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项目名称 项目保护单位 代表性传承人

长勺之战传说 市民间文学研究学会 李胜华

孟姜女传说
莱城区茶业口镇文化

站
范玉祥

长勺鼓乐 高新区鹏泉街道 张珂

莱芜梆子 莱芜梆子剧团
李长生、李桂英、

李伟、姚刚、刘刚

贾家洼村
傀儡戏

莱城区羊里镇文化站 王传浦

蟠龙梆子 钢城区文化馆 韩克

莱芜渔鼓 市民间文学研究学会 王道友、魏述洋

亓家木刻烙书 市民间文学研究学会 亓中越

口镇南肠传统

制作技艺

市泰顺斋食品有限公

司
刘峰

亓氏酱香源

肉食酱制技艺

山东亓氏酱香源

食品有限公司
亓飞

口镇方火烧 市烹饪餐饮商会 朱应光

杨氏牛肉干 市烹饪餐饮商会 杨鹏

金家羊汤 市烹饪餐饮商会 金宗宝

雪野鱼头
雪野旅游区

社会事务管理局
邢伟杰

燕子石制作技艺 市艺术馆 亓树军

大庄土陶 莱城区牛泉镇文化站 卢宝书

康家香 市民间文学研究学会 康颂水

延寿堂拔毒
生肌膏

莱芜延寿堂 邹连琦

针灸火罐 市民间文学研究学会 王西武

宋氏祖传
拔毒膏

市民间文学研究学会 宋建庆

类别 扩展项目 申报地区或单位

传统美术 邹家木雕 市民间文学研究学会

传统技艺 王家鱼汤制作技艺 市雪野美食中心有限公司

类别 新入选项目 申报地区或单位

民间文学 孝子马约的传说 市民间文学研究学会

莱芜方言 市民间文学研究学会

吕祖洞的传说 莱城工业区（口镇）

传统舞蹈 抬芯子 莱城区茶业口镇

山口社火 市民间文学研究学会

曲艺 木板大鼓 市宗英婚庆服务部

木板琴书 市长勺说唱艺术团

传统美术 刺绣 市民间文学研究学会

瓷雕 市民间文学研究学会

面塑 市艺术馆

蜡染 市民间文学研究学会

字贴画 市民间文学研究学会

传统技艺 秦老太茶汤制作技艺 市艺术馆

传统干烘茶制作技艺 山东五福茶业有限公司

莱芜布鞋制作技艺 市紧跟鞋业有限公司

传统糊香食用油制作技艺 山东山歌食品有限公司

雪野陈麯制作工艺 市民间文学研究学会

高家店麻绳制作工艺 莱城区杨庄镇

口镇咸菜制作技艺 市泰顺斋食品有限公司

莱芜煎饼（香鏊子）制作 市香鏊子食品有限公司

莱芜生姜传统食品制作技艺

（头道菜食品制作技艺、

孔之道食品制作技艺）

市东兴源食品有限公司

市经济开发区张家洼

肉食传统制作技艺

（脩、鄂庄肴肉制作技艺、

汶阳狗肉制作技艺）

市文化创意研究会

莱城区高庄街道

高新区鹏泉街道

汶水窑陶瓷烧制技艺 市艺术馆

民俗 回民经纪行话 市民间文学研究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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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芜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莱芜市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代表性传承人名单

本报7月17日讯 (记者 程
凌润) 近日，莱芜市政府公布
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和
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
表性传承人名单。17日，记者从
莱芜市政府办公室获悉，莱芜
方言、山口社火、刺绣、面塑等26
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入选莱芜市
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民间文学、传统戏剧等领域的25
名传承人获评莱芜市第二批非
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共
有26项，涉及民间文学、传统舞
蹈、曲艺、传统美术、传统技艺、
民俗、传统美术、传统技艺八个
方面，包括孝子马约的传说、莱
芜方言、吕祖洞的传说、抬芯子
等新入选的24项非物质文化遗
产项目。

值得注意的是，新入选的
24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中包
括茶汤制作、干烘茶制作、布鞋
制作、食用油制作等11项传统
技艺。同时，邹家木雕、王家鱼
汤制作技艺则被列为非物质文
化遗产项目的扩展项目。

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
戏剧、曲艺、传统美术等领域的
25名传承人获评第二批非物质
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其中，长勺之战传说的传承人
李胜华、长勺鼓乐的传承人张
珂、莱芜梆子的传承人李长生
等传统手工技艺项目的传承人
均榜上有名。

本报7月17日讯 (记者 程凌
润) 日前，山东省发布居民社会
养老保险实施意见，全省城镇居民
养老保险将与新农保合并。17日，
记者从莱芜人社局获悉，莱芜市城
乡居民养老保险已于去年实现合
并，全市参保人数达47 . 2万人，共
有16 . 6万人领取养老金，累计发放
养老金2 . 27亿元。

据介绍，山东省于近日发布

《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实施意见》，全
省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将与新农保
合并，全省统一设置为1 0 0元至
5000元12个缴费档次，最高每年缴
费5000元，并新增500元至1000元
的丧葬补助金。

2012年1月1日起，莱芜市已经
把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城镇
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合并在一起，合
并实施的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

基础养老金月标准由55元提高到
60元，2013年1月1日起，莱芜市基
础养老金月标准由60元调整为65
元。

“两项保险合并之后，新农保
的收费档次由7个变成了10个。”莱
芜市人社局农保处的熊主任介绍，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合并与莱芜市
城市规模小有关，合并之后使用新
型农保信息管理系统统一管理，纳

入社会保障信息管理系统。
据介绍，目前全市城乡居民养

老保险参保人数47 . 2万人，其中领
取待遇人数16 . 6万人，个人缴费档
次设置为每年100元、200元、300
元、400元、500元、600元、700元、
800元、900元、1000元10个档次。
2012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合并至
今，全市累计为参保居民发放养老
金2 . 27亿元。

莱芜方言入选第四批非遗榜
25人获评莱芜市第二批非遗传承人

16 . 6万莱芜市民领取养老金
2012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合并至今，累计发放养老金2 . 27亿元

本报7月17日讯 (见习记者
王浩奇) 莱芜市2013年事业单位
公开招聘工作人员简章于16日发
布。莱芜市市直、莱城区、高新区、
雪野旅游区、经济开发区将面向社
会公开招聘201名事业单位工作人
员，招聘岗位分为综合、教师和卫
生三类。考试报名时间为7月21日，
7月31日进行笔试。

此次招聘人员为全日制普通
高等院校毕业生。本、专科毕业生
应在30周岁以下，硕士研究生应在
32周岁以下，博士研究生应在40周
岁以下，应届毕业生不受年龄限
制。报考教师岗位本科及以下学
历，其他岗位专科学历符合报考条
件的限莱芜市常住户口或莱芜生
源，应届毕业生不受户口和生源地
限制。

另外，参加基层服务项目的人
员和退役大学生报考非定向招聘
岗位的，不再享受定向招聘的有关
政策，也不再加分。

考试分笔试和面试。面试结束
后，按笔试成绩和面试成绩各占
50%的比例计算考试总成绩。

报名将采取统一时间、网上报
名、网上初审和网上缴费的方式进
行。报名时间为7月21日 9:00-7
月23日17:00，查询时间为7月21日
11:00-7月25日11:00。考生可以登
陆莱芜市人民政府网 ( h t t p : / /
www.laiwu.gov.cn)进行报名。

hhii，，大大家家好好！！我我叫叫曹曹宸宸瑜瑜，，刚刚满满一一百百天天呢呢，，我我是是一一个个活活泼泼、、调调皮皮淘淘气气
的的小小帅帅哥哥奥奥。。大大家家都都说说我我长长得得像像妈妈妈妈，，胖胖乎乎乎乎的的很很可可爱爱。。爸爸爸爸妈妈妈妈说说
我我每每天天长长点点见见识识，，多多点点本本事事，，都都是是他他们们的的欢欢乐乐。。作作为为一一个个快快乐乐的的宝宝宝宝，，
我我要要把把快快乐乐带带给给身身边边的的每每一一个个人人，，这这是是我我刚刚满满一一百百天天的的美美美美照照，，照照片片
中中的的我我是是不不是是笑笑得得很很灿灿烂烂呢呢？？好好啦啦，，我我来来为为大大家家
播播报报天天气气吧吧！！

莱芜天气预报
18日 星期四 雷雨转中到大雨 气温24～30℃ 南风3
-4级
19日 星期五 中雨 气温23～28℃ 南风3-4级
20日 星期六 雷雨 气温24～28℃ 南风3-4

级
生活指数

穿衣指数 炎热，建议穿短衫、短裤等清凉夏季衣
服。
紫外线指数 弱，辐射较弱，涂擦SPF12-15、PA+护肤品。
感冒指数 少发，感冒机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
洗车指数 不宜，今天有雨，雨水和泥水会弄脏爱车。

昨日莱芜PM2 . 5：63

“聊天”宝贝征集启事

本报免费征集“聊天”宝贝，家长可将

宝贝照片及个人资料(姓名、出生日期、所在

幼儿园或者学校、个人爱好、特

长以及父母的期望等)发送邮

件到q lwb j r lw@163 . com ,也

可将资料送至莱芜市文化北

路46号市工商局七楼齐鲁晚

报·今日莱芜编辑部。欢迎

幼儿园及儿童摄影机构

组团报名。

曹曹宸宸瑜瑜

莱芜事业编编招201人
21日开始报名，31日笔试

本报7月17日讯 (记者 程凌
润) 17日，第三届莱芜市道德模
范评选表彰活动进入网络投票阶
段，市民可以根据30名候选人的
事迹投票。

今年5月，由莱芜市委宣传
部、莱芜市文明办、莱芜市总工
会、共青团莱芜市委、莱芜市妇
联联合启动了第三届莱芜市道德
模范评选活动表彰活动。目前，
莱芜市道德模范评选表彰活动组
委会从推荐的60余名人选中，按
照事迹标准要求，确定了30名候
选人。

目前，莱芜市文明网已经设
置网络投票专题，分别为“助人
为乐”候选人、“见义勇为”候
选人、“诚实守信”候选人、
“敬业奉献”候选人和“孝老爱
亲”候选人五个版块，每个版块
有6名候选人，并配有每位候选人
的照片和事迹简介。

市民登陆莱芜市文明网(http:/
/vote.e23 .cn/zhuanti/lwmf/)进行投
票，投票时间为7月17日00:00 -7

月23日24:00，每个公网IP地址每
天限投5次，候选人每类奖项至少
勾选4人，否则无效。

登陆市文明网站

评莱芜道德模范

◎ 评选

7月17日上午，莱芜交警城区
大队组织民警、协警开展队列、
车辆盘查战术练兵比武活动。活
动中，参练人员在教官的指导
下，重点针对如何查扣嫌疑车
辆、搜查、控制嫌疑人注意事项
和要点进行了模拟演练，进一步
深化了岗位练兵活动，提升了队
伍整体素质和能力。

(通讯员 李永国)

莱芜交警大练兵

◎ 安全

◎ 高考

本报7月17日讯 (见习记者
张群) 17日，记者从山东省邮政
速递物流有限莱芜市分公司了解
到，高考录取通知书即将开始密
集投递，今年，考生或家长可直接
在EMS快递查询页面输入准考证
号追踪高考录取通知书，这在全
国尚属首次。

公司综合部经理张伟告诉记
者，当学校寄出录取通知书时，他
们会将考生的准考证号和录取通
知书快件单号做好匹配，届时，考
生或家长只需要一个准考证号就
可以在网上追踪录取通知书的具
体位置。如果考生或家长在查询后
仍长时间收不到录取通知书，可以
拨打6611183或8811183进行咨询，
有其他疑问也可以拨打这两个电
话。在整个高考录取通知书投递期
间，公司会优先派送通知书。

高新区营投部经理张梅华
说，投递员在投递通知书之前，会
提前打电话通知具体上门时间，
到时考生要尽量在家里等着，准
备好身份证和准考证。考生不在
家的情况下，家长代领也要备齐
考生身份证和准考证。若考生已
更改地址或电话，可以提前告知
邮政局做个登记，以免无法及时
拿到录取通知书。

EMS网页输入考号

可查通知书行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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