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让千年历史文化名城活起来火起来

名泉名士名城，济南如何擦亮文化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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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通泉水水道
规划提升72名泉

泉水文化是济南城市文化
的核心。济南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张华松总结济南泉水的特点：

“第一是泉多，有上千处；第二，
泉水出露有上升泉、有下降泉，
千姿百态、各有特色；第三个特
点，泉水流量大；第四个特点，泉
水甘甜，品质优越；第五个特点，
历史最悠久，也最系统，可以说
这是世界上任何一地的泉水都
无法比拟的。”

近年来济南对泉水景观的
保护不断提升，济南市考古研究
院原院长李铭认为，泉水水道是
泉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对泉水
水道也应当加以提升和保护。

“我们应该对主城区古代的水道
进行普查，把堵塞、填埋的和长
期干枯的水道进行挖掘整理，通
过规划注入泉水，使这些水道重
新活起来。”李铭建议，政府应该
出台一些相关的政策，通过购买的
形式，或者租赁的形式，或者补偿
的形式，重新整治、美化、扩展，使
市民和游客能进到泉水院落。

对此，济南市历下区区委副书
记、区长杨福涛表示，将对辖区内
的名泉按照修旧如旧、和谐自然的
原则进行修葺和维护，让泉水更
清，让泉池更美。“我们也会按照专
家的建议，逐步打通从小王府池子
到百花洲这5条泉道。同时我们也
会收回300余处院落，让泉水、让古
院落串珠成链，再现家家泉水、曲
水流觞的优美的泉水景色。”

“泉水是我们济南的灵魂，保
护、利用、开发泉水和弘扬泉水文
化同等重要。我们坚持科学保泉、
精准保泉和生态保泉，使以趵突泉
为主的这些重要泉群实现了19年
持续喷涌。目前，我们正在采用数
字化的理念和技术，搞好全域的水
位监测，形成监测预警系统，能使
我们的泉水资源得到最大限度的
利用。”济南市城乡水务局党组书
记、局长李季孝表示。

据了解，济南在“十四五”期
间还规划了166处历代72名泉的
景观提升计划，“目前已经修复
了近20处。我们在‘十四五’期间
就要全部完成这166处泉水景观
的提升打造，来夯实泉水文化传
承的基础。另外到‘十四五’末，
我们将达到100万市民能够在家
中品尝泉水，圆泉城人喝泉水的
梦。”李季孝表示。

挖掘好名人故事
保护活化名人故居

“海右此亭古，济南名士多。”
李清照、辛弃疾等众多文化名人

已经成为济南耀眼的名片。如何
利用这些名片将丰富的文化资
源推广出去，是济南需要研究的
课题。

“我建议进行业态的打造，
融合人工智能、数字化，以及AI、
VR这些现代技术，打造我们济南
名士的展馆、名士文化的街区、
名士文化的园区、名士文化节
庆、名士主题的游线，然后开发
名士的创意产品，策划情景演
艺，创新讲述名士故事。”山东国
信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晓国说。

张华松认为，名士决定一座
城市的文化高度和文化的品质。
要加大对济南名士的研究、宣传
和推介的力度，“我们如果把这
篇文章做好，那么济南名士多这
个品牌的效益就能最大化。”

“我们现在有些名人故居已
经被列入文保单位，大约有15处。
这些基本上能够做到应保尽保。
在保护好的基础上，来活化和利
用，保护是基础。另外，我们现在
正在推进老城和老商埠的改造
提升。应该拿出一些历史建筑来

建造我们的名人博物馆，或者说
名人的一些展览馆。”济南市文
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郅良
表示。

郅良表示，要挖掘和弘扬名
人文化，可以串珠成链，打造精
品旅游线路，打造一些精品的研
学课程，在场景化的设计和推介
上下力气。例如京剧《大舜》《李
清照》等作品已经通过挖掘名人
故事立上了舞台，还有很多这样
的题材、素材可以来挖掘和塑
造。

加大资金投入
对历史建筑应保尽保

作为泉城历史文化的重要
组成部分，名城保护无疑是其中
最重要的内容之一。近年来，济
南市委、市政府在历史文化名城
保护上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政策
和措施，积极开展名城保护工
作。

“通过这么多年的考古研
究，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济南这个
城市的确历史悠久、文化灿烂、

底蕴深厚，在全国是具有重要影
响力的一座城市。”李铭表示，在
9000年前，济南就有人类在这里
生息繁衍，考古人员曾经在张马
屯考古发掘中发现了遗址，通过
测年，应该是9000年前到9200年
前之间。在4000多年以前，龙山
文化时期，就有人类在这里聚
集，一直发展延续到现在，可以
证明济南在全国省会城市当中
是历史最悠久的。

“济南存有双城，一个是传
统的古城，一个是先进的近现代
的商埠城。古城布局比较完整，
存有大量的历史街区和历史建
筑。商埠城网格化的道路是100
多年前的规划，现在看也非常先
进，并且存留着大量多国风格的
近现代建筑。这些遗存是我们城
市的无价之宝，对于城市的历史
文化的保护，首先我们要保护这
个城市完整的布局、历史街区和
历史建筑的原貌，应保尽保，先
保后修。”李铭表示，“再就是需
要展示和利用，因为建筑是展示
一个城市的历史文化和风貌的
重要载体，也是一个城市精神的
体现。我建议政府对历史建筑和
文物建筑的保护应该加大资金
投入。我们一定要遵循先考古后
建设的原则，这样才能保护更多
的文物，保护济南的历史文化文
脉。”

“要让我们济南这座千年古
城能够活起来和火起来。”郅良
表示，老城保护首先要围绕着
泉·城文化景观申遗，对老城区
之内的13处文物申遗要素点进行
保护。另外要落实好文物考古前
置这项措施，保护好地下文物，
继续加大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
构建和完善文物保护的体系。

10月8日下午，济南市济阳区
仁风镇史家村举办垃圾分类志愿
者入户宣传活动，推进垃圾分类
工作走深走实。

本次活动在史家村举行，史
家村党总支紧紧围绕农村人居环
境提升和垃圾分类推进，通过发
动群众参与、配齐农户分类小桶、
收集亭等基础设施、健全长效管
理三项措施，使得人居环境质量
显著提升，有效推进垃圾分类工
作。

活动中，志愿者通过走村入
户，发放宣传手册，讲解垃圾分类
知识，现场指导垃圾如何分类，深
受村民欢迎。

（通讯员 徐月）

本报讯（通讯员 谢丽 彭
健） 日前，国家知识产权局下发
了《关于确定国家知识产权强县
建设试点示范县和国家知识产权
强国建设试点示范园区的通知》，
单县获首批“国家知识产权强县
建设试点县”荣誉称号。单县紧扣
创新发展需求，大力实施知识产
权发展战略，充分发挥知识产权
引领作用，在知识产权创造、运
用、保护、管理、服务下功夫，重点
加强生物医药、机械制造、玻纤化
工等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帮助企
业做好知识产权运用转化，组织
开展线上线下培训，搭建银企对
接平台，助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
展。截至目前，单县拥有发明专利
402件，拥有注册商标13997件，其
中地理标志商标12件。

文/片 记者 国晓宁

在婆家没受半点委屈
公婆称又多了个女儿

陈菲是菏泽市鄄城人，2007
年，嫁入离家150多公里的聊城
冠县婆家，一直帮着公公婆婆打
理自家的小超市。婆家有66岁未
出嫁的大姑，还有身体残疾的四
姑，陈菲用她的质朴和善良为这
个家带来欢笑和幸福，嫁入这个
大家庭后，她照顾公婆体贴入
微，两位姑姑也是她全权照料，
这个大家庭充满了爱。

“我婆婆经常对别人说她又
多了一个女儿，是嫁来的女儿，
而且在我嫁过来的第一天，婆婆
就对我老公说要好好对陈菲，不
能让她受半点委屈，令我十分感
动。”陈菲说。

2014年，陈菲通过自己的努
力考入了冠县第四实验幼儿园，
成为一名幼儿园教师，现在是幼
儿园的副园长。平日里她非常用

心对待幼儿园工作，将自己的细
心、耐心、爱心奉献给了幼儿园
可爱的孩子们。

照顾公婆体贴入微
引来邻居夸赞

“古人说，孝是德之本。自古
以来，中国人就提倡孝老爱亲。”
陈菲向记者表示，在老人搬过来
一起住之前，每天她都是天刚蒙
蒙亮，便走出家门，先到市场挑
选新鲜蔬菜，再赶回家为丈夫孩

子准备好早饭。之后，她再带上
保温饭盒，骑车直奔6里外的公
婆家，为公婆摆上饭菜，简单收
拾一下屋子。忙完这些又接着赶
往单位，开始一天的忙碌工作。

邻居的大爷大娘都夸陈菲
是孝顺的好儿媳妇。在婆婆的影
响下，陈菲在生活上提倡节约，
精打细算，用淘米水浇花，用洗
衣水拖地。教育孩子一菜一饭，
当思来之不易。在陈菲和婆婆的
教育下，女儿和儿子衣着朴实大
方，从不大手大脚，养成了勤俭

节约的好习惯。逐渐自立，假期
经常参加社区的社会献爱心活
动。

“现在为了方便照顾公婆，
就让公婆搬过来和自己一起住，
这样就不用两边跑了，公婆年龄
大了，做儿女的照顾老人是晚辈
应尽的义务。”陈菲说。

照顾都是相互的
有爱会一直幸福下去

陈菲告诉记者，公婆年纪大
了，身体都不太好。2020年，婆婆
因病住院，老人家思想负担很
重，觉得自己生病拖累了孩子，
经常唉声叹气，婆婆住院期间经
常拉着她的手说别因为她的病
影响工作。工作不能耽误，家务
需要料理，孩子学习需要辅导，
一时间陈菲深感压力很大，但她
从不在公婆面前表现出来，怕他
们因此事而内疚。

令陈菲难忘的是去年她生
病住院时发生的一件事，正是因
为这件事，更坚定了她全心全意
照顾好公婆的决心。去年，陈菲
因身体不适在聊城市区的医院
做了手术，在住院期间，她叮嘱
公婆在家看好孩子，不用来看
她，但是公婆不放心她，还是过
来看她。公婆下了公交车，问了
很多人才找到陈菲住的医院，令
陈菲感动不已。

“我觉得我对公婆好，公婆
也会对我好，这都是人心换人
心，只要有一颗真诚的心，我们
的生活就会一直幸福下去。”陈
菲说。

文化是城市精神的传承和
根脉。硬实力让城市强大，软实
力让城市伟大。作为国家历史
文化名城的济南，是享誉中外
的泉城。围绕如何“品味泉城文
化，讲好济南故事”，近日济南
市政协商量调研组开展“商
量”，从泉水文化、名士文化、名
城保护等方面为济南文化发展
出谋划策。

单县获称

国家知识产权强县建设试点县

济南济阳区仁风镇史家村

举办垃圾分类志愿者宣传活动十余年如一日，她悉心照顾婆家四位老人
聊城这名好儿媳用孝心换来全家人幸福和美

“公婆一辈子经历了不少苦难，孝敬老人，赡养老人是一个人做
人最起码的标准，伺候他们恢复健康比什么都强。”陈菲自2007年嫁
入冠县婆家，一直悉心照料着公公婆婆和两位姑姑。四位老人也把她
当做自己的女儿一样，一家人的日子过得幸福和美。

孝老·敬老·尊老·助老

陈菲为生病的婆婆穿衣服。

泉水文化是济南城市文化

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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