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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德州

关注

书法作品义卖有了首批认购人

喜喜欢欢丁丁兴兴才才书书法法可可登登门门求求字字
本报7月21日讯(记者 董传同)

丁兴才书法作品义卖正在进行
中。7月23日，本报将组织第一批认
购人员去丁兴才先生家中求字。认
购完成后，认购人不但可以获得丁
兴才先生亲笔签发的认购证书，还
可获赠纪念作品一份。

7月29日，是《今日德州》创刊三
周年纪念日，从7月17日起至29日，

本报联合中国文艺家联合会副主
席、山东羲之书法院艺术顾问、著名
书法家丁兴才先生，举行丁兴才书
法作品义卖活动。活动启动以来，书
法爱好者和收藏人纷纷来电求购。

“不会买到赝品吧？”电话中，有
人担心会购买到仿制的丁兴才书法
作品。为了保证作品的质量，消除大
家的疑虑，本报征得丁兴才先生的

同意后，决定带认购人一起到丁兴
才先生家去求字。认购人既可以选
择购买丁兴才先生已经创作完成的
作品，亦可以让丁兴才先生现场创
作。第一批认购人将于7月23日上午
集合，一同前往。

为了回报认购人的爱心，本报
将向认购人发放认购证书一份，证
书由丁兴才先生亲笔签发。丁兴才

先生说，为了鼓励大家，他可以再向
认购人赠送纪念作品一份。

据了解，根据当今权威杂志《中
国书画收藏投资行情》评定，丁先生
书法作品定价为每平方尺1500元
(不含小楷书)，并标明升值空间很
大，可大量收藏。此次义卖，丁兴才
先生决定将作品计价标准定为每平
方尺500-1000元。

丁兴才作品义卖继续进行。义
卖款项将由本报收集后，通过妇
联、慈善总会等机构捐助给留守
儿童、贫困难大学生等困难群体。

只要一份付出，您不但可以收
藏上乘的书法作品，亦可以收获热
心公益的好名声。请赶紧参加我们
的活动吧，详情请咨询15965987369
或2600000。

7月17日，本报联合著名书法家丁
兴才先生举行作品义卖活动受到业内
人士的广泛关注。不少书法爱好者、书
法家纷纷要求参与义卖活动。经过筛
选，本报决定再推出三名书法家、一名
画家参加活动。三位书法家和一位画
家，都愿意以低于市场价格义卖自己
的作品。义卖款项将通过相关机构捐
助 给 困 难 群 体 。价 格 详 情 请 咨 询
15965987369。以下为他们的资料(书法
家按年龄排名)。

杨海容，1939年出生，原籍山东乐
陵。现为山东省高校书协理事，德州书
法教育研究会副主席。曾发表文学理
论、美学、书法论文三十余篇。主编过

《百首诗歌解析》、《教师美育学》、参编
过大学教材《美学概论》等。其中《书法
艺术的美学初探》获省级一等奖。幼承
家学，追踪二王，遍临诸家，形成其独
特风格，潇洒流畅，俊逸刚健。近年用
功小楷，吸收《张猛龙》、《张玄墓志》，
颇具情绪。多次参加全国以及省市展
览，并获奖。其作品远播欧美、日本及
东南亚等地。

张坤，1960年出生，山东济宁人。其

酷爱书法，工作之余，尤其热衷行草艺
术，其作品多次在国内外参加获奖，得
到社会各界好评和认可。现为中国国
家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书法学会理
事、中国书画名家协会会员。业内人士
一致认为其作品笔墨精深，极易独特
大胆创新，创意独到。

石同侠，1 9 6 9年出生，山东乐陵
人。中国楹联学会会员、中国国学研
究会会员、山东省书法家协会会员、
山东省青年书法家协会会员、德州兰
亭书法院院长。尤其擅长小楷，小楷
书法《洛神赋》荣获国际优秀作品
奖。

毕四刚，1967年出生，山东夏津
人。自幼师从著名国画大师齐白石得
意弟子毕颖之先生，为入室弟子。现为
德州市书法家协会会员、山东省楹联
艺术家协会会员、中国国画家协会理
事、中国艺术研究院文研中心研究员。
毕四刚书画皆精。工绘花卉虫鸟，尤为
画竹见长。所书隶书高雅古朴、端庄俊
美；所书启功体，尽显启功书法潇洒、
飘逸之风韵。其书画作品多次参加国
内外书画展览并屡屡获奖。

“阿姨，找您钱，三块七。”
“叔叔您要点什么？”21日上午8
时许，在黑马农贸批发市场蔬
菜零售区的10号摊位上，一个
扎着马尾辫的小姑娘在帮着妈
妈一起卖菜。

小姑娘叫刘凡，今年只有
10岁，家在河北与山东交界处
一个叫小赵村的地方，开学后
该上五年级，是家里最小的孩
子。今年暑假，她第一次来菜
场帮妈妈卖菜。“城里毕竟不
比村子里，以前她小，我不放
心带她来，怕一不小心丢了。”
刘妈妈说，今年她哥哥也到外
地上学了，刘凡一个人在家也
不行。

虽然是带来了，但妈妈还
是要不停地嘱咐小刘凡别乱
跑。刘凡的活动范围就集中在
了这个菜市场周围。“除了这一
片我没去过别的地方，也不认
识路，走不了太远。”好动的小
姑娘也还听话，生意多，就帮妈
妈一起卖菜收钱，没什么生意
的时候就在摊位里安静地坐
着，大大的眼睛四处张望，观察
着周围往来的人们。

刘凡很喜欢跳舞，“儿童节
晚会的时候别人都是一个人跳
一个舞蹈，就我一个人跳了俩
呢。”说起这个，刘凡特别骄傲，

但也有点难过，“假期我也想去
学跳舞，但是妈妈说家里没钱
让我去。”妈妈说：“我也知道她
想学跳舞去，但是那些个辅导
班都挺贵的，我们家里也没这
个条件，就没让她去。”

但刘凡显然不甘心，“我长
大了想当个舞蹈家，不管家里
让不让我学，我都要自己去试
试看。”刘凡说，平时玩的时候

就喜欢跟小伙伴一起跳舞，现
在放假了同学们也不怎么在一
起玩了，一个人挺没意思。

12时许，母女俩买了几个
包子，就算是一顿午饭了。刘凡
的哥哥也在上学，姐姐大学刚
刚毕业准备工作，家里的负担
不小。“现在我们只要保证让她
吃饱饭、身体健康，其他的也不
敢抱什么希望，就看她自己的

了。”吃过饭，没什么生意做，刘
凡就骑着自行车围着菜市场转
悠，一圈又一圈，或者自己找个
栏杆什么的压压胳膊压压腿，
看那架势，有模有样。

“每天在这其实挺没意思
的，但是也没有办法。”这个菜
市场里也没有跟刘凡一样大的
孩子，看来这个暑假小刘凡注
定要一个人度过了。

骑骑车车围围着着菜菜市市场场
转转了了一一圈圈又又一一圈圈

本报7月21日讯 (记者 贺莹
莹 通讯员 崔志恩 王斐斐)

近日，夏津县对今年上半年新增57
户低收入家庭发放廉租房补贴共
计46170元，并陆续发放到廉租户
手中。

根据有关规定，夏津县廉租住
房的保障面积标准是以户为单位
确定，具体标准是：1人户保障面积
为25平方米；2人户35平方米；3人
户45平方米；4人及以上户50平方
米。补贴标准为每月3元/平方米。

按照“随申请、随受理、随审
批、随发放”应保尽保的原则，去
年，该县有320户低收入住房困难
家庭享受到了房屋租赁补贴54 . 5
万元。经过半年多的努力，今年上
半年该县新增符合条件的家庭57
户，补贴资金46170万元。去年以
来，该县已累计向377户符合条件
的家庭发放廉租住房租金补贴近
60万元。

本报7月21日讯(记者 刘振
通讯员 杜兴堃) 21日，记者

从德州市发改委获悉，禹城市计
划生育服务站项目近日落实上级
无偿资金100万元，目前该市三个
计生服务站项目共计落实无偿资
金220万元，项目将更好地满足市
民对计生服务的需求。

德州禹城市计划生育服务站
项目落实中央预算内投资6 5万
元，省预算内配套投资35万元，合
计落实上级无偿资金100万元。这
是“十二五”以来，德州落实的上
级无偿资金最多的计生服务项
目，也是德州落实的第三个计划
生育服务站项目，三个项目共计
落实上级无偿资金220万元。

四四位位书书画画家家
加加入入义义卖卖行行列列

在生意忙的时候，刘凡就帮妈妈卖菜。 见习记者 宫凯悦 摄

夏津>>

廉租房发放补贴

禹城>>

计生项目获资金

丁兴才先生作品。 本报记者 马志勇 摄
陵县>>

查处570起假案

本报7月21日讯 (记者 孙婷
婷 通讯员 林红来 ) 今年以
来，陵县工商局开展整顿和规范
市场经济秩序、打击侵权假冒工
作。上半年，全县工商系统立案查
处 各 类 案 件 5 7 0 起 ，涉 案 金 额
145 . 39万元，办结案件535件，涉
案金额129 . 74万元。

今年以来，全局共查处食品
违法案件15起，查获各种假冒伪
劣食品超过120多公斤，有力地震
慑了食品造假贩假行为。

陵县工商局先后开展了商业
贿赂、房地产市场、成品油市场等
专项整治行动，查办商业贿赂案
件2起、房地产违法案件2起、成品
油案件6起，涉案金额达到50多万
元。同时以汽车销售与维修、通
信、物业为重点行业全面开展了
合同格式条款整顿规范工作。

本报记者 李明华

本报见习记者 宫凯悦

县域快讯

不一样的暑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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