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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式芬（1796—1856），字子
苾，号诵孙，室名陶嘉书屋、双虞
壶 斋 ，金 石 学 家 。 嘉 庆 元 年
（1796年），吴式芬出生于无棣知
名的世家大族，他的高祖吴绍诗
进士出身，官至刑部尚书；曾祖
吴坛进士出身，官至江苏巡抚；
祖父吴之勷举人出身，官至武昌
知府。吴式芬出生时，正逢其祖
父吴之勷补缺昌黎县知县，故取乳
名“逢昌”。

虽然出身名门，吴式芬的少年
时代却颇为不幸，不满周岁，他的
父亲去世，于是他自幼跟随祖父生
活。吴式芬6岁时，祖父升任天津
河防同知，遂和母亲一起入居天
津。嘉庆九年（1804年），祖父升
任湖北黄州府知府，在赴任途
中，吴式芬的母亲病逝于扬州。
吴式芬早失怙恃，祖父倍加怜爱
这颗独苗，延师课业一手拉扯。青
少年时代，吴式芬跟随祖父在黄
州、武昌生活，他聪敏好学，博览群
书。

道光二年（1822年），吴式芬考
中举人，任咸安宫教习，不久选任
临清学正。由于祖母、祖父先后去
世，吴式芬悲痛欲绝，不得不居家
休养，经营家务。道光十五年
（1835年），吴式芬朝考入选，入翰
林院成庶吉士。道光十六年（1836
年），吴式芬升任翰林院编修。道
光十八年（1838年）七月，吴式芬外
放江西南昌府知府。当年，再任江
西南安府知府。此后15年间，吴式
芬辗转各地担任地方主官，颇有政
绩。

担任江西南安府知府时，正值
鸦片战争前夕，林则徐陈兵广东，
以南安府为后方基地，吴式芬转输
军饷，调度有方，供应无误，得到巡
抚的称赞。他体察民情，做实事，
捐出自己的养廉银在南安城外购
置荒山安置那些无钱下葬的贫困
者。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吴式

芬任建昌府知府，道光二十四年
（1844年）升任广西右江道道员。
来年，再署理按察使。道光二十七
年（1847年），吴式芬升任河南按察
使。时河南大旱，吴式芬刚踏上河
南的土地就天降甘霖，一时被称赞
为甘雨随车。来年，吴式芬因修治
河道以及办理赈务不善等革职留
任，再署理河南布政使。道光二十
九年（1849年）八月，升任直隶布政
使；年底，调任贵州布政使；咸丰元
年（1851年）再调任陕西布政使；当
年，再兼署按察使。

吴式芬倡议捐资助军饷，因功
赏戴花翎。此时，太平天国义军进
入两湖地区，吴式芬奉命筹办防堵
事宜。他设法筹集粮饷，又担任接
济他省任务，事无巨细必亲力亲
为，以至于忧愤过度，加以年高而
病倒，咸丰三年（1853年）年底被召
回京。来年，补授鸿胪寺卿提督浙
江学政。咸丰五年（1855年），再授
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吴式芬
在浙江仅一年，即因患病决意隐
退。咸丰六年（1856年）春天到家
后，他调理半年多不见效果，深秋
病逝于家乡，享年61岁。临终前，
他嘱咐子孙：“我无所系恋，故此心
常处于泰然，尔辈但读书守分，志
存忠厚而已。”

吴式芬是清代著名的金石学
家和考古学家、印学家、收藏家，精
于训诂之学，长于音韵，工于鉴赏，
善书法，富收藏，勤于著述，著作等
身。吴式芬承继家学渊源，“幼即
酷好金石文字”，每到一处总要同
爱好古文化的人交游。对各地的
金石碑碣、汉砖、唐镜，可得实物
的，他不惜重金购买，不能得实物
的也要亲自临摹或制成拓片，进行
学术研究。在收集古文物的同时，
他潜心进行研究。他研究了孙星
衍的《寰宇访碑录》，纠正了其中的
错讹，增添了商、周、秦、汉以来的
金文，写成《捃古录》二十卷，著录
从商周至元代金石文 18128 种。

他编著的《捃古录金文》三卷九册，
考释商周至元代有铭文的青铜器
物1329件。《捃古录》《捃古录金文》
两部金石学名著，对金石文著录之
多和诠释之精均超过前人，为清末
以来的金石学家所推崇和引证。
除此之外，吴式芬还著有《金石汇
目分编》《印谱》《江西金石存佚总
目》《双虞壶斋八种日记》《陶嘉书
屋诗赋》等十余部著作。

吴式芬是封泥的最早发现者
和研究者。他凭借对古代历史和
古文字的深邃造诣，断定长期以来
被认为是“印范”的钤有印章的土
块就是秦汉魏晋时期的所谓封泥，
并对其进行收藏和考释研究。吴
式芬与潍县陈介祺合著《封泥考
略》十卷，收录秦汉官私封泥849
枚，并逐枚考释，对研究秦汉官制、
地理以及秦汉篆刻艺术有重要的
学术价值。

吴式芬兴趣广泛，涉猎甚广。
他“性和易，无疾言遽色，与人交，
相规以道义。善鼓琴，每访山川名
胜，必携以自随，虽处贵显，其意泊
如也。”他是鉴赏家，特别是擅长鉴
别古人书画。吴式芬也是音乐家
和旅行家，他行走在大江南北、黄
河上下，随身携带一把古琴，每到
山川名胜之处，必定弹奏一曲。吴
式芬也爱好诗词，“古诗气清笔健，
洒脱自喜，神似坡公。律诗亦工力
悉敌。”吴式芬有文名，金石学家的
身份掩盖了他的文章、诗歌才华。
他的诗歌清新雅致，沁人心脾，充
满着对生活无限的热爱。

清朝道光十五年（1835年），吴
式芬考取进士。清朝灭亡后，其殿
试卷流落民间，被生活在北京的吴
家后人收藏。2005年，吴家后人将
该殿试卷捐赠给无棣县“吴式芬纪
念馆”永久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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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采自《滨州百名历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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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深高速滨州黄
河公路大桥无疑是滨
州高速公路发展史上
的经典之作。正是有
了长深高速滨州黄河
大桥的建成通车，才
使得高速公路可以直
通滨州市区。群众驱
车往来黄河南北两
岸，滨州、淄博两地才
能畅行无阻。

2003 年，滨州抢
抓全省高等级公路建
设主战场北移的大好
机遇，创造性提出“大
干公路百亿工程、创
建全国文明单位”的
发展思路，先后开工
建设滨大高速公路、
220国道一级路、大济
路40公里一级路、津
汕高速公路、荣乌高
速公路等一大批重点
项目。2004年7月18日，长深高速
滨州黄河大桥胜利竣工通车。

长深高速滨州黄河大桥是黄河
上第一座三塔斜拉桥，主桥长768
米，全宽32.8米，整个桥梁挂有200
根斜拉索。长深高速滨州黄河大桥
及引线，北起国道220线杜店街道
办事处苏学官村附近，南至省道
319线淄博市高青县赵店镇，与滨
博高速公路淄博段相接，设计时速
为120公里/小时，由国家交通部公
路规划设计院设计，主桥为三塔六
跨PC斜拉桥，科研攻关成果达11
项。

该桥无论从设计水平还是施工
难度上，均创省内新高，在全国名列
前茅，在我国黄河建桥史上创造了

五个“第一”：一是最深的钻孔灌注
桩达120米，为全国之最；二是中塔
高达125米，为黄河上之最；三是大
桥桥塔梁固结的设计方案在全国斜
拉桥中首创；四是按照设计尺寸所
做的主梁节段与塔柱阶段工程试验
为当时国内首次；五是采取了当时
国内最先进的液压爬模技术，同时
它也是当时国内所建成的桥梁中最
宽的预应力混凝土箱形桥梁，名列
全国第一。无论建桥理论、设计水
平，还是施工工艺和材料使用，该桥
都达到了国际和国内先进水平。通
车之后，这座总投资7.35亿元、长
1698米的大桥不但贯通黄河两岸，
串起了滨州与京津、苏浙沪地区的
联系，在某种意义上，也承载起滨州
了跨越发展的新希望。

“2001年8月28日，大桥主体
工程正式破土动工；同年12月22
日，大桥 122 棵基桩灌注完成；
2003年3月11日，三塔塔柱顺利完
工；同年11月14日，主桥顺利实现
合龙；2004年7月18日，长深高速
滨州黄河大桥胜利竣工通车”……
将这一个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时间
节点串连成线，便勾勒出了大桥从
无到有的发展脉络。

建设中，大桥参建各方牢固树
立“质量责任重于泰山”的意识，确
保了工程质量。经交工验收，大桥
工程质量达到了优良标准。同时，
大桥建造过程中，创造了一千多人
参与建设一千多天“零事故”“零伤
亡”的安全奇迹。

黄河上的第一座三塔斜拉桥
——长深高速滨州黄河公路大桥

滨州日报/滨州网通讯员 卢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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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州日报/滨州网滨州讯
（通讯员 陈树柏 张燕 报道）11
月15日下午，由滨州职业学院
团委主办、医学技术学院承办
的2022年科技文化艺术节“运
动展风采，健康伴我行”大学生
素质拓展团队比赛举办。

本次团队比赛项目设置坚
持竞技项目与趣味游戏相结合
的原则，包括翻山越岭·“山
羊”跳、勇往直前·六人七足、
负重前行·背人绕桩跑、同舟共
济·背靠背螃蟹走等项目。比

赛过程中，参赛选手们精神饱
满、通力协作、奋勇争先，既体
现了竞技运动的紧张激烈性，
又发挥了趣味运动的娱乐观赏
性。

经过激烈角逐，医学技术
学院、国际学院、会计学院获得
一等奖，教育学院、机电工程学
院、健康学院、工商管理学院获
得二等奖，建筑工程学院、生物
工程学院、士官学院、信息工程
学院、轻纺化工学院、马克思主
义学院获得三等奖。

滨职举办大学生
素质拓展团队比赛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赵鑫 通讯员 石家致 报道）近
日，滨州莲华学园内分外热闹，
莲华“星之家”学生展示空间举
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艺术盛宴
——“我，可以”艺术展。

“我，可以”艺术展聚焦学
生作品，主要展示莲华学子自
己创作的绘画作品。自 11月1
日莲华学园举行首个学生个人
画展暨“星之家”学生展示空间

启用仪式以来，“星之家”已经
举办了两名学生的画展。

据了解，美育教育是莲华
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几年，
莲华学园将“五育并举，全面发
展”贯穿于学校教育教学的全
方位全过程，全力构建展示

“美”、欣赏“美”的舞台，努力
培养学生健康的审美情趣，助
力孩子们在美育中健康成长。

莲华学园为学生举办个人画展

黄河上的第一座三塔斜拉桥黄河上的第一座三塔斜拉桥。。（（李振平李振平 摄影摄影））

11月19日，中国关工委事业中
心为一个新的“国字号”授牌——滨
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获“家校社共育”
实践区（中小学生命安全与心理健
康教育）认定。

为什么这个“国字号”荣誉落户
滨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在中国关工委事业中心看来，
滨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历届党工委、
管委会高度重视教育事业发展，切
实把教育事业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
地位，在致力于改善办学条件、完备
教育体系、优化教师队伍、提升办学
效益的基础上，牢固树立“以人民为
中心”理念，重视学生家长权益、关
心学生家长需求，相继推出了免费
校服、免费意外伤害保险等一系列
教育惠民政策，而免费家长教育就
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近年来，在国家关工委的倾力
支持和市关工委、市教育局的热情
指导以及北京三宽研究院的积极参
与之下，开发区的家长教育工作取
得了扎扎实实的成效。

那么，滨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的
家校社共育有何特点？

行动早——在2015年春节团
拜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注
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的重
要论述，当年4月，开发区就整区域
开启了家校社共育的开发区实践，
开发了家长教育、教师培训、学生成
长、公民教育四大工程，领全国之
先。

合作专——开发区与北京大学
“三宽”家长教育研究院合作，三年
的合作期内始终坚持高端引领、前
沿指导，国家关工委、教育部、北大
团队、三宽研究院牵头的国内高层
次专家一直是主导开发区家长教育
的中坚力量。

组织实——三年来，开发区组
织公益培训16期158场次，举办23
次公益沙龙，培训家长、学生、企业
职工超过6万人次，解决解答各类
问题5000余个，家长读书会活动不
断壮大，持续至今。

收获丰——三年活动下来，开发

区总结提炼了以“党委政府主导、教育
部门主抓、专家团队引领、教师先行示
范、家长全员参与”为核心内容的“家
校社共育”滨州模式，得到了国家关工
委主任顾秀莲同志的肯定。

定位高——在市关工委指导
下，开发区联合国家关工委首创并
举办了两届中国家长节，吸引全国
20多个省市区的嘉宾参会，有力地
宣传、推介了滨州。家长节更名为
中国家长大会后，又分别在北京、湖
北、成都举办，每次大会上都充满了
滨州元素，家校社共育的滨州模式
声名远播。

群众获得感强——开发区将推
进家长教育列为免费实践的重要内
容，让家长不出滨州、在孩子就读的
学校甚至使用手机就能享受到高端
的教育资源，聆听名家授课。如今，
卢勤、李玫瑾、王立群、赵刚、孙云晓
等专家教授的教育理念，已深深植
根开发区广大学生家长的心田。正
因如此，广大家长们逐渐改变了教
育观念，学习了教子方法，进一步理
解教育、理解学校、理解教师，促进
了家校关系融洽，形成了健康、和谐
的开发区教育生态。

成绩丰硕的同时，有新的问题
在等待着开发区探索答案——随着
经济社会发展、物质生活极大丰富，
竞争压力、亲子矛盾、父母期望过高
以及学生心理调节能力差等问题凸

显，引发的学生心理健康问题更引
起社会高度关注。

鉴于此，开发区立足于后疫情
时代的新形势、立足于《家庭教育促
进法》实施的新机遇、立足于党的二
十大提出的新任务，在做好家校社
共育工作基础上，正式与北京三宽
教育科学研究院合作，适时启动生
命安全与心理健康教育实践区建
设。

以此次授牌为契机，滨州经济
技术开发区将站在“为党育人，为国
育才”的高度支持项目推进，建立

“区党工委、管委会全面指导，教育
部门全程跟进，学校全力推动，家长
全员参与”的工作机制，强化资金支
持、工作保障、平台搭建，整区域推
进幼儿园和中小学生命安全与心理
健康教育项目开展，努力将“生命与
健康教育”打造成为全区教育创新
实践的新亮点。

同时，滨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将
通过项目开展，优化区域教育生态、
提升教育教学质量、构建全环境立
德树人新格局，为青少年健康成长
发展赋能，让校园更安全、学生更健
康、教师更幸福、家长更满意。

下一步，滨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将全力抓好示范区建设，力争取得
有示范带动性、在全国可复制推广
的改革发展经验，为更高水平富强
滨州建设作出更大贡献。

滨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再获一项“国字号”荣誉
中国关工委事业中心为开发区“家校社共育”实践区（中小学生命安全与

心理健康教育）授牌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刘清春 通讯员 殷吉亮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刘
清春 报道）近日，由中国科协主
办，清华大学老科协、滨州市科协、
惠民县科协承办的“弘扬科学精
神 献礼党的二十大——大手拉小
手科普报告汇惠民县校园巡讲活
动”举办。

本次校园巡讲活动，由中国科
协青少年科技中心、清华大学老科
协科普演讲团支持举办。其间，由
清华大学老科协科普报告团团长
王水弟带队，来自“大手拉小手科
普报告汇”成员报告团的4位清华
大学教授，将走进8所中小学校开

展科普报告，点亮孩子们的科学
梦。

本次活动旨在贯彻落实《全民
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2021—
2035年）》相关要求和党的二十大
精神，向广大青少年普及现代科学
知识、介绍前沿领域技术。两天的

时间里，教授们为学生讲授了传感
技术、航空、生物、地理等方面的科
技知识。

据了解，近年来，滨州市科协积
极邀请各级科普演讲团来滨，累计
开展千余场科普讲座，受益学生近
20万人。

中国科协“大手拉小手科普报告汇校园巡讲活动”在滨举办

4名清华教授解答滨州娃的“十万个为什么”
滨州日报/滨州网滨州讯

（通讯员 王晓芹 报道）近日，滨
州职业学院建筑工程学院团总
支开展“新目标、新起点”思维
导图活动。活动中，同学们在
团学干部的指导下，以绘画思
维导图的方式确定了自己努力

奋斗的具体目标和实现路径。
其间，还举办了“模拟招

聘大赛”活动，让同学们提前
了解就业招聘的流程和要求，
帮助在校大学生提高应聘和就
业技巧，为以后参加招聘积累
经验。

滨职建工学院
开展思维导图活动

滨州日报/滨州网滨城讯
（通讯员 张洪新 罗婷 报道）为
提高学生的环保意识、树立校
园文明新风，11月21日，滨城
区北城英才学校组织开展了

“保护环境，从自我做起”主题
实践活动。

活动中，少先队员们在老
师的带领下走出校园，以小组
为单位，对校园周边路面、绿化
带进行清扫。通过此次活动，
既美化了周边环境，又提高了
学生们的环保意识。

北城英才学校开展环
保主题实践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