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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城知名企业家周流后人讲述其生前故事：

投身企业发展，建聊城最大榨油厂

抗美援朝 动员支持公司捐三架飞机
今年41岁的周海东说，

他从小跟着爷爷奶奶长大，
经常听叔叔讲起爷爷的故
事，从叔叔的讲述中，还有家
里留下的照片、资料里，他了
解到，爷爷周流 (又名周玩
鎏)，1916年出生于广东南海
县上沙坑乡沙堤村，幼时家
贫，只读了五年私塾，但他勤
奋好学，12岁时就到广州裕
昌大信豆油店当学徒，后当
会计，23岁时，以合股的形
式，在广州参与创建了大成
行，总经理陈祖沛是中国现
代民族工商业者的楷模。

大成行后来在全国拥有
8个分行、6家工厂和一个国
外部，设计五金、纺织、榨油
等行业。1939年至1946年，周
流任广州大成贸易行副总经

理；1946年至1954年，周流任
天津大成行副总经理兼汉口
分行经理。

1950年5月，香港华侨工
商俱乐部组织香港和澳门的
工商界人士，到东北等地参
观，当时，积极支持解放战争
的黄长水担任这个回国观光
团的团长，陈君冷、莫应桂、
马万祺任副团长，陈祖沛任
观光团总务主任，观光团参
观路线由广州、武汉、天津、
沈阳、抚顺、鞍山、本溪、长
春、哈尔滨，到北京、大连和
上海等城市，然后返回香港。
当观光团到达武汉时，陈祖
沛介绍时任大成行驻汉口的
副总经理周流也随团同行，
让他增长了见识，到达北京
时，观光团还受到中央人民

政府副主席朱德和政务院副
总理等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
见。

1950年10月，中共中央作
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
略决策；10月19日，中国人民
志愿军跨过鸭绿江赴朝参
战；11月30日，大成行所在地
天津的工商界举行了轰动全
国的抗美援朝大游行，作为
公司的上层，周流积极动员
支持陈祖沛总经理，积极为
朝鲜战争捐献150万元，购买
三架飞机和一些轻武器，还
从国外购买捐献药品，当时
在全国引起巨大轰动，并带
动全国上下掀起捐献热潮。
大成行作为一家企业的捐献
额在全国首屈一指，一时传
为佳话。

辗转搬迁 广州人建起聊城最大榨油厂
周海东告诉记者，1953年

以后，大成行汉口分行撤销。
1954年，周流被从天津调到青
岛，负责大成行青岛油厂的领
导工作，当时，周流把大成行青
岛榨油厂与当地两家较小的
油厂合并，带头进行了公私合
营，改名为青岛华东植物油厂。

周海东说，当时正赶上
全省工业进行布局，1956年，
周流把青岛华东植物油厂迁
至聊城，改名为国营聊城油
厂，当时的位置在现在的东
昌路与花园路交叉口东北
角，占地65亩，是当时聊城最
大的工业企业。

“当时聊城的经济比较

落后，和油厂同期自青岛迁
来的，还有位于现在市人民
医院北边的面粉厂。”周海东
说，国营聊城油厂建成后五
年左右，上世纪60年代初，全
省在整个行业推广冷轧大豆
的榨油工艺，为使这项新技术
尽快投入生产，他的爷爷周流
夜以继日地带领技术人员反
复研究、试验，终于研制出一
套适应本厂设备和鲁西原料
的工艺，为企业节约大量资
金，投产后，产油率高，获得省
优部优荣誉。“可以说，聊城油
厂的成立、投产，到壮大，都凝
聚着我爷爷的心血和智慧。”

1976年，周流退休之后，

仍然关心和支持工厂的生产
和管理，虽离开管理岗位，但
仍未离开自己为之奋斗的榨
油行业，1981年秋，周流已年
届65岁，还患有气管炎和肺气
肿，但他以惊人的毅力，苦干
200多个日夜，为聊城古楼办
事处龙湾生产队，成功建起一
座日轧棉籽16万斤、投产后盈
利20余万元的龙湾生产队榨
油厂。龙湾榨油厂厂长和生产
队的干部要给他报酬，他坚决
不收。

1983年，周流出席山东省
各民主党派工商联为四化服
务经验交流会，并作典型发
言。

近日，建国后的聊城知名企业家周流的孙子周海东，来到本报编辑部，讲述其爷爷自广州辗转至聊城，建起聊城最大的的榨油厂，
对聊城的民建和工商联做出很大贡献，还受过国家领导人刘少奇、陈云等的接见。

本报记者 杨淑君

扎根聊城 贡献商业发展，解决发展难题
周海东说，当年和他的

爷爷一起到聊城油厂的负责
人，纷纷离开了聊城，只有他
留了下来。

“到聊城后，爷爷一直投
身于聊城的工业企业建设”，
周海东说，除了帮助组建龙湾
榨油厂外，1985年，他的爷爷
周流帮助街道办小企业———
柳园农机厂更新机械设备，当
时这个街道农机厂的设备简
单，又不配套，他们找到周流，
周流为该厂配齐设备，并投入
生产，并创造了这个厂建厂以
来的最好效益。

1985年，周流组织成员
为举办珠算专业培训的工作
做准备，外出学习、自编教
材，1987年，他作为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民建委员，为
聊城市政协、市民义务举办
聊城市百货大楼珠算培训
班，到1991年，举办珠算、财
会、营业员岗前培训等培训
班17个，受到当时聊城地、市
领导好评。

被选为聊城多届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后，周流积极为
聊城党委政府建言献策，多
年来，他提出130余件提案，

参与社会调查15项。1983年
秋，聊城棉花大丰收，但有榨
油厂因原料不足，停工待料。
为使棉籽得到合理利用，他
提出专项报告，建议政府将
棉籽资源统一调配，意见被
采纳，解决了榨油厂停工待
料问题。

1985年5月，聊城货币资
金紧缺，有的乡镇银行储蓄
所关门停业，储户思想波动
大，他主动参加市政协财贸
组的七人调查小组，深入20
多个乡镇，提出建议，使问题
得到解决。

贡献突出

组建民建和工商联,受国家领导人接见
聊城市东昌府区政协在编著

的一本书里提到，周流为聊城民建
和工商联的创建与发展做出了突
出贡献。

1956年9月和11月，先后由青岛
迁来民建会员，周流积极组织由青
岛迁来和其他行业的民建委员，成
立了直属民建山东省工委领导的
聊城小组，并担任组长；1958年，周
流当选为聊城县人民委员会委员 ,
1961年，周流的大儿子被光荣送入
军队服兵役；之后，在政府的关怀
支 持 下 ，经 民 建 山 东 省 委 批 准 ，
1986年6月29日，由小组改建为民建
聊城支部，周流、徐凤孟分别担任
正、副支部主任，80年代，周流当选
为聊城县人大代表。

中国民主建国会聊城市支部，
最初地址设在东关街中段路北，与
聊城市工商联合会在一起办公。

1963年，周流到省工商联政治
学校学习，其后又到北京参加全国
工商联会议，受到国家领导人刘少

奇、陈云同志的接见。
在文革时，聊城市工商联被迫

停止工作，周流也在文革中身受迫
害，不仅没收家产，身体还受到极
大的损伤。1985年6月，聊城召开恢
复工商联的会议，周流作为有名望
的工商企业家参加会议，他为恢复
筹建工商联出谋划策，还被当选为
工商联第三届执行委员，他积极为
工商业者落实政策，为聊城第二棉
纺厂找到百万投资，帮其解决资金
难题，将聊城的产品销往全国各
地。1990年2月，被聊城地委、行署
评为“为振兴聊城做贡献先进工作
者”。

周流还是将吴氏太极拳引入
聊城的第一人。20世纪40年代，他
在广州得到吴氏太极拳一代名师
吴公仪先生亲授，1956年来聊城
后，工作之余授徒。周流还热爱音
乐、书法、养花。1999年7月，周流病
逝于聊城。他为人正派，与他接触
交往的人无不感佩他的高尚品格。

9月16日，聊城市第三人民医院小儿先天性心脏病赴韩国
接受免费手术治疗的筛查工作开始了。聊城市第三人民医院
与韩国光明市世宗医院结为友好医院，已连续七次组织免费
筛查工作。图为韩国世宗医院专家为患儿进行筛查。(王吉东)

先先心心病病筛筛查查

增进对传统文化的了解与认同

中中小小学学生生““国国学学达达人人””挑挑战战赛赛举举行行

本报聊城9月1 6日讯 (记者
邹 俊 美 通 讯 员 宋培涛 ) 为
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
化，提升中小学生的道德修养，促
进中小学生全面发展，9月 13日，
由中共聊城市委宣传部、共青团
聊城市委、聊城市教育局、聊城市
文广新局联合举办的“聊城市中小
学生“国学达人”挑战赛决赛在市
委6楼会议室成功举办。此前各县
(市、区 )、各学校以“层层挑战、层
级选拔”的方式进行预赛，共选拔
出了90名中小学生参加此次决赛。

此次竞赛分为小学、初中和
高中三个组别，采用闭卷答题的
形式，试题内容主要涉及儒学经
典、名著名篇、诗词歌赋为主要内

容的传统文化知识。参赛选手准
备充分，做答认真，表现出了很好
的国学素养和竞技水平，最终高
唐第一实验小学王茂正、临清京
华中学秦泽昊、茌平第一中学王
禄泰分别获得小学组、初中组、高
中组的特等奖荣誉。

举办“国学达人”挑战赛，旨
在增进中小学生对传统文化的了
解与认同，探寻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历史文化根源，彰显齐鲁
地域文化的特色。同时，“国学达
人”比赛在全社会营造了读国学、
学国学、爱国学的浓厚氛围，这对
培养中小学生高尚的个人品德、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意义重大。

▲上世纪
9 0年代，周流
(左二)回广东老
家，到陈祖沛
家去拜访。

周海东
小时候和爷爷
周流的合影。

本报记者
杨淑君 翻

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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