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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交运一汽大众在客户休
息室里推出的“爱车养护课堂”开讲
啦！

“爱车养护课堂”为了让客户
更好的学习车辆的维修、保养知识
和技巧，交运汽车一汽大众品牌不
断地将互动体验融入爱车养护课
堂活动，把一个常态的服务项目，
变成一个与客户交流沟通的重要
平台，为客户提供了专业、贴心、周
到的服务。近日，交运一汽大众别
出心裁，在客户休息对来店的维修
客户随时地的开展养护课堂，通过
讲解车辆使用方面的小知识，普及
车辆使用知识，增强客户对车辆性
能和技术使用的了解，引导客户正
确的养护观念，提高汽车养护知
识。这是一种与时俱进，更是一种
服务创新。李女士是一位高尔夫车

主，首次来交运一汽大众店对爱车
进行首保，通过“爱车养护课堂”了
解了冬季爱车在起动前、行驶中及
日常保养需要注意的事项。随后，
她跟随服务顾问进行一对一的辅
导，了解自己不清楚的功能按纽，
解除了使用过程中的疑惑。感觉受
益非浅，她笑着对记者说：“对交运
一汽大众如此贴心的服务给32个
赞”！

服务无小事，创新无止境。多年
来，交运一汽大众秉承“用心服务，
永久呵护”的服务理念，在服务流
程、客户满意度上下功夫，在我市取
得了良好口啤。在今后的工作中将
推行更多的服务措施，持续提升服
务水平，为客户提供更专业、更周
动、更贴心的服务。

王艳玲

交运一汽大众

客户休息室里的“爱车养护课堂”
1 2月1 0日，阳谷县检察院“政务管理

系统”正式上线运行。“政务管理系统”是
检务综合平台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检察机
关处理政务事项的重要渠道，该系统的上
线运行，为该院建立事前有协调、事中有
督办、事后有反馈的政务管理新机制搭建
了新的平台。

(刘庆伟 闫淑真)

阳谷检察院政务

管理系统正式上线运行

12月16日，阳谷县检察院举办了“政务
管理系统”应用培训班，使该院干警进一步
加深了对新版政务管理系统认识，熟练掌握
了政务管理系统的操作流程和注意事项，为
该院政务管理系统的高效运行奠定了良好
基础。

(刘庆伟 辛同喜)

阳谷检察院举办

“政务管理系统”应用培训班

元元旦旦春春节节期期间间文文化化活活动动项项目目出出炉炉
民俗文化节也在筹备，从元旦闹到出正月

本报聊城12月17日讯 (记
者 凌文秀 通讯员 高梦 )

临近年末，聊城市文化局和
各县市区文化部门一如往年
准备了元旦、春节直到元宵节
期间的一系列文化活动，让在
家的聊城市民欢度节日时能
一饱眼福。17日，市文广新局
文化科公布了《各县 (市 )区
2015年元旦、春节期间文化活
动情况一览表》。

各县市区除了元旦晚会、
春 节 晚 会 、元 宵 灯 盏 、灯 谜

大赛等传统项目外，还根据
各县市区特色，有独特的文
化 惠 民 项 目 。比 如 ，针 对 京
杭大运河申遗而举办的“运
河 情·文 化 走 亲 ”三省十二
县书画 巡 展 将 在 聊 城 的 莘
县、冠县、临清展出。而高唐
李 苦 禅 艺术馆 的书画 作 品
展 也 突 出 了 高 唐书画 之 乡
的独特地位。

根据公布内容，东昌府区
12月28日在聊城市影剧院举
办元旦文艺演出晚会，这是一

场综合类的跨年晚会，包括
歌曲、舞蹈，杂技、京剧、豫剧
等传统技艺和曲艺，也囊括
了包括八角鼓在内的众多聊
城本土民俗演艺类项目。此
外，由聊城市群众艺术馆、东
昌府区为宣传部、东昌府区
文广新局联合主办的东昌府
区第八届新农村文艺汇演在
12月6日至20日，在东昌府区
各乡镇办事处举办文艺下乡
演出活动。

除了本次公布的文化活

动情况一览表，聊城还在筹备
民俗文化节，民俗文化节的时
间从2015年2月份开始，一直
持续到羊年正月结束，民俗文
化节涵盖很多板块，根据目前
的策划，从地域上来说，聊城
城区、古城区、县市区都有活
动。民俗文化节注重突出民俗
性质的活动，注重弘扬聊城传
统文化，包括戏曲展演会等众
多民俗文化活动内容将为水
城市民感受本土民俗文化提
供平台。

临清市新年音乐会将在12月
25日至26日在临清市文化馆剧场
举行。临清市春节晚会将于2015

年2月6日至2月9日在临清剧院举
办。送戏下乡惠民演出将在春节
期间举行。“运河情·文化走亲”
三省十二县书画巡展将于今年12

月初到2015年2月28日期间举行。
冠县文艺调演将于即日起

至25日在冠县文广新局演播厅举
行。迎新春全县文艺巡演将于
2015年1月5日至2月5日在冠县各
乡镇、办事处、工业园、企业巡回
演出。春节文艺晚会将于2015年2

月10日至2月15日在冠州宾馆礼
堂举行文艺演出。

2015年1月至3月，莘县宣传
部、文化局举办送戏下乡活动。
2015年2月1日，在雁塔广场举办
第四届计生杯民舞民乐大赛。
2015年2月15日至16日，在莘县实
验初中礼堂举办春节晚会。3月1

日至20日，在莘县燕塔广场举办
元宵节灯展。3月1日至20日，在莘
县城区举办灯谜展。

阳谷县摄影作品展将于12月
25日到2015年1月5日在阳谷县中
心广场举办。阳谷县少儿春节文
艺晚会于2015年2月5日至9日在
阳谷县电视台演播厅开展。春节
文艺晚会将于2015年2月10日至
2015年2月15日在阳谷县电视台
演播厅举办节目多样的文艺晚
会。

东阿新春文艺晚会将于12月
27日在东阿演艺中心举行。春节
文艺晚会将于农历12月26日在东
阿演艺中心举行。元宵文艺晚会
将于农历正月12日在东阿演艺中
心举办。新春书画摄影展将于农
历正月11日在东阿展览馆举办。
元宵民间艺术展演将于农历正
月14日，在东阿县城主要街道举
办民间民俗文化艺术展演。

茌平县剪纸展将于2015年1

月20日至3月20日在茌平县文化
局展厅举行。文化惠民送戏下乡
活动将于2015年元旦至2月3日在
茌平县域内举行。非物质遗产保
护成果展将于2015年元旦至2015

年3月5日在茌平县文化局展厅举
行。

高唐广场戏曲演出将于2015

年3月2日至6日在义和广场举行。
百姓大舞台将于2015年3月3日至
5日在金城广场举办专场演出。
2015年3月5日，民舞民乐表演在
金城路举行。2015年元旦至1月5

日，淄博老年书画协会作品展在
李苦禅艺术馆展出。
(本报记者 凌文秀 通讯员 高梦)

各县(市)区文化活动

头条延伸

水水上上古古城城新新添添清清代代拳拳师师塑塑像像
史上古城区盛传尚武风，二郎拳、少林拳、查拳名师辈出

拳种流派众多
运动风格各异
韩庆云介绍，学武者先习

拳术，再习器械。习练拳术是
学习武术的第一步，通过拳术
的锻炼，使人掌握攻防格斗技
术，提高人体各系统机能和身
体素质，为进一步学习武术器
械项目打下良好基础。

“根据一份建国初期的武
术大赛资料得知，历史上聊城
武师们习练的传统拳术有几
十种，主要有二郎拳、少林拳、
查拳、洪拳、八极拳、太极拳
等。”韩庆云说，各类拳术的运
动风格有异，如八卦掌动作连
绵，身体灵活；长拳姿势舒展，
动作快速；太极拳舒展柔和，
轻灵圆活；形意拳动作简练，
发力刚劲。“我主要习练二郎
拳。二郎拳原本是二人对练的
拳术，套路繁多，特点是动作
连贯，变化多样，虚中有实，实
中有虚，刚柔相济，手、眼、身、
步紧密结合，闪、展、腾、挪灵
活多变。”

二郎拳早在岳飞抗金时
就在南宋军队中应用。到了明
代，二郎拳成为少林寺中的拳
种之一。清中期，沙镇的王松
龄得到少林寺慧丰法师的教
授，开始习练二郎拳。此后，经
过杨秀林、杨金堂、赵相坤、邓
清源数代传承后，高深的武技
被韩庆云承接。如今，韩庆云
已是聊城二郎拳派武术的代
表人物。

历代不乏名师
逸闻佳话流传
“民国年间，古城考院街

的马永胜担任过全国武术总
裁判长，冠县的张英振担任过
国 民 政 府 中 央 军 校 武术教
官。”韩庆云回忆，梁水镇的王
德清一生习武，精于洪拳等多
种传统武术；闫寺陈庄的陈金
镜先后学练洪拳、罗汉拳、太
极拳、查拳等，而以罗汉拳最
为擅长。

“东昌近代以来的著名武
术师还有少林流派的郭如河、
王士诚、王明月等；查拳的蒋
文明、黄长庆、王恒玉、蒋振海
等；二郎拳派除了上面提到的
以外，还有龙清泉、杨金生、赵
俊明等。”谈及前代武师的事
迹，韩庆云滔滔不绝。

民国早年，杨金堂的弟弟
杨金生带着儿子杨广汉，徒弟
周广兴、任芳明，押镖奔走南
北数省，因为周广兴、杨广汉、
任芳明身手不凡，屡次降服窃
匪，“东昌府三小侠”的美誉不
胫而走，一度名满江湖，“抗日
战争时期，三小侠都投身到了
范筑先部队中，为抗战救国而
战斗。”

当时，范筑先部队中，成
立了一支武术队。武术队员多
次在战场上担当敢死队员。
1938年11月14日至15日，在聊
城保卫战中，武术队负责守卫
北门，“他们在与日军拼杀中
全部壮烈殉国。”

赛场摘金夺银
擂台打出国威
“许多身怀绝技的武师，

在与外地武术比赛或交流中，
都为聊城争了光。”韩庆云讲，
王德清曾多次代表山东打过
武术擂台，曾在全国武术比赛
中获得短器械散打银质奖章。

此外，据《聊城市志》记
载，早在民国初年，聊城少林
流派武师郭汝河、王士诚等4
人，将在济南设擂的日本武师
打下擂台；1930年，英国武士
在上海设擂，聊城二郎拳流派
名师龙清泉受武术界同仁推
举，上台将其打败。

1957年，聊城县和聊城专
区相继举办了建国后的首次

“武术评奖大会”。邓清源、蒋
振海、赵俊明、刘长清、蒋士

元、周广兴组成老中青三结合
的团队，代表城关区参赛。其
中，邓清源表演了二郎拳和天
罡剑，“年逾六旬的邓老师表
演二郎拳，虚实相间，刚柔结
合，赢得了满场喝彩。被评为
优等，发了奖状。”

韩庆云自己习武大半生，
广泛涉猎各派武术，还非常注
重武术传承，教授的弟子不少
在省市级武术比赛中获过奖。
在闫伟良和他的师父韩庆云眼
中，最关心的还是武学的传承
问题。“现在学习传统武术的越
来越少了。”闫伟良说，现在的
孩子家长娇惯，能吃苦练习、又
有武学天赋的好苗子太少。他
和师父一样，都在带徒弟。虽已
成为聊城二郎拳派武术的代表
人物，韩庆云表示，只要有人想
学习，他就愿意教授，让中华武
术的精髓得以传承。

在中华水上古城北城楼内侧西边，最近新增一组清代拳师练武雕塑小品，吸引了不少市
民游客驻足。原古城居民、74岁的老武术师韩庆云和他的徒弟闫伟良来到雕塑前，向记者讲述
聊城武术的发展历史。他们说，这组雕塑设置得非常好，形象也很逼真，眼神、服装和动作都非
常规范，充分体现了古城曾经流传的尚武传统。

本报记者 杨淑君

聊城二郎拳派武术的代表人物韩庆云(左)和他的徒弟闫伟良
在新增的雕塑前，表演武术对打。 本报记者 杨淑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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