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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大家慧眼识珠！泰安象形景点30佳、象形景点最佳图片50幅出炉

象象形形景景点点点点睛睛 带带活活一一方方旅旅游游

泰泰安安市市第第一一人人民民医医院院杨杨爱爱清清获获省省级级技技能能竞竞赛赛一一等等奖奖
本报泰安7月30日讯(记

者 张泽文 通讯员 刘岩)
7月27日，在2019山东省癌

症防治与健康促进大会开幕
式颁奖仪式上，泰安市第一
人民医院病理科主任、副主
任医师杨爱清荣获“2019年山
东省上消化道癌早诊早治病
理诊断技能竞赛”一等奖。

会议在泰安宝盛酒店召
开，来自国家卫健委疾控局、
省卫健委领导、泰安市有关
领导和全国的专家、学者及
全省的各级上消化道癌早诊
早治管理者、从业者600余人
参加了开幕式。

7月13日，由山东省癌症

防治中心举办的“山东省上
消化道癌早诊早治病理诊
断技能竞赛”在肥城市举
办，来自全省上消化道癌早
诊早治项目点病理工作者
百余人参加了竞赛。竞赛按
照病理基础理论与读片操
作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最终
产生一等奖 3 人，二等奖 6
人，三等奖12人。

通过不断学习、交流与
竞赛，杨爱清带领病理科同
仁总结专家的宝贵经验，进
一步掌握了上消化道癌筛查
方案、病理诊断标准及病理
技术规范，提升了上消化道
癌早诊早治病理诊断水平。 杨爱清主任(左四)上台领奖。

本报泰安7月31日讯(记者
薛瑞 谢玉强 实习生 贠相全)

开天盘古、神来之笔、关公望
岳……经过3个月的发掘、报名、
投票、专家评审后，30日，“泰安象
形景点30佳”名单最终揭晓，同
时，50幅优秀摄影作品入选“泰安
象形景点最佳图片”。

山峰、岛屿、奇石、古木、建筑，
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造就了泰安丰
富的象形景点。此次“泰安象形景
点30佳”评选不仅对象形景点进行
了深入挖掘，而且对于这些已发现
和新发现的景点进行了新的命名。
十八盘西侧山峰酷似一尊守望的

“神人”，对于这座山峰的名字，说
法不一，有人说是碧霞元君，有人
说是泰山神。评审会现场，专家们
认真推敲着，结合盘古开天地、头
颅化作泰山的神话，最终命名这个
景点为“开天盘古”。老景点有了新
生命，同时新景点走出深闺。新泰
墨石山奇石林立，“立石人”、“外空
来客”、“唐僧帽”众多象形景点分
布，根据这里的地质特征，专家命
名此地为“女娲炼石”。通过此次推
选命名活动，泰山景区“玉泉佛
影”、“关公望岳”、徂汶景区“汶河
金带”、东平湖聚义岛“湖心青螺”
等一批新形象全新亮相。

在新出炉的“泰安象形景点
30佳”名单中，泰安市文化艺术中
心“莲花献瑞”、泰山花样年华“花
都蝶影”、泰山天颐湖“如意画廊”
三个具有设计感的现代建筑进入
人们的视野。象形建筑的融入，使
象形景点类型更加丰富多样，更
具有时代气息。

7月30日下午，经过前期网络
投票，结合5位专家评审意见，活
动评选出了“泰安象形景点最佳
图片50幅”一等奖2名，二等奖3
名，三等奖5名，优秀奖40名。

3个月时间里，来自全国各地
的游客走遍泰安、挖掘泰安，拍下
了如来神掌、孔子抚琴、美人盼归
等一处处形神兼备的景点。这些景
点曾“养在深闺人未识”，经过选手
慧眼发现，如今让人眼前一亮，惊
叹泰安竟还有如此造化天工之处。
活动期间，69岁的李纪平老人还特
意将这些年拍到的象形景点冲印
送来，厚厚一沓。网友“鲁西”则留
言称赞选手提交的作品，“老泰安
人了，看到这些作品都很惊讶，从
不知道泰安还有这些鬼斧神工的

地方，以后一定挨个去看看。”
“象形景点古已有之，我们现

在看到的象形景点，很多也都是
古人发现命名的。但旅游文化在
发展，当代也要为这个事业继续
做贡献。”省艺术摄影协会顾问、
市摄影家协会名誉主席胡立东现
场点评到，“鼓励发现象形景点，
可以调动起游客深度游的积极
性，提高游客的参与感，活动取得
的成果也能推动景点和景区的进
一步发展，多方面都能在这个活
动中受益。”一个小景点可能带活
一处景区，本次活动为泰安旅游
打开了“新世界”，引导游客带着
发现的眼睛看景点，有效丰富游
客的旅游体验，延长游客的游览
时间。

本次活动由泰安市文化和旅
游局、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联合主
办，旨在挖掘泰安、泰山旅游资源
和文化内涵，创新传播形式，趟开
全域旅游新路，讲好泰安、泰山故
事，做足“吸引人、留住人”文章。
据统计，活动自启动以来，通过齐
鲁晚报、齐鲁壹点、齐鲁晚报微
信、微博、网站等全媒体平台推送
后，活动稿件单篇最高阅读量
30 . 8万，阅读量总计突破500万，
后台报名人数237人，活动浏览量
12 . 6万次，投票总数达13 . 2万票。

泰山景区——— 天门云梯(十八盘)

泰山景区——— 云海玉盘

泰山景区——— 翘首望客(望人松)

泰山景区——— 桥渡仙人(仙人桥)

泰山景区——— 姊妹情深(姊妹松)

泰山景区——— 天烛映空(大、小天

烛峰)

泰山景区——— 悬掌宝扇(扇子崖)

泰山景区——— 云龙三现(龙潭瀑布)

泰山景区——— 开天盘古(十八盘)

泰山景区——— 神来之笔(彩石溪)

泰山景区——— 仙鹤沐羽(仙鹤湾)

泰山景区——— 刀山可上(刀刃山)

泰山景区——— 玉泉佛影(玉泉寺)

泰山景区——— 关公望岳 (大天

烛峰)

岱庙古树名木——— 汉柏连理、赤

眉斧痕、麒麟望月、挂印封侯、云

列三台、昂首天外、苍龙吐虬、灰

鹤晾翅、龙升凤降、宁死不屈、唐

槐抱子

泰安市文化艺术中心——— 莲花

献瑞

徂徕山——— 丹青徂徕

徂徕山——— 玉女秋千(秋千架)

徂徕山——— 弥勒迎客(大佛岩)

徂徕山——— 神仙眷侣(情人石)

泰山宝泰隆——— 地下龙宫

泰山花样年华——— 花都蝶影

徂汶景区——— 汶河金带

泰山天颐湖——— 如意画廊

新泰莲花山——— 天成观音

新泰墨石山——— 女娲炼石(立石

人、外空来客、唐僧帽)

肥城万亩桃园——— 世上桃源

肥城陶山——— 天然弥勒

宁阳禹王庙古柏——— 夫妻情深、

虬枝歧柏、凤凰回眸、十二生肖

东平湖聚义岛——— 湖心青螺

“泰安象形景点30佳”名单

一等奖作品“祥云笼岱岁岁好 关公迎朝日日新”。 摄影 肖建亮

一等奖

肖建亮 祥云笼岱岁岁好

关公迎朝日日新

李春妍 守望

二等奖

傅阳光 天工开物(石将军)

贺安栋 徂徕情人石

巩宪德 雄狮望岳

三等奖

佟木 如来神掌

李钦利 新泰寺山天成大寿

宿祥云 泰山天马池

商和兰 美人盼归

李春妍 元宝石

“泰安象形景点最佳图片50幅”名单

一等奖作品“守望”。 摄影 李春妍

扫码查
看获奖
照片。

佟木 泰山天眼

商和兰 扇子崖

张玉俊 徂徕山情人石

贺安栋 泰山神龟

李春妍 雅典娜巨石

李春妍 元君侧颜

田文申 神龟拱岱

江凌儿 中剑的武士

王长民 神来之笔

王奕珵 神之泰山

张坤 宝瓶崖

李春妍 白龙出山

王世东 万年之吻

程立强 天工开物

张建国 泰山卧佛

王强 一柱擎天

李文东 武财神关公，文圣人孔子

田文申 犀牛望岳

徐熙发 仰面佛像

姜显荣 海狮探险

杨建 恐龙

张玉俊 骆驼山

田兆胜 宁死不屈

赵波平 风动石

裴敦泉 幽谷飞瀑

王强 吻石

赵波平 石敢当

程强 宝瓶崖

赵波平 一拳石

鞠志成 狮身人面像

陈致仁 龙行天下

程立强 定南针

赵波平 吓人峰

王强 夫妻抱子

张玉俊 泰山石猴

田兆胜 孔子抚琴处

田兆胜 龙回头

赵波平 泰山小老鼠

陈致仁 龙腾虎跃

陈致仁 泰山大佛

优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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