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秋高气爽，恰逢风华正茂。
2015年10月17日，由民生置业赞助
冠名的“民生·凤凰城杯”聊城一中
第16届秋季田径运动会在聊城一

中体育场拉开帷幕。
作为年度盛会，本次秋季运动

会集合了近千名参赛运动员，其中
既有青春洋溢的“同学少年”，又有

活力不减的“人生业师”。值得一提
的是，作为赞助单位，民生置业也
应邀组织选手参与趣味运动环节，
如慢骑自行车、拖乒乓球等。赛事
为期两天，超过5000名观众共同见
证了赛场激情，当中不乏众多学生
家长身影。

谈起此次赞助运动会的原由，
山东民生置业有限公司聊城分公
司经营副总杨总表示，民生置业的
企业理念即为“专筑民生理想”，公
司向来以关注聊城教育事业并推
动其发展为己任。此外，聊城一中
新校落址度假区民生·凤凰城紧邻
处，这分“邻居之情”尤为难得。杨
总表示，“此次赞助仅仅是两个邻
居间合作的开始。”

民生·凤凰城项目，是民生置
业在聊城首席之作，位于江北水城
旅游度假区核心区域，周边规划4
所小学、2所初中、1所高中，即南邻
聊城一中新校；社区更同步引进名
牌幼儿园，缔造了15年一站式教育

配套，是名副其实教育大盘，被誉
为“书香湖畔的理想之城”。

作为一家扎根聊城十载的本
土实力房企，民生置业始终肩负
企业社会责任，心怀家乡人民，
并以实际行动，践行民生理想。

此次赞助聊城一中运动会，仅是
民生置业关注教育事业、履行社
会责任的一个缩影。今后，公司
将一如既往地为水城教育、安居
事业而不懈努力。

(张召旭)

““民民生生··凤凤凰凰城城杯杯””聊聊城城一一中中第第1166届届秋秋季季运运动动会会成成功功举举行行

民生置业杨总在运动会开幕式上致辞。

运动会现场。

三季度市场经历了大
幅震荡，动荡的理财江湖可
以让投资者辨别出谁才是
真正的贴心财富“保镖”。中
国银河证券数据显示，三季
度各类基金中，固定收益类
基金业绩表现最优，其中保
本基金更是亮眼，今年以来

依然实现超13%的累计收
益。作为创新型保本基金，
正在发售中的天弘鑫安宝
保本基金，不仅封闭期可保
本，而且可以灵活变现，10
月15日-21日期间，投资者
通过招财宝和天弘基金淘
宝店均可购买。

保本与变现可以兼得

“保本神器”天弘鑫安宝开始发售
在 市 场 大 幅 调 整 之

后，A股 10月上旬再度回
暖，大部分投资机构的策
略或在10月转向进攻：积
极寻找面临成长拐点的新
兴 成 长 产 业 中 的 龙 头 企
业，以及能够在并购重组
浪潮中擅长产业整合、跨
界成长的转型企业。其中，

华商基金尤为看好“智能
生活”相关产业和主题的
发展趋势，拟定于10月22日
再发新基——— 华商智能生
活灵活配置混合型基金，
以期帮助投资分享后市经
济转型道路中的结构性机
会,力求获取超额收益与长
期资本增值。

华商智能生活基金将于10月22日发行

自年中市场风格变换
以来，聚焦稳定收益的量化
对冲基金受到各路资金的
青睐。多位国内大型基金公
司的市场负责人曾公开表
示，投资者对量化对冲产品
的需求明显增加，市场上量
化产品的净申购额与规模
都有明显提高。为顺应这一

趋势，为投资者赢得稳健收
益，泰达宏利基金公司于10
月19日正式发行量化对冲
基金产品——— 泰达宏利绝
对收益策略定期开放混合
基金。届时，投资者可到各
大银行机构、泰达宏利基金
公司直销中心、网上直销系
统认购。

泰达宏利绝对收益10月19日正式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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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境况堪忧，会讲的越来越少

聊聊城城不不少少本本土土儿儿歌歌面面临临失失传传
本报聊城10月18日讯(记

者 凌文秀) 每个地方的童
谣都是当地文化的一个组成
部分。记者调查发现，仅有极
为少数的农村地区还有孩子
能从祖母们的口中听到很多
传统童谣，大部分孩子接受
的是中规中矩的普通话教
育，听得也是爸妈讲述的全
世界流通的儿童故事，本土
化的传统童谣文化在家族中
传承维艰，在学校教育中也
境况堪忧。

记者了解发现，很多注
重童谣的城市已经将童谣引
入课堂，成为当地孩子们的
必修课程。如，作为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有不少学校成为“闽南童谣”
的保护单位。

《辞海》载，“童谣是儿童
文学的一种。一般与儿歌合
称儿童歌谣。形式短小，语言
单纯，意思明白，适合儿童传

诵”。每个地方的童谣都是当
地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聊
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
聊城童谣与聊城传统文化相
伴而生。童谣是儿童认识世
界，童年生活在文化领域上
的一种表现形式，以儿童的
说唱歌谣方式反映自己的认
知和情感。

“现在孩子从幼儿园起
就开始说普通话，聊城话能
听懂，但并不会作为第一语
言。这样的语境下，童谣的传
唱比较难。”城区一所幼儿园
教师表示，“学校是孩子们学
习、生活的一处重要场所，除
了家庭因素，学校教育对于
孩子的影响也是众生性的。”

“京剧、武术等，聊城很
多非遗项目已经进课堂了，
童谣也可以作为一项传统文
化课程，进入幼儿和小学生
的课堂。”一位小学班主任表
示，全国弘扬传统文化，现在

学校也有致力于挖掘本土文
化，立足本土的一些特色课
程，童谣完全可以有系统的
组织成一门传承本土文化的
课程。学校有了浓厚的本土
文化氛围、文化展厅，可以打
造童谣长廊、童玩区等，打造
学习本地方言的浓厚氛围环
境。

学讲本地方言语，传唱
本地俚语、歇后语，玩传统游
戏，举办童谣夏令营；请民间
艺人“讲古”、表演民间曲艺，
将民间优秀的、健康的、丰富
多彩的民间艺术传授给孩
子，让孩子们体会浓厚的乡
情气息，并从中学到了很多
知识。努力使校园成为孩子
们学习传统文化的乐园，继
承前辈优良传统的摇篮。学
生毕业时，还要考这些知识，
比如要会唱几首本地童谣、
辨认几种聊城的地方剧目
等。

聊城版“摇篮曲”有好几个版本

你小时候听过哪一个
“哦、哦，睡觉觉，猴来

了，猫来了，给俺小，叼个桃
来了。红尖儿地，白尖儿地，
俺小吃了做官去。”这是聊城
本地的“摇篮曲”就有好几个
版本。

在那个没有计划生育政
策的年代，一个家里有好几
个孩子。农村地多，大人忙不
过来，最小的孩子要交给稍
大些的孩子照看，小的孩子
困意表现出来的时间不固
定，大人随时用哄小孩的入
睡的摇篮曲“噢！噢！睡着
了，老猫来到家前了，先吃
头 后 吃 腚 ，咯 嘣 咯 嘣 咬 个

净”。这个童谣先是母亲们
会的，用一个手托抱着幼小
的孩子，另一只手轻轻拍着
孩子的胸脯，如果空闲时间
长，母亲们还会嘴亲昵拱抵
孩 子 的 小 嘴 儿 ，小 脸 儿 一
番，看其咯咯地笑，如果空
闲时间短就只有托抱着孩子
并轻晃着上身让其入睡。母
亲们忙不过来，就交给家庭
里稍大的孩子，把这个看孩
子摇篮曲交给他们以备容易
把自己的弟弟妹妹哄睡，这
样在孩子们心中也就有了这
个童谣的传播。

小孩子经常容易生病，

闹肚子疼更是常事儿。有个
童谣就是专门用来哄孩子肚
子疼的。假如一个孩子肚子
疼，他的小伙伴们就会这么和
他开玩笑“肚子疼，找老营，老
营不在家，找老八，老八耪地
去了，跟着老八吃屁去吧”，那
个肚子疼的孩子回他的小伙
伴们一句“你们才跟着老八吃
屁去”，这么一来一回地闹，肚
子疼的孩子好像忘记了疼似
的，表现得活泼起来，好像没
有了肚子疼这一回事。这就是
伙伴们的力量吧，一是爱闹
爱玩，一是让自己的伙伴马
上好起来。

萌娃童谣视频秀

欢迎萌娃参与

你 记 忆 深 处 的 童 谣 是 什
么？欢迎参与“聊城最美童谣”
活动，将您记忆的歌谣发送给
我们，聊城市文广新局和本报
将进行整理，随后，在报纸和微
信上发起聊城最美童谣评选。
格式可以是文字形式，也可以
配有您的视频、音频。

征集到的童谣经过专家甄
选和鉴别后，将分批次在微信
平台和齐鲁晚报·今日聊城版
面上进行广泛宣传。征集到的
童谣在齐鲁晚报报纸、网站和
齐鲁晚报今日聊城微信公众平
台上宣传公布之后，在微信公
众平台上进行“聊城最美童谣”
评选，由市民评选出30到50首
具有代表性、回忆性的童谣。选
出30篇到50篇经典童谣作为展

演篇目，征集市民参与“聊城最
美童谣”展演。

投送童谣要求：
1 .能体现聊城本土特色和

文化特色，语言生动、易于传
唱，体现童心童趣。

2 .语言简洁明快，具有益
智娱乐、口口相传、健康向上的
特性。

3 . 童 谣 也 在 民 间 广 为 传
诵。

“聊城最美童谣”发送方
式：

1、信件邮寄地址：聊城市
东昌府区兴华西路93号齐鲁晚
报·今日聊城编辑部

2、邮箱：guyunlc@126 .com
3、直接发送至齐鲁晚报·

今日聊城微信公众平台。

最美童谣展演等你来

聊城最美童谣还将举行童谣
展演活动，欢迎小朋友们报名参
加。活动将在齐鲁晚报报纸、网站
和齐鲁晚报今日聊城微信公众平
台上征集童谣，在市民中掀起一
场关于童谣的回忆，由市民将记
忆深刻的童谣通过多种形式投送
给主办方。主办方将通过微信、网
络投票等方式，由聊城市民选出
30篇到50篇经典童谣作为展演篇
目，征集市民、尤其是小朋友参与

“聊城最美童谣”展演。

展演分为少儿组和亲子组两
个类目进行参与。少儿组要求只
能有一位孩子参与，亲子组则可
以由任一位或多位家长陪伴孩子
一起参与比赛。展演最终评选出
一二三等奖，并颁奖。

报名方式：
1、邮箱：guyunlc@126 .com，

表注明名字、年龄、联系方式。

3、通过齐鲁晚报·今日聊城
微信公众平台直接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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