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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王仪 通讯员 孙亚男 报道）4月2
日，全市住房公积金系统全面从
严治党暨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议
召开，中心领导班子成员、中层干
部及机关全体人员参加会议。

会议旨在进一步加强干部
队伍反腐倡廉教育，增强党员干
部的法制纪律观念和廉政风险
意识。会议充分肯定了2020年
全市住房公积金系统全面从严
治党工作成效，明确了2021年
全面从严治党工作任务，学习了
《滨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党
组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

工作方案》，列出了党组落实全
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清单。

会议结束后，市住房公积金
管理中心组织干部职工走进市
审计局警示教育基地，开展了党
风廉政主题教育活动。在警示
教育基地，一行人仔细聆听了讲
解员关于展示长廊两侧具有警
示教育意义的典型审计案例介
绍，参观了南、北两个展厅，了解
了审计机关发现的百余个典型
案例，通过体验廉政警示线、廉
政警示钟、审计案例展播等特色
场景，接受了一场震撼人心的廉
政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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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樱期：早樱，初花期为3月中旬，盛花期为3月底4月初；晚樱，初花期为3月底4月初，盛花期为4月下旬。赏樱期一直持续到5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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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强化廉政警示教育

在清河军区的抗日战场上，有
一位董存瑞式的抗战英雄，他叫侯
登山。

侯登山，1919年生于博兴县，
1940年参加八路军，在清河军区直
属团当战士。入伍一年后，侯登山
当了班长，被选送到军区爆破训练
队接受培训。由于学习用功，训练
刻苦，他很快掌握了爆破技术，成为
了一名合格的爆破手。在结业后的
几次战斗中，他以敏捷的动作和熟
练的技术实施爆破，摧毁了敌人多
个火力点。团首长见侯登山精明强
干，作战勇敢，爆破技术熟练，提升
他担任爆破队队长。

1943年5月下旬，清河军区在
“反敌蚕食、保卫麦收”的斗争中，首
先发起了攻打敌人三里庄据点的战
斗。三里庄位于垦利、广饶、博兴、
蒲台等四县交界处，是进出垦区根
据地的咽喉要地，也是靠近根据地
最近、威胁最大的敌人据点。

早在1941年，与日军暗中勾结
的当地土顽司令成建基赶走了三里
庄百姓，在这里聚集了800多人的
队伍，筑工事、修据点。在三里庄周
围，成建基部挖了两道深5米、宽3
米的壕沟，架设了两道铁丝网，后又
修建了高6米、宽3米的双层围墙，
并在围墙上修建了走廊形双层夹

道，围墙四周各修有炮楼，形成了交
叉火力。成建基不仅到处吹嘘三里
庄是铜墙铁壁，而且跟日寇串通一
气，经常袭扰抗日根据地，杀害抗日
军民。

这次战斗，突破口选在了三里
庄东侧，由直属团二营担任主攻。
直属团一营以史家口为依托，从三
里庄南边攻击；直属团三营在三里
庄西边和北边展开，随时准备歼灭
突围之敌，阻击西边许家据点日军
的增援。根据该据点工事坚固的特
点，直属团决定加强爆破力量。

“首长，这次攻打成建基这条地
头蛇的老窝，任务非同寻常，让我跟
随突击队行动吧！”爆破队长侯登山
向团长郑大林主动请缨。就这样，
侯登山来到担任突击任务的二营五
连，与连队爆破组的同志们一起展
开了紧张的准备工作。

5月28日晚9时，战斗打响。开
始，直属团从四面八方一齐向据点
进攻，霎时，三里庄如同点着的炸药
库，枪炮声轰鸣，火光冲天。

老奸巨猾的成建基一时辨不清
直属团的主攻方向，便下令把预先
缠在铁丝上蘸有煤油的棉絮从四面
墙上点亮，组织火力，拼命还击。

突击连在连长王子玉的率领
下，冒着枪林弹雨，首先砍断敌人的

铁丝网，扫清了据点外围敌人的两
道障碍。但正当爆破组向围墙接
近，准备实施爆破的时候，敌人发现
了直属团的主攻方向，立即加强了
三里庄东围墙的火力。爆破组遇到
了敌人的疯狂阻击，实施爆破的两
位队员还没有接近围墙，就相继牺
牲了。

在弥漫的硝烟中，身负重伤的
第五连副连长徐纪温带爆破组躲避
着敌人的火力，翻滚腾跃，艰难地向
围墙接近，实施第二次爆破。令人
遗憾的是，这次爆破威力太小，围墙
未能炸开，徐纪温英勇牺牲。

对于当时的情形，曾担任清河
军区司令员的开国中将杨国夫在他
的著作《战斗在清河平原》中记载
道：这时候已是二十九日凌晨三点
钟……我和刘其人副政委决定,如
天亮前攻不开三里庄，必须暂时撤
出战斗。

这时，通信员来第一营，向张营
长传达了军区司令员杨国夫的这一
指示。张营长命令第五连：“无论如
何，也要在黎明前炸开围墙！”连长
王子玉和指导员程武志接到命令后
心急如焚。危急时刻，他俩一齐把
目光集中到爆破队队长侯登山身
上。全连仅有两包炸药了，又来不
及找到较长的支撑杆子，形势极为
严峻。此刻，侯登山深知这两包炸
药能否发挥威力关系重大。他坚定
地表示：“王连长、程指导员，这次爆
破，由我去完成！”

杨国夫司令员在《战斗在清河
平原》中这样记载道：这时，主攻连
仅有两包炸药了……在这关键时
刻，爆破队长侯登山同志抱起一包
炸药，勇敢地冲上去了。

敌人的子弹、手榴弹狂风暴雨

般地从围墙上往下倾泻。经第五连
一阵猛打，正面敌人的火力总算被
压下去了，但两侧敌人的火力还在
交叉射来。侯登山夹着两包四五十
斤重的炸药，在枪林弹雨中匍匐前
进。

在全连火力的掩护下，侯登山
接近围墙，一跃冲到墙脚下敌人的
射击死角。他敏捷地拔出刀子，在
墙壁上挖窝。然后踏着挖出的脚
窝，夹着炸药包，身子贴着墙面，奋
力向上攀登。围墙越往上越陡，炸
药包又重，随时都有摔下去的危
险。当他爬到3米多高的时候，侧面
的敌人发现了他，机枪交叉火力向
他射来，但立即又被五连的火力压
了下去。可是围墙土质坚硬，挖了
一阵，还是放不下炸药包。

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侯登山
心急如焚，他知道，每耽误一分钟，
就将给部队的进攻带来一分危险。
为了在天亮前打开三里庄据点，他
毅然把炸药包放到胸前，紧紧抵在
围墙上，尔后一只手死死抠住挖出
的洞壁，一只手用力拉着了导火索。

随着“轰隆”一声巨响，围墙被
炸开了一个3米多宽的大豁口。成
建基吹嘘的“铜墙铁壁”，终于被英
勇的八路军侯登山打破了。广大指
战员高喊着“为侯登山同志报仇”的
口号，沿着侯登山用身躯开辟的通
路，奋勇冲进了敌据点，经过一番血
战，解放了三里庄。

这位没有留下照片的爆破英
雄，比董存瑞“舍身炸敌堡”早了整
整五年。侯登山，在中华民族面临
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在凶残的敌
人面前，他是一位铁骨铮铮、视死如
归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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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杜家大院》创作团队
再度来滨采风
该剧预计将于2023年初与大家见面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郭文璐 通讯员 王昕 张峰峰 报
道）4月1日，以杜受田家史为背
景的历史正剧《杜家大院》创作
班底来滨采风。这是该剧创作
团队一行9人再次踏足杜受田故
居，感知杜氏家族五百年风雨兴
衰的历史足迹。

早在2019年，该创作团队
就曾到访杜受田故居，进行创作
初期的采风活动。目前，《杜家
大院》剧本创作已基本完成。此
次采风，是为了补充大清河航
运、盐务、贸易等反映杜氏家族
经商史的内容，增加杜受田亲家
——嘉庆年间曾任陕西巡抚、兵

部侍郎、按察使衔台湾兵备道史
谱的部分内容，进一步充实和完
善《杜家大院》剧本。

创作团队一行先后参观了
大清河故道、北镇皂角树及杜受
田故居，之后又与滨州文史专
家、杜家后代以及杜氏文化专家
进行座谈，从他们口中了解杜氏
家族家风家教代代相传的故
事。座谈中，《杜家大院》总编剧
汪海林说，《杜家大院》以杜受田
和其父杜堮与清王朝的关系为
背景，是讲述杜氏家族历史传承
的一部历史正剧。在后期的拍
摄中，将会选取多个拍摄地进行
摄制，但一部分关于家庭方面的
戏份会安排在滨州进行拍摄。
他透露说，今年将进一步完善剧
本，明年拍摄，电视剧预计将于
2023年初与大家见面。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王健 报道）
日前，由滨州日报·滨州网主办的“滨州·年
味”新春随手拍活动获奖作品名单出炉。

本次随手拍活动共收到投稿500余幅
（组），经过主办方专业、严格、公正的评选，
最终评选出佳作奖10名、优秀奖20名、入围
奖30名。

“滨州·年味”新春随手拍
获奖名单出炉

《《疑似天宫落人间疑似天宫落人间》》赵利军赵利军 摄影摄影

扫码查看获奖名单

几天前，线上购票平台放出了
1000张2021滨州迷笛音乐节“笨
鸟票”，只用了十几分钟就被乐迷
一抢而空。甚至现在还不知道前
来参加演出的乐队阵容，只凭借

“迷笛”两个字，就足够让乐迷心甘
情愿埋单，这就是迷笛音乐节在乐
迷心中的魅力和号召力。

它为何如此火爆？或许你将
在5月的开始找到“谜底”。

为丰富公共文化供给，大幅度
提升滨州市民的文化生活获得感
和满意度，我市决定于5月3日至
4日在滨城区北海公园举办2021
滨州迷笛音乐节。

本次音乐节由滨州市人民政
府、滨城区人民政府、北京迷笛音
乐学校主办，北京迷笛演出有限公
司、山东迷笛文化艺术有限公司等
单位承办。届时，将有50支乐队
组成庞大的演出阵容，为乐迷奉献
一场摇滚狂欢。

“迷笛音乐节”是由中国地下
摇滚乐队的发源地——北京迷笛
音乐学校创办的国内第一个原创
音乐节，经过近20年的发展，已成
为国内最响亮的现代音乐品牌之
一。每年都有几十支知名乐队受
邀参加演出，更有成千上万的狂热
乐迷从全国各地蜂拥而至。

2021滨州迷笛音乐节的演出
时间为5月3日、4日的下午1点到
晚上10:30。音乐节现场核心区
域为舞台区，包括3大舞台，从大
到小排列依次为唐舞台、战国舞
台、孩子们的迷笛&嘻哈舞台。以
中国的朝代命名舞台，是迷笛的一
大特色。

“唐朝曾是中国最强盛的时
代，唐舞台也是我们最大、最重要
的舞台，国内外的诸多经典乐队都
曾在唐舞台奉献演出，深受乐迷喜
爱；战国舞台顾名思义，会更激烈
一些，重金属、朋克乐队会让舞台
特别‘燃’。”北京迷笛演出公司副
总经理龚迅说。在音乐节首日，孩
子们的迷笛舞台由来自全国各地
优秀的少儿乐队进行表演，而5月
4日将呈现嘻哈演出。三个舞台每
天都各有六、七组乐队带来精彩表
演。

据了解，4月8日，演出场地已
经正式进入施工阶段，将在本月20
日之前完成。除了舞台区，演出场
地内还设有餐饮区、市集区、休闲·
亲子区、品牌区和休闲露营区六个
功能区域。在迷笛音乐节，你不仅
能跟随音乐摇摆，还可以欣赏到艺
术作品展览，参与环保公益活动，
更能感受到青年亚文化。届时，现
场大约有20家知名餐饮摊位，为
乐迷提供热狗、烧烤等食物以及啤
酒、可乐等饮品。

“选择在滨州举办本次迷笛音
乐节，是因为我们感受到了滨州
市、滨城区、市东街道党委政府对
迷笛的信任和欢迎，双方一拍即
合，很快就达成了一致。”龚迅深有
感触地说，滨州的诚意和热情让他

感动，相信在滨州一定会办出一届
非常成功的迷笛音乐节。而对于
备受乐迷关注的演出阵容，龚迅透
露将在近日于迷笛官方微信公众

号上公布，并在近期启动售票。乐
迷可以通过猫眼等平台进行线上
购票，或者到现场购票。

“来迷笛不必太矜持，最好别
穿高跟鞋，怎么舒服怎么来。你能
够随时随地席地而坐就最好不过，
可以尽情享受自由、洒脱的状态。”
龚迅说。

对很多人而言，迷笛还是陌生
的。这场属于年轻人的盛会，是自
由的、开放的、有爱的。“我们希望
年轻人不要宅在家里，要放下手机
走出门，晒晒太阳、听听音乐、交交
朋友。”龚迅说，他希望青年人能够

生活得更健康、更阳光、更有活
力。而迷笛音乐节就是这样一个
平台，致力为年轻人打造一处属于
灵魂的“家”。在每年的这个时候，
你都可以不远万里，去寻找你素昧
谋面的“家人”。与他们结识、畅
谈、干杯，找到释放情绪的途径，享
受年轻盛放的生命。

这次滨州迷笛音乐节，有一天
的演出正好是5月4日。“有乐迷
说，迷笛更像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

‘青年节’。”龚迅说，来迷笛的体
验，一定和去剧院听音乐会不同。
迷笛有它的一套规则和“玩法”，所
有的舞台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甚
至可以自己摆一块“跳蚤市场”，也
可以找块草地睡上一个下午。

龚迅说，迷笛一直都保持着一
种近乎“洁癖”的纯粹。“之前有人
找到我们，说有几位大牌流量明星
想登台演出一下，可以吗？我说，
我非常尊重这些演员，也感谢他们

喜欢迷笛这个舞台，但我们的答复
是‘不行’。”龚迅说。只有来到现
场的观众和音乐人，才是迷笛最重
要的一份子。这里没有那么多“花
里胡哨”的彩蛋，只有不刻意、不做
作的坦诚。

所以，哪怕你是第一次来迷
笛，也不需要搜索什么攻略。“你只
要来就好了。有你的迷笛才是迷
笛。”龚迅说。

来迷笛不需要攻略，“你只要来就好了”
——访北京迷笛演出公司副总经理龚迅

相关新闻

迷笛迷笛

抗战英雄侯登山：四县交界处舍身炸敌堡
滨州日报/滨州网通讯员 赵利华

55月嗨翻滨州月嗨翻滨州
北海北海公园公园““躁躁””起来起来

3大舞台、50组乐队将奉献精彩演出，乐迷还可以欣赏到艺术作品展览，参与
环保公益活动，更能感受到青年亚文化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葛肇敏 通讯员 李荣新 王明霞

沾化加强建筑施工领域
安全生产教育培训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张康 李青青 范世超 报道）4月2
日，沾化区建筑施工领域安全生
产教育培训班正式开班，区住房
和城乡建设局相关负责人及全
区在建项目的建设、施工、监理
单位负责人共130余人参加培
训。

培训班指出，今年是中国共
产党成立100周年，也是全区住
建领域“安全质量巩固提升年”，
希望通过开展此次安全教育培
训活动，进一步强化各单位的安
全意识，促进各单位将安全生产

工作抓实、抓细、抓出成效、抓成
样板，推动全区建筑领域安全生
产管理水平显著提升。

培训中，滨州市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安管站监督科专家对建
筑业“两法一条例”，建设单位、
监理单位、施工单位的各自职
责，施工过程中事故易发多发的
关键环节等方面进行了重点讲
解；此外，还针对设备使用年限、
产权变更、趋向大型化、技术档
案、维修保养五个方面，对建筑
施工中的特种作业进行了讲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