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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联近50个小时，15岁女孩张佳乐找到了！
文/本报记者 王利军

2018年12月29日，伊利集团党
委与宁德市委组织部正式签署“党建
共建合作协议”。此举不仅为了进一
步强化党建引领业务，实现党建工作
与企业经营的深度融合, 同时也搭建
了政企之间的党建合作平台。此后，
双方将深入推进政企合作，通过优势
互补、互利共赢、长期合作、共同发展
的原则，在促脱贫攻坚、党建人才培
养、政企党建模式经验分享等多个领
域开展深入合作，实现党建工作与企
业经营的深度融合。

“协议签署后，伊利将充分发挥
党建优势，在宁德市和寿宁县围绕教
育扶贫和营养扶贫开展相关实践；每
年选派一批党务专业人员赴宁德市
考察学习，接受党建业务培训。同时，

伊利将以穆阳中心小学、寿宁县的学
生营养、党建培训教育为切入点，务
实开展工作。”签约仪式上，伊利集团
副总裁徐克表示将继续充分发挥党
建的政治引领作用，实现工厂建设到
哪里，党组织覆盖到哪里。

落实党建共建精神，伊利启动扶

贫攻坚实践

2018年12月30日，正值穆阳中心
小学120周年校庆。借此之际，伊利为
穆阳中心小学献上三份精心准备的

“贺礼”，在营养、健康、安全三大领域
精准助力扶贫攻坚工作。

在穆小校庆当天举行的“安全生
态校”授旗仪式和营养关爱捐赠仪式
上，徐克说，伊利计划将穆小校史馆
建设成为最具特色红色新时代校史

馆，并且将在校史馆的建设中，充分
融入党建要义，以实际行动做到“党
建教育从孩子抓起”，把穆小校史馆
打造成宁德市党史宣传的教育阵地。

同时，伊利将社会公益两大精准
实践活动：“伊利方舟”和“伊利营养
2020”项目一同入住穆小，不仅将穆小
打造成福建省第一所安全生态校，助
力儿童安全教育和治理工作，而且计
划在2019年为穆小的学生免费派发学
生奶，为孩子们的成长带来一份健康
的保障。

以党建共建谋未来，确立“人才

培养”、“模式分享”两大着力点

根据合作协议要求，除了已经推
进的扶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共建计划，
未来双方将围绕“人才培养”、“模式

分享”两个重要的党建工作着力点开
展深度合作。

在“人才培养”方面，宁德市是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的重要萌发地。伊利将每年选派一批
党务专业人员赴宁德市考察学习，接
受党建业务培训，感受和体验习近平
总书记在宁德工作期间亲民爱民作
风，为伊利开展党建工作储备人才。
同时充分发挥民营企业代表的榜样
作用，伊利将定期为宁德市优秀企业
党务工作人员进行专题培训，进一步
提升宁德市企业党建工作水平。

在“模式分享”方面，伊利将组织
相关党组织负责人到宁德市考察学
习、交流经验，加强双方党建工作信
息共享互通，了解掌握双方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
创新党建工作的好经验好做法，相互
借鉴、相互促进。同时邀请宁德市优
秀党务干部出席伊利集团党建工作
座谈会，为伊利集团进一步改进党建
工作提出意见建议。

同舟共济扬帆起, 乘风破浪万里
航，“党建共建合作协议”的签署标志
着双方开启了政企党建合作的新模
式。未来3年，双方将结合实际，把党
建工作融入到项目推进中，共享优势
资源，实现发展共谋，进一步激发党
建新活力，不断提高双方单位基层党
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开
创政企基层党建工作新格局，为中国
乳业的腾飞、为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
作出更大贡献。

开创政企党建新模式 伊利与宁德签署党建共建合作协议

1月1日，呼和浩特市
托克托县的张宏一家笼罩
在恐慌当中，15岁的女儿
张佳乐不辞而别，离家出
走。3日15时左右，记者从
托克托县公安局刑警一中
队了解到，失联近50个小
时的张佳乐找到了，家人
已经和她取得了联系。

3日上午，张佳乐的父
亲张宏告诉记者，他的女
儿在托克托县第二中学住
校就读，1月1日是假期最
后一天，当天14时张佳乐
外出前向奶奶要了200元，
称与同学聚会，晚上回学

校上晚自习。17时，张宏给
张佳乐打电话显示关机。
张宏以为张佳乐已经返
校，没有在意。18时左右，张
佳乐的班主任给张宏打来
电话称孩子没有到校。四处
寻找无果的张宏随后报了
警。当晚，张宏在家里找到
了女儿塞在被窝角落处的
一封信。信上写道：对不起，
我不是个孝顺的女儿，你看
到这封信的时候，我以今
（已经）不在内蒙古了，老爸
你可以答应我吗……老爸，
请你原谅我，不辞而别……
你们天天说，我真的听的

（得）很烦，我也不能对你
们火……老爸，我在（再）
学也是没用，我现在只能
出去闯闯了……放心吧，
老爸，相信我。

看到这封信，张宏傻眼
了，10多天前女儿称学校需
要将身份证从家里带走，原
来是要离家出走。张宏当晚
在朋友圈多次发布寻人启
事，希望有知情人能够提供
女儿行踪，并且来到当地辖
区派出所寻求帮助。

2日上午，张宏从呼和
浩特东站派出所得知，女儿
张佳乐于1日傍晚6时30分

左右与一陌生男孩儿一同
登上从呼和浩特东站开往
安徽阜阳的列车。终于有了
一丝线索。3日，张宏一家人
分头行动，张宏来到托克托
县公安局刑警一中队寻求
帮助；张佳乐的叔叔张敏从
河北省石家庄市赶往安徽
阜阳。经过苦苦寻找，张敏
终于找到了与张佳乐同行
男孩的户籍所在地安徽省
临泉县滑集镇，却得知男孩
儿一家人多年前已经离开
家乡外出务工。张敏随后找
到了与张佳乐同行男孩儿
马某母亲的联系方式。然而

当张敏拨通对方电话说明
来意后，对方称不知情儿子
和张佳乐的事情，将向儿子
了解情况后给张敏回话，随
后挂断了电话。张敏随后多
次拨打马某母亲的手机，对
方均没有接听。记者随后和
临泉县滑集镇派出所取得
联系，请求对方帮助张敏联
系马某及其家人。一位周姓
民警让张敏来派出所反映
情况。当天14时许，张敏赶
到临泉县滑集镇派出所寻
求帮助。

15时左右，记者从托
克托县公安局刑警一中队

了解到，失联近50个小时的
张佳乐找到了，确认平安，
家人已经和她取得了联系。
张宏在电话中告诉记者，张
佳乐的电话仍然处于关机
状态，其同学向他提供了张
佳乐随行男孩儿马某的电
话，张佳乐在电话中自称平
安无事，目前在宾馆，让张
宏不要管她，随后挂断了电
话。张宏随后多次拨打该电
话，无人接听。

3日16时45分，记者从
临泉县滑集镇派出所了解
到，张佳乐和叔叔已在该
派出所相见。

在老一辈人的记忆中，
白铁匠可以说是响当当的手
艺人。当时，大部分人家里的
水桶、茶壶、盆、水箱等生活用
品均是出自白铁匠之手。

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
变迁，铁皮加工行业渐渐淡
出了人们的视线。曾经在街
头巷口到处可寻的白铁匠
也随着岁月的流逝，成为一
种久远的记忆。

在集宁区前进路上，一
家“黑白铁加工铺”依然存
在。每天清晨，在时断时续
地敲打声中，赵登芳开始了
一天的工作……

为谋生学手艺

“黑白铁加工铺”的主
人叫赵登芳，今年58岁，从
事这个行业40年之久。长时
间的经验积累造就了他一
身的好手艺，附近的住户乃
至周边旗县的一些顾客都
跑来找他做活儿。有制作图

纸的，基本不在话下，没有
图纸的，只要能说得出用途
和大体形状，就能做得八九
不离十。经他打造的白铁制
品，大到茶炉子、白铁桶，小
到茶壶、铝锅底，几乎涵盖
了一切可以用白铁皮制作
的家常日用品，白铁制品也
因经久耐用而深受大家的
喜爱。

每天清晨，天刚蒙蒙
亮，赵登芳的店铺就开始忙
碌起来。在这间不算太大的
屋子里，随处可见白铁制成
的水壶、漏斗等。坐在小板
凳上，看着眼前用了几十年
熟悉无比的工具，他拿起身
边大小成块儿的铁皮，准备
好在自己的手中变成一个
个“艺术品”。

因为时常拿握工具，赵
登芳的一双手在无数铁皮
的反复摩擦下，留下了大大
小小的老茧。而说起自己的
这门手艺活儿，他的思绪一
下子回到了自己年少拜师

学艺的经历。
赵登芳告诉记者，在他

4岁那年，因为一场医疗事
故，导致左腿落下终身残
疾，此后，便无法从事体力
劳动。但人终归是要生存下
去的，为了谋生，他与老师
傅学做白铁加工手艺，成为
了一名“白铁匠”。因为勤奋
好学，他学了半年多就出师
了，开始在五洲商场附近摆
摊，靠着一门手艺自食其
力。

在这之后的几年里，赵
登芳辗转更换过好多个摊
点，但上门找他做东西的人
仍不在少数。“大家信得过
我，我自然也得好好做，对
得起大家的信任。”赵登芳
说道。

看书研究学习

“起初只和老师傅笼统
地学习了制作过程，仅仅会
做一些简单的白铁制品。日

子久了，我开始自己研究一
些新花样。我做出来的东
西，可是人人都夸好呢。”赵
登芳满脸自豪地说着。

最开始摆摊时，他的生
意并不见好，打白铁赚来的
钱也只够解决温饱问题。即
便经济条件并不富足，他也
愿意拿着辛苦赚来的钱去
买书学习，看着书上的图形
和剪切制作原理，自己不断
地研究、尝试。慢慢地，赵登
芳可以打出茶壶等一些新
奇玩意，也渐渐受到了越来
越多顾客的青睐。

“再往后的日子里，可
就没有空闲时间了，因为当
时基本上家家都要用到，且
只有我一个人做，一天到晚
都很忙。”在赵登芳的记忆
中，基本是白天做多少，当天
就能卖多少，到了晚上回家，
潦草地吃口饭，再开始剪铁
皮，准备第二天的制作原料。
等到第二天早上天一亮，他
就开始出摊，一忙就是整整

一天，经常到晚上十二点钟
才睡觉，每天都穿着工服，一
年四季也没身干净衣服。可
当时年轻，即使忙些，也几
乎感觉不到怎么累。

那年月，赵登芳凭借着
这门手艺行走江湖，在大家
眼里，大大小小也算得上是
个“能人”。

坚守没落的行业

在一些人看来，白铁加
工也并非什么难事，然而，
想要做好一件白铁制品却
绝非易事，中间的任何一个
环节出了差错，就成了一块
废铁，没个十年八年的功夫
是不行的。

据赵登芳介绍，白铁加
工所用的工具其实十分简
单，一把钳子、一把剪刀、一
把钢直尺、一把圆规、一把
锤子，且原料现成，主要是
靠手艺人的悟性。加工前，
先用圆规和直尺在铁皮上

画图，而后再用剪刀剪裁、
切割，这一切都要靠传统手
工来完成。加上铁皮本就沉
重，制作起来更是费力，白
铁匠的日常艰辛可想而知。

“这几年，随着塑料制
品的兴起，白铁匠的生意大
不如前，有时候也会不开
张。白铁匠已经是一个没落
的行业，年轻人更是没什么
兴趣，我们最怕的就是手艺
得不到传承。”赵登芳说着，
继续拿起手里的铁皮叮叮
当当地敲打起来。

打白铁，即使是在最繁
盛的时期，在普通人看来，
也是一个辛苦差事。但对于
对白铁手艺钟爱执着的赵
登芳来说，打白铁是值得自
己用一生坚守的事业。他
说：“毕竟干这行已经40年
了，我也不会其他的手艺，
我喜欢这个活儿，也乐意
做。不管有没有市场，生意
好不好，我都会一直做下
去，直到我做不动为止。”

白铁匠赵登芳的40年坚守
文/《乌兰察布日报》记者 马 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