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运河文化的“活化石”——— 周店船闸：

““李李海海坞坞””在在传传承承中中华华丽丽转转身身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王尚磊 通讯员 柳美琳

作为京杭运河上重要的交通枢纽，李海务街道见证了两岸的千年繁荣。李海务原名“李海坞”，京杭大运河聊城段属于于元代所开凿的
会通河，河上建有大量的船闸，这些船闸与弯曲的河道成为运河聊城段的独特魅力所在。而位于度假区段李海务街道周周店村的周家店船
闸已经挺立了七百多年，它见证了运河漕运的兴盛，也滋润着新时代的周店人。

李海务街道位于聊城江北水城旅游度假区中部，街道驻地距聊城城区7 . 5公里，街道总面积45平方公里，耕地4 . 3万亩，39个行政村，人
口3 . 1万人，李田路、于沙路两条县级公路连接东西，聊位路、京杭运河贯穿南北，交通十分便利。

名噪一时：

运河历史上的

商业重镇

据史料记载，周店船闸建
于元朝大德四年(1300年)。会
通河是大运河的关键河段，周
店船闸是会通河“七十二闸”之
一，也是目前古运河上保存最
为完整的一个船闸。京杭大运
河沿周店村而过，历史上村子
里跑船、拉纤的人有很多。今年
90岁的苗景生老人，从小就在
运河边上住，是周店目前健在
的年龄最长的跑过船的人。当
年，18岁的他便有了自己的第
一条船，开始了运河运输生计。

据苗景生老人回忆，当时
船只经过船闸都要交税，周店
船闸帆船林立，过往客商络绎
不绝。黄昏时分，闲暇的村民围
坐河岸谈天论地，推车、挑担的
商贩穿梭在船舶、岸边，叫卖声
混杂交错，运河上停泊的商船
燃亮点点烛光，繁华热闹之景
绵延通宵。周店村的繁华吸引
了周边的人前来经商从业。目
前，周店村有3000多口人，仅姓
氏就有48个之多，以苗、高、刘、
赵、戚姓为主，足以证明当年周
店村的商贸繁荣、人口密集。

周店船闸施工精细，其设
计原理精巧合理，许多现代水
利设施都从中得到启示和借
鉴。尽管风云变幻，沧海桑田，
周店船闸却难掩昔日风采。目
前南闸上“周家店船闸”阴刻碑
记及月河石堤上“月河涵洞”阴
刻碑记，牢牢地镶嵌在条石之
中，依然清晰，完好无损。周家
店船闸也被批准为第六批国家
级文物保护单位。

美丽蝶变：

风情小镇

成为旅游新名片

曾经的运河兴盛给周店村
留下了厚重的商业基因，源远
流长的运河润泽着周店的文化
脉络，成为周店历史文化的源
头活水。周店自古以来就有舞
龙舞狮、龙灯制作等民俗文化
活动，并一直传承至今，现存村
民自发组织的文艺队伍8支，利
用村内文化阵地坚持不懈地组
织村民开展各种文体活动，在
市、区组织的民乐民舞、舞龙舞
狮展演比赛活动中多次获奖。
其中最有名气的运河龙灯已经
成为周店的一张名片，每逢春
节期间，周店村村民汇聚在一
起，扎制龙灯、举办龙灯会，弘

扬运河文化、传播当地风情。
“运河龙灯制作技艺”也被列为
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周店村所在的李海务街道
是运河沿线古镇，保护、传承和
利用好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责
无旁贷。而近些年，度假区也在
不断挖掘运河民俗文化，展现
古镇和生态发展特色，着力打
造运河沿线乡村旅游产业和资
源聚集区。

李海务街道文化教育事业
均衡发展。顺利通过了国家级
均衡县创建工作的验收，新建、
扩建了一批中小学、幼儿园教
学楼，软件、硬件设施不断完
善；高度重视综合性文化服务
中心建设工作，先后在34个村
建成了村级综合文化服务中
心、村文体广场、农家书屋，村
民的文化活动氛围日益浓厚，
生活幸福感大大提高。街道辖
区内有国家级、省级、区级文
物保护单位周店古船闸、权寺
遗址、李海务船闸和谭氏宗
祠。办事处先后被省、市、区
评为“山东省先进基层党组
织”、“山东省旅游强乡镇”、

“全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
进单位”、“2017年度假区社会
综合发展一等奖”等荣誉称
号。

2019年通过“双招双引”，
贵澳江北水城农旅小镇项目
落地李海务街道，是贵州贵澳
实业有限公司在山东落户的
第一个旅游园区，总投资约6
亿元，共占地1600亩。李海务
街道始终坚持“有温度的发
展、有质效的发展”，努力打造

“秀美秀丽、和谐和美、宜居宜
业”新街道模式。

李海务街道紧紧依托区
位优势、交通优势及丰富的旅
游资源优势，与江北水城旅游
度假区以旅游为主导产业的
发展定位完美契合，成为多项

政策的战略叠加区。辖区内京
杭运河的开发，望岳湖、金水
湖、青兰高速、大外环的建设，
聊位路拓宽改造等，都给他们
带来巨大的发展机遇。根据市
委、市政府《京杭运河聊城段
旅 游 发 展 及 水 生 态 体 系 规
划》，李海务街道办事处作为

“两城七镇”之一，将被重点打
造成李海务运河文化风情小
镇，必将推动李海务街道运河
两岸及全域内文化旅游业的
快速发展，极大地带动李海务
街道全方位的提升，迎来前所
未有的发展机遇。

李海务着力打造运河沿线乡村旅游产业和资源聚集区。

本报聊城10月17日讯(记
者 李怀磊) 10月上旬，齐鲁
晚报·齐鲁壹点连续报道了为
救治患重症肝衰竭的姜风英老
人，聊城东昌府区道口铺街道
一百多名乡邻跨市献血、济聊
两地交警倾情护送的义举，相
关报道刊发后，深受感动的众
多市民、网友纷纷为这一“齐鲁
正能量”点赞的同时，也牵挂着
姜风英老人的病情，为老人提
供帮助。10月15日，山东省体彩
聊城分中心一行人专程赶到济
南市传染病医院，为老人送来
5000元的救助金。记者从济南
市传染病医院了解到，经过治
疗目前老人病情已经稳定。

“现在脸色好多了，饮食
上也基本能达到平时的食量
了。”15日上午，在济南市传染
病医院，陪床照顾姜风英老人
的家属告诉记者。济南市传染
病医院重肝科科主任吕卉介
绍，患者前期被送过来的时候
是非常凶险的，各项指标都严
重“超标”，根据当时的情况，
除了一般的内科治疗外，还需
要人工肝治疗。“这个人工肝
治疗，需要大量的血浆，于是
有了后来村民集体跨市献血
的一幕。”吕卉说，当时的情景
是非常感人的，包括医院的医
护人员也是很受感染，经过医
院医生这段时间的加班加点

治疗，目前患者病情基本稳
定，各项指标趋于正常，消化
情况还也改善，现在吃饭基本
上恢复到以前的水平了。

虽然现在老人的病情已
经基本稳定，记者了解到由于
老人症状比较重，肝脏损害比
较严重，治疗恢复需要一个过
程。虽说病情稳定了，由于肝
衰竭会有些比较严重的并发
症，老人抵抗力比较差，病情
仍有不确定性。吕卉表示，后
续她们还会给老人仔细的进
一步进行仔细地调理、治疗。

记者从老人家属那了解
到，老人住院以来，治疗费用
已经花去了大约11万，后期的

治疗也是一笔不小的费用，这
对这个平日里都捉襟见肘的
家庭来说，无疑是一个天大的
数字，了解到这种情况以后，
山东省体彩聊城分中心为姜
风英的家属及时送来了5000
元救助金。接过救助金，姜风
英老人的儿子激动地连说感
谢：“感谢体彩对我家的救助，
谢谢……”“我代表病人家属，
代表全村父老乡亲，向山东省
体彩聊城分中心表示万分感
谢。”仙庄村党支部书记孙乐
文说，感谢体彩聊城分中心的
领导一行，百忙之中抽出时间
到医院看望慰问，将这份浓浓
的关爱，给了老人一家。

村民跨城献血续：在济治疗老人病情已稳定

聊聊城城体体彩彩为为老老人人送送去去55000000元元救救助助金金

今年以来，聊城开发区
慈善总会共收到来自山东人
久久医药科技有限公司、聊
城交运集团千千佳物流有
限责任公司和聊城盖氏邦
晔物流有限公司3家爱心企
业共计1 . 5万元的扶贫定向
捐款。3家企业助力脱贫攻

坚的爱心行为充分彰显了
开发区企业的社会责任与
担当，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
开 发 区 专 项 扶 贫 、行 业 扶
贫、社会扶贫“三位一体”的
大扶贫格局，引导全区各界
形成了扶贫济困、回报社会
的浓厚氛围。

聊城开发区爱心企业积极参与社会扶贫

近年来，开发区把推进
健康扶贫工程作为全区脱贫
攻坚工作的重点扎实推进，
全面开展了家庭医生签约服
务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进社
区、进村(居)活动，对因病致
贫进行了精准识别，对健康
档案实施动态管理，并在辖

区5家定点医疗机构为住院贫
困人口开通了绿色通道、“一
站式”结算窗口，实行了“先
诊疗、后结算”，切实为贫困
人口提供精准、优质、便捷的
健康服务，减轻贫困群众花
费，不断巩固提升脱贫攻坚
成效。

聊城开发区关心建档立卡住院贫困户健康

今年以来，聊城开发区
不断规范完善区级扶贫项目
储备库。工作中，对已经入
库项目的基本内容和编报程
序进行了重新梳理，本着缺
什么补什么的原则，进一步
补充完善了已入库项目的相
关内容。同时，根据贫困人

口需求、政策调整变化、脱
贫攻坚进度、项目实施等情
况 ，及 时 调 整 入 库 项 目 清
单，做到了有进有出，强化
了全区脱贫攻坚基础，为加
快扶贫项目实施进度、提高
扶贫资金使用效益奠定了坚
实基础。

聊城开发区加强区级脱贫攻坚项目库建设

山东省体彩聊城分中心为姜风英的家属及时送来5000元救
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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