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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聊城

要闻

一件上好的玉器，当具备三
点：玉质要好，做工要精，包浆
要足。津沽才子赵子玉，天资颖
悟，苦心孤诣，凭一支长锋纵横
挥洒，料中意外，渐成气候。观
其人书境界，正所谓君子如玉
也。

万物都出自然，百工皆有天
赋。书家赵子玉，自幼聪慧，倾
心文墨，醉情笔翰，于书艺犹能
心领神会，正天生一段难解难分
的翰墨情愿。心既通，目既随，
待捉管运意，手起笔落，果然好
字！中法度，有新意。先就露出

了天生好料、此才可造的资质。
许多人苦写一生，却难成气候，
往往是材质所限。只能成匠，终
非是家。可见才气之要。恃才方
能傲物，有恃方能无恐，如此方
能敢打敢拼，杀出一条血路。子
玉先生握谨怀玉，富有才华，有
所成就也属必然。此即玉质之
美。

玉不琢，不成器。良工需要
好玉，好玉也需要良工。中国书
法 三 千 年 ，积 淀 深 厚 ，流 派 纷
繁，给后世流下了太多的参照，
既开辟了道路，也堵塞了道路，

后人欲求突破，须纵行历代，遍
干诸侯，先以古为师，再以古为
敌，知其有而得其无，方能推陈
出新，脱颖而出。从技艺层面上
说，书法是笔墨的艺术，乃率意
真情诉诸点画的技巧表达，没有
三十年功力，休提书法艺术。传
统不能丢弃，高山大川不能绕
行，只有继承而穿越一条路。有
人不愿下此苦功，急功近利，以

“丢”和“绕”为能事，尚未到大
门，就从院墙外绕至后门，说是
入了堂奥且出了堂奥。此等投机
取巧者，时下多如过江之鲫。欲

成大收获，须下真功夫。熟能生
巧，巧而生拙；绚烂之极，归于
平淡。这是古今一致的正途。子
玉先生深谙此道。数十年来，他
以古贤墨池笔冢之精神为烛照，
潜心钻研，伏身耕耘，究魏碑，
追汉隶，寻根以振叶，求源以扬
波。并自颜鲁公、何绍基一路飞
下，得其神髓，形成自己篆隶盘
带、草行掩映、高古险峻、痛快
淋漓的独特风貌，此即做工之
精。

书法同时，赵子玉又长于篆
刻。这也是正道。中国书法历来

是软硬兼施、刚柔并济。甲骨钟
鼎 ，木石纸 帛 ，既 有 毫 楮 之 柔
美 ，又 有 金石之 刚 丽 。印 学 一
科，蔚为大观，自古至今，从来
就没有示弱过。篆刻一途，当属
书法之一脉。盖书法有以笔为刀
者 ，亦 有 以 刀 为 笔 者 ，刀 笔 纵
横，刀笔驰骋，可谓明月清风一
丈外，金戈铁马方寸间。子玉先
生早年师从徐蝦龄学习篆印，而
今正苦思精进，冲出自家趣味。
毫楮金石互相体悟，以求笔下出
刚健，刀中生婀娜。这一点，子
玉先生当然更有心得。

君君子子如如玉玉
——— 观赵子玉先生其人其书

张晨义 (泰安市作家协会副主席)

市直及驻聊单位招商引资工作调度会召开

2266个个单单位位提提前前完完成成招招商商任任务务
本报聊城10月9日讯(记者

张跃峰 ) 9日上午，聊城市委、
市政府召开市直及驻聊单位招
商引资工作调度会。根据会上通
报的情况，截至9月份已有26个
单位提前完成全年招商任务，10
个单位招商引资工作没有取得
实质进展。

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
任林峰海主持会议并做重要讲
话，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忠林对
相关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市政
协主席金维民、市人大第一副主
任汪文耀等市级领导参加会议，
副市长张璇宇宣读了《关于2013
年1-9月份市直及中央省属驻聊
企业招商引资情况的通报》。

根据通报，今年以来，特别
是市委十二届四次会议以来，市
直及驻聊单位按照市委、市政府
的统一部署，把招商引资作为跨
越赶超的首要任务来抓，领导带
头、全员发动，全市招商引资取
得了显著成绩。截至9月底，各单
位在谈、协议、合同、开工招商项
目共408个，计划总投资900多亿
元。

已有26个单位提前完成全
年招商任务，分别为市总工会、
市油区办、市规划局、市住建
委、农发行聊城市分行、市经济
合作局、中国联通聊城分公司、
市市政公用事业管理局、市委
市直机关工委、市金融办、市检

察院、市教育局、市委办公室、
市国土局、市人社局、中国电信
聊城分公司、建行聊城市分行、
市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办公
室、市公安局交巡警支队、市政
府办公室、市公路局、市国资
委、市贸促会、人行聊城市中心
支行、华夏银行聊城支行、市机
关事务管理局。

通报指出10个招商引资工
作没有取得实质进展的单位，分
别是市盐务局、聊城出入境检验
检疫局、中国人寿聊城分公司、
太平洋财险聊城中心支公司、太
平洋寿险聊城中心支公司、泰康
人寿聊城中心支公司、天安保险
聊城中心支公司等。

本报聊城10月9日讯(记者
李军) 10月10日上午8点58分，
聊城市第二届运动会开幕式将
在市体育场举行，开幕式包含大
型全民健身展演、场内火炬传递
和主火炬点燃等。想看开幕式的
市民，可按志愿者指引自选空位
进场观看，上午7点开始入场，8
点半截止。

市二运会以“激情市运、奋
进聊城”为主题，开幕式分为大
型全民健身展演、裁判员运动员
入场、场内火炬传递和主火炬点
燃等环节。其中，全民健身展演
有武术团体操、太极拳、健身气
功、队列操、广播体操、花环健身
操。展演结束后，将举行开幕式
仪式，包括国旗、会旗、运动员、

裁判员入场等。第三部分为“放
飞梦想”，包括扇子健身舞、健身
腰鼓、健身球、体育舞蹈、摩托车
队、自行车队、轮滑队入场和运
动员一起进行欢庆展演。

开幕式本着节俭朴实的原
则，参演人员来自机关、企业、学
校、社区和社会团体，参与总人
数近5000人，充分体现了市二运
会全民参与的办赛宗旨。整个开
幕式大约持续两个小时，开幕式
结束后，将举行田径和拔河比
赛。10月14日比赛项目全部结
束，15日将在体育馆举行颁奖仪
式和闭幕式。

想看开幕式的市民可自行
到达体育场，按照志愿者指引
进入指定区域自找空位入座，

早上7点开始入场，8点半前按
要求全部入场完毕。进入体育
场要服从工作人员的统一安
排，入座后不得随意走动，不要
乱扔垃圾、纸张、饮料瓶和矿泉
水瓶等物品，要文明观看开幕
式，自觉遵守会场秩序，爱护公
共体育设施。根据有关要求，比
赛场馆全面禁烟，请市民不要
吸烟。

据悉，市二运会共设10个大
项、186个小项，金牌291枚，其中
有八个大项在市体育公园举行，
部分比赛项目已先期举行，武
术、台球、围棋、中国象棋、乒乓
球等项目已经结束，足球、篮球
和羽毛球比赛正在进行中，市民
可到体育公园观看。

市市二二运运会会今今天天开开幕幕
想看开幕式的市民，须按志愿者指引自找空位

市检察院：

将招商作为“一把手工程”

市检察院把招商引资作
为“一把手工程”来抓，成立
了工作领导小组，并明确了
具 体 项 目 的 目 标 与 工 作 措
施。为提高招商引资项目的
履约率和成功率，确定了“意
向项目抓洽谈，洽谈项目抓
签约，签约项目抓开工，在建
项目抓效益”的招商引资推
进工作思路。

具体工作中，主要领导
亲自抓招商，党组成员人人
担任务。同时，将招商引资任
务完成情况纳入年底绩效考
核，作为评价领导班子和领
导 干 部 工 作实绩 的 重 要 依
据。

市国土局：

全局动员主动出击抓招商

市国土局将招商放在工
作的首要位置，实施全局招
商战略。局里的县级干部以
身作则，率先垂范，多次到深
圳、上海、江苏、东北三省等
地招商，并利用私人关系、老
乡关系吸引外商；中层干部
积极参与招商引资工作，与
老同学、老战友多方联系，掀
起了全局招商、人人招商的
高潮。

与此同时，大幅消减和
下放行政审批事项，建立招
商用地绿色通道，营造了良
好氛围。

市总工会：

发挥优势全力招商求跨越

市总工会充分发挥工会
自身优势和各级劳模的示范
带头作用，以亲情招商、友情
招商、乡情招商、以商招商、以
企招商和工会系统招商为载
体，推动招商引资工作全面开
展。

为动员各级劳模发挥好
示范带头作用，市总工会召开
专题动员会。与此同时，还聘
请商业信息丰富的专家和领
导为招商引资顾问，邀请企业
家来聊城考察投资。

市住建委：

创新机制全力开展大招商

市住建委把招商引资列
入全面工作的重中之重，成立
了以一把手为组长的大招商
领导小组，明确党组书记靠上
抓招商，并抽调精干人员成立
了招商办公室。

与此同时，还通过奖惩考
核来激发干部职工的招商引
资热情，严格实行责任追究制
度。对各科室的招商成果进行
周统计、月调度，定期通报。

实行“评选树优”一票否
决制度，对完成任务的科室或
人员，优先列入各项“评选树
优”的评比对象，并给予物质
奖励，超额完成任务的给予重
奖。

市人社局：

创新思路拓宽招商渠道

劳务输出是市人社局的
一项传统亮点业务，还有着
与一线城市以及大批知名企
业联系密切的优势。为此，市
人社局在招商引资工作中充
分利用深圳、北京、上海 3个
劳务输出外派机构，在经济
发达地区进行“一线蹲点”招
商。

同时，把100多万外出务
工人员作为招商引资的宝贵
资源，建立优秀外出务工人
员信息库，积极为他们返乡
创业穿针引线，力争掀起外
出务工人员“返乡创业潮”。

市人行：

周密部署谋求招商大作为

人民银行聊城市中心支
行多形式、广范围引导金融系
统积极行动，谋求金融招商大
作为。为确保招商引资取得实
效，人民银行聊城市中心支行
创造性地落实跨境人民币投
融资政策，利用境外资金缓解
了企业的资金困难。

同时，还联合相关部门
全力支持招商银行、潍坊银
行、莱商银行等辖外金融机
构来聊城设立分支机构。

本报记者 张跃峰

招商引资任务
是这样完成的

在9日上午召开的市直及驻聊单位招商引资工
作调度会上，市检察院等6家提前完成全年招商任务
的单位进行了典型发言，其典型做法值得推广。

9日上午，聊城召开市直及驻聊单位招商引资工作调度会。 本报记者 张跃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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