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快速放款
当场 1-30万房产易贷

放款 信誉贷汽车质押
快银行有贷款可二次贷款

15552213877

家政服务
●仁康保洁承接大厦日常保洁6802114

货运物流

装饰建材
●专业电水暖安装15553515679

电脑服务
● 上 门 电 脑 维 修 6 6 1 1 1 8 2

管道疏通

车辆信息
投资贷款

宝通开锁换锁（五区）
更换超B级、C级锁芯6701110

开锁服务

搬家服务

大额资金 寻项目合作
房地产、交通、旅游、新能源、矿产冶
金、机械、建材、石化、市政基础设施，
水产、冷链农产品加工等第三产业，轻
松解决资金周转。高薪诚聘地区代表。
电话13965101677

招聘信息

招聘内科医生
市内某医院急需招聘内科

医生几名，离退休人员也可

以，上班时间比较自由，工

资面谈。联系电话：6210838

招聘
招聘B2驾驶员3 0名，开自卸
车，工资六千两班倒，半个月
白班 半个月夜班，全新自卸
等 着 您 ，有 意 者 请 拨 打 ：
13963879006 13356907630

祖传专治哮喘，慢阻
肺，肺心病，吐白痰。
季先生13105291261

高薪诚聘护士
支农里社区医院诚聘护士5名，档案管理
员1名，药学1名，要求：女性，有护士资
格证书者优先录用，签合同交五险，免
费住宿，工资2600一3500元，干三天休
一天，电话13963813166 13723977731。

皮络排毒疗法治牛皮癣
不吃药，不打针，纯中药，不复发，
不留黑印，红印，愈后和正常皮肤
一样，免费体验，无效退款。湿疹，
青春痘，手足癣7-10天看到明显
效果。需要请联系王丽梅大夫。
咨询电话：13953525778(微信电话同步)
地址：烟台芝罘区只楚小沙埠卫生所

医疗门诊
●专治蛇盘疮及后遗症13287999268

租售福山区福海路商
业网点房，大、小型卖
场、办公室、仓库等。
电话：2132169 2132179

大正水暖太阳能
批发太阳能热水器及配件，家用净

水机，卫浴花洒，304无铅水龙头。

电 话 : 18953582018

处理多种锅炉
及 制 造 设 备
13505358061

沿街旺铺出售
烟台莱山区南山世纪华庭沿街商铺2
套，均为251平，总价703万，位于烟大
文经学院对面，核心商圈，证件齐全。
联系人 :王先生，13869102652；详见网
址：h t tp : / /www.sdcq jy .com/p ro/?
540d88bb44c14a6aae392ed89f29d357；
http://www.qingsuanchongzu.com/。

商业信息

芝罘区希尔顿酒
店楼下，抵账写
字楼7366元\㎡
电话：13365456064

厂房租售

大莱山莱院路，厂房一
幢，土地面积3800平，
厂房面积2000多平，两
证齐全，可过户，现出
让，1 5 9 5 4 5 0 4 6 6 8 ，
1 3 3 5 6 9 2 9 1 1 1

遗失声明

烟台市兴潭经贸

有限公司(社会统一信

用 代 码 号 :

91370612MA3EPB896

L )不慎将营业执照正

副本全部丢失，特此声

明。

烟台书法家赵向森的笔墨人生

桃桃李李满满天天下下，，左左手手练练字字成成佳佳话话

七岁启蒙

机缘巧合拜宁兰智为师

“勤于学问，谓之懿德。家
父从事教育工作42年，重视正统
思想引领。”赵向森先生一边回
忆一边向记者娓娓道来。赵先
生的父亲和舅舅都是学校校
长，从小受家庭熏陶，他对写字
有着浓厚兴趣。七岁时他开始
写对联，春节时还写春联补贴
家用。

真正让赵先生进入书法世
界的，还缘自一个机缘巧合。那
年赵先生16岁，正趴在黑板前认
真写着黑板报，却忽略了站在
他身后看了一个小时的校长，
校长当即便将他举荐给宁兰智
先生，从此宁先生成了赵先生
书法艺术路上的启蒙老师。

当问及赵先生是如何看待
书法时，赵先生表示，练习书法
并不是纯粹的想成为书法家，
书法之所以伟大，就在于它是
中华民族的文化符号，表现的
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学好
书法，要深植于传统。

“您工作很忙，社会活动又
很多，还有时间练字吗？”先生
笑曰：“我带你看看近期的功课
吧！”走进先生的工作室，数百
幅作品映入眼帘，作品或气势

奔放，或风姿清丽；或魄力沉
雄，或意态安详；或风度潇洒、
或浑然天成。赵先生说：“求学
期间，我是学生干部，无一日之
闲，每天忙活习惯了。四年求学
7个寒暑假，每天练习书法八小
时，如今书法已经成为我生活
的重要组成部分，离不开了。

痴迷艺术

数百弟子遍布全国

水滴石穿非一朝一夕之
功，正是赵先生坚持不懈的练
习书法，才获得了今日的成就。
然而赵先生却认为，他最大的
成就，还是他拥有数百弟子。赵
先生1991年参加工作，在烟台
职业学院教育岗位上一干2 8
年，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学
生踏入社会，他们遍及全国，从
事各行各业。

赵先生的徒弟不仅仅是烟
台职业学院的学生，还有很多
慕名而来拜师学艺，烟台职业
学院栾少东老师就是其中之
一。栾老师告诉记者：“自部队
转业之后，内心一直没有归宿
感，直到遇到赵先生并和他学
习了书法之后，才让我在工作
之外找到了自我价值。”

“赵先生是我书法艺术路上
的启蒙老师，他对艺术可算得上

是痴迷。”栾老师介绍说，赵先生
在练习书法时过于专注，致使在
生活中经常“犯糊涂”。有一次，
钻研了一天书法的赵老师还沉
浸在对艺术的探索中，到了饭
点，他顺手拿起陶瓷刀大手一挥
剁起了猪骨头，结果并不适合砍
剁的陶瓷刀被震碎，并深深扎入
赵先生右手中，严重的刀伤导致
赵先生很长一段时间无法练字，
这可把赵先生急坏了。但后来赵
先生灵机一动，左手提笔，继续练
习书法。栾老师笑着说：“谁也没
想到，他还能左手练字，这在我们
圈子里成了一段佳话，赵老师对
艺术的执着，值得我们钦佩。”

孝行天下

自身品德成学生们活教材

赵先生曾说，书史、书论、做
人与书法是融为一体的，赵先生
的书法行云流水，作为子女更是
一个孝子。烟台职业学院学生科
副科长宋海荣，向记者讲述了一
件让他印象颇深的事情。

赵先生曾和母亲约定，要
举办一场音乐会庆贺老人家80
大寿，但没想到母亲猝然离世。
为遵守与母亲的约定，赵先生
与众子女如期举行音乐会，音
乐会所有参与人员皆分文不
取，自愿前来，音乐会现场播放

了赵向森及兄弟们与其母亲的
照片，用歌声传达对母亲的思
念和感恩，座下人员无不动容。

“父母皆艰辛，尤以母为
笃，家母终生操劳，供养儿女上
学求知。一家儿孙全部送进了
清华、北大、武大等知名大学，
作为一个并不识字的母亲来讲
是何等的辛苦啊！”赵先生在与
记者聊到其母亲时变得有些沉
默，“举办这场特殊的音乐会，
就是为了警训自己，同时也教
育后人孝行天下。”

宋海荣告诉记者：“赵老师
对教育工作的奉献是我们教职
工的榜样，赵老师的品德与行
动是我校学生们的活教材。”

作为一位有影响力的书法
家，同时又是一位教育工作者，
赵先生说自己个人的成功不算

什么，他更希望通过自己的努
力，让书法艺术发扬光大。短暂
采访后，赵先生又急忙回到办
公室，处理他的教务工作去了。

赵向森简介：

赵向森，潍坊诸城人，现供职
于烟台职业学院，主持烟台广播
电视台大学和烟台市社区教育工
作。工作之余，先生潜心研习书
法，1987年拜宁兰智先生为师，后
就读首都师范大学书法艺术专
业，师从欧阳中石先生，篆隶楷行
草皆通，尤擅草书和楷书。现为中
国书法家协会会员、齐鲁儿女书
画院副院长、烟台市书法家协会
教育委员会主任、烟台高新区书
法家协会主席、烟台职业学院书
画艺术研究院院长、中国人民大
学画院工作室导师。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张菁

初见赵向森先生，他和蔼可亲、文质彬彬，为人低调却神采奕奕。赵先生是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书法家，也是一位在教教育岗位上默默
付出28年的辛勤园丁，他的作品曾多次参加国展及中日、中韩、中新书法交流展，修身养性的同时更促进其书法艺术的融合发发展。赵先生
浸润书香之家，书法是令他陶醉一生的艺术追求，而他孝行天下，与母亲之间的故事更令我们动容和钦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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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向森（右）在深圳中国文化博览会上为明德书院题字。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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