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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精心心雕雕琢琢，，种种出出许许多多““葫葫芦芦娃娃””
惠民县淄角镇土户王村王相华用葫芦演绎人生

今年65岁的王相华有一
门独特手艺，那就是在葫芦
上作画，他制作的葫芦以独
特的风格受到了北京、天津
等地客户的青睐。今年，对于
王相华来说又是一个丰收的
季节，家里种植的半亩葫芦
喜获丰收，这不，他正在赶紧
打磨葫芦进行晾晒，准备进
行一场葫芦艺术大创作。

不种粮食不种菜

房前屋后全葫芦

在惠民县淄角镇土户王
村，有这么一个怪人：他的房前
屋后甚至责任田里，不种粮食
不种菜，种的全都是葫芦！他就
是王相华。

近日，记者来到王相华家
里。推门一看，整个院里摆了个

“葫芦阵”，大的葫芦足有半米，
小地葫芦只有手指头大小。最
奇怪的是，王相华的葫芦竟然
有好多种形状：有胖乎乎的坛
子状，也有高挑细溜的，还有可
爱的小鸭子形状的。

王相华从1993年开始进行
葫芦艺术创作至今，从最初的
突发奇想到现在的游刃有余，

他已经和葫芦走过了21个年
头。“别看着几个不起眼的葫
芦，它们可都来自‘五湖四海’，
这个葫芦来自北京，这个葫芦
来自枣庄，这个来自江南。”王
相华告诉记者，为了收集不同
品相的葫芦，他可谓煞费苦心。

火把里庙会和胡集书会是
王相华葫芦销售的两个旺季，
每年单葫芦一项能给他带来
6000元左右的收入。“这个70厘
米高的葫芦，能卖到200元左
右，这个10厘米高的葫芦也能
卖到10元。外地客人很喜欢我
做的葫芦，往往一要就是十几
个。”王相华说。

制作工序有讲究

精心雕琢现神韵

一说起他的“葫芦娃”们，
王相华脸上的笑容立马被一股
认真劲所取代。他拿起一个胖
乎乎的葫芦，翻来覆去打量一
番，就动手了。先用砂纸打磨掉
葫芦身上的外皮，用干布擦干
净，然后给葫芦上一层清漆，放
到一边，备用。

王相华说，晾漆过程不能
着急，不能放在太阳底下暴晒，
只能在阴凉处自然晾干。时间
长短取决于天气，晴天、干燥的
时候，一两天就可以了；遇到阴
雨天气，时间就会长一些，有时
候三四天，有时候五六天。

之后就是“上妆”了。为啥
这么说呢，因为在葫芦上边画
画就像给人化妆一样，得根据
它的形状来决定。王相华说，
画葫芦有许多讲究，适合的才

是最好的！“就拿这个胖葫芦
来说吧，它的特点就是胖，它
不是婀娜多姿的美女，所以不
能按美女来打造。我想着呢，
画一组粮丰林茂的葫芦，这都
凝 结 着 劳 动 人 民 辛 劳 的 汗
水。”

等漆干的功夫，王相华领
记者去看了他的作品，有仕女
图、花鸟图、福禄寿喜等。在他
的精心雕琢下，这些葫芦个个
惟妙惟肖，变得细腻、生动、有
活力。

说到产品的创新，王相华
说，现在受知识的局限，自己所
能想到的内容很有限，以后会
加强学习，让这些“孩子们”的
成长反映社会的文化和变化，
把品种更多、更上档次的“葫芦
娃”奉献给大家。

文/片 本报记者 王文彬
本报通讯员 王军 赵书娟

惠民联社进学校

送服务、送信息

本报10月8日讯(记者 王文
彬 通讯员 高伟东 ) 学校开
学之际，惠民联社早计划、早安
排、早行动，为促进“金融知识进
万家”活动的深入开展，惠民联社
抓住时机，对各学校所在地信用
社进行调度，带领员工走进学校、
走近师生，送去产品、送去服务、
送去信息，进一步扩大信用社业
务受众群体，提高了社会影响力。

近年来，惠民联社积极争取
当地中小学校的支持和配合，在
学校开学之日，组织人员，组成进
校小分队到学校进行业务宣传和
咨询，向老师、学生及家长介绍农
信社的金融服务产品，扩大信用
社业务产品的受知面和应用率。

在“进”与“送”的服务中，惠
民联社本着热情主动、认真负责
的态度，耐心讲解、微笑服务，处
处展现农信社的文明风尚，进一
步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将“建一
流队伍、创一流服务、树一流形
象、争一流业绩”的口号唱得响
亮。

王相华正在为葫芦进行“上妆”。

七七旬旬老老人人将将俩俩儿儿子子告告上上法法庭庭
惠民法院成功调解一起增加赡养费案件

本报10月8日讯(记者 王
文彬 通讯员 王倩 ) 子曰

“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
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
从心所欲，不逾矩”。可70多岁
的王大爷别说从心所欲了，现
在连吃饭、看病都成了问题。日
前，惠民县法院成功调解了李
大爷起诉两个儿子增加赡养费
的案件。

现年70多岁的李大爷独自
生活，老伴在2013年因病去世。

李大爷膝下有两个儿子小亮和
小军，但早就各自分家独立生
活。当初，分家时李大爷与两个
儿子达成了内部协议：李大爷
的土地由小亮和小军耕种，每
人每年给李大爷小麦250斤。一
晃10年过去了，小亮与小军都
如约交付粮食，基本能满足李
大爷的生活需求。

但近年来，本就体弱多病
的李大爷身体越发不好，病情
开始加重，每年需要花费六七

千元的医疗费，儿子们给的财
物已经远远不能满足李大爷的
生活需求。李大爷多次找到儿
子们协商，希望增加赡养费，提
出每人每年给付赡养费2000
元、小麦300斤，共同偿还之前
因病欠下的医疗费4600元，并
分担今后看病支出的医疗费，
但小亮和小军总以种种理由拒
绝。

“如果不是没办法，我也不
愿意上法庭，我也不愿意告自

己的儿子！”说完，李大爷便颤
抖着身子哭了起来。承办法官
考虑到赡养案件的特殊情况，
联合村委会干部、有声望的长
者多次到小亮和小军家中做工
作，向两个儿子讲明赡养老人
不仅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也
是法律规定公民应履行的义
务。最终，李大爷的两个儿子向
父亲承认错误，主动将钱交到
法官手中，并承诺今后如约履
行调解协议，案件圆满结案。

冒充“官二代”诈骗九万元
本报10月8日讯(记者 王文彬

通讯员 田晓剑 张雯 ) 惠民
县女孩李某通过朋友介绍认识了一
名网友“杨帅”。一周过后，这名自称

“杨帅”的男子以母亲生病等理由，
向李某借走现金3万多元，不想该男
子从此杳无音讯。近日，惠民县公安
局刑侦大队破获一起系列诈骗案，
将涉案人员王某抓获。

近日，惠民县李庄镇女孩李某
报案称，2013年3月份以来，她通过
工友赵某介绍，与一名自称“杨帅”
的男子通过手机、QQ开始联络，“杨
帅”的甜言蜜语使李某十分感动。

“杨帅”称其父亲在省里当官，后“杨
帅”以给李某在省交警队购买便宜
处理车、办驾驶证、母亲生病等为
由，先后借走现金共计33000余元。

“杨帅”还称其父亲为山东公安厅的
领导，期间有一自称“杨帅”叔叔的
男子到过滨州与李某和赵某见面，
就是不见“杨帅”的人影。李某先后
几次向“杨帅”要钱，“杨帅”却以各
种理由推脱。今年7月，“杨帅”彻底

“失联”。
8月29日，惠民县公安局立案侦

查后，指派精干警力开展侦查工作。
民警在惠民县何坊办事处某村找到
李某工友赵某进行调查，赵某称其
也未见过“杨帅”，以前也只是通过
电话、QQ联系。

民警又根据李某经银行转账给
犯罪嫌疑人这一线索，民警立即调
取转入账户资料，发现该账户开户
人济南市济阳县的王某有重大嫌
疑。据此线索，民警迅速开展侦查摸
排，但一直没有发现王某的踪迹。侦
查员继续对其进行网上追逃和监
控。

9月21日22时许，警方发现王某
在济阳县城一带活动，办案民警立
即赶赴济阳县城，进行便衣蹲点伏
击，并在宾馆房将王某抓获。经审
查，犯罪嫌疑人王某到案后，对冒用

“杨帅”、“李帅”名字与多名女性联
系，以给对方购买便宜车、母亲生病
住院为由，以博得同情的方式进行
诈骗，先后骗取惠民、阳信、济南章
丘、淄博市、济南济阳等9名女性，共
计9万余元。

目前，犯罪嫌疑人王某已被刑
事拘留，案件仍在进一步侦查中。

近日，中科院专家张怀亮来到惠民县姜楼镇张朗王
村的花生地里，调研花生后期烂果的问题，并指导群众进
行换茬种植和用生石灰改良土壤。

本报记者 王文彬 摄影报道

中中科科院院专专家家田田间间指指导导

惠民联社三到位

金融知识进万家

本报10月8日讯(记者 王文
彬 通讯员 吴璇 ) 为保护金
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构建和谐
的金融消费关系和良好的金融
生态环境，按照滨州银监分局和
省联社滨州办事处的活动要求，
惠民联社在辖内广泛开展“金融
知识进万家”活动。

高度重视，安排部署到位。
为保证活动顺利开展，联社领导
高度重视，成立了活动领导小
组，对活动的开展作了精心安排
和周密部署，并由活动办公室对
活动开展进度和具体细节做了
详细安排，确保活动扎实有序开
展。

加大力度，宣传教育到位。
拓宽宣传渠道，创新宣传方式，
充分发挥农信社点多面广、深入
基层的优势，在各营业网点通过
悬挂条幅或电子屏滚动播放宣
传标语的形式，营造良好的宣传
氛围，由大堂经理向前来办理业
务的客户宣传金融知识；同时，
组织工作人员进村入社区，通过
设立宣传展板和咨询台，发放宣
传资料和现场接受群众咨询等
方式，积极向群众宣传金融政策
法规、存贷款知识、银行卡知识
等方面的内容，不断扩大活动影
响力和涉及面。

健全机制，总结落实到位。
加强内部员工的学习培训，使一
线员工及时掌握新业务、新知
识、新技术，切实提高从业人员
的金融业务知识和服务水平；针
对活动开展中金融消费者提出
的各种难点和热点问题，采取措
施，及时改进，不断提升金融服
务水平；公布受理金融消费者投
诉电话，主动接受社会公众监
督，公示服务收费项目及标准
等，充分保障金融消费者的知情
权，构建金融知识普及和金融消
费者教育的长效机制。

通过开展“金融知识进万
家”活动，提升了社会公众的金
融知识水平，提高了金融风险防
范意识，认真履行了信用社的社
会责任，进一步提升了信用社良
好的社会形象，收到了良好的宣
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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