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等雨来

今夜到明天有阵雨

本报7月9日讯（记者 孟燕）
今年第九号台风“灿鸿”正在向浙闽
沿海挺进，第十号台风“莲花”已在
广东登陆。两大台风来势汹汹，多地
遭遇强风暴雨。相比之下，省城的天
气比较平静，9日最高温32 . 3℃，雾
蒙蒙的，略有些闷热。

根据济南市气象台9日16时发
布的天气预报，10日夜间到11日将
有阵雨。未来几天最高温在32℃以
上，闷热的感觉比较明显。

未来几天具体天气预报如下：
10日白天多云转阴，局部地区有阵
雨，东南风3级，最低气温24℃左右，
最高气温32℃左右。10日夜间到11

日阴有阵雨转多云，偏东风3级，最
低气温24℃左右，最高气温33℃左
右。12日多云转晴，偏东风3级，最高
气温34℃左右。13～14日晴间多云，
偏东风3级，最高气温35℃左右。

“史志公开周”展出济南历代“家谱”

七七旬旬市市民民六六年年修修了了660000年年的的家家谱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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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的哥的姐”

评选活动等您来投票

本报7月9日讯（见习记者 刘
飞跃） 7月9日下午，济南市“最美
的哥的姐”评选活动正式启动。据
悉，济南市交通运输局将从全市
8500多名出租车司机中评选出100

名“最美的哥的姐”，并给予表彰奖
励，优秀驾驶员的典型事迹将刊登
在济南市交通运输局网站上。

济南市交通运输局负责人称，
这是济南首次开展“最美的哥的姐”
活动，此次活动的开展将进一步提
高出租车行业的服务质量和服务水
平，促进行业自律，树立先进典型，
推动济南市出租车行业整体稳步健
康发展。

历下图书馆征集

《论语》书法作品

本报7月9日讯（见习记者 范
佳） 历下区图书馆尼山书院联合
济南市青年书法家协会面向社会共
同举办“书香历下·《论语》”书法作
品展，现面向广大书法爱好者征集

《论语》书法作品。投稿截至7月15

日，投稿地点为历下区图书馆及各
社区图书分馆。咨询电话：0 5 3 1-
81280128。

市中区开展

暑期安全教育活动

本报7月9日讯（见习记者 范
佳） 随着暑期的到来，近日团市中
区委组织开展了青少年暑期安全教
育专题活动。在“花young年华”青少
年事务社会工作服务项目专业社
工和青年志愿者的带领下，70余名
青少年和家长共同参观了舜耕国
际会展中心“拒绝的力量”禁毒教
育展览馆。

本报7月9日讯（见习记
者 唐园园 记者 刘雅
菲） 张刚大篷车周末采摘
树莓、水蜜桃活动正在进行
中，目前已有不少市民报名
参加周末自驾游采摘行，报
名时间仅剩一天。

本周六，张刚大篷车将
带领报名市民来到章丘龙翔
村树莓基地。今年树莓采摘
节的门票为1 0 0元，但参加
张刚大篷车自驾游活动，就
可以享受50元的价格。若亲
手采摘后想要带走，可以享
受半价优惠：4 0元 /斤。另
外，凡是有学生证的家庭，
可以享受两人5 0元的优惠
价格。

本周日，张刚大篷车还
将带领大家到彩石镇青龙

峪村采摘水蜜桃。市场上难
以买到的新鲜的甜桃子，可
以尽情采摘。采摘之前，先
给大家科普一下青龙峪水
蜜桃的知识。青龙峪村的桃
子品种是大久保，最大可长
到一斤左右，一般的都在半
斤左右。

报名参加采摘树莓活动
的市民，将于7月11日早晨8
点半在奥体中心附近集合，
之后将在张刚大篷车的带领
下一起去往章丘龙翔村树莓
基地。参加水蜜桃采摘的市
民，将在12日早晨8点于奥体
中心附近集合，预计9点到达
目的地，另外，还可以体验当
地的漂流活动，品尝农家乐
的可口饭菜。具体安排工作
人员将与您电话联系，请保

持电话畅通。
市民如果想参加本周末

的这两个采摘活动，可以通
过张刚大篷车微信公众号报
名（查找公众号“大篷车”或
微信号“q i ludapengche”添
加）；或者拨打96706126、发
送短信到13256113211报名；
您还可以加入齐鲁乐活团
QQ群472310400报名，我们
将在群里定期发布出游信
息。

报名时请写清楚您想参
加哪个活动，提供姓名、私家
车数量以及联系方式。

本报7月9日讯（记者 张
泰来） 随着济南市中小学校
陆续放假，济南的交通流量也
开启了“暑期模式”，因为减少
了接送孩子的车流，交通早晚
高峰推迟了近半小时，拥堵报
警也少了不少。

9日7点半，历城交警大队
指挥中心，副大队长刘金亮通
过大屏幕关注着辖区的流量变
化。中小学暑假开始三四天的
时间，刘金亮明显感觉到了放
假带来的变化。

“不用接送孩子了，早晚高
峰也推迟了，早高峰由7点推迟
到了7点半左右，晚高峰由16点
半推迟到17点左右。”刘金亮
说，早晚高峰持续的时间也缩
短了15分钟至30分钟。

拥堵报警也降低不少。根
据历城交警大队指挥中心统
计，6月29日至7月3日五天早晚
高峰报警总数与前一周（6月22
日至6月26日）同期总数分别为
2 7 4 起 和 3 0 5 起 ，同 比 下 降
10 . 1%；交通事故起数分别为
1 0 6 起 和 1 1 7 起 ，同 比 下 降
9 . 4%；报堵警情分别为36起和
50起，同比下降28%。

近日，济南市史志办公
室举办了首届“史志公开
周”，向外界公开了历年所
修志书成果与保存的志书
珍本，《济南市志》正在修
订。在民间，也有普通市民
在修家谱时立志家谱研究，
编写出家谱工具书，成立了
家谱学会。

古代的县官上任有三件
事：收税、断案和修志。在开放
周活动现场，展出了保存状态
尚好的济南古代的志书，如记
录历城历史的《历乘》等。另外，
道光年间的《济南府志》是济南
历史上最完备的一部地方志
书，但古代志书没有句读，十分
难懂。为此，修志的工作人员重
新校点了六函（每函八册）的

《济南府志》。
“修志是个坐冷板凳的活，

要耐得住寂寞。”济南市史志办
的郭建群说，在根据古代志书
编写现代本时，古籍常有残破
不全的现象，“有次排版时，发
现有100多张残缺页，只能跑到
全国各个图书馆去凑，根据各
个善本互补，凑齐后再写。”而
且负责做地方志的只有三四个
工作人员，工作量相当大。

除了《济南府志》，现存对
济南历史介绍的志书还有记述
济南泉水的《济南泉水志》、记
录历代济南著述的《济南历代
著述考》。对济南市从1986年至
2010年间社会情况进行介绍的
《济南市志》，全书规划共七册、
800万字，至今已出版四册，并

将于2017年全部完成。另外，专
门记述济南收藏历史的《济南
金石志》今年将会出版发行。

“为了修泉水志，我们重新
做了一次济南泉水调查，从原
来的700多处增加到现在的809
处泉，还从全国各地征集了一
些老照片。”郭建群说，地方志
是中国特有的东西，早至先秦
时期就有，宋代以后逐渐形成
比较完备的志书体例。根据国
家规定需要20年续修一次。

省、市、县三级的志书是国
家规定修订的，但许多镇、村修
史的热情也很高，如大桥镇史
志、平阴玫瑰志等等，甚至各行
业部门也有自己的志书。郭建
群介绍，济南开发区的牛旺庄，
如今已不是村庄，成了一个现
代化社区。为了记住村庄的历
史，最近也修了一部牛旺庄村
志，而且修志的并非专业人员，
是村里几位70多岁的有文化的
老人编写出来的。

虽然现代人对志书知之甚
少，但了解的兴趣却很高，活动
现场，工作人员准备好的2000
多册志书、学刊等很快被分发
一空。

70多岁的杨宗佑老家在黄
河北的商河，现居济南。2000
年时，老家的人给了他一本
传下来的家谱，他发现里面
错误连篇，“都是把一些刚去
世的人和活着的人的姓名写
上，因为老家谱早已被烧掉，
和以前的家谱也接不上。繁
体字简化印得不对，标点断句
也有错误。”

从那时起，杨宗佑就下决
心要寻找老族谱，走了4 0多
个村庄，终于从一个县城里
找到了他们家族谱的其中一
本，并在2006年编写出了《中
华 杨 姓 谱 乘 探 源 》，记 录 了
28、29氏左右，共600年的家
谱。“刚开始我也不会打印，
只能靠手写，画表格什么的
也要自己设计，走了很多弯
路。”杨宗佑说。

“过去的家谱可能受限于
文化程度、交通条件等因素，不
太重视文化方面的东西，只注
重世系承传。这是家庭繁衍的
根本，但文化才是家谱的灵魂，
没有文化就没有可读性，年轻
人从家谱上看到熟悉的名字才
会关注，再往前的人他们就不

会关心了，因为只有几个名字
而已。”杨宗佑认为，家谱的文
化表现在家族的起源传承、文
化事迹、族规家训等，这些都应
该被著录进家谱。

杨宗佑编完自己家的家谱
后，考虑到没有专门修家谱的
工具书，就编了一本《中华杨姓
谱乘探源》，2009年出版，介
绍了家谱有关的历史知识如
祭祀、葬仪、族规、家训、堂
号、字辈等。后来，朋友们建议
他建立一个组织，专门研究家
谱这门学问，杨宗佑就成立了
现在的“山东中华家谱学学
会”，据他介绍，目前会员已发
展到了两三百人。学会还自费
出版《中华家谱学学刊》。

“600年的家谱并不算多，
我正要准备出版一部《中华民
族姓氏承传历史大系表》，记录
了近百个姓氏承传，160多代、
五六千年的不间断家谱。”杨
宗佑说。如今一些人在寻根
时想要重新修订家谱，杨宗
佑称，家谱必须有姓氏文化
和世系承传的内容，遵循一定
的体例，如遇家族迁徙等也要
记述，不可间断。

文/片 本报见习记者 于悦

城史：

正在编写《济南市志》
《济南金石志》年内出版

家史：

六年修了600年的家谱
编出一本修谱工具书

交通进入暑期模式

早晚高峰推迟
跟着大篷车一起去采摘

自自驾驾游游报报名名仅仅剩剩一一天天时时间间

古代志书《历乘》

小农水重点县项目

2014年度全部完工

本报7月9日讯（记者 蒋龙龙）
9日，记者从济南市水利局获悉，

济南市2014年度小农水重点县项目
总投资1 . 4亿元，涉及章丘、平阴、济
阳、商河、长清五个县（市）区，包括
高标准农田水利示范县、高效节水
灌溉试点县和一般小农水重点县三
种形式。共建设高效节水灌溉工程
面积9 . 2万亩，渠道整治工程面积2

万亩。项目建成后可新增灌溉面积
1 . 96万亩，改善灌溉面积9 . 24万亩，
新增节水灌溉面积9 . 2万亩，新增节
水能力610万立方米，新增粮食生产
能力1 . 8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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