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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9月16日讯(记者 秦
雪 丽 ) “ 遇 见 葫 芦 上 的 蓬
莱”——— 2019中国蓬莱葫芦文
创产品大赛自征集作品以来，
受到各地葫芦行家及爱好者的
青睐，纷纷报名参赛，报名时间
截止到9月20日，时间不多，还
没来得及报名的葫芦爱好者请
抓紧时间报名，人间仙境蓬莱
等 您 来 ，报 名 咨 询 电 话
18653588317、13105294905。

本次大赛由蓬莱市文化和
旅游局主办，齐鲁晚报·齐鲁壹
点承办，蓬莱市八仙葫芦工艺
品有限公司协办，活动主题为

“遇见葫芦上的蓬莱”，将以葫
芦文创的独特形式全方位展现
仙境蓬莱的八仙、海丝、戚继
光、葡萄酒等文化内涵，推动葫

芦文创产业的创新发展，向新
中国成立70周年献礼。

“看到蓬莱举办葫芦文创
大赛，心里真高兴！”近日，莱州
市三山岛街道居民原爱湖报名
参加了2019中国蓬莱葫芦文创
产品大赛，原爱湖说，她今年73
岁，与葫芦结缘有3年时间了，
葫芦让她的晚年生活充满了乐
趣。

据原爱湖介绍，前几年自
己身体不好，腿疼干不了农活，
只能在家休息，也正是这段时
间，她喜欢上了葫芦。看别人在
葫芦上烙画，自己也想试试，本
来只是为了打发无聊的时间，
不料却深深地喜欢上了这一
行。

原爱湖老人的烙画葫芦充

满了浓郁的生活味道，除了福
禄寿喜、年年有余等吉祥图案
之外，游动的金鱼、盛开的牡
丹、可爱的花猫、嬉戏的孩童等
生活场景画面，在她的烙笔挥
动下，都会跃然葫芦身上，栩栩
如生。

“尽管年龄大，但我是一个
初学者，一直想找专业的葫芦
工艺老师给指点指点。”原爱湖
说，得知蓬莱葫芦文创大赛的
消息后，她很兴奋，准备带几件
作品参赛，“希望能通过这样一
个机会，多向老师们学习学
习。”

除了比赛，组委会还给葫
芦爱好者们搭建了一个交流互
动的平台，参赛者还可以面对
面与葫芦大师们沟通交流，切

磋技艺，让您不虚此行。另外，
活动还设置了金奖、银奖、铜奖
等诸多奖项，金奖、银奖、铜奖
奖金分别高达3000元、2000元、
1000元以及荣誉证书。

如果您也是一名葫芦文化
爱好者，那就抓紧报名吧！报名
时间截止到9月20日，9月23日—
9月26日，参赛作品将在齐鲁壹
点APP和蓬莱文旅微信公众号
同时进行展示投票。得票数前
100名的可入围冲击最终奖项。
此100位作者将被邀请到蓬莱
参加现场颁奖仪式。同时，9月
27日-28日，2019中国蓬莱葫芦
文创产品大赛现场即兴创作暨
颁奖典礼将在蓬莱如期举行，
大家可交流切磋葫芦技艺。

报名方式如下：1 .报名咨

询电话18653588317(微信同号)、
13105294905电话报名；2 .下载并
注册齐鲁壹点APP，点击情报
站发布情报，并@记者闫丽君
进行报名，报名成功后工作人
员会及时电话通知并告知作品
邮寄地址。

详情可扫二维码关注。

““因因为为葫葫芦芦，，晚晚年年生生活活更更精精彩彩””
莱州七旬老人报名蓬莱葫芦文创大赛，报名时间截止到9月20日

荆荆子子山山隧隧道道计计划划十十月月底底通通车车
年内山海路以西有望具备通车条件

本报9月16日讯 (记者
曲彦霖 通讯员 岳宏杰)
近日，塔山南路又传来新消
息，记者从烟台塔山南路塔
山北路建设工程指挥部获
悉，自胜利南路至通世南路
的塔山南路三标段已经具备
通车条件，目前初验已完成，
马上将进行桥梁安全检测及
道路综合验收，办完移交手
续后，计划十月底通车。年内
计划山海路以西路段全部具
备通车条件，届时，将极大缓
解红旗路、港城东大街等东
西要道的交通压力。

塔山南路三标段市政工
程东起胜利南路，西至通世
南路，标段全长0 . 862公里，其
中包括长280米的荆子山隧
道，长75米的桥梁，其余为顺
接道路工程。

来到工程现场，塔山南路
项目现场负责人袁承兴为记
者实地介绍了几大工程亮点。
记者注意到了荆子山隧道洞
口，其采用削竹式，既注重减
少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又使洞
门与自然景观融为一体。

走近隧道口，记者看到
贴心又人性化的分离式设计
将人行道、自行车道与机动

车道分离，人行道、自行车道
在路缘石外侧，并且与机动
车道中间加设防护隔离栏
杆，最大限度地保证行人和
行车安全。“隧道全长280米，
双向六车道，含机动车道、自
行车道和人行道。隧道设计
并实施人车分离的慢行系
统，在烟台属首次。另外，非
机动车道从沥青面层到下部
基层全部采用透水材料，能
有效收集雨水，达到海绵城
市要求。”袁承兴说道。

走进隧道，宽敞明亮，隧
道照明灯也很讲究，采用新
型低功率、高亮度灯具，可根
据外部环境自动调节亮度，
既节能又能保证隧道内照明
充足，确保行车安全。

要说三标段最“亮眼”
的，当属人行道。明亮的蓝
色、白色、红色、黄色大色块
彩色喷涂涂料区分自行车
道、人行道和盲道，一目了
然，清新明亮，有望成为烟台
新晋“网红打卡胜地”。

“塔山南路遵循安全、环
保、舒适、和谐的新设计理念，
为使用者提供安全、快捷、舒
适、经济的通行环境。”据塔山
南路项目现场负责人袁承兴

介绍，三标段2018年1月10日开
工，正值严寒天气，连续降雪，
场区道路易滑，土方倒运困
难，面对诸多不利因素，现场
项目部全体员工与指挥部保
持高度一致，在确保施工安全
的前提下，加快进度，比计划
工期提前了半年。

记者从塔山南路塔山北
路建设工程指挥部了解到，截
至目前，塔山南路完成工程总
量约68%。其中，荆子山隧道已
贯通，初步验收已经完成，待
综合验收和移交后即可通车；
远陵夼隧道已贯通，正在进行
洞身防火涂料喷涂和机电设
备安装，预计年底前具备通车
条件；平顶山隧道掘进798米，
完成91%；凤凰山隧道掘进1002
米，完成91%。

桥梁方面，天籁大桥已
完成桥面板浇筑，主体工程
完成约99%；庙后水库大桥已
完工；远陵夼隧道西口大桥
已完工；跨蓝烟铁路桥标段，
主体工程已完成月95%，预计
年底具备通车条件。下步，指
挥部将通过合理安排工期，
加快推进工程进度，争取年
内山海路以西路段全部具备
通车条件。

烟烟台台电电梯梯应应急急平平台台系系统统99月月底底建建成成
今年将纳入8000台电梯，首先把所有公共场所的电梯纳进来

本报9月16日讯 (记者
秦雪丽 通讯员 莫言) 记
者从烟台市市场监管局获
悉，为落实电梯维保单位安
全责任，进一步提高电梯安
装维保质量和水平，近日，烟
台市市场监管局召开全市电
梯安全工作会议，各县市区
局、烟台市特检院、140余家电
梯维保公司共160人参加了会
议，会上称烟台电梯应急平
台系统月底建成，今年将纳
入8000台电梯。

会上要求保质保量做好
维保电梯信息采集，推行好
电梯保险及老旧电梯安全评
估等工作。9月底烟台市的电
梯应急平台系统将全面建设
完毕，初步的目标是今年纳

入8000台，首先把所有公共场
所的电梯纳进来；另外是电
梯保险的推广应用。作为有
效化解因电梯故障而出现的
业主与物业、物业与维保单
位相互间的矛盾纠纷的手
段，各县市区局要大力宣传
积极推进，各维保单位要积
极投保，确保完成上级布置
的工作任务；按照市政府办
老旧电梯安全评估文件，确
保今年按期完成公众场所老
旧电梯的安全评估工作。

切实落实好电梯维保安
全主体责任。重点查处：维
保的时间频次不符合规定
的 ；现 场 维 保 项 目 内 容 缩
水，工作走过场，维保质量
低下的；虚假维保，实际维

保根本没有做而编造维保记
录的。

要加强维保人员的培训
和管理。重点查处不进行岗
位培训，一线维保人员操作
规程掌握不全，业务水平比
较低下的；应急演练学习培
训少，不会应急处置操作的；
值班电话不能24小时保持畅
通，不能在规定的时限内抵
达现场实施解救的；对维保
管理松懈，对用户反馈整改
不足的；维保人员工作态度
不端正，存在虚假维保的；对
电梯的使用单位管理上存在
的明显问题比如电梯使用标
志、安全注意事项、维护保养
标识缺失或过期作废等问题
熟视无睹的。

省省优优秀秀退退役役军军人人名名单单公公布布
烟烟台台88人人获获此此殊殊荣荣

本报9月16日讯(记者 杜
晓丹 通讯员 张志强) 9月
16日，记者从烟台市退役军人
事务局获悉，9月11日下午在
济南召开的全省退役军人工
作会议上，宣读了《关于表彰
山东省优秀退役军人、退役军
人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的决定》，江英茂等100名同志
荣获“山东省优秀退役军人”
称号，烟台有8名退役军人获
此殊荣。同时，29个单位荣获

“山东省退役军人工作先进集
体”称号，20名同志荣获“山东
省退役军人工作先进个人”称
号，烟台有2个集体和一位个
人分获两项荣誉。

荣获“山东省优秀退役军
人”称号的烟台退役军人：

刘晓 烟台军星特种装备
有限公司负责人

王中平 烟台市芝罘区崆

峒岛社企联合党总支书记
孙佑杰 烟台日报社副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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栾景乐 胶东革命烈士陵

园管理中心主任
薛若卫 蓬莱市公安局党

委委员、副政委
林贤 栖霞市蛇窝泊镇东

院头村党支部书记
邹玉波 烟台乐天养老服

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吕景伦 烟台市军队离退

休干部休养所退休干部
荣获“山东省退役军人工

作先进集体”称号的单位：
烟台市芝罘区毓璜顶街道

办事处
烟台市莱州荣军医院
荣获“山东省退役军人工

作先进个人”称号的个人：
朱建勇 烟台市退役军人

服务中心主任

贴心又人性化的分离式设计将人行道、自行车道与机动车道
分离。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曲彦霖 摄

自胜利南路至通世南路的塔山南路三标段已经具备通车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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