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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1日，由中国国际贸易促
进委员会化工行业分会主办的第
六届中国新型肥料展览会(即CAC
展会)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隆重
开幕，共有来自国内外300多家企
业参展。鲁西集团作为国内最大的
化肥企业参加此次展会。鲁西化肥
集团总经理姜吉涛、国际贸易部部
长张文参加展会。

鲁西集团此次展位共计133平
方米，是整个展会最大的参展商展

位。在展位中央放置的LED展示屏
幕上循环播放集团中英文宣传片，
展位左侧的四个样品展台摆放了
鲁西化肥的不同产品。在右侧的客
户接待区，参展工作人员细致地向
参观客户介绍公司推出的鲁西硝
基肥、水溶肥、新型尿素等各种新
型肥料相关知识，并热情解答客户
提出的各种问题。宏大的展位、独
特的设计、专业的讲解吸引了大批
参展商和观众驻足参观。

中国石化联合会原会长李勇
武特地来到鲁西集团展位，对鲁西
集团产品给予了高度评价。
展会当天共接待国外客户约50家
(东南亚地区的国外客户居多)，国
内客户20余家。期间分别与韩国现
代公司、台湾水平生技化肥集团、
新西兰SUPERIOR公司、巴基斯坦
ALIAKBAR公司等进行了交流，
并初步达成今后合作的意愿。

(建伟 周慧)

鲁西集团参展第六届中国国际新型肥料展览会

3月11日，聊城市企业联合会
维护企业合法权益法律指导委员
会会议在鲁西集团召开，聊城市企
业家协会顾问孙福亮、会长路广
业、鲁西集团公司董事长张金成等
领导参加会议。

会议期间，市企业联合会顾问

孙福亮介绍了企业联合会的组织
机构、人员构成以及协会的职责，
重点介绍了成立企业联合会维护
企业合法权益法律指导委员会的
重要意义。

路广业会长表示，将充分发挥
法律指导委员会的职能作用，做好

普法教育和维护企业合法权利，保
持维权渠道的畅通，委员会将积极
提供帮助，服务好企业。

随后，各委员先后发言讨论了
如何更好的发挥法律指导委员
会 的 作 用 ，积 极 维 护 企 业 的 合
法 权 益 ，并 表 示 在 自 己 的 工 作

职 责 范 围 内 ，积 极 支 持 和 帮 助
企 业 ，为 企 业 的 发 展 创 造 良 好
的条件。

最后鲁西集团公司董事长张
金成对企业联合会维护企业合法
权益法律指导委员会给予企业的
帮助和指导表示感谢，详细介绍了

企业的基本情况、业务板块构成和
未来的发展方向，并表示在企业的
实际运行过程中，公司将积极借助
委员会的力量，为企业的发展提供
司法保障，确保企业的健康稳定发
展。

(贠建伟 柳青)

聊城市企业联合会维护企业合法权益法律
指导委员会会议在鲁西集团召开

传承山东快书快板，冠县一曲艺迷设“课程超市”

义义务务在在四四所所学学校校开开曲曲艺艺课课程程

“纵观校园安全事故，
其背后是学习压力、家庭
压力、交往压力，是同学矛
盾、青春悲愁，师生矛盾，
预防、杜绝安全事故必须
做过细的工作，消灭在萌
芽状态……”新学期伊始，
聊城二中召开安全工作专
题会议，集中探讨校园安
全的预防与处理。

据聊城二中相关负责
人介绍，安全工作是所有
工作的底线。忽视安全，认
为不会出事，是对学生不
负责任，是对家长不负责，
对学校、对个人不负责任，
安全意识要时刻悬在头
上。为了把安全工作落实
到实处，学校强化学校带
班、年级科室参与的综合
治理制度，定员、定岗、定
时、定则，并把综合治理情
况纳入考核。

在日常工作中，学校

还发现规则解决不了根
本，必须开展多样的思想
工作。为此，学校积极发挥
拓展训练、励志教育、心理
咨询、主题班会的教育作
用，在各种教育活动中培
育积极人格。不只以学习、
以成绩论成败，而是用多
把尺子评价学生，丰富学
生评价标准，让人人找到
自信，人人找到方向和目
标。

鼓励科室、年级、班级
讲团队精神，通过丰富多
彩的校园活动让学校真正
成为阳光明媚的地方，教
师学生不愿意离开所处的
团队。高度重视对教师和
职员的管理，要求每位教
职工在自己的岗位上身先
示范，树立每个学生都是
人才的观念，用博大的情
怀做好学生教育工作。

(张金福)

聊城二中从源头抓安全

在活动中培育积极人格

虽非科班
因喜爱走上曲艺道路

在冠县谈起李贵才，无论是否
喜欢曲艺，不少人都知道这位多才
多艺的老先生。然而，今年已经52岁
的李贵才并非曲艺科班出身，而是
毕业于山东农业大学畜牧专业。据
其介绍，与曲艺结缘完全是凭着一
份执着的喜爱之情。

上大学期间，李贵才偶然遇到
了一位师兄。对方纯熟的鸳鸯板技
艺和精湛的唱功吸引他爱上了山东
快书，从那以后他就借用这位师兄
的一对铜板练习起来。没想到，一个
月后他表演的山东快书《踹被窝》在
山东农业大学流传开来，并在当时
一度引起了学校师生的轰动。

首次表演收获的成功极大地鼓
舞了李贵才，从此两块铜板引导他
走上了曲艺的道路。哪怕毕业以后
他并没有从事文化方面的工作，而
是被分配到冠县农牧良种场工作。
利用工作之余的时间，他四处求教
曲艺方面的学习，广泛学习多种表
演艺术，并且学一样爱一样。

如今的李贵才不仅擅长山东快
书，他的快板也打得炉火纯青，笛
子、口琴、电子琴也是拿过来就能演
奏，口技、变脸、魔术都能“玩上两
手”。2013年10月份他带领冠县非遗
项目赴韩国进行了为期9天的文化
交流，并把他的口技也搬上了荧幕
并受到好评。

尽管如今已经不是年轻的时候，
可李贵才学习的精力却丝毫没有减
少。每天早晨5点钟，他都会准时起床
练习山东快书和快板。在家里的门上、
墙上，随处可见李贵才贴的快书和快
板唱词。对此，李贵才说现在记忆力不
如以前了，不多练习容易忘词。

人尽其才
县里专门为他调岗位

工作30年来，李贵才虽然一直
热爱曲艺，可本职工作也一点儿没
落下，而且还因为出色的工作成绩
被提拔为冠县畜牧局副局长。

后来，当看到现在许多年轻人对
传统曲艺不感兴趣甚至不屑一顾时，
他非常痛心，于是决心要在传统曲艺
的发扬和传承上尽自己一份力量。为
了不误人子弟，后来还想方设法拜名
师。李贵才托人介绍认识了山东快书
高派第二代掌门人张明东。由于早年
没有受过正规训练，李贵才多年来说
快书一直用灵活的右手打鸳鸯板，而
正确的打板方式是用左手。加上他年

纪较大，张明东一开始不同意。李贵
才没有放弃，他一有时间就向张明东
请教技艺。张明东有午睡的习惯，经
常睡到下午3点多，李贵才就在门外
等到老师醒来再敲门。他仅用了三个
月的时间就改变了自己多年来错误
的右手打板习惯，开始用左手打板。

为了更好的锤炼自己实现“两
门抱”，能扮演两种不同行当的角
色，李贵才还拜在著名快板书表演
艺术家张志宽先生门下学习快板。
可是快板书的说唱必须用普通话表
演，和很多他这个年龄段的人一样，
李贵才的普通话并不好。为了展现
原汁原味的快板书，他决心重新学
习普通话。为此，他的车里放着儿童
读物《弟子规》、《三字经》等及一本
词典。他说，平时一有时间便会对照
着拼音学习普通话。

在学艺的同时，李贵才经过多方
奔走于2012年组建了冠县曲艺协会，
得到许多曲艺爱好者的支持。冠县是

“千古奇丐”武训的故乡，为了传颂武
训的事迹，也让山东快书这门传统艺
术注入新活力，李贵才和原冠县文化
局副局长任金光共同编写了长篇山
东快书《武训传》，现已基本完稿。

李贵才在曲艺方面的努力，还得
到了冠县相关领导的关注。为了更大
地发挥他在这方面的才能，2013年3月
份，在尊重他意见的基础上，县里将李
贵才从县畜牧局调到县文化局，专门
从事他喜爱的曲艺工作。

传承推广
走进学校义务开课程

在工作岗位调整之后，有了时
间等方面的便利，李贵才开始考虑
曲艺人才的培养和传承问题。最初，
他打算在一些学校物色好苗子加以
培养，在这个过程中却发现，不少孩
子跟他一样也非常喜爱曲艺表演，
而想学习却不好找地方。

为此，李贵才开始应冠县一些
中小学校长的请求，适度调整了自
己的最初想法。从2014年2月份开
始，相继走进冠县第一实验小学、武
训实验小学、桑阿镇中学、东古城镇
民生希望小学等4所学校，开始义务
讲授山东快书、快板等曲艺课程。

这些学校中，除了冠县第一实
验小学位于县城之外，其他学校都
远在各个乡镇。每次授课时，李贵才
都是开着私家车前往，不仅不让学
校管饭讲完课就往回走，而且还婉
拒了学校支付“交通油费”的提议。

曲艺课程开起来之后，李贵才
基本上每周都要往返这些学校上
课，几所学校往返一次就得上百公
里，这一年多时间坚持下来，他光油
钱就搭进去了不少。李贵才说这个
事不能光算经济账，主要的还是培
养了一批喜爱曲艺的学生。

如今这些学校固定跟着李贵
才学习山东快书、快板等曲艺课程
的学生、老师已经有近百人之多，
其中不少人已经能独立进行表演。
他所教的学生中，冠县实验小学的
吴磊、王万松不仅合作表演的节目
在当地赢得欢迎，而且与李贵才师
徒三人合作的节目，还登上了聊城
一些全市类的晚会的舞台。

由于第二天要去冠县柳林镇的两所学校上新学期的第一堂课，3月15日虽然是周末，李贵才却
没能休息，而是精心备了一天课。为了传承山东快书快板等曲艺项目，冠县这位年过五旬的老曲艺
迷，从去年2月份开始应冠县一些中小学校长的请求，相继走进了4所学校义务开设曲艺课程，几乎
每周都要开着私家车往返数百公里上课。

3月13日，在高新区许营镇李楼小学，许营市场监督管理
所的工作人员，通过知识讲座、假冒伪劣食品展示等向学生
宣传食品安全常识和不合格食品的感官鉴别方法，培养大家
健康饮食习惯。 本报记者 张跃峰 通讯员 徐长春 摄

为丰富大学生课余文化生活，使广大学生体验社会
实践的魅力，聊城大学数学科学学院部分学生自发组成
实践队在学校附近的街区开展了名为“民间寻‘宝’”的社
会实践活动。 本报记者 张跃峰 通讯员 初玉雯 摄

课余时间，李贵才在与学生交流打快板的相关技巧。

本报记者 张跃峰 通讯员 申洪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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