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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岁少年不幸患大病，新华保险快速理赔11 . 8万显真情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
福。2015年5月27日，东营罗先生
刚满七岁的儿子被确诊为骨肉
瘤，属恶性肿瘤并已肺转移。为
了尽可能遏制并且恶化，罗先生
一家辗转到北京为儿子治病。持
续的化疗让其儿子年幼的身体
承受了巨大痛苦，同时，巨额的
医疗费也让罗先生的家庭雪上
加霜。8月1日，罗先生偶然想起自
己曾在新华保险公司为儿子投
保过一份重疾保险，于是便拨通

了新华保险的客服电话。
接到报案后，新华保险东营

中心支公司理赔人员迅速进行
核实。经核实，确是公司客户，并
快速地帮助其家属准备理赔材
料。经公司审核，认定客户出险
情况符合公司保险责任范围。仅
仅用了三个工作日，8月4日，11 .8
万元的理赔金转到了客户罗先
生的账户中。收到理赔款的罗先
生致电表示感谢，并称赞新华保
险快速的理赔服务是真正的雪

中送炭。
据悉，罗先生是于2009年1月

5日为其儿子投保了新华保险《健
康福星增额重大疾病保险》，年
交保费3250元，保额10万元。

一份保单，既是一份对自己
生老病死的一种平衡和意外的
安排，同时，也是一份对未来的
希冀，关键时刻，能够解救一个
家庭于水火之中。保险本是如
此，为了让生活变得更加美好。

门向亮

市技师学院教师优质课评选获佳绩

本报聊城8月13日讯(记者
杨淑君 通讯员 韩艳华 张
敏 ) 近日，全市技工院校教师
优质课评选活动结束，市技师
学院推荐的9名选手以新颖的
设计、饱满的热情、激昂的气
势、和谐的互动，引起了听课教

师的共鸣，赢得了评委的认可。
经过激烈的角逐，李华、苏彩
虹、李辉3名老师获一等奖，罗
海霞、许静静、李莉3名老师获
二等奖，另有 3名老师获三等
奖。

据悉，此次优质课评选活

动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组织，旨在进一步加强职业技
术培训教学研究和教学改革，
加快技工院校教师队伍建设，
提高培训教学质量。经个人申
请、学校选拔，全市共有30余人
参加了市级优质课评选。

车界小鲜肉 K3S型动无极限

最近，小鲜肉宁泽涛，于世锦赛
男子100米自由泳决赛一举夺冠，向
世界展示出“中国ING”的运动奇迹，
赢得一片喝彩。明明可以靠颜值，却
偏要拼实力的案例不止发生于体育
赛场。在车市，秉承东风悦达起亚优
质造车理念的K3S，拥有型格出众的
外形设计和性能越级的巅峰实力，以

“型动随我”的产品内涵，同样挑战着
五门掀背车型的传统格局。

作为东风悦达起亚旗下的风尚
标杆，K3S以“简约直线美学”为设计
理念，整体形象时尚动感。K3S有着
张扬的宽大进气口，前中网则狭长
精致，两者相辅相成；从侧面看，一
条流畅的腰线贯穿首尾，传递出K3S
极强的力量感；尾灯造型立体、饱
满，极具辨识度的LED后尾灯组合
和镀铬饰条，锻造出豪华的品质感
和高贵感。

赵赵健健民民弃弃笔笔从从戎戎成成就就““鲁鲁西西赵赵子子龙龙””
八一电影制片厂拟筹拍电影

赵健民是一位从鲁西大地上成长起来的老一辈革命家。建国后，赵健民曾任山东省监委书记，山东省省长，云南省委书书记，
第三机械工业部副部长、顾问组组长，也是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中顾委委员。在抗战时期，赵健民曾任中共鲁西西特委书记，
在抗日战争中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这位被称为“赵子龙”的革命前辈更在莘县留下了大量的抗战故事，至今被后人津津乐道。近期，更有八一电影制片厂厂前来
调研，拟筹拍以赵健民为原型的电影《鲁西赵子龙》。

文/片 本报记者 凌文秀

拟筹拍电影《鲁西赵子龙》
前不久，北京八一电影制片

厂原副厂长、国家一级编剧马维
干和八一电影厂著名导演赵继
烈来聊城就拍摄以革命老前辈
赵健民为原型的电影《鲁西赵子
龙》事宜进行调研。聊城继以范
筑先为原型创作的电视剧《铁血
将军》之后，有望再添一部红色
经典影视作品。

聊城作为革命老区，曾在白
色恐怖中建立全国最大抗日根
据地，这里的人口超2000万。中
共冀鲁豫区党委、冀南区党委领
导机关驻地均曾设在这里，这里
走出万里、赵紫阳、宋任穷、杨得
志等众多党政军领导人，为掩护
官兵而牺牲亲生孩子的故事曾
见证这里的军民鱼水深情。这里
的反扫荡堪比《烈火金刚》、比

《狼牙山五壮士》还悲壮。今年，
以范筑先将军为原型创作的电

视剧《铁血将军》正在拍摄，而
另一部以革命老前辈赵健民为
原型的电影《鲁西赵子龙》也在
计划筹拍。

调研期间，刘如峰陪同马
维干、赵继烈前往冠县赵梁堂
村，参观了赵健民故居，并同了
解赵健民的村民进行了座谈。
随后，他们二人又参观了鲁西
北地委旧址。在冠县期间，他们
还召开座谈会同熟悉赵健民生
平事迹的一些县领导及党史、
史志工作者进行了座谈。老县
长石金铭、县老促会会长郭建
军和一些党史、史志工作者都
提供了许多很有价值的资料。
期间，郭建军陪同马维干、赵继
烈同赵健民家乡赵梁堂村村民
进行座谈。马维干、赵继烈与原
聊城地区政协工委主任阎廷琛
进行了座谈。

严刑拷打绝不出卖组织

1931年，赵健民还在临清乡
师读书期间，就接受了马克思主
义启蒙。是年寒假，赵健民为了
寻找共产党，中断了在临清乡师
的学业，到省城济南投考省立第
一乡村师范学校。1932年，经姚
仲明介绍被吸收为中国共产主
义青年团，后转为共产党员。这
是他政治生命的转折点，开始了
为党和人民事业奋斗的历史。

因叛徒出卖被捕后，在敌人
的审讯室里，特务将他身上衣服
剥光，两个人拉着他的两只手臂
平抻着，另有两个人在他身后左
右站着，用“鸟子”用力抽打200
多下，背上先是发紫，后被打烂，
最后又凶狠地用杠子压他，上去
的人由两个增加到8个，他的双
腿似乎已残废，昏过去活过来好
几次，但对党的机密始终没透露
半个字。他被捕的第二天，就买
通狱卒给省委书记黎玉写了一
封信。

信中，他写道，“严兄：我被
莱芜一个见过面的熟人出卖，为
特务队逮捕。他们指出我是共产
党的负责人，要我说出上下左右
的关系。他们的这一企图，都是
枉费心机的，从上午10点到下午
5时，对我实施了各种的酷刑。他

们这一切，对一个有坚定的信念
早已立下舍生取义信念的人来
说，都是徒劳的。不管前面有什
么更加严峻的惊涛骇浪在等待
着我，我已下定决心，宁为玉碎，
不为瓦全。海可枯，石可烂，浩然
正气之节不可变。请放心！愚弟
粉身碎骨，决不连累朋友！愚弟
赵健民 民国二十五年九月二
十八日于第三路军军法处拘留
所。”

信中的严兄指黎玉。他化名
姓严，第三路军即国民党的第三
路军，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韩
复榘任第三路军总指挥。

赵健民实践了自己的承诺。
他身为省委组织部长，被捕后，有
关组织和个人没有受到任何损失
和牵连。他有着为革命事业牺牲
的决心，在国民党省政府主席办
公室受审时，面对杀人不眨眼的
魔头韩复榘，依然大义凛然地申
明自己信仰马克思主义，宣传共
产党抗日救国的主张，彰显了共
产党人无所畏俱的浩然正气。

直到1937年七七事变后，韩
复榘迫于全国抗日高潮的压力，
于10月间，以停止羁押的名义，
同意释放政治犯，赵健民才被释
放出狱。

郭建军(左一)陪同马维干(左二)、赵继烈(左三)同赵健民家乡赵梁堂村村民进行座谈。

投笔从戎 回乡组建抗日游击队
赵健民出狱的第二天就找

到省委书记黎玉同志。为了响
应党的号召，他申请说：“我老
家是冠县，在鲁西人熟地熟，请
省委先派我去鲁西搞武装。”对
于因叛徒出卖被捕，而又刚刚
出狱的赵健民，中共山东省委
同意了他回乡拉抗日队伍的意
见，省委书记黎玉亲自为他送
行。

在赵健民从济南回鲁西的

路上，特别是过了黄河，看到了
尽是国民党溃不成军南逃的队
伍和被他们糟蹋的村庄。看到
这混乱萧条的景象，遥望着辽
阔的鲁西北平原，他心忧如焚，
恨不能立即搞起队伍，冲锋在
疆场，点燃起大平原的抗日烽
火。他回到冠县后，马上召集党
员王浩、许梦侠、孙洪、冯干才、
郭英、郭林业和朱月侗等，在朱
三里开会，研究建立党的抗日

武装及如何对待境内绿林武
装。不久，他利用旧军人的关
系，十几天内就拉起了一支100
多人的队伍，加入了“南杆”，编
为该部的第十队，赵健民并担
任了该队三营的营长，后任八
路军筑先纵队三营营长。赵健
民历经沙场，是威震鲁西和鲁
西北的一员猛将，他与他所属
的三营的名字，使敌人闻风丧
胆。

莘县抗战屡屡创敌

而在莘县红色纪实文学作
品的作者延保玉的采风了解中，
赵健民在莘县作战中，敢拼善
战、冲锋在前，建立了赫赫战功。
他是莘县人民十分尊敬、十分熟
悉的老革命，“抗日赵子龙”是大
家对他的共同称誉，充满了对他
的崇敬爱戴之情。当年发生在莘
县的抗战事迹，更是让“抗日赵
子龙”的大名威震敌胆。

1939年1月，八路军范筑先
纵队第三团整编为筑先纵队第
三营，由赵健民担任营长。第三
营在莘县等地与日、伪军多次交
战，成为巩固和发展鲁西北抗日
根据地的重要武装力量。1940年
起，赵健民先后任八路军第129
师新编8旅营长，冀鲁豫第3、7分

区司令员。
在为俎店解围的战斗中，一

举毙敌150余人。魏庄战斗中，设
伏痛击敌人。而在解放莘县中，
也创造了以智取胜的模范战
例。

1939年2月22日，驻聊日军
进占莘县城，任命汉奸刘仙洲
为莘县县长兼保安司令。在日
军的扶持下，刘仙洲大量扩充
队伍，建立特务情报组织，积极
配合日军对根据地中心区的

“扫荡”。
日伪占领莘县不久，中共莘

县县委立即开展工作，1940年委
派共产党员范永堂打入敌人内
部。范永堂在刘仙洲的伪军中
发展了几名共产党员，建立了

地下党支部。经过多年工作，在
伪军中争取了一部分力量。1944
年7月，身为冀鲁豫军区七分区
司令员的赵健民在程营召开军
事会议，具体研究了解放莘县
的作战方案。7月31日，赵健民
指挥新八旅二十二团、分区基
干团和各县基干大队做好了战
斗准备。8月1日凌晨，在城内我
地下党员的策应下，我部仅用
10个小时即攻克莘县城，俘敌
1000余人，缴获武器、物资大
宗。8月8日，部分伪军在日军的
配合下卷土重来，一度占领莘
县城。赵健民带领我军民痛击
日军。至此，莘县彻底解放，这
场战斗也创造了以少胜多、里
应外合、以智取胜的模范战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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