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文祖祖青青野野村村建建起起五五音音戏戏博博物物馆馆
展出五音戏几百年的发展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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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6月16日讯（记者 蒋
龙龙 实习生 陈瑛 田丽
怡） 日前，被列入第一批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五音
戏在其发源地文祖街道青野村
有了自己的博物馆。“五音戏博
物馆”也挂牌成为济南市青少
年传统文化教育基地。

记者看到，五音戏乡村博
物馆为传统的农家四合院结构
布局，共有4个展室。据该村负
责人介绍，博物馆占地约600平

方米，历经多次选址，“最后选
址一处农家四合院。”

据介绍，该博物馆共有“宫
女传戏、五音之源”、“人才济
济，五音唱响”、“词牌独秀、名
家唱和”、“文旅融合、源远流
长”等四个主题，分为“五音戏
发展脉络展室”、“体验展室”、

“传承人风采展室”和“文旅融
合展室”四个展室。

记者看到“五音戏发展脉
络展室”内共放置了10块展板

了，展示了五音戏的整个发展
历程，并展出了演出服装、道具
等五音戏的因素，并介绍了
其用途和作用。该展室还展
示了五音戏的乐器和服装，
最西侧的展厅还展示了首个
五音戏班创始人靳成章等人的
遗物。

“体验展室”全天播放五
音戏经典剧目，音容并茂地
呈现了五音戏的词曲特色，
群众和游客可以学唱地道的

五音戏。“传承人风采展室”
依次陈列了历代五音戏传承
人 的 演 出 场 景 和 所 获 得 奖
项。“文旅融合展室”介绍了
章丘市文祖街道借力五音戏
发展乡村旅游的成果，并展
示了文祖街道社会和经济发
展的一些资料文物。

据该村负责人介绍，五音
戏乡村博物馆为公益性质的
博物馆，“每天上午8点至11
点 开 门 ，下 午 2 点 到 5 点 开

门。”该村还将择机邀请章丘
青野五音剧团到该村演出五
音戏，欢迎济南市民前来参
观游览。

济南市民可以驱车沿着经
十路东行至章丘市，从242省道
南下到文祖街道，在文祖街道
南6公里处就是青野村。“进入
青野村便能看到指示牌。”该村
负责人介绍，章丘市民可以沿
着双山大街、242省道南行到青
野村。

葛相关链接

本报记者 蒋龙龙
实习生 陈瑛 田丽怡

五音戏 ,原名“肘鼓子”、
“周姑子”、“秧歌腔”、“五人
班”,周姑子戏的起源应在清朝
道光年间，传于济南、淄博、滨
州、潍坊等地，为济南本地的
地方戏曲。五音戏以唱腔优美
动听、语言生动风趣、表演朴
实细腻而著称，地方特色浓
郁。2006年5月20日，具有民间
文化“活化石”之称的五音戏，
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经章丘市政协文史委主

任翟伯成考证，五音戏发源于
章丘市文祖街道青野村，旧时
人们常说 :“进了青野村(指西
青野)，家家周姑子腔”。据当
地老艺人回忆:清朝道光、咸丰
年间,一个皇宫周姓宫女(又说
是尼姑)为逃避迫害来到章丘
文祖镇，并以唱戏为谋生手段
四处云游化缘,人称周姑子。她
曾长期在青野村居住，并向该
村村民赵国庆传艺。赵国庆又
向靳成花、靳成章兄弟传艺，
二人成为周姑子戏的第一代
艺人。

后来,靳氏兄弟在济南演
艺时 ,邓洪山(艺名鲜樱桃)弃

章丘梆子改学周姑子戏。1934
年，鲜樱桃等五人在上海灌唱
片时，被海派京剧大师周信芳
赞为“五音泰斗”，周姑子戏遂
改称五音戏，这一时期是五音
戏的鼎盛时期。据记者了解，
五音戏共有20多个板式(腔调),
主要曲目有《王小赶脚》、《赵
美蓉观灯》、《拐磨子》、《彩楼
记》等。

为了进一步传承非物质
文化遗产，章丘市文祖街道
还在五音戏博物馆西侧建立
了五音戏传习所，为五音戏
爱好者搭建了一个专属的训
练场所。

5月28日，章丘市文祖街
道发布了文祖乡村旅游精品
线路。总计四季游览路线，六
条精品线路，串起9个贫困村，
涉及18个村庄约2万余人。

一、古迹游
文祖南村大士阁→西王

黑水母殿、望景楼→三元村大
士阁→三德范玄帝阁、人和
门、禹王庙→西田广龙王庙→
东田广玉皇庙→三槐树村齐
长城→石子口石屋建筑→水
龙洞观音庙、石狮子→郭家庄
张氏牌坊→朱公泉古建筑

二、民俗游

三德范芯子表演、扮玩、
罗圈灯、旱船表演→西田广吕
剧→郭家庄舞龙、戏曲表演→
朱公泉吕剧演出→黄露泉老
梆腔表演

三、生态游
甘泉流苏树→锦屏山农业

生态园、百丰农业生态园、汇友
四季欢乐采摘、锦屏山度假区、
锦屏山汉柏、银杏树→东张千
年鸳鸯柏树、象鼻山生态园→
郭家庄上水峪→朱公泉砧子崖

四、文化游
三德范儒学讲堂→青野

五音戏博物馆→黄露泉老梆

腔→朱公泉吕剧表演
五、户外游
石子口战国古山寨→水

龙洞村石人石马→东张象鼻
山→郭家张古山寨（南寨、北
寨）、笔架山、神仙门→朱公泉
九顶山→黄露泉轿顶山、桑皇
龙泉庵

六、山泉水红叶游
文祖北村九龙湾→三德

范古村中心街河道→锦屏山
红叶→水龙洞月亮湾→东张
永清泉→郭家庄上水峪双水
泉、红叶谷→朱公问泉

本报记者 蒋龙龙 整理

五五音音戏戏起起源源于于章章丘丘
具有民间文化“活化石”之称

文文祖祖乡乡村村旅旅游游精精品品线线路路发发布布

本报6月16日讯（记者
王帅 通讯员 张乐新） 为
进一步加强对机动车检验机
构的监督管理，近日，章丘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对辖区内7家
机动车检验检测机构开展了
专项监督执法检查。

据介绍，此次检查采取突
击检查的方式，重点检查检验
资质与资格的合法性、检验项
目的符合性、检验报告的规范
性及检验人员能力等是否符
合要求。

目前，从检查情况看，大
部分机动车检测机构能够按
照法律、法规、规范的要求认
真开展检验工作，资格许可合
法有效，资格许可技术条件保

持良好，检测场所符合标准规
定。人员持证上岗，操作比较
规范，各项管理制度基本完
善；检测仪器设备运行正常，
多数计量器具在计量检定有
效期内，信息联网设施齐全。

市场监管局检查人员同
时指出，个别检验机构存在
具体事项变更后未申请办
理变更手续、部分计量器具
超检定有效期使用、档案管
理不规范等执行相关法规
不严的问题。

记者了解到，针对检查中
发现的问题，检查人员责令限
期整改，对涉及违反法律法
规、规章要求的依法依规进行
立案查处。

本报6月16日讯（记者
王帅 通讯员 张文静） 办
了一张美容卡，想要消费时却
发现美容店关门了。近日，市
民韩女士便遇到这样的烦心
事，预存在卡里的1000元钱打
了水漂。

今年1月份，韩女士在章
丘某商场的一个美容中心办
理了一张美容卡，并预存了
1000元钱。“我一直也没时间
去，近期正好有空，就想去做
做美容。”韩女士日前来到该
美容中心打算消费时，却发现
这家美容中心关门了，多方联
系美容店的老板，但一直联系
不上。

“不知道啥时候关的门
呀，我预存的钱还没消费完
呢，找谁要啊？”焦急的韩女士
最后来到章丘市市场监管局
寻求帮助。

接到投诉后，章丘市市场
监管局的工作人员进行了调
查，得知美容店早已停业，店
面负责人也不知去向。因联系
不上预付卡办理方，韩女士的
投诉事宜暂时无法处理。

记者从章丘市市场监管

局了解到，近年来，关于会员
卡、购物卡等各类预付卡类的
投诉相对较多。因商家利用丰
厚的折扣吸引顾客，预存金额
办理会员卡就可以享受会员
价格、打折等各种优惠，使得

“先存钱、后消费”成为了一种
流行的消费方式，很多消费者
都愿意预存金额来获得优惠
和方便。与此同时，预付卡消
费却暗藏着陷阱，使消费者很
可能利益受损。

市场监管部门表示，在办
理预付卡时一定要谨慎，除了
提高自身的防范意识外，办卡
前一定要注意查看商家的证
照是否齐全，同时办卡时不要
一次充太多钱，并密切关注商
家的经营状况。办卡时，最好
与商家签订正式的书面合同，
并在合同上说明双方的权利义
务、服务项目、产品名称、扣费
标准、适用范围、使用期限等。
办卡后还要及时向经营者索取
发票、收据或消费小票等书面
凭据，并妥善保存。一旦发现商
家出现异常情况，消费者要及
时向消费维权部门投诉举报，
必要时去公安部门报案。

本报6月16日讯（通讯员
马先勇） 2016年高考英语

口试于6月16日在章丘电大举
行，有近1500名考生参加了口
试。这是章丘电大连续第三年
成为高考英语口试的考点。

据悉，本次英语口试采用
的是现场填表缴费报名的方
式，学校专门召开了会议，对
考试的各个节点和整个流程
进行了精心准备，确保了考试
顺利进行。

77家家机机动动车车检检测测机机构构受受检检
大都操作规范，仪器设备正常运行

预预存存11000000元元，，美美容容店店却却关关了了门门
市场监管部门：办理预付卡要谨慎

高高考考英英语语口口试试在在章章丘丘电电大大举举行行

6月13日至27日为食品安全宣传周，13日上午，章丘市食
品药品监管局联合章丘市市场监管局、章丘市公安局等多个
部门在百脉泉广场开展食品安全集中宣传活动，食药部门现
场接受市民的相关咨询和食品消费投诉，并展示食品快速检
测设备。 本报记者 王帅 摄影报道

聚聚焦焦食食品品安安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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