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聊城12月10日讯(记者
凌文秀 ) 8日晚，“至和雅

乐·醉美水城”聊城市古乐研究
暨展演在聊城市影剧院开演，
正式启动“文脉传承 继往开
来”2017聊城市舞台艺术作品
展演周。至10日晚，已经连续开
展了三场免费文化惠民演出，
场场爆满，其中位于聊城影剧
院的两场展演现场座无虚席，
到场观众1000余名。

此次古乐汇演由聊城市委
宣传部、聊城市文化广电新闻
出版局主办。首场“至和雅乐·
醉美水城”聊城市古乐研究暨
展演，主要汇集了聊城市古乐
研究和艺术实践成果，是一场
惠民公益性演出，为市民免费
奉上一台中国优秀传统古典音
乐的文化大餐，使观众领略古
乐之美，增加文化自信。整场12
个节目以礼、乐、舞来展示博大

精深的传统文化；汇集了琴、
筝、埙、笙、笛、箫、鼓、铎、箜篌、
琵琶、尺八等古老乐器。节目以
相传生活在聊城市的上古唐尧
帝所创的古琴曲《神人畅》，古
朴、粗犷，节奏铿锵的古乐合奏
开场。由聊城市唐代高唐人吕
才发明的乐器尺八来演奏的

《铁塔烟霏》，围绕聊城市音乐
非物质文化遗产编排的《鱼山
闻梵》古典舞，以及《流水》、《十
面埋伏》、《春满傣乡》、《重回汉
唐》、《鱼跃龙门》、《金曲联奏》
等节目，展示了聊城市文化吸
引力；最后以《阳关三叠》琴埙
颂表演结束，进一步丰富了“至
和雅乐·醉美水城”的主题。

9日，第二场展演则是一场
催泪的青春话剧《白杨树下》，
由聊大东昌学院张华巍老师指
导，演员为聊大东昌学院音乐
表演系在校学生。该剧讲述了

女主角董娜为提高自己家乡的
教育现状，与同学来到自己家
乡支教，期间与同学许一阳擦
出爱情的火花，无奈出于各种
原因，许一阳离开，只剩董娜与
同学郝健坚守岗位。不幸的是，
山区突发地震，董娜为保护学
生在地震中失去了生命，许一
阳得知后，毅然放弃工作，重回
支教岗位。话剧从轻快愉悦到
最后催人泪下，赢得观众阵阵
喝彩。

10日晚，第三场竹铎轩·刘
哲尺八独奏暨刘哲、陈婷作品
音乐会在聊城大学举行。演出
在《清平夜月》的曲调中拉开序
幕，曲目《虚铎》尺八最古老的
曲子之一，古音浩渺，耐人寻
味；曲目《鱼山梵响》、《运河小
唱》、《铁塔烟霏》、《耕莘钓渭》
等曲目将聊城地方风情和尺八
演奏相结合，曲声静谧广阔，充

满诗情画意。
据了解，新的一周，“文脉

传承 继往开来”2017聊城市
舞台艺术作品展演周还有两场
精彩演出。其中，山东梆子历史

剧《海源阁》演出时间为12月13
日晚7：30，在聊城市水城明珠
大剧院；爱国主义话剧《光岳英
雄》演出时间为12月15日晚7：
30，在聊城市影剧院。

聊聊城城舞舞台台艺艺术术作作品品展展演演周周启启动动
三场免费文化惠民演出场场爆满，本周还有两场精彩演出

聊城古乐研究暨展演精彩上演。

本报聊城12月10日讯
(记者 凌文秀) 为传承聊
城非遗技艺，“聊城首届十
大优秀非物质文化遗产传
承人”日前开评。评选启动
以来，聊城市民积极参与，
踊跃为支持的传承人投票。
投票截至15日晚，欢迎进入
聊城市文广新局官方微信
公众号“文化聊城在线(ID：

wenhualc)”继续投票。投票
数据后台真实可查，主办方
将随时监测网站后台数据，
严禁刷票，一经发现查实，
所刷票数清零，严重者取消
评选资格。

本次十大非遗传承人
评选由聊城市文广新局主
办，齐鲁晚报·今日聊城编
辑部承办，将评选出为聊城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发展
做出突出贡献的个人，活动
还设立了多元化奖项。

根据活动安排，本次评
选分为网络投票和专家评审
两个阶段。最终，评选出10佳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以
及若干个提名奖。至12月15
日23：55，你可以在你认为最
好的聊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

承人下方点赞即可。每个ID
每天可为您喜爱的非遗传承
人各投3票，每天可为同一传
承人投一票。

聊城首届十大非遗传承人网络票选火爆进行中

投投票票进进入入倒倒计计时时！！仅仅剩剩最最后后五五天天

本报聊城12月10日讯
(记者 凌文秀 通讯员
王伟) 他是位普通的农民，
十几年来，凭着不懈努力，
成为地方性传统舞蹈的“领
舞人”;他一条腿高位截肢，
靠假肢行走，却走出了令人
赞叹的非遗传承之路。他就
是省级非遗项目柳林降狮
舞代表性传承人杨乃让，也
是本次聊城首届十大非物
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之一。

十年磨一剑，从2002年
的自觉恢复到2012年的非
遗认定，杨乃让从没有想过
能为他人和社会带来什么，
更没有得到过一分钱的回

报，反而放弃了很多四世同
堂的悠闲自在，和过得去的
平淡日子，投入了对于自身
经济而言不菲的财力物力
和数不清的心血。当初，他
只是认定了民间乡土里流
传着故人的心愿，自己血液
里涌动的是一份责任。

降狮舞是在杨乃让家
乡柳林南街流传了300余年
的传统舞蹈，并没有留下丝

毫的文字资料，漫漫岁月
的走访、请教、考证，他终于
以自己独创的土办法，还原
出了降狮舞的六大段鼓谱，
放大张贴后让本村的年轻
人慢慢学习训练，直到十几

人的队伍能熟练的能打下
全部锣鼓……

购置锣鼓、道具、服装，
付出的可能是可以计量的
财力，尽管家庭经济拮据，
加之杨乃让本人的诸多不
便，但是困难是暂时的，也
是慢慢可以熬过去的，家
人能理解的；然而，不厌其
烦的做乡亲父老的思想工
作，说服大家一遍遍的学
习、排练、展演，耽误年轻
人外出打工养家的日程，
做一些自己都“倒贴”精力
物 力 和 财 力 难 以 给 家 人

“交待”的“闲事”，他真的
很犯难……

很多跟杨乃让接触到
人都了解，他很多话题离不
开传承，他是全身心的为这
一件事而忘我的努力。所以
很自然的就联想到同是冠
县柳林的武训先生，可以说
某种程度上杨乃让继承了
武训的专注与痴心，不过武
训先生是“义学症”，而他则
是“传舞症”。

杨乃让作为26位聊城
首届十大非遗传承人候选
人之一，欢迎您进入聊城市
文广新局官方微信公众号

“ 文 化 聊 城 在 线 ( I D ：
wenhualc)”为他及您喜欢的
非遗传承人投票。

候选非遗传承人杨乃让：

高高位位截截肢肢用用假假肢肢行行走走的的““领领舞舞人人””

聊城文化在线

本报聊城12月10日讯(记者 杨淑
君 通讯员 陈健飞) 近日，聊城高
级财经职业学校与中国太平洋财产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电销山东分中心
联合举行校企共建总结表彰大会，对
该校信息工程系与商贸系共计78名学
生在跟岗实习阶段的学习情况进行
总结，并对表现突出、取得较好工作成
绩的带队教师和同学进行表彰。副校
长刘瑞清携就业处及相关系负责人，
与太平洋财产保险公司见习总监饶
亚楠等企业方负责人共同出席活动。

安排学生到太平洋公司实习是
聊城高级财经职业学校探索规范化
实习教学的一次实践尝试，旨在将
课堂搬到企业，实现校企深度融合，
让学生在实战中巩固理论知识、增
长专业技能。过程中，本校企项目的
企业方配合学校制定了科学、完备
的实习教学计划，专门成立学生特
训营，在实际工作中循序渐进提高
学生们的各项能力。

通过6个月的实习，同学们提高
了知识运用能力，获得了从学生到职
业人的转变。同时，大家的精神面貌
也有很大变化，更加注重努力学习和
踏实工作，业务成绩从最初的人均销
售保费12824元增长到70143元，学生月
均实习收入近4000元，其中申立军同
学收入已达7000多元，学生家长对此
十分满意。合作项目实现了校、企、生
和家长的多方“共赢”。

刘瑞清对企业方在合作过程中对
学生提供的良好工作环境及对学校的
支持表达了真挚的谢意，并对学生取
得的好成绩表示了由衷的祝贺。饶亚
楠对实习学生表现出的较高素质给予
了充分肯定，同时也表达了实习结束
后希望同学们能来企业就业的愿望。

聊城高级财经职业学校
举行校企共建总结
表彰大会

莘县樱桃园镇严格强化措施，
严格扶贫项目建工程设质量。该镇
落实专人负责项目监理，负责每个
环节的落实工作。项目监督人由镇
分管领导和村务监督委员会成员担
任，对项目开展情况、进度情况、物
资使用情况、资金运行情况、人员在
岗在位情况进行严格督促检查。

(金鑫 程国栋)

莘县樱桃园镇

严格扶贫项目工程

建设质量

挂失声明
阳谷明盛装饰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副本

丢失、统一信用代码913715216781375106，特此

声明作废！

挂失声明
王丽梅，370102198104143347，身份证于

2017年10月1日不慎丢失！

注销公告
聊城市鑫隆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371502MA3CJRN587，拟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注销，清算小组已成立，清算小组成

员王雪、李虎、王迎迎，清算组负责人：王雪。

请债权债务人自见报之日起45日内申请债

权。特此声明！

注销公告
聊城市路通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371502MA3CNTD51L，拟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注销，清算小组已成立，清算小组成

员黄振伟、王雪、王德朋，清算组负责人：黄振

伟。请债权债务人自见报之日起45日内申请

债权。特此声明！

挂失声明
聊城市东昌府区南通亚恒钢绳销售部，

法人阮昌六人名方章不慎丢失，声明作废！

挂失声明
临清飞洋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开户许可

证(核准号J4712000214602，开户行：临清市

农 村 信 用 合 作 联 社 城 关 信 用 社 ，账 号

91507010020100051568)不慎丢失，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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