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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日照

身边

五莲县松柏镇文化站长王刚 14 年工作乐此不疲

无无意意间间挖挖掘掘出出白白云云宫宫的的传传说说

五莲县松柏镇，位于县城东 12 公里处，座落在鲁东南
第一高峰马耳山南麓。紧靠风景秀丽的国家级森林公园九
仙山风景区，吕街路与 334 省道呈十字状纵横穿越，恰处青
岛至临沂和日照至诸城的交汇点。

松柏镇境内山清水秀，人杰地灵，具有浓厚历史文化
底蕴。白云宫的传说，就是被五莲县松柏镇文化站长王刚
无意间挖掘出来。

马耳山的传说

被列为市级非遗

五莲县松柏镇，被马耳
山、九仙山、寨山三山环抱，森
林覆盖率达 63% 。镇驻地北 1

公里处有中型水库一座，常年
蓄水量 1200 万立方米以上，水
资源丰富，生态优良，兼有齐
长城遗址，又是五莲县委的诞
生地和大众日报社的起源地。

自汉末以来，五莲大地流
传着众多的神话传说。位于松
柏镇的马耳山主峰双石并举，
状如马耳，故得名马耳山。和
五莲山的传说一样，马耳山的
传说也和过海八仙有关。

“百姓疾苦，八仙解救之，
为镇压妖精，让百姓永久安居
乐业，便有了泰山之石形成的
马耳山。有关马耳山的众多传

说是在马耳山来历的传说基
础上延伸出来的，传说至今，
传奇色彩依旧，内容饱满丰
富……”在五莲县松柏镇文化
站站长王刚的眼里，松柏镇的
历史文化底蕴深厚，历史典
故、传说故事说也说不尽，道
也道不完。

去年，马耳山传说被评为
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被
更多人知晓，得以传承下去。

观察齐长城途中

发现白云宫

“我们松柏镇有个白云
宫，和孙膑很有渊源，第一次
发现的时候，别提我有多激
动。”王刚说。

今年 6 月份，王刚和五莲县
博物馆工作人员一起去看齐长
城，途经一个村的时候，发现房

屋林立的村庄当中有一块杂草
丛生的空地。“这么好的位置怎
么不盖屋？”大家议论着。

“这个地方可能有故事！”
王刚等人一眼便看到一块碑，
仔细打量，碑文上的文字讲述
了孙膑最初为什么在这里建

“白云宫”，以及这块碑是什么
人立的。

王刚还得知，旁边住户就
是“白云宫”世世代代的看护
者。日前，王刚正在搜集整理
资料，他要将“白云宫”与孙膑
的故事记录并传承下来。

在文化站工作 14 年，王刚
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物保护
视为己任，期待松柏镇历史典
故、传说故事辈辈相传。

小镇文化活动丰富

农家书屋全覆盖

松柏镇有 31 个行政村，
5 0 0 0 多户居民，是全省最小
的乡镇，且不少村居都在山
区。然而，松柏镇百姓的文体
活动却一点不少。

目前，全镇现已建成标
准化文化大院 26 个，全镇农
家书屋 100% 全覆盖，农家书
屋存书量达 4 万余册。如新
建的于家沟社区内，高标准
配备电子阅览室、农家书屋，
还有 30 台联网电脑，可供社
区居民网上查阅各种农业知
识。

除 了 各 类 丰 富 文 艺 活
动，松柏镇还建成了 12 处体
育健身广场。引导太极系列、
秧歌队、健身舞进社区，让群
众晚间到社区跳舞、扭秧歌，
早晨打太极，已经成为五莲
县松柏镇居民一种固定的健
身活动模式。

五莲县松柏镇文化站长王刚。

文/片 本报记者 张永斌

日照街道金阳社区葛长娟

社社区区文文艺艺队队主主力力

坚坚强强战战胜胜癌癌症症

本报记者 赵发宁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
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
的章程……”近日，在日照
街道金阳社区活动室内，在
社区党支部书记葛善荣的
带领下，社区居民葛长娟宣
读了入党誓言，如愿加入了
中国共产党。

说起自己入党的事情，
5 8 岁的葛长娟非常高兴。
“入党的那天晚上，我高兴
的一夜没有睡觉。”葛长娟
用她略带沙哑的声音说，她
从小就特别向往成为一名
党员，在单位的时候，她就
多次申请入党，但由于各种
原因没能加入，但她并没有
气馁，即使在身患癌症时，
她也没有放弃成为一名党
员的心愿。

说起葛长娟，金阳社区
的居民大多都知晓她的故

事。7 年前，她被查出了乳
腺癌晚期。那时，葛长娟的
女儿刚怀孕，“我不能放弃，
我女儿就要做母亲了，我要
看 着 孩 子 健 健 康 康 地 出
生。”就是这样的精神寄托，
葛长娟经历了 5 次化疗，25

次放疗，奇迹般地战胜了病
魔。

金阳社区党支部书记
葛善荣告诉记者，平日里，
葛长娟是社区文艺队的主
力，社区有文艺表演她都积
极参加，并带动很多中老年
人加入到文艺队伍中。

葛长娟告诉记者，在她
生病期间，很多好心人都来
帮助她，鼓舞她与病魔抗
争，如今战胜病魔后，她也
积极地去帮助其他癌症患
者。“现在我经常去东港区
人民医院开导癌症患者，用
我自身的经历告诉他们要
树立战胜病魔的信心。”

葛长娟（右二）宣誓入党。 本报记者 赵发宁 摄

帮扶农村社区

近日，东港区人社局与日照街道党委深入开展“城乡互联、结
对共建”的活动。日照街道金阳社区的工作人员在寒冷的冬日，带
着大米、面粉、牛奶、水果等物品给农村社区送去了一份温暖。

本报记者 赵发宁 通讯员 葛善荣 张永芳 摄影报道

志愿者篮球互动

星明社区近日联合 20 多名志愿者，看望了辖区内聋哑学校的
孩子，与孩子进行篮球比赛。

据星明社区主任崔恩凤介绍，日照街道星明社区共有 6 支志
愿者队伍，每支志愿者队伍都会定期到东港区聋哑学校为这里的
孩子做一些事情，如洗衣服、辅导作业，打篮球等。“每次志愿者去
学校陪孩子，孩子们都特别开心。”

本报记者 赵发宁 通讯员 崔恩凤 摄影报道

社区文体管家

带动居民运动

本报 12 月 17 日讯(记者 赵发
宁 通讯员 郑芳) 近日，秦楼街
道济南路社区文体管家“上岗”，她
们积极策划文体活动，教居民健身
操，让社区更加热闹了。

家住荣信小区的曹女士，退休
之后，生活更加充实，参加健身操比
赛，去电大上老年大学，学习歌唱表
演，日子过得有滋有味。社区成立
后，她积极报名加入了“一滴水”志
愿服务队，成为了社区文体管家中
的一员，在她的响应下，社区成立了
第一支文体志愿者队伍，现有队员
二十多名。每周的星期五，她们到电
大学习，星期一到星期四，则做起了
社区居民的免费“管家”，将学习来
的知识倾囊而授。

“眼要跟着手走，动作要优美柔
韧”，曹大姐耐心地讲解着每一个动
作要领。由于前来学习的居民大都
没有舞蹈基础，一个动作往往要讲
解几十遍，但这丝毫不影响大家的
热情，现前学习健身操的居民有十
几人，大家纷纷表示，要走出小舞
台，站上社区大舞台。

日照打造 20 多个

基层文化服务品牌

本报 12 月 17 日讯(记者 张永
斌 通讯员 张超) 今年以来，日
照着力打造了 20 余个基层文化服
务品牌，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让
群众成为基层文化建设主体。

东港区秦楼街道城市花园社区
30 名小学生，日前高兴地从辅导老
师王厚良手中领到“周末书法课堂”
结业证书。这是城市花园社区“周末
书法课堂”今年第五期结业的学生
了。“周末书法课堂”由社区聘请专
业辅导老师，每周日上午对社区内
的在校中、小学生免费举办两堂书
法课，主要是帮助社区内的学生从
小养成正确的写字姿势和良好的写
字习惯，目前已培训小学员 109 人。

像这样的基层文化服务品牌，
日照市还有 20 多个，如日照街道高
新社区的“周末家庭剧场”，莒县安
庄镇南店社区开展的“读书实践”活
动和五莲县潮河镇刘官社区开展的
庄户剧团巡演活动等。

今年以来，日照市文广新局在
全市开展了创建农村(社区)公共文
化服务示范点和推进农村(社区)文
化基础设施重点项目建设活动，目
前已创建农村(社区)公共文化服务
示范点 21 处，推进农村(社区)文化
基础设施项目 20 项，建成农村(社
区)文化服务品牌 20 余个，开展各类
文化活动 1000 余场次。

公路局材料处

积极开拓西部市场

本报 12 月 17 日讯(通讯员 梁
凯) 近年来，日照市公路局材料处
在做足省内市场同时，不断拓展西
部市场，逐步提高西部市场占有率。

据了解，日照市公路局材料处
业务人员提前调研市场，及时调整
思路，提出了“立足省内客户，扩大
西部影响力”的经营目标，深入新
疆、青海、宁夏、甘肃等省份，先后实
地拜访了 30 多家单位，了解西部市
场需求，大力推介材料处沥青的品
牌优势。

长运距导致运输成本增加，制
约了材料处和西部客户的合作。针
对这一情况，材料处采取袋装沥青、
火车运输等方式供应西部市场。通
过这种方式，材料处的沥青运到西
部后，价格仍低于克拉玛依油田，获
得西部客户的青睐。目前，材料处已
与西部省份多家单位和公司达成初
步合作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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