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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泰山

城中事

335511项项““非非遗遗””进进校校园园成成校校本本课课
由传承人为孩子上课，逐渐在全市中小学普及

本报泰安10月13日讯(记
者 白雪) 近日，泰安市优秀
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活动
启动，351项优秀非物质文化
遗产“变身”校本课，成为首批
进校园的课程。非物质文化遗
产传承人为学生授课，学生们
能学到地道的传统文化，有利
于地方文化艺术的传承。

近日，市教育局、文广新
局联合下发《关于在全市中小
学组织开展优秀非物质文化
遗产进校园活动的通知》，启
动“优秀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
园”活动。“我们帮助学校联系
传承人进学校开设课程，活动
先在进行试点，学校可以自主
选择课程。计划用3到5年的时
间，在全市中小学全面普及开
展”。泰安市教育局体卫艺办
公室工作人员说。

据了解，不少学校在活动
启动前，已提前开设了一些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校本课程，御

碑楼小学开设面塑课、泰安市
师范附属学校引进泰山皮影
戏等，都是由传承人授课。

范正勇老人今年64岁，在
御碑楼小学教面塑课，他说，
泰山面塑是市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他很喜欢教小孩子学这
门课，一心想把面塑艺术传承
下去。希望以后每周都可以到
几所不同的小学，教孩子们上
一节课。“现在会捏面塑的孩
子太少了。这次非物质文化遗
产项目能进校园，实在是太好
啦！要是有学校联系我，只要
时间合适，我一定回去。”

御碑楼小学梁老师说，学
校曾特聘多位非物质文化传
人来校上课，范正勇老师坚持
教课两三年了。面塑课锻炼了
学生们的动手动脑能力，“这
些老师的教学方法很有吸引
力。”

七里学校吴秀波校长说，
“我们学校开设的校本课程是

书法课和足球课。以前学校想
开设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课程，
也不太好联系到传承人。教育
局和文广新局工作人员能帮学
校联系传承人再好不过，学校
一定会在目录中选上一两门。”

目前，泰安市非物质文化
遗产获国家级的有9项，省级
30项，市级107项，县级355项。
项目类别众多，分民间文学、

传统音乐、传统美术、传统戏
剧、民间舞蹈、戏曲、曲艺、民
俗、传统体育竞技、传统手工
技艺、传统医药、消费习俗、生
产商贸习俗等，经认真筛选，
有351项优秀非物质文化遗产
成为首批进校园的项目。学校
可以从中选课，利用活动课时
间，传承人为学生们上课，不
会耽误正常课程。

本报泰安10月13日讯(记
者 侯峰 通讯员 黄丽娟

徐慧) 第九届中国泰山苗
木花卉交易会，将于10月16日
至18日在山东泰安国家农业
科技园区举办，2000余名客商
参展。目前，会场搭建布局、标
准展位布展、场馆内外绿化美
化、接待保卫等筹备工作已基
本就绪。

据介绍，泰山区苗木花卉
产业具有传统的发展优势，是

“南树北栽”的中转站。目前，
泰山区苗木花卉面积10 . 2万
亩，年出圃2 . 9亿株，实现收入
12亿元。自2005年以来，“中国
泰山苗木花卉交易会”在泰山
区连续成功举办了8届。

据悉，本届交易会将集中
展示绿化苗木、果树苗、容器

苗、花卉盆景、新品种苗木和绿
化工程设计施工单位等，设置
650个展位。其中，苗木展示区
设167个国际标准展位、20个特
装展位，花卉展示区设1个大型
特装展、12个中型特装展和200
㎡的个体竞赛区、300㎡的花卉
交易区，室外展区设450个室外
展位，盆景展示区将展示各类
泰山盆景200盆。与往届相比，

本届交易会采用市场化运作，
由企业进行招商招展，全国各
地有几百家苗木花卉经营生产
单位，共2000余名客商将应邀
参加本届交易会。

本届苗交会由山东省林业
厅、泰安市人民政府、山东农业
大学和山东省农业科学院共同
主办，由泰安市泰山区人民政
府和泰安市林业局承办。

本报泰安10月13日讯 (记者
侯峰 通讯员 郭蕾) 近日，肥城
一男子在集市盗窃了313 . 2元现金，
因触犯盗窃罪将面临三年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
罚金的处罚。这是自执行《刑法修正
案(八)》以来，肥城市检察院批捕的
首例“扒窃”入罪案。

9月20日上午，张某从家里来到
集市，把摩托车停在了集市北头后，
他就往集市南边走，转悠着寻找可
以掏包的目标。

一名30多岁的妇女买完东西
后，把钱放回上衣口袋里，张某就从
她的左侧后边跟随，用刀片划开她
左侧口袋，把钱全掏了出来。一个小
时内，张某共掏了五个人的包，其中
三个都掏到了钱，盗窃现金313 . 2元
和部分药品。张某在盗窃完最后一
人，打开钱包看完之后想走的时候，
被派出所民警现场抓获并带到派出
所。

近日，肥城市检察院将犯罪嫌
疑人张某涉嫌盗窃罪批准逮捕，张
某将面临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的处
罚。据检察官介绍，这是自执行《刑
法修正案(八)》以来，肥城市检察院
批捕的首例“扒窃”入罪案。

奥莱影城

★《独行侠》
09:50 12:50 15:50 19:50

★《禁忌游戏之迷藏》
09:10 13:10 21:30

★《狄仁杰之神都龙王》3D
10:40 11:50 14:10 15:00 16:40
19:00 20:50

★《惊天魔盗团》
11:30 13:40 15:30 17:40 18:40

★《我想和你好好的》09 :30
11:00 12:30 14:30 16:20 17:20
18:20 19:20 20:20 21:10

◆奥莱影城护照申领方法：
1、30元购买。
2、会员卡500积分+10元换
购。
3、贵宾卡一次充值500元可
获赠送一本。

4、单张会员卡积分1000分以
上的会员即可1积分申领。
详询：6119898

◆更多影讯和活动请关注我
们的

微信号：Ao-lai

新浪微博：@泰安奥莱
影城
◆影讯热线:0538-6119898

◆影迷QQ群：160216274奥
莱影城 排片表
◆地址：泰山大街东段银座·
奥特莱斯商城四楼 (老汽车
站西行300米)

圣大电影城

《极速蜗牛》3D

片长90分 票价50元 18:15

《独行侠》片长140分钟 票
价40元 12:00 19:50

《狄仁杰之神都龙王》3D

片长130分钟 票价50元
10:30 12:45 15:00 17:15 19:30

《逃出生天》3D

片长105分 票价50元 21:45

《惊天魔盗团》
片长110分 票价40元
10:00 11:50 14:25 16:20 20:30

《我想和你好好的》
片长95分 票价40元
10:10 13:45 15:25 17:05 18:50

圣大影城QQ群：225369063

地址：市政府广场南侧(卜蜂
莲花超市北门)

影讯热线：8665555

微信：SDYC8665555

影城招聘女员工
联系电话：18653825577(于经
理)

10 . 14影讯

排列三 第13279期 9 0 0

排列五 第13279期
9 0 0 6 3

七星彩 第13120期
6 2 8 7 9 2 5

（刘来）

泰泰山山苗苗木木花花卉卉交交易易会会1166日日开开幕幕
已连续举办8届，2000余名客商将参展

街头盗窃三百多
或领3年徒刑

本报泰安10月13日讯(记者 邵
艺谋) 12日，泰山景区票证稽查大
队联合泰安市交通稽查支队整治旅
游环境，查处一辆黑车和一辆营运
手续不全的旅游车辆。此外，稽查人
员还在大津口乡附近劝回40多名非
正规线路进山的驴友。

“最近有游客投诉在旅游时遇
到黑车，我们联合泰安市交通稽查
支队在重要旅游区域整治旅游环
境。”12日，泰山景区票证稽查大队
大队长高建国告诉记者，他们在联
合行动中查扣黑车1辆，还有一辆营
运手续不全旅游车辆。

据泰山景区票证稽查大队工作
人员付晓介绍，在红门附近巡查时，
发现有辆面包车揽客，上前盘查发
现面包车不具备相关营运资格，并
准备载着几名乘客前往长清，稽查
人员查扣车辆。

在环山路二00师附近的一家酒
店门前，稽查人员发现一辆来自河
南的旅游大巴营运手续不全，“这辆
大巴车跨省载客，并且营运手续不
全。”稽查人员说。据了解，当天稽查
人员还在大津口乡沙岭村附近劝回
非游览线路进山的游客40多名。

野路上泰山
40人被劝回

12日，鲁韵艺术
团吕剧展演在老县
衙举行，演出的《小
姑贤》和《姊妹易嫁》
引来百名街道、社区
居民观看。

本报记者 赵
苏炜 摄

吕剧展演

范正勇老人到御碑楼小学教面塑课。(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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