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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拍卖卖场场上上，，女女市市民民拿拿下下大大半半江江山山
民博会当代民间工艺名家名作拍卖专场上，16件作品留在了烟台

江苏军人寻找
烟台的老班长

本报10月19日讯(记者 王永
军) “当年的老班长，你在哪？”江
苏的李明曾在河南卢氏当兵，结识
了来自芝罘区的班长牛英俊，两人
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后来失去了联
系。

“班长是我在部队的引路人。”
李明说，他1997年从江苏入伍，后
来分配到位于河南卢氏的一个通
讯站，在那认识了班长牛英俊。李
明1978年出生，入伍时年纪不大，
班长牛英俊教给了他很多在部队
生活的方法和道理，两人成了形影
不离的朋友。

“后来就慢慢分开了。”李明
说，2000年夏季他考到重庆一所军
校，离开了河南，后来牛英俊也退
伍了，就失去了联系，“只知道他是
芝罘区人。”李明说，很想找到他，
好好聊聊当年的事情，叙叙战友情
谊。

亲爱的读者，如果您认识牛英
俊，请和本报热线6610123联系。

本报10月19日讯 (记者
陈莹 ) 1 9日，进入第三天的
2014中国(烟台)民间工艺品博
览会暨第十二届中国民间文艺
山花奖(工艺美术类)评选活动
进入白炽期。民博会上最吸引
人的文化惠民·大众收藏系列
拍卖会也开始了最后一场———
当代民间工艺名家名作专场，
有16件作品留在了烟台，其中
11件是被女性拿下的。

19日，在民博会主办地烟
台国际博览中心，或捧或拎着
心仪艺术品的市民屡见不鲜。
民博会第五次在烟台举办，大
大推动了市民对民间工艺品的
鉴赏和喜好。

“有不少展商跟我说，咱烟
台的市民懂行的越来越多，拿件
东西都能聊上几句。”民博会的
一位工作人员说，市民聊的这几
句让参展商还挺吃惊，“用他们
的话说，就是：还都是行话呀。”

上午10点，民博会最“吸
睛”的文化惠民·大众收藏系列
拍卖会举办了最后一场“当代
民间工艺名家名作”的拍卖。

开场仅仅两分钟，随着烟
台正和拍卖公司芦敬圣拍卖师
的一声清脆落槌，第一件由天
津市高级工艺美术师林钢带来
的2 0 1 4年度山花奖参评作品

《憧憬》被拿着17号牌的一位女
士顺利拿下。

在很多人的眼中，拍卖会

上是男性打天下，可“当代民间
工艺名家名作”拍卖场上却出
现了女性占大半江山的场景，1

号、5号、10号、16号……16件成
交的拍品中，有11件被烟台的
女性拿下，其中拿87号成交牌
的还是个十多岁的小女孩。

与此相比，男性买家则显
得更加有气魄，当6万元的宋继
武创作的《螭虎章》刚一亮相，
就被市民王先生举牌拿下了。

“10天前拿到图册，就看中
了这块寿山石作品。”平时就喜
欢石头的王先生说，自己还特
意托懂行的朋友在预展时看
过。

与王先生不同，一场拿下2

件拍品的2号女士说，自己有生
以来第一次参加拍卖，心情特
别激动，尤其是拍下由郑少伟
创作的《神州第一壶》时激动得
都快坐不住了。

拍卖会进行了整整两个小
时，不时有逛民博会的市民进
到拍卖区，坐一坐，听一听，见
证了56件当代民间工艺名家作
品中的16件被留在烟台的过
程。

烟台正和拍卖公司拍卖师
孙树正是本场拍卖的下半场拍
卖师，他告诉记者，在烟台的拍
卖市场上，艺术品拍卖还处于
起步阶段，不过通过三场拍卖
来看，烟台人对艺术品的热情
和文化上的认识正在提高。

招远淘金小镇千万元金砖亮相民博会

在今年的民博会上，招远
淘金小镇千万元金砖亮相，受
到来自28个省市自治区和9个
国家及地区参展商的大力追
捧。

本届民博会共设有展台
1012个，参展范围为各类民间
工艺品、艺术品。招远淘金小镇
景区千万元金砖亮相民博会，
并发起挑战千万元金砖的活
动，将参展活动推向了高潮。

招远黄金博览苑、淘金小
镇景区负责人于桂兰介绍，参
加本次民博会，一是通过民间
工艺品博览的活动，学习并打
造景区氛围，提升景区的软件
建设；二是借此机会，提升景区
知名度，打造独具特色的中国
黄金第一游，让更多的人了解
中国金都黄金之旅的风采。

本报记者 李凝 通讯员
王凤杰

福福山山空空气气质质量量改改善善首首次次第第一一
10月上半月六区空气质量总体向好，芝罘区改善排名垫底

本报10月19日讯 (记者
王永军) 19日，烟台市环保局
发布了上半月各区空气质量主
要污染物现状及改善情况，市
区空气质量总体呈向好态势。
其中福山区上半月空气质量改
善排名首位，气质最好。这是5

月份烟台实施空气质量改善排
名以来，福山区空气质量改善
首次最好。

据烟台市环境监控中心监
测数据显示，10月1-15日，市区
空气质量呈现明显改善，四种

主要污染物SO2月浓度为18微
克/立方米、NO2月浓度为38微
克/立方米、PM10月浓度为71

微克/立方米、PM2 . 5月浓度为
34微克/立方米。与去年同期相
比，均出现不同程度的改善。其
中SO2同比改善14 . 3%，NO2同比
改善 5 . 0 % ，PM 1 0 同比改善
10 . 1%，PM2 . 5同比改善20 . 9%。
除开发区NO2、莱山区PM10两
个指标同比小幅恶化外，其余
监测指标均出现明显改善。

在二氧化硫浓度方面，牟

平区累计均值14毫克/立方米，
改善幅度最大，达到51 . 7%。开
发区、福山区、莱山区、芝罘区
同比也有不同程度改善，高新
区持平。

福山区在二氧化氮浓度方
面同比改善幅度最大，累计均
值18毫克/立方米，改善幅度达
到48 . 6%。牟平区、高新区、莱山
区、芝罘区在此项也有不同程
度改善，只有开发区有所恶化。

在可吸入颗粒物方面，开
发区同比改善了25%，排名居

首位，累计均值68毫克/立方
米。福山区、高新区、芝罘区、牟
平区也有不同程度改善，莱山
区在此项出现恶化。

在细颗粒物浓度方面，芝
罘区持平，其余5区不同程度改
善。福山区改善幅度最大，达到
了39 . 6%。

综合四项主要污染物的改
善情况，福山区综合改善排名
居首，其他排名依次为开发区、
牟平区、高新区、莱山区、芝罘
区。

白白癜癜风风科科学学大大讲讲堂堂来来烟烟台台开开讲讲啦啦
知名专家成爱华将与患者面对面解疑答惑

白癜风作为皮肤科疑难病
之一，近年来，受自然环境恶化
及社会竞争加剧的影响，发病率
逐年上升。目前，国内医学界及
社会大众有部分人群对该病存
在无法治愈、不能根除甚至传染
等一系列误读，极大挫伤了患者
治病的信心。其实，我国利用中
医药治疗白癜风已有上千年的
历史，有着丰富的理论和治疗经
验积累，特别是随着现代中医中
药学的发展，白癜风早已不是不

可治愈的顽症。
只不过目前医患信息很不

对等，一方面患者缺少一个公开
透明的知情和选择渠道，接受医
疗信息存在片面化，造成盲目求
医；另一方面缺乏科学的辨证施
治和系统性整体方案的治疗，这
些都严重影响了患者的治疗效
果。白癜风因何发病？治疗原理
是什么？到底能不能彻底治愈？
怎样治疗才最有效？“知病”方能
治好病。国家级白癜风中医专

家、山东华海白癜风研究院院长
成爱华将来烟台举办《白癜风科
学大讲堂》讲座。届时，专家将与
您面对面解疑答惑。

讲课时间：10月25日(周六)上
午9：00-11：00

讲课地点：烟台市博物馆会
议报告厅

授课对象：烟台范围内久治
不愈的白癜风患者或其家属

报名电话：400-6567-178

专家简介：成爱华，研究

员，中国著名白癜风专家，现任
山东华海白癜风研究院院长、
华海白癜风医院院长，人大代
表，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研究
白癜风20多年，创造性提出“黑
白同病、黑白同治”全新理论，
研发成功“黑白同治”治疗白癜
风新技术，该技术在 2 0 0 9年 1 0

月25日被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于
北 京 人 民 大 会 堂 面 向 全 国 推
广，成为建国以来首个由国家
政府部门纳入国家级推广的白

癜风技术。并出版科研专著 1 2

部，发表学术论文 3 0 0多篇。目
前，已治愈患者10万多人，遍布
全球 1 1 5个国家，被誉为“治愈
白癜风中华第一人”。

公共交通：烟台市博物馆位
于芝罘区南大街61号。市民可乘
42、21、22、80、44、46、86、5、10、1、2

路等公交车抵达。
温馨提醒：会议报告厅位于

博物馆负一层，博物馆正门口会
有工作人员给予指引。

相关链接

19日的拍卖会现场十分火爆，市民争相举牌竞拍自己心仪
的作品。 本报记者 赵金阳 摄

招远淘金小镇展区吸引了众多市民驻足观赏。 本报记者
赵金阳 摄

公益寻亲电话：6610123

寻亲

河北退伍老兵
寻烟台两战友

本报10月19日讯(记者 王永
军) 王志刚是来自河北邯郸的一
名退伍军人，在北京当兵时，与来
自烟台的于欢庆、徐国胜成了好朋
友，退伍后逐渐失去了联系。现在，
王志刚想找到两名战友，看看他们
生活得还好吗。

“当时在北京当卫生员。”王志
刚说，他出生于1976年，1994年冬
季入伍，次年被分配到北京武警直
属支队卫生队工作，认识了来自烟
台的于欢庆和徐国胜。王志刚说，
战友们感情格外好，尤其是和于欢
庆和徐国胜，三个人很投缘。1997

年，于欢庆退伍，王志刚也在1998

年复员回到老家河北邯郸工作，之
后他们联系渐渐少了。

“于欢庆是福山区西北关人，
徐国胜当时住在芝罘区大海阳南
街附近。”王志刚说，地址是两名战
友亲手写下的，他一直保留着，
2007年他来烟台出过差，但没能找
到战友。王志刚说，现在就想找到
他俩，看看他们生活得还好吗？

亲爱的读者，如果你认识于欢
庆、徐国胜，请和本报热线6610123

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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