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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今迎迎大大风风降降温温，，雾雾霾霾仍仍将将持持续续
全市最高温在19℃左右，局部有阵雨

本报聊城10月21日讯(记者
谢晓丽) 又到了该穿秋裤的

季节了，记者从聊城市气象台了
解到，22日，全市将迎来大风降
温天气，气温骤降5℃左右，最低
温在11℃左右，最高温仅19℃，局
部有阵雨。

21日，水城被笼罩在一片雾
蒙蒙的天气中，聊城市气象台10

月21日06时31分继续发布大雾黄
色预警信号，城区不少路段出现
了能见度小于500米的雾并持续。

“近日，聊城多日出现雾霾天气，
城区里这到底是雾还是霾，两者
到底有何区别？”聊城市气象局专
家介绍,雾和霾在气象学上是指
两种不同的天气。大气中因悬浮
的水汽凝结,水平能见度低于1千

米时,气象学称这种天气现象为
雾。由空气中的灰尘、硫酸、硝酸、
有机碳氢化合物等粒子组成,使
大气浑浊,水平能见度小于1千米
时,将这种非水成物组成的气溶
胶系统造成的视程障碍称为霾。
21日，聊城出现的既有雾也有霾，
但因水汽大，雾是主要因素，所以
发布了大雾黄色预警信号。

伴随着冷空气到来，22日聊
城将迎来降温天气，北风3～4
级，但因水汽重，雾霾天气仍持
续，局部有阵雨。市民应及时添
加衣服，尽量不要进行剧烈的户
外活动，以免吸入更多的污染
物。孩子、孕妇或者有呼吸系统
疾病等对污染比较敏感的人群，
也尽量不要外出活动。未来几

天，聊城最高温在20℃左右，最
低温在11℃左右。

具体预报如下：22日，多云
转阴局部有阵雨，有雾或霾，北
风3～4级，12～19℃，茌平：11～
19℃，降水概率40%；23日：多云
间阴，北风转南风2～3级，11～
21℃；24日：多云转晴，南风转北
风3～4级，11～20℃。

要穿越4条铁路一条高速，还有附近村民阻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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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日，有多位
住在嘉明工业园片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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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暖热线”，反映小区
已经入住多年，至今没
能实现集中供暖，去年
工业园区开始铺设供暖
管道，本以为当年能用
上暖，但到目前供暖还
是没有动静，眼看着供
暖季就要到了，业主们
心里十分着急。

本报记者 张召旭

居民：入住多年至今没供暖
嘉明工业园盛世嘉苑小区

业主王女士说，小区自2012年入
住到现在还没有实现集中供暖，
最初的时间里都只能用空调取
暖，去年家里添了孩子，为了不
让孩子受冻，自己一家人到城区
租了套暖气房。

“去年整个片区就开始铺设
管道，本以为当年能供上暖，但
没能实现。”嘉明工业园区水岸

新城业主李先生介绍，家里有老
人孩子，冬天没有暖气很受罪，
前段时间片区里铺设供暖主管
网，现在已经差不多了，可听说
现在供热公司的主管网还没有
通到整个工业园区，眼看着还有
20多天就要供暖了，不知道今年
能否用上暖气。

记者了解到，嘉明工业园区
有新城邦、水岸新城、盛世嘉苑、

昌盛苑等多个居民小区，此前由
于热源紧张，至今都没能实现集
中供暖。从去年开始，聊城实施
了城区北部供热工程，该工程主
管道途经聊堂路、海源路、振兴
路，全线长13 .3公里，项目建成
后将解决东昌路以北区域居民
的集中供热，其中就包括嘉明工
业园区供暖问题。

热企：管网铺设存在不少难题

21日，记者来到双力西路通
往嘉明工业园区的供热管网建
设现场，现场施工人员正在铺路
铺设管道，双力西路北侧已经竖
起了围栏。

昌润供热公司工作人员介
绍，按照市政府的要求，今年必
须要为嘉明工业园区送上暖气，
根据他们的统计，光是水岸新城
小区就有115栋居民楼，目前整
个工业园区的管道建设已经完
毕，正在进行道路回填卫生打扫
收尾工作。

眼下，为嘉明工业园区供暖
面临的难题是通往整个的片区
的主管网还有最后1500米没有
铺设完毕，眼下正卡在了这1500
米供热主管网的铺设上。“这
1500米管网要穿越4条铁路和一
条高速，穿越铁路工作耗时比较
长，首先要向铁路部门申请穿越
时间点，一般每天不会超过一到
两个小时，而且还要提前打报
告。”该工作人员表示，如果一切
正常的话，这1500米的供热管网
将会在20天左右铺设完毕。

该工作人员还表示，眼下还
有一个较为棘手的问题就是供
热管网需要穿越后田村，这样就
要临时占用部分耕地，“我们也
多次向村民解释，会按照国家规
定对于占用到耕地的村民予以
补偿，政府工作人也先后三次清
点需要临时占用的附属物，可村
民就是不同意，多次阻拦施工。”
该工作人员表示，他们也多次向
主管部门打报告禀明此事，眼下
只能希望政府部门能够及时做
好村民的工作。

本报聊城10月21日讯(记者
张召旭) 21日，记者从聊城昌润
供热公司获悉，眼下该公司已经
开始对城区西线片区主管网充水
试压，希望该片区业主能够及时
注意小区充水试压通知，以免家
中发生管道漏水情况。

昌润供热公司工作人员介
绍，21日开始，公司对城区西线片
区(卫育路以西)高温水主管网开
始充水试压，东线供暖区域眼下
正在进行新建管网铺设和新旧管
网接驳工程，冲水试压时间将会
推迟一周左右。

根据计划，11月1日，启动高
温水循环泵保压冷循环程序。11
月7日，对主管网水升温加压，确
保11月15日供暖日如期正常供
暖。昌润供热公司提醒广大用户，
供热管线经过一年的闲置，在充
水试压时可能会发生漏水等问
题。充水试压之前，他们将会在小
区内张贴充水试压通知，所以用
户最好注意各自小区的试压时
间，做到留有人员，以免发生暖气
管道漏水情况。

城区部分主管网

开始充水试压

施工人员正在双力西
路铺设供热管网。

本报记者 张召旭 摄

“运河民谣王”赵中田搜集600多首童谣

搜搜集集不不易易，，想想出出版版成成书书留留存存后后世世
提起收集民谣、童谣，聊城有一位不得不提、全国知名的执着爱好者，他就是被誉为“运河民

谣王”的阳谷农民赵中田。上世纪80年代起，赵中田开始搜集老人们口口相传的民谣，一干就是30
多年。至今,他已走过河北、山东、江苏三省1000多个自然村,整理出的手稿有1米多高,300多万字。

“大概有32本书，光童谣就有600多首，足够一本书了。”搜集的目的是为了传承，而赵中田最大的心
愿是能把这些险些遗失的民俗文化出版留存。

本报记者 凌文秀

600多首童谣

记录运河文化

看到报纸上在征集童谣，阳
谷县阿城镇赵店村的“运河民谣
王”赵中田坐不住了。“沿着运河
走了好多年，走遍上千个村庄，
运河民谣、童谣，记录了厚厚的
好几沓本子，就是希望能作为运
河的一项记忆保存下来。”

上世纪80年代起，赵中田
开始搜集老人们口口相传的民
谣，一干就是30多年。至今,他已
走过河北、山东、江苏三省1000
多个自然村,整理出的手稿有1
米多高,300多万字。现在,年过半
百的他更多精力用于把搜集到
的资料整理、出版成书。“大概
有32本书，光你们活动需要的
童谣就有600多首，估计也能直
接出一本书了。”

对于赵中田而言，搜集民
谣、童谣是一件比吃饭、穿衣、
盖房还重要得多的事儿，对他
而言，下村走访搜集已经成为
一项跟呼吸一样必需又自然的

事情。
大运河在我国历史上功劳

很大 ,既是经济长廊 ,更是文化
长廊 ,像一支竹签 ,串起南北文
化。运河文化其实是乡村文化,
它不在书本里,而在运河沿岸百
姓口中,一代代传下来。30多年
来,赵中田访问过的会唱民谣的
老人 ,十有八九都去世了 ,现在
还活着的老人,能完整唱下来一
曲歌谣的也很少见了。

“这些童谣有聊城的，如阳
谷、临清等地，也有济宁等地
的，非常生动。”

除了童谣，赵中田还搜集
了夯歌有120段,行酒令有300多
条,红色歌谣有200多首。这些宝
贝在赵中田眼中都是有生命的,
有一种情愫在里面。传统文化
就像一条链子 ,一环扣一环 ,这
些老人走了,把文化也带走了。
如果没人搜集整理,它可能就永
久失传,导致传统文化断裂。

除了搜集就是

找人赞助出书

30多年，赵中田搜集、整理
了《运河遥》、《运河夯歌》、《生
活歌谣》、《爱情歌谣》、《游戏歌
谣》、《信仰歌谣》、《童谣》、《行业
歌谣》、《四大体歌谣》、《红色
歌谣》、《鲁西俗语》、《民间游
戏》、《生产民俗》、《周天爵轶
事》、《抽礼花》、《七十二行》、

《酒令》、《土棋》等30部书稿，
约计300多万字。

为了搜集运河民谣，赵中
田曾经家徒四壁。但多年执着
总算有所收获，各大媒体的关
注和政府部门的认可，让他颇
感欣慰。如今，除了搜集整理
民谣，他的精力多用在找人或
找企业找政府部门赞助出书
上。“搜集了这么些年，总算有
了一点成绩。”

赵中田搜集的稿件全部
都是手写，30多年来，手写稿
件保存非常不易。在居住条
件还不算太好的前些年，书
稿经常被老鼠咬 ,赵中田曾把
书稿埋在地下 ,可时间长了容
易发潮 ,有些圆珠笔写的字迹
开始模糊 ,赵中田就常拿出来
晒一晒。赵中田经常感叹，如

果他有生之年 ,手稿如果出版 ,
这一人多高的手写稿件将很
难保存下去。

对于赵中田来说，难的
不 是 多 年 来 搜 集 民 谣 的 艰
辛，真正让他心里苦不堪言
的是多年来搜集撰写的书稿
难以出版。“为了出书 ,我跑断
了腿 ,写了几百封求助信 ,但绝
大多数没有回音。忙活了三
年 ,才出了两本书 ,我现在都55
岁了 ,还能活几年?”

现在，济宁一家文化类
的企业正在跟赵中田接洽，

“他们希望能赞助我，付给我
一些钱，然后把这些内容出
版出来。”赵中田的语气中有
着欣慰和终于得见曙光的释
然，他透露，他搜集整理到的
内容出版成32本书绝对没问
题，这家文化类的企业希望
能帮他出版一些内容，出版
后，他搜集到的传统民俗文
化能得到更好的传承，而企
业付给他的适当的资金也能
解决他困窘的经济情况，一
举多得，也难怪赵中田语气
中有着欣慰。

本报聊城10月21日讯(记者
凌文秀) 记录下你记忆深刻的童
谣，投递给聊城市文广新局和齐
鲁晚报·今日聊城组织的“聊城
最美童谣”活动主办方，或报名
参加“聊城最美童谣”活动展演，
回味一下令人难忘的童年时光
吧！您也可以教孩子唱本地童
谣，让孩子体会您曾经历过的童
年。

投送童谣要求能体现聊城本
土特色和文化特色，语言生动、易
于传唱，体现童心童趣。语言简洁
明快，具有益智娱乐、口口相传、
健康向上的特性。童谣也在民间
广为传诵。

“聊城最美童谣”发送方式：
1、信件邮寄地址：聊城市东

昌府区兴华西路9 3号 齐鲁晚
报·今日聊城编辑部

2、邮箱：guyunlc@126 .com
3、直接发送至齐鲁晚报·今

日聊城微信公众平台。
童谣展演活动报名方式：
1 、邮 箱 ：g u y u n l c @

126 .com，表注明名字、年龄、联
系方式。

3、通过齐鲁晚报·今日聊城
微信公众平台直接报名。

民谣大王评选

还不来报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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