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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聊城

聊城市光明眼科医
院为进一步推进“讲文明

树新风 聊城因你而
文明”主题教育实践活
动，使全体职工自觉树立
良好形象，提高综合素
质，形成“人人讲文明、
处处现文明”的人文环
境，进一步推进医院素质
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工
作。

医院开展培育文明
风尚活动，开设社会主义
荣辱观和法律法规知识
大讲堂，并结合医院工作
实际，开展丰富多彩的文

明礼仪宣传教育活动，以
公民道德的基本要求规
范医院干部职工的日常
行 为 ，使 懂 礼 貌 、知 礼
仪、重礼节、讲道德在医
院蔚然成风。

医院着力革除干部
职工陋习，以党的群众路
线教育活动为契机，结合

“ 聊 城 因 你 而 文 明 ”活
动，各科室教育引导干部
职工充分认识不文明行
为的危害性，自觉查找自
身不文明行为，并及时改
正。医院开展精神文明创
建活动，通过氛围营造、

舆论引导、教育培训、活
动实践等方式，加强职工
思想道德教育，不断强化
干部职工诚实守信意识
和文明服务意识。医院通
过集中优化整理活动，创
造整洁卫生、有序安全的
工作环境；营造人人动手
治理环境，人人爱护环
境，保护环境的良好氛
围 ，创 建 出 了 整 洁 、清
新、有序、规范、和谐、文
明的工作、服务环境。

医院大力建设、挖
掘、培育光明文化内涵，
满足干部职工日益增长

的精神文化需求。在光明
人真抓实干、务求实效的
人文精神基础上，广泛开
展职工文化活动，进一步
繁荣职工业余文化生活，
丰富光明文化建设内涵，
提高光明文化建设品位，
树立光明文化建设品牌。

“聊城因你而文明”活动
的开展，凝聚了医院职工
的精神力量，创造出了实
在的文化氛围，对医院工
作的开展产生了无形的
巨大推动力，相信聊城会
因我而文明。

(刘东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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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级镇：村委换届选举与计生工作“两不误”

阳谷县七级镇认真践行
党的群众路线，在紧锣密鼓
地开展好村级换届选举各项
工作的同时，时刻绷紧计生
工作这根弦，采取“三个强
化”，做到村级换届选举与计
生工作“两不误”。

强化自身素质，严把候
选人资格关。筑牢廉洁思想
防线，七级镇组织党员干部
和计生专干部认真学习上级
严肃“两委”换届选举工作纪
律通知等相关精神，给他们

“敲警钟”，提前打好“预防
针”把好换届“人情关”。

强化宣传引导，提升服
务效能。加强计生政策宣传，
利用召开村组干部会、党员
会、群众代表会等时机，大力

抓好计生政策法规宣传工
作，做到与村委换届工作同
研究、同部署、同落实，坚决
落实计生“一票否决制”，积
极化解矛盾纠纷，确保把问
题解决在基层，确保换届期
间社会稳定，营造良好选举
环境。

强化基层基础，对薄弱
环节狠抓整改。稳定计生干
部队伍，做好各村计生专干
思想工作，保证组织、人员落
实到位。坚持做好计划生育
月调度和日常监测，保持人
口计生工作声势和力度，坚
决杜绝换届选举期间，少数
干部放任自流、麻痹松懈，提
高群众满意度。

栾学广

郭屯镇：村委换届期间计生工作不放松

当前，村委换届选举工
作正在紧锣密鼓地开展。针
对换届选举期间计生干部思
想情绪不稳的实际，阳谷县
郭屯镇采取有效措施，确保
换届期间计生工作力度不
减。

强化基层基础工作。对
村委换届选举期间各村人口
计生基层基础工作开展一次
全面梳理 ,认真查找存在的
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狠抓
整改，修订完善村规民约，实
施计生契约化管理，严格考
核奖惩，以扎实的工作和优
质的服务换取群众对计生工
作的理解与支持。坚持做好
计划生育月调度和日常监
测，保持人口计生工作的声

势和力度，坚决杜绝换届选
举期间少数干部放任自流、
麻痹松懈，提高群众满意度。

做好新老交接，严把档
案资料交接关。利用村委换
届选举机会，加强计生工作
人员培训管理，使他们的思
想不受换届影响，计生工作
不放松，为加强计生工作规
范化管理，认真进行核对、登
记、验收工作，做到责任到
人、督查到位，将加强所有的
计生台账、卡片等资料做好
核对、登记和监督交接工作，
确保以后的计划生育日常工
做到“村不漏组、组不漏户、
户不漏人”，确保计生工作队
伍的稳定性和连续性。

张欣

七级镇强化计生服务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
活动开展以来，阳谷县七级
镇采取“三个提升”，强化计
生优质服务。

提升优质服务能力。七
级镇始终坚持打造一支“能
服务、会服务、服务好”的计
生队伍，加强计生队伍建设，
对计生干部开展集中和以会
代训等多种形式培训，提高
其为群众服务的技能，同提
升计生系统整体服务能力。

提升优质服务方式。变
被动服务为主动上门服务，
围绕优生优育、避孕节育、生
殖健康三项重点服务内容，
开展了入户见面随访、电话
随访活动，及时为群众送政
策、送知识、送健康、送服务。

利用节假日、周末等有利时
节进行生殖健康知识宣传，
把孕前优生检查列入常态化
工作，充分利用检查治疗仪
器，免费为育妇诊治。

提升优质服务内容。将
优质服务向健康服务拓展，
加强对提高育龄妇女生殖健
康知识的宣传，增强妇女自
我保健意识，利用新闻媒体、
宣传折页、热线电话等，使新
婚夫妇能从多种渠道获得生
殖保健、孕期保健、优生优育
知识。除常规的孕情、环情检
查之外，从健康教育、健康体
检着手，开展育龄群众生殖
健康讲座，大力普及优生知
识，提供优生优育指导。

栾学广

刻刻在在戏戏楼楼牌牌坊坊
上上的的故故事事传传说说

图为古城西一处新建的牌坊。 本报记者 凌文秀 摄

11月08日，职业技能大赛
在聊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广场盛大开幕，交运汽车派出
了会计电算化、计算机、维修
工、电焊工、漆工5个工种的13
位选手、10名啦啦队参加了开
幕式。

本次职业技能大赛由聊城
市委组织部、市财政局、市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总工会等
12个部门联合主办，旨在通过开
展技能竞赛活动，建立岗位练兵
和技术比武的长效机制，为优秀
技能人才脱颖而出搭建平台。总
经理尉万平非常重视本次大赛，
任命工会主席孟凡国同志为负责

人，要求各部门主管全力配合做
好人员选拔工作，力争在大赛取
得好成绩。交运汽车将文件在公
司QQ群、公开栏中张贴发布，让
广大职工了解具体情况，做好大
赛的宣传动员工作。明确参加的
项目、人数及岗位，号召广大职工
在会计电算会、计算机、汽车修
理、电焊、漆工5个方面参加大赛。
并以大赛为契机，在各个岗位做
好练兵计划，紧紧围绕“提升技能
水平，实现跨越赶超”的大赛主
题，鼓励广大干部职工立足岗
位，钻研业务，提升技能，更好地
为经济建设和企业发展服务。

王艳玲 孔祥娥

交交运运汽汽车车重重兵兵参参加加

聊聊城城市市22001144年年职职业业技技能能大大赛赛

20世纪30年代的聊城城关街道上，经常能看到一些高大
雄伟的戏楼、牌坊和大影壁，每一处都有自己的故事。

东关大街北“铃铛湖”曾称“小丁家坑”，据传这是明朝皇
帝朱棣封赏给明朝一位御史丁志芳家眷的。而这位丁志芳正
是因为反对朱棣夺了自己侄子朱允炆的皇位而被杀。聊城的
忠臣祠、丁家坑便源于这段历史传说。

本报记者 凌文秀

“以前，戏楼多是大庙的一部
分，它和庙门连体，门向外，戏台向
内。人们进庙要从戏台下通过。”区
政协文史研究员高文广介绍，这些
戏楼在庙会或庆典时便唱戏三五
天，白看不收钱。戏台有一丈多高，
人们站在台下仰着脸看戏。

“老府院，被人们叫转了音，叫
成了‘老虎院’。”古城区老居民、今
年74岁的韩庆云回忆，路东院内有
一座戏园子叫聚乐戏院。整个院子
用苇席搭成，戏台有一米多高，台
下摆放一排排的木质大连椅，整齐

舒适，另有包厢茶座，夏天还有毛
巾擦汗。夏天的时候，毛巾在院子
里满天飞。看戏不是买票而是扔钱
进场，门口放一个大箩筐，一人站
在箩筐旁边，观众掏出钱来让这个
人看过，再把钱扔到筐里便被允许
进场。演出剧种多是京剧和河北梆
子。演出时间最长的是李家班，班
主李长业。曾有一段时间因角色不
全，在一出戏中，一人唱京剧，一人
唱河北梆子，这叫“两搭勺”，这可
忙坏了拉弦子的。

万寿观戏楼是一个宣传抗日

动员群众的场所，聊城重要集会都
在这举行。民族英雄范筑先是山东
省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兼鲁西北
抗日游击队总司令，并且还担任聊
城县的县长，驻扎在城内楼西大
街。他的政治部人员都是抗日英
雄，多数是共产党员。下属文工团
专演话剧，当时人们称话剧为文明
戏，不敲锣鼓，用管弦乐器伴奏。剧
情以现代生活展开；以动员抗日救
国为目的，演员个个胸怀杀敌激
情，竭尽所能把戏演得有声有色，
感人至深。

“封建时代的牌坊有很多
种，从清代两部县志上看，城
里大街小巷及东关都有不少，
有的街上甚至有十几座。有的
彰显功名，如进士坊；有的炫
耀官职，如大廷尉坊、御史坊；
有的显示家族荣耀，如八世科
第九代恩光坊；有的褒扬德
行，如孝行坊、贞节坊等。”高
文广介绍，贞节牌坊是旌表节
妇烈女用的，全用长条大石扣
接而成，高宽各近三丈，高大
雄伟，气势恢宏，建在十字路
口，行人必须从它下面通过，
让人们羡慕、敬佩、怀念。在那
重男轻女的封建时代，提倡

“失节事大、性命事小”。在每
一座贞节牌坊后面，不知流淌
过多少眼泪。

大影壁是遮挡大门门楼
用的，建在门里的称影壁，建
在门外的称照壁，高大雄伟，
气势不凡。它就是一段高墙立
在门内外，把行人的视线隔
断，免得人们看到门内的情
景。它们高3米左右，下以青砖
砌1米多高的基础，用青瓦封
墙顶。两端也以青砖包边，中
间填砌土坯，白灰抹皮，也有
用红土涂成红色的，很坚固、
很威武。影壁证明这一家户大

人多，声名显赫，有过不少峥
嵘岁月和光荣事迹。

“聊城东关南郊外营园子
前面，有个长达10米的影壁，
论大，它是聊城影壁之最。”高
文广介绍，民国十年左右，驻
聊“山东混成第四旅”在此杀
了一个据说有通匪嫌疑的张
团长。商号大院内也多有影
壁，上书文字，各具寓意。古楼
西转角处文星当铺的大门里，
以山墙为影壁，写着一个红色
的“当”字，有一丈见方，特别
醒目。东关路北有一家澡堂，
影壁上有“雅观园”三个字。著
名药铺“怀德堂”、“益寿堂”大
门内影壁都写的是“云深处”。
意为此处若云烟缥缈之仙境，
名贵药材、“神药仙丹”应有尽
有。

县衙门口的照壁，位于楼
西大街路南，与衙门隔路相
对。它并非独立建筑，而是依
赖住户的后墙装饰而成。民国
初年，聊城县政府布告均在此
张贴。1933年，聊城县长孙桐
峰亲笔在照壁上书写了山东
省主席韩复榘制定的《为政箴
言》。这个照壁到20世纪70年
代还存在，“文革”中书写过

《毛主席语录》和政治口号。

忠臣祠丁家坑记录忠义故事

戏楼多是庙宇的一部分

众多过街牌坊个个有故事
今年74岁的古城区老居民陈

保荣介绍，丁志方是聊城明朝洪武
十八年(1385)进士，曾任吴桥县令，
后升迁至御史。公元1394年，朱元
璋驾崩，传位给孙子允炆。朱元璋
的四儿子燕王朱棣起兵造反，在建
文四年夺了自家侄子的皇位。当时
丁志方坚持“忠臣不事二主”，誓死
反抗朱棣，在南京木末亭被杀害，
被杀时42岁。

到了明万历十七年(1589)，巡
抚上奏想给丁志方、铁铉、陈迪、胡
子昭、高巍、王省、郑华建祠，并祀
为“七忠烈”。聊城因此修建了“忠
臣祠”。

“忠臣祠”俗称“丁家祠堂”，面
临东关大街，东西宽20米，南北长
约1 0 0米。门楼高大 (配有木栏杆
门)，门坎高，大门既高又宽且厚。
1947年聊城解放后，“忠臣祠”的神
龛被拆除，祠堂一度被改用于小学
课堂及扫盲夜校。20世纪60年代中
期，依当时城市规划，将整个祠堂
及附属建筑全部拆除。

“除了忠臣祠，还有个丁家坑
跟丁志芳有关。”陈保荣介绍，有的
说丁志芳被杀时，死尸不倒，血流
成一个“忠”字，人头落地时竟发出
一个“坑”字音。朱棣听说后很有感
触，下旨把丁志芳故土的一个大水

坑封赐给丁家，东关街南面的这片
水坑就叫了“丁家坑”。还有个说法
是，皇帝感丁志芳忠勇，想抚恤丁
家家属，赏赐前问丁氏家眷：“东昌
府什么大？”家眷回答：“东昌府的
坑大。”于是皇帝说：“那就把坑赏
给你吧。”

丁家坑北临东关路南街，南至
羊使君街东首，西至米市街，整个
坑呈南窄北宽的梯形，面积又大水
又深。据传，东关大街南北之坑及
柳园一带的坑都属丁家所有，东关
大街北“铃铛湖”曾称“小丁家坑”，

“柳园坑”曾被人盗卖，不过这些都
是传闻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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