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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格是指人们对人、对事上所稳定下来的、经
常的、习惯性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举止。俗话说，千
人千脾气，万人万性格。每个人由于受遗传、环
境、教育、经历、文化、信仰等因素影响不同，脾气
性格也各自不同。然而，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同一
地区的人们由于所处地理条件、人文历史、宗教信
仰、生产生活方式、语言文字、文化教育、民规民俗
约束等影响因素大致相同，从而使人们的脾性在
大的方面具有趋同性或叫“类本质”，为人处世有
着相同或相近的心理状态。民众共同心理状态通
过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特点表现出来，就形成
了一个地方具有鲜明地域特点的族群性格。透彻
审视自己所处地域民众的性格特点，既可凝聚共
识，增强自信，又能从“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
此山中”的盲目格局中走出来，革故鼎新，从而适
应时代发展，促进社会进步。

如果要堆砌一堆词汇的话，勤劳善良、质朴本
分、仁和孝顺、忠诚守信、正直重义、乐善好施、知
书达礼、自强不息、勇敢坚韧……等诠释美好性格
的溢美之词，对济阳人都是当之无愧的，其中最鲜
明的特点当是善良勤劳、实诚忠孝、循规本分、仁
和宽容。

济阳人的这些善美性格当然不是凭空产生
的，有其具有必然性的生成逻辑，有其相对固化
的、传承恒久的“基因”控制，这些基因通常表现为
一种集体意识和无意识、精神力量和意识形态的
存在，具有无形性、普遍性、特定性和遗传性。而
这些基因的形成与所处地域的历史文化、地理条
件、传统信仰、现代文明等因素息息相关。

一、历史文化影响

济阳历史悠久，自古文蕴深厚，人文荟萃。古
代济阳人深受舜文化、韶文化和齐鲁文化的影响。

舜为上古五帝之一，《史记》载：“舜耕历山，渔
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舜道德高尚，他到
了哪里，人们都愿意追随，因而“一年而所居成聚，
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只要是他劳作的地方，便兴
起礼让的风尚，并逐渐成为一种文化。舜文化精
神之魂可称为“德为先，重教化”，倡导为人、持家、
做官、治国均以道德为本，开创了中华道德文化之
先河，被后人尊称为“道德始祖”、“百孝之首”、“文
明之元”。向阳花木易为春，济阳距济南“舜耕”过
的历山不足百里，人们自然受到舜文化的熏陶和
教化，在灵魂深处播下了“德”的种子。

韶文化也称韶乐文化，是舜文化的继承和光
大。“韶”，美也，含有美好之意。韶乐，相传产生于
舜帝时期，作为歌颂舜帝德行的乐舞，被视为舜帝
德行隆天、治行大成的硕果，是我国上古时期音乐
成熟的标志。一曲天籁，引凤凰来。“韶乐”作为中
华文明的瑰宝，是中华民族一个闪亮的历史文化符
号，对济阳有着更直接更深刻的影响。在济阳曲堤
镇，曾有一座闻韶台，佐证了孔子在此闻韶的史
实。两千多年前，伟大的教育家和思想家、儒家学
派创始人孔子带弟子周游列国，路经繁华的城邑曲
堤时，被古城内传来的高雅美妙的音乐所吸引，循
声进城，欣赏了当时几尽失传的《韶乐》。孔子生前
最大的嗜好是吃腊肉，而聆听过尽善尽美的《韶乐》
之后，经常沉醉于乐曲的美妙韵味当中，以至于好
几个月吃肉都觉不出肉的味道了。（见《论语·八
佾》：“子在齐闻韶，三月而不知肉味”，“子喟韶‘尽美
矣，尽善也！’”）尽善尽美的韶乐之所以能在济阳大
地上存在，也说明此地必有其适合存在的土壤，民
众自然也可从中受到教化和影响。为纪念“圣人”
孔子在此闻听韶乐这一史实，汉唐时期文人墨客在
曲堤古城修建了闻韶台。盛时的闻韶台，宏伟秀
丽，飞檐叠翠，古朴典雅，风韵悠然。台上台下，错
落有致地分布着亭台楼阁，尤以“闻韶书院”、“魁星
楼”最为著名。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曲堤闻韶台
见证了孔子思想的枯荣兴衰，也为济阳根植了不
可磨灭的文化底蕴。曲堤闻韶台，作为济阳最古
老、最著名的历史景观，已成为济阳人的骄傲，成
为济阳人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的亮丽名片，谈济
阳历史必谈闻韶台已成为越来越热的文化现象，
追求尽善尽美的理念也熔进了济阳人的血脉灵魂
里。

对济阳人影响最深远的当是齐鲁文化。济阳
人集齐鲁禀性于一身，具体表现为尊鲁礼而尚齐
风。齐鲁文化本是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注重勇
武的实用型的齐文化，一部分是注重修养的道德
型的鲁文化。济阳在历史上属于齐国，自然受到
齐文化的浸润。古语说：“齐人隆技击”，意思是齐
人尚武崇勇、擅于格斗，勇往直前，无所畏惧。济
阳人急性子、大嗓门、倔脾气，正是齐文化影响的
具体表现。齐文化的遗迹在济阳民间传统艺术中
也显而易见，仁风的鼓子秧歌，彪悍刚劲，豪气干
云，其来源有学者说是由古代士兵演练阵法而
来。还有董家花棍鼓舞、太平的马叉表演、新市的
民间武术，无不根源于齐文化的遗传。济阳人尚
武崇勇的传统到现在也不难证明，济阳连续多少
年都是征兵先进单位，济阳兵既听话又能打硬仗，
敢打死仗，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涌现出了许多为
国捐躯的英雄烈士。

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齐文化逐
渐湮灭，因此儒文化对济阳人的影响更深。一代
一代的济阳人都是在“人之初，性本善”的启蒙下
成长和传袭的。儒家思想本身就极接地气，小到
与父子兄弟的相处，大到治国平天下，皆以“善”为
标准，“仁爱”“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择
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这些无论
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体现着圣哲智慧的永
恒魅力和不朽价值。加之曲堤建有闻韶台，近水

楼台先得月，济阳人对儒家思想更崇尚，更敬奉。
儒家学说的重要功用是稳定，稳定家庭，稳定社
会，稳定秩序，自然也稳定了济阳人那颗实诚憨厚
的心。济阳人为人谦卑，尊重传统，实诚本分，任
劳任怨，通情达理，顾全大局，讲规矩，讲原则，讲
礼貌，不排外，不欺生，不逞强，不告刁状，不管谁
到济阳，“来的都是客，铜壶煮三江”。儒家文化的
教化，塑造了济阳人宽厚平和、善良勤劳、中庸本
分的品性。

论及济阳人的来历，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
原住居民或由附近地区迁居来的，二是明朝大移
民时从山西经山西洪桐或河北枣强迁来的。实际
上，在移民中，属洪洞县籍的仅是一部分，说自枣
强迁来的，也实非皆枣强籍人，只因当时朝廷移民

“设局驻员”于洪洞县广胜寺大槐树下，东去的山
西移民又经河北枣强再另行分拨，人们对洪桐和
枣强两处记忆较深之故。来到山东，山西洪桐移
民主要被安排在济宁府、东昌府一带，枣强移民主
要被安排在济南府、青州府北部，所以济阳民间很
多族谱上记载，始祖是明朝自河北枣强迁居而
来。这样，很多济阳人身上自然流淌着山西人的
性格“血浆”。那么山西人是什么性格呢？据有关
专家论证，驯良是山西人的一大性格特点。自秦
汉以来，中国发生那么多的起义，没有一个领头的
是山西人，也没有一起发生在山西。这种循规蹈
矩、驯顺善良、老实听话，甚至逆来顺受、忍辱负重
的性格思维，与济阳本土的儒家思想相融合，筑牢
了民众实诚本分、循规守法的性格特质。

受儒家文化影响，济阳人重视教育，尊重人
才。明朝曲堤镇就建有闻韶书院，明末清初著名
经学家张尔岐曾在此执教长达十几年，培养出了
刑部尚书艾元徵这样的高徒。很多外地人都说，
济阳说话文诌诌的，连普通老百姓的方言土语里
都镶嵌着文化的“珍珠”，如诧异、寻思、琢磨等
等。济阳的现代教育也曾取得过辉煌成绩，济北
中学、济阳一中都曾是远近闻名的名校，为国家培
养出了一批又一批栋梁之材。人们对教育的重
视，又反过来促进了儒家思想的传播，为济阳人的
性格注入了文化基因。

二、地域自然影响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济阳县建立于金天会七
年（1129 年），因县域处于济水之北而称为“济
阳”。济水，古名洑水，在中国古代的地位极高。

《尔雅·释水》中载：“江、河、淮、济为四渎。四渎
者，发源注海者也。”《史记·封禅书》中载：“秦并天
下，令祠官所常奉天地名山大川……，水曰济、曰
淮、曰江、曰河。”济水位列四渎之首，地位非常煊
赫。因其是“四渎”中唯一有利无害的河流，格外
受到统治者的尊崇，“济水出王屋，其源来不穷”

“皇帝崇祀典，诏书示三公”。汉代尊济水为诸侯，
唐代被封为“清源公”，宋代被封为“清源忠护王”，
元代被封为“济渎清源善济王”，明代改济水神号
为“北渎大济之神”，清代又加封“北渎永惠大济之
神”，在全国水神庙中祭祀济水的济渎庙也是最多
的。济水之所以被中国古人尊崇，不仅仅因为她
是一条文明和文化的母亲河，还因为她被赋予了

“流清、泽广、德厚”的高尚人格色彩。济水发源于
济源王屋山太乙池，以地下河潜流七十余里后显
露地面，到河南温县西北再次潜入地下，并从黄河
河底穿过后，在河南荥阳流出，经河南原阳隐没，
现身于山东定陶，然后曲曲折折汇入渤海。1855
年，黄河自河南兰阳(现兰考)铜瓦厢决口北徙，夺
济水下游河道入海，自此，在济阳身边流过的便是
黄浪滚滚的黄河，而不是清澈如许的济水了。济
水“或平地开源，为河为渠；或穴地洑流，为泉为
井”，与黄河相交，不染其浊，千回百折，坚韧不拔，
三隐三现，自强不息，默默地滋润着两岸的穑稼，
其宽厚仁爱、温柔慈善、忍让包容、仁和好义，也像
流动的血液一样，滋养着济阳人民的品性。

黄河改道途经济阳160多年来，以“黄河之水
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黄河西来决昆仑，咆
哮万里触龙门”的恢弘气势，义无反顾，汤汤东去，
其不惧艰险、坚韧不拔、勇往直前的精神，也在济
阳人的性格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济阳位于暖温带半湿润季风气候区内，四季
分明，雨热同季，光照充足，年平均气温12.8℃，年

平均无霜期 195 天，年太阳辐射量 124.4 千卡/平
方厘米，非常适合农作物生长。全境皆地处鲁西
北平原南部，一马平川，有济水（黄河）、徒骇河、土
马河、大寺河等河流穿境而过，水利资源丰富，便
于农业耕作。由于生长在物产尤其是粮食相对丰
饶的地区，人们对生存有一种优越感，对土地形成
了绝对崇拜的信念，也造就了济阳人重土安命、故
土难离的意识。中国地处环太平洋地震带与欧亚
地震带之间，地壳变动十分剧烈，自然灾害发生频
繁而多样，旧创未复，新祸又起，而济阳却是一块
安祥的“福地”，灭绝生灵的大的灾害没有发生过，
加之便于农耕，人又朴实，因此，一代经学大师张
稷若一句“离庄不离县，围着济阳转”影响了一代
又一代济阳人。直到近年来，部分村庄拆迁，还有
很多在城里生活几十年的人，想回老家要一处住
宅，把家的根留住。

家是济阳人的根，是济阳人的精神寄托和物
质归宿。对家的无限眷恋，对家庭的无限忠诚，使
得济阳的社会至为稳定。“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
家”，以家为本位的文化传统，赋予了济阳人从家
庭安全和稳定出发的服从大局的意识，进而升华
为一种浓厚的家国情怀，当国家需要的时候，必定
挺身而出，积极奉献。

三、民间信仰影响

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信仰作为民众对具有
超自然力的精神体的信奉与尊重，深深影响着民

众的思维方式、生产实践、社会关系和政治行为，
对一地民众之性格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在济阳
民间信教群众中，除回民信奉伊斯兰教外，更多的
人信奉佛教和道教。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在中国也是最主
要的宗教。佛教自元代传到济阳，一度非常盛行，
境内建有很多寺庙，香火旺盛，如清宁寺、皇姑寺、
广福寺（孟家寺）、风铃寺等等，最出名的当属曲堤
的弥勒寺，“禅塔晚灯”被评为“济阳八景之一”。
佛教文化对当地文化的影响并不只限于宗教，从
哲学、文学、艺术甚至日常生活都能看出佛教的影
子。由于佛教强调因果报应、轮回转世、西方净
土、饿鬼地狱和吃素念佛等观念，一些与之相对应
的民间习俗也就随之产生。如过年焚香磕头，元
宵节点花灯，三月三到济南千佛山还愿等等。济
阳待客的礼仪讲究让座奉茶，这奉茶的习惯也来
自佛教，坐禅是佛教徒日常中的重要环节，长时间
静坐，容易导致疲劳困倦，就用饮茶来清心提神，
后来很多禅寺中专门设了茶堂，把它作为禅僧讨
论佛理、招待宾客、品尝名茶的地方，民间效仿，渐
成风俗。佛教主张“净心苦修”，受其影响，济阳人
的性格里也具有一种“苦行主义”，以苦为本，以苦
为荣，以苦为乐，吃苦为上，奉行“不吃苦上苦难得
甜上甜”。

济阳人特别重视孝道，孝顺是济阳人衡量一
个人品性的第一标杆，甚至是唯一标杆。人们常
说：“连自己的父母都不孝顺，何况待别人？”意思
是这样的朋友不可交。济阳民间流行一段儿歌民
谣：“山老鸹，尾巴长，娶了媳妇忘了娘，把娘扔在
半坡里，把媳妇背到炕头上……”这是对不孝之子
的讽刺，从小就教育孩子要不忘父母养育之恩。
佛教提倡的孝，不仅要求要侍奉供养，更要使其止
恶行善，进而了生脱死，离苦得乐，扩大并充实了
民间孝道的内容。

道教是我国土生土长的宗教，于南北朝时期
传入济阳所在区域。道教的传播不及佛教，与道
教有密切关系的庙宇也不多，只有武当庙、真武
庙、金星庙几处，这些庙宇只是供香客进香及许
愿、还愿的场所，少有道士、道姑居住。虽然道教
教义传播不够，但其所尊崇的神灵大多是由流传
于民间的俗神吸收改造的，如关帝、门神、灶神、财
神、八仙、福禄寿三星等等，在民间更“接地气”，有
着更深更广的影响，民众对它们都是无比敬畏
的。对这些神灵的崇拜祭祷，形成了各种民俗。
如青年人谈婚论嫁要请算命先生择吉日良辰，最
普及的就是腊月二十三送灶王爷上天。

千百年来，碧霞元君一直是济阳妇女特别是
中老年妇女的崇拜对象。碧霞元君全称为“东岳
泰山天仙玉女碧霞元君”，因坐镇泰山，尊称泰山
圣母碧霞元君，俗称泰山娘娘、泰山老奶奶、泰山

老母、万山奶奶等，是道教中普度众生、舍己为人
的女神。

济阳的丧葬习俗杂糅了儒、道、佛等诸家的礼
仪，同一丧事，既尊儒家古礼，又信道家之谈，既本
佛家传说，又按当地所需而行，五花八门，但足见
宗教对人们生活的影响。

宗教在与济阳社会的融合发展中，发挥着整
合、规范、调整、舒解功能，影响着济阳人的人性和
精神。固然，宗教中有许多愚昧的迷信，有诸多的
封建糟粕，但佛教“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不杀生、
不偷盗、不妄语、不淫邪的教义和要人们看淡人生、
不为功名所累、不为利禄所惑、不为欲望所困的教
化，以及道家倡导的“天有天道、地有地理、人有人
伦、物有物性”法则和“见素抱朴”、“少私寡欲”、“上
善若水”、“道法自然”等思想，都在一定程度上迎合
了人们追求美善、崇尚和谐、慰藉心灵、寻求安慰的
愿望，对调整人们的价值取向、行为理念、思想观念
和巩固社会道德发挥了不可代替的作用。

四、风土文化影响

风土文化是指一个地区民众在长期历史发展
过程中形成并保留到现实生活中，具有相对稳定
性的文化，大致可分为传统习俗、传统建筑和传统
文艺。

传统习俗可分为两部分，一是历史遗留下来
的，二是适应现实社会历史条件而产生的。济阳
人有古人遗风，尊重传统，过去人们的服饰具有泥

古、简朴的特点，追求稳重，
只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生
活水平的提高和眼界的开
阔，人们的服饰才丰富多彩
起来，但由于受传统思想的
影响，也只是追风而已，并
没有引领潮流的做派。济
阳人缺少浪漫，追求实惠，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习惯
于一日三餐，一般午餐较为
丰盛，有菜佐餐，早晚两餐
一般为主食加稀饭或粥。
主食喜欢吃馒头、饼、面条、
包子、饺子等，制作技艺比
较粗实，重质不重形，不精
致，讲究所谓“大吃大有”。

在济阳乡下，包括二三
十年前的县城里，人们建房
多为“四合院”、“三合院”，
以北房为上房，由长辈或当
家人居住；东西两厢房或由
晚辈居住，或作厨房或仓
房，只有在厢房不够住了时
才在南屋住人。四合院院

落四面都有墙壁，大门取东南或西南，大门内还要
挡上影壁墙，具有防卫严密、内向、稳定、秩序井然
的特点。这样的布局和特点，也与孔孟之道影响
不无关系，长幼有序，主次分明，等级昭显。这也
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济阳人服从权威、通情达理、
顾全大局、循规本分的性格。改革开放以来，无数
济阳人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去打工、去求学、去创
业，其中不乏成功者，也少不了失败者，但不管成
功与失败，那老家的老房老院都是心灵永远的归
宿。

济阳人为人处事很大气，在待人接物上，很要面
子，礼节较多，客人进门，主人须出门相迎，先让座，
再敬烟奉茶，款待酒饭。过去东北部乡镇的人们，家
中每遇婚嫁、生育、做寿等大事，招待客人有“返席”
之风，俗称“两半截儿”，即一席菜用过之后将残席撤
下，少顷再上酒布菜，请客人重新畅饮，还有的在“两
半截儿”的基础上再加“一半截儿”，叫作“三半截
儿”。这足以看出济阳人的热情好客。济阳人待人
慷慨，平时有好东西自己舍不得吃，要用在为人上，
借钱也要随份子，鄙视“关起门来朝天过”的人。济
阳人聚会，都抢着买单，甚至偷着买单，酒足饭饱之
际，有人说去洗手间，八成是去前台结账了。受人约
宴，必带好酒，常常剩余的酒水价值都超过主人的消
费。一个圈子的人可以轮着请客，但AA制消费在
济阳并不盛行，来了客人实行AA制，大家会说你小
气、吝啬，如果客人非要AA制，你会觉得对方是看不
起自己，是一种污辱。大气和小气，在济阳人眼里不
是性格问题，是道德问题。

济阳之地不缺文气。著名的唐宋八大家曾巩
和北宋著名书法家诗人黄庭坚都曾登临曲堤闻韶
台，分别留下了“人仁为本”、“千古一脉”的题词。
明末清初，济阳经学大师张稷若，对《仪礼》《周

礼》《礼记》等儒家著作的研究有着高深的造旨，著
述颇丰，刊行于世或见诸志书记载的有如《仪礼郑
注句读》《周易说略》《诗经说略》《老子说略》《蒿庵
闲话》《蒿阉集》《天道论》《中庸论》等专著，尤其他
对“五经”的研究，独辟蹊径，卓有建树，连明末清
初著名的思想家、诗人顾炎武都说：“独精‘三礼’，
卓然经师，吾不如张稷若。”其弟子艾元徵官至尚
书，也留下了《易经会通》《退食槐声留余集》等著
作。在民间，张稷若传奇故事流传甚广，说他前知
五百年，后晓五百载，能呼风唤雨，剪纸成兵，又说
他并没有死，而是脱壳成仙等等，被传为“活神
仙”。这些民间传说被评定为山东省非物质文化
遗产。限于历史的原因，济阳的民间文艺多是以
传说、民谣、戏曲等形式通过口传身教传承的。过
去，济阳民间还风行迷戏，迷戏又叫“四合腔”，唱
词简单易懂，唱腔节奏感强，旋律优美，据说是吕
剧的前身。现代剧作家苏耕夫，济阳人，曾任山东
省文化局创作组组长、省文联戏剧编辑和《前哨》
月刊社编辑、省话剧团任专职编剧30多年，创作
出《母女俩》《卖马计》《一枝红杏出墙来》《决战》等
剧本，成为中国当代有影响的剧作家之一。原甘
肃省作家协会主席高平，也是济阳人，曾任中国作
协全委会委员、名誉委员，著作等身，颇有成就，享
誉全国。当前，济阳还活跃着一支文学创作队伍，
创作成果丰硕，在周边地区有很大的影响，被山东
省作协誉为“不可多得的济阳现象”。不管是文学
创作还是民间传说、民谣，或者戏曲，其内容大部
分都是以追求真理、惩恶扬善、因果相报、鞭挞忤
逆为主要内容的。

这些被民众默认的风土人情习俗、衣食住行
习惯以及富有地域特色的民间传说、文化艺术，都
对济阳人加固崇德向善的性格起到了“润物无声”
的作用。

五、现代文化影响

历史的、地理的、社会的因素都是济阳人性格
成长的“奶汁”，也是长久传承的“基因”。然而，人
的性格又不是一成不变的，尤其是大的历史变革会
深刻影响人的性格演变。比如新中国的成立，让人
们从被压迫阶级翻身作了国家的主人，宪法赋予了
每个国民人人平等的权力；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
生活条件和受教育程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楼
上楼下，电灯电话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习惯，
一些旧有的乡风民俗随之发生改变；随着“红色基
因”教育的开展，以“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两弹
一星精神”、“特区精神”等为代表的中国精神也日
益走进济阳人的心中，正在进一步强化济阳人追求
真理、敢于斗争、奋发有为、创新探索的思想观念；
通过普法教育，人们的法治观念不断提高，一些有
悖法律的陈规恶俗渐渐被人们所抛弃；随着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日益深入人心，人们看问题、想问题、
做事情的心理观念与时俱进，爱国主义、集体主义、
社会主义精神广为弘扬，社会文明程度快速提高，
济阳人的性格更加自由开放。尤其是网络时代的
到来，其便捷性与即时性大大缩短了人与人之间的
时空距离，减少了劳动者体力和智力的消耗，提高
了劳动效率，“天涯若比邻”，人的社会关系也发生
了重大变化，文化信仰相互影响、相互融合、相互促
进，商业意识、开放意识、创新意识进一步增强，济
阳人的善美性格得到了显著的提升。

事实上，无论什么性格都不是十全十美的，性
格犹如一枚硬币的两个面，有好的、光彩的一面，
也有差的、晦暗的一面，甚至互为表里，不能分
开。济阳人虽然是一个优秀的团体，但是性格中
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比如：缺少现代时尚意
识，土里土气；明哲保身，随波逐流，缺少创新争先
意识；过分爱面子，虚荣心强；契约意识差，缺少现
代法制精神；孤芳自赏与缺少自信等等，这些缺陷
影响了济阳人大创新、大发展的前进步伐。正确
认识自己的性格，就应该承认这种现实，既不要求
全责备，也不要无动于衷，要用“扬弃”的态度，取
长补短，对优秀基因要长久传承，对不好的基因要
尽力阻断，不断完善自己。

善美济阳，在水一方。千百年来，“善”与“美”
已浸润于每个济阳人血液细胞。当前，济阳发展
步入了黄金期，前程似锦，奋进过程中迫切需要一
面旗帜来凝聚人心、增强认同、引领风尚，区委及
时提出了打造“善美济阳”这块城市品牌，恰逢其
时。“善美济阳”有出处，有依托，有方向，有特色，
必将对济阳人性格的进一步完善起到积极促进作
用，汇聚起共建共享济阳“大家庭”的磅礴力量，为
奋力实现北部新区建设新突破提供源源不断的精
神动力和道德滋养。 作者单位：区文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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