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随““丘丘祖祖””西西行行，，传传播播中中国国文文化化
“丘祖西行”大型系列文化活动首站在栖霞太虚宫开讲

本报7月7日讯(记者 王晏
坤) 为宣传推广中国传统文化，
普及丘祖“和平、养生、环保”的
理念，由广州拙见文化发展有限
公司、栖霞市旅游局联合推出的

“丘祖西行”大型系列文化活动，
7月5日晚在首站栖霞太虚宫进行
了“中国‘病’与中国‘药’”的主
题演讲。

在多数人的记忆中，一提到
“西行”，可能首先想到的是经历

九死一生的高僧玄奘。而在道教
全真派高道丘处机“一言止杀”
的典故中，还埋藏着一个远赴西
方拯救苍生的西行往事。

据史料记载，1220年，73岁的
丘处机受成吉思汗之邀，用时三
年，行走三万里，历尽艰险，最终
抵达八鲁湾(今阿富汗)行宫觐见
成吉思汗，向成吉思汗传达“敬
天爱民”“减少屠杀”的思想，实
现了“一言止杀”，从而挽救了一

个民族苍生。
据拙见出品人田延友介绍，

此次“丘祖西行”活动，是把活动
本身当成是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
切入点，在沿途不断探寻“丘祖西
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以及
丘处机精神对当代社会的意义，
同时还可以推介烟台栖霞。

在活动现场，著名媒体人杨
锦麟、诗人思想家余世存、武汉
道教大道观主持任宗权、全真华

山派道士彭涟等嘉宾坐而论道。
杨锦麟说，丘处机西行具有

伟大的时代和社会意义，所以说
可以汲取道教理念精髓，古为今
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构建和
谐社会。

“我通过行动回顾了长春真
人丘处机800年前西行的事迹，磨
炼了身心，实践了大道的真谛。
我的目的，就是要向全世界传达
出中华民族期待世界和平的祝

愿，也以此唤起世界所有人对丘
祖的认知，发扬光大中国传统文
化。”彭涟说。2011年12月22日，彭
涟道长曾经从栖霞太虚宫出发，
重走丘祖西行路。

据了解，“丘祖西行”栖霞首
站活动结束后还将陆续走进陕
西楼观台、新疆乌鲁木齐、哈萨
克斯坦、阿富汗、北京白云观等
三国六地，举办系列活动，借此
远播中国传统文化。

本报专访“中国精准营销第一人”、竞合国际营销机构董事长田延友

传传统统文文化化传传承承应应当当系系统统化化
龙口口岸上半年退运
6批进口不合格煤炭

本报7月7日讯 (记者
王永军 通讯员 鹏飞 慧
萍 王猛 ) 记者从龙口出
入境检验检疫局了解到，今
年上半年，龙口口岸累计进
口煤炭1 3 5批，重量6 6 . 0万
吨，货值3668 . 1万美元；其中
检出环保项目不合格煤炭8

批，目前已成功退运出境6

批。
据介绍，进口煤炭作为

大宗资源性商品，关乎国计
民生，且近年来我国进口煤
炭质量环保等问题日益突
出，涉及国家生态与环境安

全，因而检验监管任务艰巨。
为此，龙口出入境检验

检疫局切实执行《商品煤质
量管理暂行办法》及相关煤
炭监管政策，一方面，对进口
煤炭批批实施放射性检测和
发热量、灰分、硫、汞、砷、磷、
氯、氟等8个质量环保项目的
监测，严格按照限量标准执
行。

此外还加大对进口煤炭
外来夹杂物，特别是土壤、杂
草、动植物病残体等检疫类
杂物的现场检疫查验力度，
确保监管工作落到实处。

高铁安全不容忽视

本报7月7日讯 (记者
李大鹏 通讯员 马占建 )

7月7日，在青荣城际铁路
莱阳段发生了这样一幕，随
着挖掘机的轰鸣声，在莱阳
市山前店镇附近的青荣城际
铁路桥墩下一个小型水塘初
见雏形，几名村民正在为能
不能有效储水而议论着，全
然不顾水塘上方呼啸而过的
高铁列车的安全。

接到报警后，莱阳车站
公安派出所民警立即会同青

岛工务段莱阳桥梁高铁工区
的工作人员赶赴现场，责令
挖掘机驾驶员立即停止施
工。通过民警调查访问得知，
挖水塘的是后店村的三名果
农，因为今年干旱果树面临
枯萎死亡，三位村民商量一
起集资挖水塘保果树，由于
着急而忽视了高铁路基安
全，鉴于果农的行为暂时未
对青荣城际铁路行车安全造
成危害，民警对其批评教育
责令恢复原貌。

金岭镇举办演讲比赛
“职业素养我先行”

本报7月7日讯(通讯员
李阳 李雅 记者 王晏坤)

为进一步提高机关干部“爱
岗敬业，服务群众”的工作理
念，教育引导广大机关干部树
立群众观点、坚定群众立场、
增进群众感情、提高服务群众
的能力水平，推动机关不断加
强工作作风建设，招远金岭镇
党委、政府举办“职业素养我
先行”演讲比赛活动。

在比赛过程中，各参赛

选手以“爱岗敬业、诚信友
善”为主题，讲述个人工作
经验体会、做法，学习交流
好的典型、好的事迹。

通过活动的开展，使机
关干部进一步坚定理想信
念，强化宗旨意识，密切联
系群众，改进工作作风，提
高服务水平，真正做到思想
上尊重群众、感情上贴近群
众、工作上依靠群众，赢得
群众的信任和拥护。

本报记者 王晏坤

从最初的仓库管理员到在海外开分公司，再到成为拙见出品人做一个思想者，很少
有创业者的故事像田延友这样有特点；从“中国精准营销第一人”到竞合国际营销机构董
事长，也很少有创业者能够做到如此一帆风顺。6日上午，在“丘祖西行”栖霞首站活动现
场，记者对拙见出品人的田延友进行了专访。

创业>> 未雨绸缪不如把握机会

1998年大学毕业后不久，学习
财会专业的田延友很快在一家大
型企业找到了一份专业对口的工
作，1200多元钱的工资在当时也算
高薪。专业虽对口，但田延友并不
喜欢整天和数字打交道，认为这份
工作激发不了自己的激情。

“那时候太年轻了，工作一段
时间后，发现按部就班的生活不

是我想要的，感觉继续干下去，自
己未来的生活就能一眼望穿，不
会给自己人生创新的机会，当时
想的就是改变。”田延友说。

决定创业后，田延友经过几
年的不断尝试，终于锁定了一个
行业，就是“精准营销”，为客户制
定整套的销售策略和共同推广。
田延友迅速实现了财富积累，用

两年的时间把公司做到年营业额
5000万元，田延友也正因此被称为
“中国精准营销第一人”。

当然，每个人的成功都是不
可复制的。田延友认为创业是一
件持续性的事情，需要在创业的
过程中不断积累，才能遇到更多
的机会，有一个好的机会可能创
业就成功一半了。

教育>> 不能把教育做成“朋友圈”

作 为 中 国 财 经 政 法 大 学
MBA学院、中山大学MBA学院
的客座教授，田延友对教育事业
也有自己的看法。为此，拙见也
开设了商学院公开课。

“我认为目前的商业教育或
者MBA进修，学生关注的可能并
不是老师本人，而是一起进修的
同学，所以老师的水平和作为教
育机构里面最核心的竞争力的元
素已经被削弱了，变成了谁是同
学很重要，都希望在同学身上找

到能够合作的机会。”田延友说。
他认为，这样的进修是违背

教育本身意义的，当把教育做成
“朋友圈”的时候，这是一件很可
悲的事情。

另外，田延友认为类似的教
育培训是在一个封闭的空间里，
教育最基本职能已慢慢由传道、
授业、解惑变成“交朋结友”的形
式，变成资源共享和谋求合作，这
种学习形式目的性太强。

“拙见想要改变的是要回归

教育的本质，听大师说，与思想者
交谈，以这样的方式慢慢践行教
育应当担当的职责。”田延友说。

说到拙见，田延友认为，现
在大多数人距离思想者越来越
远，独立思考越来越难，大部分
人是在过着复制粘贴的日子，这
种属于形式大于内容。“我们要
做的就是通过零星思考的积累，
21分钟触动灵魂的演讲和交流，
让这些简单的文字变得有力起
来。”田延友说。

传承>> 探寻传统文化的传承路径

除了创业的激情和对教育事
业的热情外，田延友还对中国传
统文化的传承有着浓厚的兴趣。

“现在，大多数人对传统文
化的学习基本是碎片化的，比如
说小学里面也在讲道德经，但是
小学老师们对道德经能够理解
到什么程度？有没有全文阅读
过，还是只是对某些段落进行机
械的解释？学生们进行学习是也
只能求其皮毛，没有什么实质上
的意义。”田延友说。

“现在我们没有国学教育的

体系，比如说要读哪些书？按什
么样的顺序去读？如今我们对传
统文化进行碎片化的误读和截
取，会导致我们在与任何与时俱
进的传播渠道进行对接的时候，
表现出的是无序的、没有创新的
内容。”田延友说。

之所以这么关注中华传统
文化的传承，与田延友的成长环
境分不开，他是在有“孔孟之乡”
之称的济宁出生成长，父母对他
的教育重礼重义，经过少时的耳
濡目染，田延友逐渐对中华传统

文化产生浓厚的兴趣。
田延友认为，做传统文化系

统的梳理，很多喜欢传统文化或
者关注传统文化的人无从下手，
无法沉淀传播。

“而‘丘祖西行’的活动是一
个难得的切入点，是一扇门，中
国的传统文化包括道家文化，但
不局限于它，因为我们更多关注
的是它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活动本身不是目的，探寻一个传
统文化传承的路径才是目的。”
田延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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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祖西行”栖霞首站活动现场。本报记者 王晏坤 摄 本报记者专访此次活动出品人田延友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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