的。

记者：如今的风筝会与最初几届相比有
了哪些变化？

孙立荣：风筝会这么多年，变化真是很

大，第一届风筝会是由政府拨款，民间筹备

组织，是一次纯粹的民间艺术活动。后来走

向了市场化运作，风筝会经过了 27 个年头走

到现在，已经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商业化路

子，在扩大了风筝会本身影响力的同时，也

失去了当年那种，人们纯粹为交流艺术而从

四面八方赶来的艺术追求。现在的风筝制作

工艺也越来越简化，失去了最初那种精雕细

琢的精神。

记者：现在的风筝工艺不如以前了吗？

孙立荣：可以这么说，当年艺人们把千

姿百态的自然景物，纳入到风筝制作之中，

经过一番去粗存精、甚至变形夸张的加工，

使潍坊风筝逐步形成了造型生动、结构严谨

的特点。而后，随着艺人们的改行和继承人

的减少，风筝工艺正面临走向衰落甚至濒临

失传的危机。

记者：曾经是否也出现过这种危机？

孙立荣：是的，解放初期，制作风筝这

种传统产品的老艺人，多数都改行不干了，

风筝的传统制作手艺眼看就要失传。当年，

我们为此开始走街串巷、进厂进社，组织艺

人归队，为解决风筝制作后继无人的问题，

我们又提出创办一所工艺美术学校，培养专

业的传统工艺技术人才。当时我担任美术教

师，主要教学生画风筝的图案。通过几年的

努力，总算使潍坊风筝工艺得到了继续传承

下去的机会。

记者：您对潍坊风筝今后的发展有什么

期待？

孙立荣：还是要多培养一些风筝制作的

专业人才，让越来越多的人去研究风筝工

艺，把风筝最纯粹的艺术精神留住。从大卫·

切克列先生那时起，国外的风筝就一直致力

于创新，相比起来，现在潍坊的风筝水平并

没有太多提高，这也跟风筝艺人在逐年减少

有关。总的来说，潍坊风筝有一个很好的历

史和基础，希望有更多的专业人才来致力于

风筝的传承与创新。

把风筝最纯粹

的艺术精神留住
专访首届国际风筝会发起人孙立荣

本报记者 宋昊阳

来自上海的机缘

到近代，潍县已经成了国内外闻

名的风筝产地和市场，风筝飘洋过
海，被带到美国、日本当作艺术珍品
馆藏起来。新中国建立后，潍坊风筝

作为潍坊市的象征，更加受到当地人

民的珍爱和重视。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以来，潍坊

风筝的扎制工艺日臻高超和精致，然

而，潍坊风筝的魅力也仅仅局限于手

工制品本身，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

潍坊风筝的命运才出现转机。

1983 年 5 月，在上海举行的中国
出口商品交易会上，应邀参加表演的
28 只潍坊风筝引起了国内外观众的注

目。尤其是长达 50 米的龙头蜈蚣风

筝，更令人连连称奇。当时，赴上海
参加交易会的美国西雅图市风筝协会

主席大卫·切克列先生对潍坊的风筝

产生深刻的印象，会后，他专程来潍

坊订购了一批风筝带回美国。

也正是，这次大卫·切克列与潍坊

的亲密接触，意外把潍坊风筝推上另

一个国际舞台。

大卫·切克列的支持

1983 年 9 月 6 日，大卫·切克列

及夫人第二次来到潍坊。大卫·切克

列这次到潍坊，本来是想探讨在西雅

图如何办一次国际风筝会并准备邀请
潍坊人参加，没想到竟促成了潍坊国

际风筝会的举办。

大卫·切克列说，中国四大风筝

产地北京、天津、潍坊、南通，他都

去过，潍坊风筝最好！他把潍坊风筝

赞扬一番后，提出他正在考虑在他的

家乡西雅图举办一次国际风筝会，这
次前来，要听一听潍坊艺人们的意
见，如何办好这次风筝会，到时邀请
潍坊市工艺美术研究所组织一个风筝

队参加。

当时任潍坊市工艺美术研究所所

长的孙立荣反复琢磨，既然大卫·切
克列对潍坊风筝这么感兴趣，山东省

旅游公司也打算第二年在潍坊举办风

筝表演，为何不抓住时机在潍坊也办

个国际风筝会？孙立荣向大卫·切克
列表达了潍坊市工艺美术研究所难以
到美国参加大会的实际情况后，提出

了在潍坊举办国际风筝会的想法。

大卫·切克列听着介绍，一个劲
地摇晃头，思考了足足 10 分钟，随

后说：“我已和几个国家的风筝组织打

过招呼了，现在你们要把这一活动移
到潍坊举行，我的想法岂不落了空？”

看着大卫·切克列陷入了沉思，

想到他对各国风筝团体联系较多，这
方面的经验也更丰富，要在潍坊办风

筝会，还得争取他的支持。孙立荣就
说，希望大卫·切克列支持潍坊举办

国际风筝会。如果他在国内外的活动

需用潍坊风筝将尽量提供，如果派人

来学习制作技术，包教包会。

后来大卫·切克列放下烟斗说：

“潍坊风筝是代表世界最顶尖的水

平，如果潍坊风筝不能去西雅图参加

风筝会，那么我的风筝会也就失去了

举办的意义。”说到这里，他郑重地

说：“为了世界风筝艺人的友谊，潍

坊应当举办一个国际风筝会，我支持

你们办好国际风筝会！”

确定在潍坊举办国际风筝会以
后，孙立荣等与大卫·切克列又继续

协商，将举办风筝会的有关工作进行

了探讨和大体分工，并拿出了初步意
见。接着，双方又反复协商，最后确

定在潍坊举办国际风筝会的时间为
1984 年 4 月清明节期间，先办一届看
看，如果办得好，以后就继续举办。

首届风筝会筹备

随即，山东省旅游局将潍坊国际

风筝节列为 1984 年全省四大国际活

动之一，并以山东省旅游公司和潍坊

风筝协会的名义向国内外发出了于
1984 年清明节期间在潍坊举办风筝节

活动的消息，邀请各国旅行社和风筝

爱好者以旅游途径来潍参观和比赛。

1983 年 12 月 20 日，市外办、市总工

会、市二轻局、市文化局联合向市政府
写出《关于筹备〈潍坊风筝节〉的请示

报告》。12 月 29 日，市政府研究同意四

部门的请示报告，并成立潍坊风筝节

领导小组。至此，潍坊国际风筝节进入

筹备阶段。

经过精心筹备，1984 年 4 月 1 日

至 3 日，由山东省旅游局和潍坊市人

民政府联合举办的第一届潍坊国际风

筝会在市体育场胜利召开。市委书记

王树芳主持开幕式，市风协主席邹立

桂致开幕词。来自美国、日本、荷兰、澳

大利亚、英国、新加坡、联邦德国、香港
等 11 个国家和地区的 18 个团体共
185 人，与潍坊市的两个放飞队，进行

了放飞表演。放飞和展出的风筝达 74

个品种，备受外国友人的赞誉。日本著

名书法家梅舒适挥毫赞誉“风筝艺术

潍坊第一”。

确立风筝都地位

真是走出一步天地阔。第一届潍

坊国际风筝会的空前成功，实观了潍

坊人观念的大变化、思想的大变化、

行为的大变化。从此，每年 4 月初都

在潍坊市举行一届国际风筝会，规模

越来越大，规格越来越高，内容越来

越丰富。

1988 年 4 月 1 日，第 5 界潍坊国

际风筝会如期举行。来自 14 个国家

和地区的 21 个风筝代表参加了大会。

此次大会除了比赛风筝放飞外，竞选

世界风筝都也是重要内容。4 月 1 日

上午 10 时，在会议上美国西雅图风协

主席大卫·切克列宣读了《提议潍坊为

“世界风筝都”的倡议书》，潍坊被美

国、日本、荷兰、意大利等国的风筝界

知名人士推举为国际风筝都，并开始

筹备成立国际风筝联合会——— 这是第

一个由我国发起、组织并把总部设在

中国的国际体育组织。

今天，许许多多的外地人、外国

人谈起潍坊，便想到了风筝，而提起

风筝便想起风筝的故乡——— 潍坊。这

一点，颇似中国——— china 的关系。

的确，人们是通过风筝了解潍坊的，

是风筝带动了潍坊的起飞。

文/片由潍坊市档案馆提供

首届潍
坊国际风
筝会放飞
现场

大卫·

切克列夫
妇在杨家

埠感受潍
坊民俗

12 月 26 日，是中国最大的

家电连锁企业——— 苏宁电器创

立 20 周年的庆典日，其大手笔

感恩回馈的活动也早已酝酿成

熟。11 月 30 日，苏宁电器召开
全国新闻发布会，宣布将从 12

月 1 日起启动跨越整个十二月

的 20 周年盛典月全国大型促

销活动，会上公布了全月 100

家店面的开业计划、300 亿的跨
年采购计划、30 亿的整体让利

计划、220 款特供专供机型上市
计划、海内外、多渠道联动促销
计划、苏宁易购 48 小时超级折
扣计划和 200 万用户服务关怀

计划，同时还将联合深圳卫视
在北京、南京、深圳陆续举办跨
年演唱会，回馈消费者。

苏宁经过 20 年的创业发

展，从 10 几个人、200 平米的店

面起步，发展成为员工 15 万

人、营业面积 500 万平方的中

国最大的商业企业。苏宁电器
股份有限公司总裁金明表示，

12 月份是我司的庆典月，又有

圣诞、元旦等传统促销节点，苏

宁 20 周年盛典月开店速度之

快、促销力度之大、活动之丰

富、参与厂商之多、覆盖渠道之

广，均将创下苏宁 20 年营销史
的新纪录，12 月份也被打造成

中国家电消费的“苏宁月”。同

时苏宁也将继去年年底实现销
售规模行业绝对领先之后，在

这个盛典月实现销售规模和连

锁网络的双双领跑，奠定我司

行业领跑的绝对优势地位，开
启未来 20 年发展的新征程。

苏宁启动二十周年盛典月

打造“史无前例”促销季

潍坊百大建店 55 周年期间，金至尊珠宝在店庆期
间隆重推出了克拉钻潍坊地区巡展和珠宝设计获奖作
品巡展，巡展作品从设计理念和做工工艺上都代表了
业内的高端水平，巡展活动营造了浓郁的珠宝艺术氛
围，吸引了广大珠宝爱好者、收藏者的瞩目和观赏，11

月 27 日，潍坊一珠宝爱好者购买了此次巡展中价值 37

万元的 3 克拉钻戒一枚和价值 10 万元的 1 克拉钻戒
一枚。据悉此次售出的 3 克拉钻石是迄今潍坊市场上

售出的最大的钻石。

三克拉钻石 落户潍坊

日前，笔者到位于胜利西街的钻石大厦鑫源金店，发现

店外彩球招展，进到店内人声鼎沸，经采访得知，鑫源金店

正在进行 15 周年的店庆，举行多项优惠活动，千万元让利，

一次回报消费者。

鑫源金店 15 周年店庆截止到 12 月 5 日(本周日)，消费者

朋友们要抓紧最后两天时间！

鑫源金店 诚信经营 15 年

盛大店庆 感恩答谢消费者

日前，由山东卫视《天下
父母》栏目与广东骏丰频谱实
业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的“造福
健康 孝感天下”中国传统文
化大型论坛的筹备工作已在
北京和广州启动。本次论坛以
孝亲文化为主题，以党的十七
大提出的“弘扬中华文化、建
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为
指导，旨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论坛将于 12 月 10 日-12 日、

12 月 21 日-23 日分别在北京
和广州举行，届时全国 47 个
城市的 2000 多位爱心老人将
出席并分享众专家关于传统
文化的研究成果。此外，本次
论坛还将邀请各地的孝亲榜

样人物出席并做主题演讲。

本次中国传统文化论坛
主办单位《天下父母》是全国
唯一一个以弘扬中华民族传
统文化，“孝道和亲情”为宗旨
的电视栏目。栏目开播以来已
访问了 300 多个孝老爱亲、道
德高尚、无私奉献、感天动地
的人物，为促进家庭和睦、社
会和谐做出了积极的努力，受
到了各级党委政府的充分肯
定和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

孝亲文化构建和谐社会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

展，一系列家庭和社会问题日
益明显，普通百姓强烈渴求复
兴中华传统文化，国家和社会
各界也大力倡导中国传统文

化教育，呼吁“做有道德的中
国人”。“对一个民族来说，能
够传承的只有文化，经济等只
能作为文化传承的手段和支
撑。”全国政协委员、国际儒学
联合会普及委员会副主任凌
孜指出，“国歌中‘中华民族到
了最危急的时刻’，歌词随着
时代的变迁意义更加深远。传
统文化是民族生存的基础，我
们应该把它传承下去，而绝不
能在我们这个时代断了。”

百善孝为先，孝是中华传统文
化的精髓，原民政部副部长、

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会
长李宝库指出：“要构建和谐
社会，就必须大力弘扬孝亲敬
老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在

政协会议上，他指出：“孝道是
中华民族的珍宝，是调节代际
关系、实现家庭和睦、构建和
谐社会的一剂良药。”

此次中国传统文化论坛将与
两千位爱心老人一起探讨并
分享以《弟子规》和《孝经》为
核心的传统文化成果，促进

“身心和谐，家庭和谐，社会和
谐”， 让老人们成为中国传
统文化的推动者和传播者，将
中华宝贵的文化精髓传承给
下一代，在努力建设中华民族
共有精神家园中体现自己的
巨大价值。

孝亲文化开启爱心事业

新航船
论坛主办单位骏丰频谱

公司一直秉承企业的中国传
统文化建设，在企业内部组
织员工学习《弟子规》、《孝
经》等传统文化典籍，通过学
习孝亲典籍，继承和弘扬中
华孝亲传统文化。其“以传统
文化为核心的品牌再造”的
独特经营、管理和发展理念
获得了《天下父母》栏目的高
度认可。为此，该栏目将在骏
丰频谱设立“天下父母亲情
教育基地”，骏丰频谱以此为
契机，将孝亲为核心的中国
传统文化传递到社会的每个
角落，推动爱心传播事业，关
爱老人身心健康，构建和谐

的、健康的家庭，乃至整个社
会。

“家庭和企业是社会的
细胞，只有中国传统文化真
正融入家庭、走进企业才能
切实落地。”骏丰频谱公司总
裁陈险峰感言，“骏丰频谱一
直致力于爱心事业，以关爱
老人、推动家庭医疗保健事
业为企业的使命。将中国传
统文化融入企业，形成骏丰

独特的‘爱心’企业文化。今
年是骏丰频谱发展的第 21

年，我们将《弟子规》《孝经》

等中国传统文化全面融入到
企业的品牌新战略中，开启
骏丰爱心事业的新航船。”

今年，从上海世博会爱
心老人游览世博到全国十大
孝感瞬间评选，无不体现出
骏丰频谱以中国传统文化为
核心的高度的社会责任感。

月初，骏丰频谱公司在曲阜
孔庙举行孝心火炬取火仪
式，正式启动本次论坛。孝亲
火炬开始了跨越全国 47 个
城市的传递，以此燃起民众
心中孝心和爱心的“火种”，

充分体现出骏丰在全社会传
播和普及以孝亲文化为核心
的传统文化的决心。骏丰希
望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根基，

搭建一个更广阔的体现老年
人社会价值的平台，真正实
现“老有所为、老有所乐”的
孝道，推动以孝亲文化为核
心的传统文化构建当代“健
康和谐社会”。

造福健康 孝感天下
——— 骏丰频谱携手千名老人在京穗启动中国传统文化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