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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叠层石雕刻技艺传承人赵盛兴

唤醒“远古”奇石巧雕“叠岩”显神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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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盛兴正在进行叠层石作品创作

图为高文生

“并不是每一种石头都可以考证其
年代的。”在赵盛兴的工作室内，他摩挲
着摆在门口桌子上的两块叠层石，喜爱、
欣赏之情溢于言表。赵盛兴正是天津叠
层石雕刻技艺传承人。

赵盛兴天资聪慧，自幼酷爱美术，以
素描见长，后来逐渐迷上雕刻。17岁
时，赵盛兴成为市特种工艺品厂的一名
工人，进厂3个月，他便独立完成玉雕作
品，轰动全厂。1984年，蓟县发现了国
宝级罕见奇石叠层石，这让一向追求创

新的赵盛兴眼前一亮。他决心用叠层石
搞雕刻创作。可这样的想法，被地质学
家甚至矿主认为是痴人说梦。叠层石质
地比普通石头硬，比玉石软，加之其石性
神秘难以把握，纹路复杂，有的地方很
硬，有的地方像威化饼干，层多酥脆。但
是赵盛兴没有放弃。一次，他用一个月
时间雕独角兽，在基本完工时，却因轻轻
顺一刀，那独角兽竟然掉下一条腿，让他
心疼了好几个月。赵盛兴说：“已记不清
失败过多少次，雕废的石料足能堆满一

个偏单。”而凭借他玉雕石雕多年的功
力，凭他对石头的深爱，他居然摸透了叠
层石的脾气秉性，20多年用精当的刀法
给予了叠层石新的生命。赵盛兴说，也
就是从那时起，他开始研究如何把这种
特殊的石头做成工艺摆件，最终成了国
内用叠层石加工精品摆件的首创人，并
获得了全国工艺美术创作奖。

据赵盛兴介绍，叠层岩是蓟县独有
的罕见奇石，形成于8亿至18亿年前，
是由海洋藻类沉积而成的古生物化石，
享有“地质瑰宝”“大地的史书”等美誉，
具有科研、观赏、珍藏等价值。对于叠层
石雕刻，熟悉材料，只是迈出了一小步。
赵盛兴说，设计叠层石的图样也很有讲
究，要根据叠层石不同部位的特性确定
打磨的地方，尽量避开有瑕疵的部位。
“比如我雕刻一条龙，要拿放大镜仔细
看，一定要把不适合雕刻的部位留在空
当里，否则，一件作品可能就被毁了。”赵
盛兴指着他的一件作品解释说。迄今为
止，重达4斤多的《中华龙》是其创作的
最大作品，这件作品的原材料超过40公
斤。赵盛兴说，这件作品历时几年完成，
夏天制作时，汗水经常流进眼睛里，他都
不敢擦。

赵盛兴告诉记者，这些年叠层石成
为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除了吃饭、
睡觉，他手里常托着块沉甸甸的石头，十
来公斤的石料在手中一托就是一天，双
手关节严重变形，肿胀疼痛。可灵感来
了，他不仅能忘了疼痛，甚至吃饭睡觉也
不顾了。选料更艰辛，赵盛兴经常带着
妻子李晓梅、儿子赵健淞，一起到蓟县深
山选料，常常为求一块好石，出没于深山

荒陌，攀崖涉水。崎岖山路、暴土扬场，
一家人常常变成土猴。而大雨倾盆，他
们却更要往山里跑，借雨水冲刷来看清
石头颜色纹理。赵盛兴说：“有时半吨多
石料才能出一个小摆件，有的一矿料却
一点也用不上。雕刻时更需屏气凝神，
雕刻时要求屋里绝对安静，关掉手机，拔
了电话线，甚至屋里都不能有风。雕刻
不仅倾注心血，更是怕一刀不慎便功亏
一篑。但这些苦在我看来，都是乐趣，咱
天津特有的古化石，就应该咱天津人自
己雕，把它雕好，让世界给咱天津叫好。”

多年来，赵盛兴雕刻出了3000余件
巧夺天工的叠层岩作品。他的作品以动
物为主。以有吉祥寓意的传统题材居多，
如象征人们进入小康生活的《马上富富有
余》、象征长寿的《福禄寿喜从天降》、代表
乔迁之喜的《独角兽》《麒麟》，以及具有民
族特色的《祥龙》等构思巧妙，造型生动，
技艺精湛，别具一格。为了将叠层石雕刻
工艺传承下去，他不仅将儿子赵健淞培养
成为了手艺传承人，还为不少雕刻者提供
技术指导。如今，叠层石已经成了赵盛兴
生命中的一部分。 记者 潘莹

他有着30年电站运维技术和项目
管理经验，曾任电站巡检员、值长、运维
项目部经理等一线技术岗位，他曾荣获
中国华电集团安全生产先进工作者及
华电运营公司优秀党员称号，参建的越
南电站运维项目获华电优秀项目称
号。他就是高文生，现任中国能建科技
发展公司发电运营公司副总经理兼越
南海阳运维项目经理。

高文生曾参建的巴基斯坦胡布电站
作为“一带一路”和中巴经济走廊重大先
行项目，深受中巴两国重视。他带领“调
试运维国家队”致力打造精品工程，彰显
了中国企业调试运维领先实力，在“一带

一路”建设中诠释了“中国品牌”的内
涵。2017年5月，高文生着手项目跟踪，
他突破电网协议、属地化员工比例等限
制条件，化解法律、成本控制等合同风
险，在2018年4月成功签署胡布项目运
维合同。在项目执行期间，他解决了属
地化员工聘用管理困难，累计发现解决
设备缺陷320条，攻克水环真空泵堵塞
等技术难题，实现每年节约燃煤量
23760吨。2019年8月17日，在员工数
量紧缺的条件下，高文生带领团队提前
14天完成了项目调试运营八个重大节
点，未发生一起人员误操作和设备损坏
事件，确保电站顺利投入商业运行，为巴

基斯坦提供90亿千瓦时电能，满足当地
400万家庭用电需求。

今年1月，公司委任高文生为越南
海阳运行维护项目部项目经理，高文生
再次踏上征程、肩负重任，怀着初心和
使命前往作为中国能建“投资、建设、
运营”一体化的越南海阳燃煤电厂。
2021年1月27日，刚到项目第二天，项
目所在地发生疫情，电厂周边出现几例
确诊病例，形势非常严峻，高文生立即
组织现场疫情应急指挥小组，全面落实
各项疫情防控和安全生产措施，紧急启
动“新冠疫情防控应急预案”一级响应，
全力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保障
安全生产和员工身体健康，多措并举拧
紧防疫生产“安全阀”。

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高文生通
过日常巡检、隐患排查等措施，切实提
高现场生产设备可靠性，保障机组安全
生产。疫情防控工作关系到项目部全
体员工的利益，认真落实疫情防控各项
措施，是企业必须履行的社会责任，项
目部全体员工团结一致，共同努力，共

同战胜疫情，全力确保项目部疫情防控
和安全生产持续稳定的积极良好局
面。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项目复工复
产，既是一场大战，也是一次大考。面
对当地疫情多点爆发的险情，坚持一手
抓防疫，一手抓复工复产，把疫情防控
作为当前重要政治任务，落实举措、教
育引导、强化保障，以实的办法抓防护、
以实的物资保障复工，演绎了一曲中国
能建海外人战“疫”的胜利凯歌。截至
目前，全厂558人未出现一例新冠疫情。

2020年 12月 23日,天津市劳动
模范和模范集体表彰大会召开，高文生
荣获“天津市劳动模范”荣誉称号，他
说：“这个荣誉是团队的荣誉，更是一份
沉甸甸的责任，我将用实际行动践行劳
模的初心和使命，保障工程优质履约，
保障机组安全生产，以更加饱满的工作
热情和精湛的业务技能，在‘一带一路’
的号召下，带着理想和信念，奋力打造
出一张值得信赖的中国能建调试运维
一体化名片。”

记者 赵文君 摄影 刘泽瑞

上杭路街道万达广场社区举办义诊活动

保护眼睛 健康生活
本报讯（记者 赵文君 通讯员 崔

莉旋）为满足居民体检需求，提高居民
健康生活意识，关注眼部健康，及时发
现、及时治疗。日前，上杭路街道万达
广场社区党委联合天津普瑞眼科医院
在社区居委会开展眼科义诊及眼部健
康知识普及活动。

在社区工作人员的合理安排下，医
护人员认真为大家进行登记、检查，并

尽心尽责为到访居民答疑解惑，本次义
诊包括电脑验光、裂隙灯、眼底镜等检
查项目，为社区居民进行了全方位的眼
部检查。此外，医护人员还在现场为居
民讲解了定期做眼部检查的重要性以
及白内障预防知识，纠正了部分居民对
眼病和治疗的理解上存在的误区，宣传
正视疾病、及时治疗、养好习惯，健康生
活的重要性。

大直沽街道开展消防安全知识培训

消防安全深入人心
本报讯（记者 赵文君 通讯员 徐

立）日前，大直沽街道蝶桥社区联合天
津安居应急消防培训中心，为辖区内居
民和残疾人进行了消防安全知识讲座
和消防演练培训活动，进一步加强社区
残疾人的消防意识，帮助其预防和减少
家庭火灾事故的发生。

在活动中，授课老师结合真实案
例，以幻灯片的形式从多方面讲解了

消防安全知识，解析了火灾隐患问题，
介绍了不同灭火器的特性和使用方
法，随后着重讲解了火灾逃生的注意
事项。

通过本次消防安全知识培训，不仅
增加了社区居民的消防安全知识，还提
高了居民特别是残疾人、老年人的火灾
逃生能力，使消防工作真正深入社区、
深入人心。

富民路街道开展公益创投志愿者培训会

学习急救技能 提高为老服务技能
本报讯（记者 石晓钰）日前，富民

路街道公益创投“好管家”项目邀请天
津第四中心医院急诊科医生，在金月湾
花园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好管
家 助老情”公益创投志愿者培训会，社
区工作者、网格员、志愿者、楼门栋长和
热心居民参加了活动。

讲座中，医生采用多媒体幻灯片的
形式，围绕“高血压、中风、心脏病”等老

年人易发病，图文并茂地讲解了志愿者
如何进行家庭急救和老年人自救，并结
合临床实践及经验，列举出急救措施，
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让大家了解了自救
与急救知识。参加活动的人员纷纷表
示，通过此次培训，他们都掌握了一些
急救技能，此后在参与关心关爱老年人
志愿服务工作中，会更努力发挥自己的
光和热。

唐家口街道南横街社区开展青少年户外活动

童心永向党 奋斗中国梦
本报讯（记者 彭娜 通讯员 卢迎）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唐家
口街道南横街社区以“童心向党”为主
题开展形式多样的教育实践活动，旨在
通过激发青少年积极参加形式多样、生
动活泼、健康向上的体育活动，让社区
内青少年参与进来，活跃起来，展现少
年青春活力 。

在欣荣嘉园小区乒乓球赛场上，小
选手们虽然有着身高、水平的差距，但

是他们认真对待每一场比赛、每一分
球，奋力进取，充分展示社区少年健康
活泼、团结合作的良好精神风貌。小花
园另一边的跳绳比赛场地，孩子们各个
都精神抖擞，早早地做起准备，计时开
始绳子的舞动声应令而起。这些小选
手们个个卯足干劲，憋足精神，小脸涨
得通红，小手摇得飞快，他们你追我赶、
不甘示弱，旁边观赛的家长不停地为比
赛小队员“加油”。

本报讯（记者 赵文君 通讯员 王
巍）日前，公安河东分局结合当前正在
开展的党史学习教育，联合区教育局相
关部门，以及区17所中小学、20余所
幼儿园的相关负责同志和保安员在华
英中学、五十四中学，组织开展了校园
内部防卫技能集中培训活动。进一步
深化教育部、公安部“护校安园”专项行
动部署要求，扎实推进《中小学幼儿园
安全管理规定》落地见效。

活动期间，分局治安管理支队和
特（巡）警支队民警组织区教育局安

保部门、河东保安公司、猎豹保安公
司的参训人员，对校园内部保卫工作
的重要性以及保安员相关上岗规章
制度进行了强调和讲解，并对校园内
部安全技防、物防、人防技战法，安保
器具使用方法以及动作要领等内容
开展训练。

通过本次培训，进一步夯实了河东区
各学校幼儿园安全防范基础，提升了校园
安保人员防范意识，提高了专职保安员的
防卫技能，增强了河东区校园安保人员处
置校园突发事件的综合能力和水平。

本报讯（记者 潘莹 通讯员 唐文
鹏）日前，由区体育局和区教育局联合
举办的“河东区第十一届全民健身运动
会空竹比赛”圆满结束。来自全区12
支空竹队参赛。

本届全民健身运动会空竹比赛区
体育局精心组织、力求创新，在原有组
别的基础上新设立了青少年组别。在
比现场，各个组别的选手参与了摆尾

出线、骗马、盘玉柱等项目的角逐，均
展现出了高超的空竹技艺，引来周围
观众连连拍手叫好。

据了解，在比赛前期，区体育局还
特邀技艺高超辅导老师为区两所中学
进行了空竹技术传授。通过举办“空竹
进校园”活动，让青少年学生了解空竹
项目、学习空竹技术，让更多的学生喜
爱和参与到空竹运动中来。

本报讯（记者 戚帅）日前，由河东
区委统战部、河东区教育局主办的河东
区“颂党恩，跟党走”暨“党旗在我心中”
内地新疆高中班师生书画展举行，展示
天津市第45中学新疆班学生书法、绘
画作品。

活动中，来自天山南北的内地新疆
高中班学生，在建党百年之际，展示自
己的书画作品，表达对党的感恩，对祖
国的热爱。他们用自己的作品向党的
百年华诞献礼。为庆祝党的百年华诞，

45中新疆班同学以多种形式开展庆祝
活动。

在此期间，学校组织了多场文艺演
出，同时组织了征文、朗诵、书画展、国
旗护卫队展示等活动，由此向党献礼，
表达爱党心声。据悉，此次作品展是
学校在全国民族班首先提出的“三个
一”工程中的一项，让每名新疆班学生
都至少掌握一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经过几年的时间，学校的书画、篆刻社
团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公安河东分局组织开展专题活动

夯实校园安全防范基础

河东区第十一届全民健身运动会

空竹比赛圆满完成

河东区举办内高班师生书画展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直沽文苑
天津地方文献
有关大直沽的记载

侯福志

笔者藏有数部天津地方文献，
如1926年由上海世界书局出版、刘
再苏编写的《天津快览》，1936年由
中华印书局出版、张次溪撰写的《天
津游览志》，1936年由天津百城书局
出版、王志廉编辑的《天津小学校乡
土教材》等。上述文献均有涉及大
直沽内容的记载，对于研究大直沽
的历史无疑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一)关于大直沽得名的记载。《天
津快览》载：“大直沽，在县东南十里。
小直沽受群川之流，大直沽又在其东
南，地势平衍，众流涨溢，茫无涯涘，故
有大直沽之名。”值得注意的是，有关
小直沽具体位置的认知是存在争议
的，《天津快览》曾加以考证：“小直沽：
在县东南。即尼姑(原文如此）。宋政
和二年改曰河平。按县志，海口有尼
姑，在小直沽东南一百余里，《方舆纪
要》谓尼姑即小直沽。疑误。”笔者理
解，《天津县志》所言小直沽应当在三
岔河口一带，而《方舆纪要》则认为小
直沽就是尼姑（今津南区东泥沽和西
泥沽）。

(二）关于大直沽沿河码头的记
载。《天津游览志》对海河沿岸租界
码头均有详细记述，其中有关大直
沽比国租界沿河码头的记载亦有简
略文字：“更南行不远便到小刘庄裕
元纱厂，从此渡河而东，直至特别四
区。沿河北旋，迎头便看见德士古
火油公司新筑的煤油罐。罐前码
头，一直修到和记洋行(特三区界)。
这里有个海河栈，冷清清地有名无
实。更北行而达美孚洋行的煤油
栈，街前洋灰码头，颇为壮观。在码
头两端，并装设有几架超重机，再往
北便连接上特别三区。”

(三）关于大直沽名胜古迹的记

载。《天津快览》只涉及挂甲寺一
地。“挂甲寺，一名庆国寺，在大直
沽，距津东车站约八里许。寺内有
著名八景。一拱北遥岑、二镇东晴
旭、三安西烟树、四定南禾风、五吴
万艘、六天骥连营、七百沽平潮、八
海门夜月。今虽时事变迁，星移物
换、而惟此天然八景，除五六两景稍
有变更外，余皆依旧云。”另《天津快
览》载：“怡贤亲王祠在大直沽口，清
雍正九年建。”
（四）关于大直沽工厂企业的记

载。《天津快览》并无大直沽工的记
载，《天津游览志》涉及的工厂也只
有裕丰纱厂一家。这说明，在20世
纪二三十年代，较之租界及其他地
方，大直沽一带的工业并不发达。
根据《天津市地名志·河东卷》载，裕
丰纱厂位于六纬路与大直沽六号路
交口处，始建于1936年，解放后更名
为天津市第一绵纺织厂。
《天津游览志》记载的华洋酒厂

有5家，即永丰玉、义聚永、同丰涌、
同兴涌、裕丰涌。同一年出版的《天
津小学校乡土教材》设有《直沽酒》
一节，专门介绍大直沽的酿酒业。
按照该书介绍，天津的酿酒业很发
达。“大直沽的酒，更是著名。那里
共有烧锅十几处，所制的白干酒，质
良味醇，很可以说是佳酿。在民国
初年有广东商人来津购酒，改良装
璜(潢)，出洋销售，得利不少，后来津
埠酒商，也随起竞争，加工制造，运
往东南各省，以及南洋菲律宾等地
销售，每年获利也不少。尤其南洋
群岛一带之华侨，对于大直沽所产
之酒，极乐推销。若能研究改良，经
营得法，也可以挽回不少的利权。”
选自《天津城市之根——大直沽》

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学习扩大会议
（上接第17版）分层次组织好专题学
习，确保把统计重要文件的要点关键
点传达到每一位工作人员，切实做到
全覆盖。

三要进一步落实统计督察整改
要求。全区各相关部门及街道要严
格对照整改任务清单，按照全市整改
工作的总体要求，建立相应工作机
制，形成主要负责同志总牵头，分管
负责同志抓具体，一级抓一级、层层
抓落实的工作格局，逐条认真落实，
推动统计督察反馈意见整改任务在
我区的全面落实。

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区委
常委，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区政府
副区长，区政协副主席，在职副局级
以上领导干部及区级机关各部门和
各人民团体主要负责同志，区各委、
办、局和区直属事业单位、区属企业
主要负责同志，区税务局、市规划资
源局河东分局、公安河东分局、河东
交警支队、消防救援河东支队主要负
责同志，各街道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在
主会场参加，除在主会场参会外的各
部门、各单位、各街道副处级以上干
部在分会场参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