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聊城11月12日讯(记者
杨淑君 通讯员 李红)

日前，山东省文化旅游厅发布
公告，对入选全省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工作的先进集体和先
进个人名单进行公示，聊城市
文广新局获评先进集体，聊城
省级非遗项目柳林降狮舞代表
性传承人杨乃让等四人获评先
进个人。

据悉，今年5月启动了全省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先进
集体和先进个人评选工作，全
省各市、省直文化系统有关单
位共申报28个先进集体，先进
个人85名，经专家评审委员会
审议，共有20家单位获评先进
集体，60人获评先进个人。聊城
市文广新局获评先进集体，聊
城省级非遗项目柳林降狮舞代
表性传承人杨乃让、聊城市剪
纸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梁颖、聊
城市东昌府区道口铺街道文化
站站长郭丹龙、茌平县文化馆
副馆长李兴栋等四人获评先进
个人。

记者了解到，四名入选的
先进个人均长期扎根基层，投
身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挖掘、
整理、保护工作，并取得了丰硕
的成果，并多次受到省市文化、
宣传等部门的表彰。

其中，聊城省级非遗项目
柳林降狮舞代表性传承人杨乃

让自2002年至今，开始整理、传
承、组织降狮舞活动。十几年
来，克服靠假肢行走的困难，凭
着不懈的努力，成为地方性传
统舞蹈的“领舞人”。2012年受
当地学校聘请，他开始进校传
授降狮舞，至今已教授一百多
名学生。在他的努力下，“降狮
舞”得到了各界专家的关注并
被收录进相关专著名录。

聊城市剪纸项目代表性传
承人、聊城市东昌府区斗虎屯
镇人民政府文化站站长梁颖是
四位入选人员中最年轻的一
位。自2014年5月设立东昌府区
首个镇级传习所——— 斗虎屯镇
剪纸传习所后，她就在全镇范
围内坚持公益性剪纸技艺的传
授和剪纸文化的普及，并不定
期在其他乡镇学校进行公益性
剪纸普及活动。截至2018年5
月，传习所每周一课，已经坚持
剪纸文化传播4个年头，近300
课时，600余人次。在她的传授
和带领下，不仅她的作品，学员
的作品也获得了一系列的大
奖，有不少作品还被有关部门
永久性收藏。2017年，她还成功
将东昌府区斗虎屯镇虎头鞋制
作工艺申报为区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项目。

聊城市东昌府区道口铺街
道文化站站长郭丹龙自1982年
担任道口铺街道文化站长开

始，30多年来扎根农村，与农民
为伴，挖掘整理出澄浆玉泥砚
台制作技艺和东昌毛笔制作技
艺两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以及龙头凤尾花杆舞、竹马、舞
龙等10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对当地32项县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全部设卡建档，他还积
极筹集资金，促成东昌府民间

艺术博物馆的成立，并收集非
物质文化遗产、农耕文化等展
品500余件，被省委宣传部省文
明办、省发改委等部门共同公
布为山东省第一批“乡村记忆”
工程文化遗产。

在茌平县文化馆副馆长李
兴栋主要参与下，现有2个省
级、16个市级、42个县级非遗项

目和34名项目代表性传承人通
过了各级政府部门评审。他参
与编写了《山东省非物质文化
遗产资源普查资料汇编茌平县
第一卷》、《山东省非物质文化
遗产地图集》、《中国民间文化
艺术之乡全集》——— 茌平县等
资料，同时，他撰写的多篇非遗
保护相关论文获省市奖项。

全省非遗保护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名单公布

聊聊城城一一家家单单位位和和四四名名个个人人入入选选

聊城市剪纸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梁颖(左一)和她的剪纸旗袍。

本报聊城11月12日讯 (记
者 杨淑君 通讯员 李红)

日前，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
发布公告，对第二批全省县及
县以下历史文化展示工程名
单进行公示，聊城共有9个地
方入选。

据悉，此次公示的名单包
括：县(市、区)示范点10个、乡
镇(街道)示范点50个、村居(社
区)100个。其中，聊城入选的9
个地方包括，临清市魏湾镇历
史文化展示工程、聊城市江北
水城旅游度假区湖西街道姜
堤乐园“乡村记忆”农耕文化
体验展示工程、聊城市东昌府
区堂邑镇历史文化展示工程、
聊城市东昌府区贾庄村、阳谷
县寿张镇王楼村、茌平县博平
袁楼村党史纪念馆、高唐县梁
村镇韩庄村乡村记忆展示馆、
东阿县陶庄村、聊城市高新区
后姜村。

记者了解到，在山东省旅
游“强乡镇”临清市魏湾镇，坐

落着鲁北第一党支部旧址，旧
址位于该镇李圈村，由七处古
民居组成，又称“李家大院”，
总占地面积8 . 7亩，现存通往
村外地古地道遗址两条。老一
辈共产党员李华光、赵振清等
曾经议事的联络点、会议室、
宿舍等旧址现存完整。姜堤乐
园“乡村记忆”农耕文化体验
馆主要以实物的形式对传统
农耕文化进行典型展示，其中
代表物件有农耕器具、生活用
具、交通工具、度量衡等300多
件。堂邑镇为为千年古镇，是
原堂邑县所在地，文化底蕴深
厚。堂邑镇历史文化展示工程
包括堂邑文庙、古城墙、中国
葫芦艺术之乡博物馆、孔繁森
陈列馆、孔繁森故居等。

聊城市东昌府区贾庄村
历史文化展示工程包括：东昌
府区豆芽文化博物馆、德仁养
武文化广场、贾家庄村历史人
文展示街道等，贾家村修建了
全长近一公里的“石雕牌刻文

化街”建筑面积200㎡的“石雕
石刻精品博物馆”和300㎡的
宋元陶瓷博物馆。

阳谷县寿张镇王楼村建
成村史馆，展品共有20多个品
种，200余件。茌平县博平袁楼
村党史纪念馆展厅由袁楼村
党员干部捐助的革命文物、史
料和照片组成，按照时间脉络
分为党支部的建立、革命洪流
等9个部分，共展出图片100多
幅，革命文物80多件。袁楼党
史纪念馆是聊城市廉政教育
基地、红色教育基地。高唐县
梁村镇韩庄村乡村记忆展示
馆 展 示 了 韩 庄 村 的 发 展 历
程，据记载韩氏先祖韩龙，韩
虎兄弟二人于明万历年间，
由山东诸城县西关迁来，立
村“韩庄”。韩庄村民风朴实、
人才辈出，古有文武二举、八
大秀才，近代战争时期韩庄
在 高 唐 较 早 地 成 立 了 党 支
部，涌现出以韩宁夫、韩子生
等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

韩庄村于 2 0 1 7年被授予“山
东 省 聊 城 市 重 点 革 命 老 区
村”。东阿陶庄村历史文化展
馆位于东阿县刘集镇陶庄村
东侧，面积有6000平方米，馆
藏数百件农耕老物件。聊城市

高新区后姜村“梦幻后姜”民
俗文化旅游项目，以人生礼俗
体验为内容，以动漫创意为表
现形式，分主题打造求子梦、
双生梦、并蒂梦、合家梦等二
十四个动漫民俗空间。

聊聊城城99地地方方入入围围省省““十十百百千千””示示范范点点名名单单

堂邑文庙的古碑、金柏、泮池、状元桥、照壁等。

本报聊城11月12日讯(记者
杨淑君) 记者从聊城市人

社局获悉，日前，由市人社局起
草的《聊城市首席技师选拔管
理办法》(草案)(以下简称《草
案》)正面向社会征求意见，若
文件正式实施，聊城的首席技
师每月将享受市政府津贴1000
元。

《草案》规定，该办法所称
聊城市首席技师，是指在生产
一线从事技术技能工作，具有
良好职业道德、高超技能水平、
丰富实践经验及业绩贡献突
出，在全市乃至全省同行业(领
域)影响带动作用大，得到广泛

认可，经选拔认定的优秀高技
能人才。聊城市首席技师每2年
选拔一次，每次选拔人数不超
过40人，管理期限为4年。聊城
市首席技师选拔范围是驻聊各
级(包括中央、省属单位)各类
所有制经济、社会组织中，具有
技师以上职业资格并在一线岗
位直接从事技术技能工作的人
员，符合条件的自由职业者也
可参加。

此外，聊城市首席技师的
选拔条件中，除了包括基本条
件，还包括业绩条件，满足基本
条件后，至少具备业绩条件中
的其中一项才可当选。业绩条

件包括：个人职业技能在省内
同行业中处于领先、市内同行
业中处于拔尖水平。近4年内在
技术改造、引进高新技术设备
的消化、使用中掌握关键技术，
解决关键技术难题，或能够排除
重大关键技术障碍、重大安全隐
患，消除质量通病，对提升产品
质量有突出贡献，或在编制标准
工艺、工作法方面有突出贡献，
且获得市高技能人才技能成果
二等奖或获得市级以上科学技
术发明和科学技术进步奖项；近
4年内获得“中华技能大奖”、“享
受国务院颁发政府特殊津贴”、

“全国技术能手”、“省突出贡献

技师”、“省技术能手”、“市突出
贡献技师”等称号之一；近4年内
在全国一、二类技能竞赛中分别
获得前六名、前三名，或省级一
类、二类技能竞赛中获得前三
名、前二名，或市级一类技能竞
赛获得第一名。

《草案》规定，聊城市首席
技师在管理期内每人每月享受
市政府津贴1000元。津贴于每
年上半年集中发放。当年新评
选的聊城市首席技师津贴于次
年发放，每年组织部分聊城市
首席技师参加市情省情国情考
察、咨询、疗养、休假等活动。聊
城市首席技师的工资待遇可参

照企业经营者实行年薪制，其
技术成果转化所得收益，应按
照一定比例分配给个人。

建立企业补充医疗保险的
用人单位，应对聊城市首席技
师基本医疗保险政策范围内个
人负担的医疗费用给予适当补
助。管理期内可参加市每年组
织的聊城市首席技师健康查
体。用人单位应当依法安排聊
城市首席技师带薪休假。聊城
市首席技师达到法定退休年龄
的，在用人单位需要、本人自愿
的前提下，经市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局核准，可以推迟退休，推
迟年限一般不超过3年。

聊城首席技师选拔管理办法征求意见

拟拟规规定定每每月月可可享享政政府府津津贴贴11000000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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