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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滴滴哒，哒哒滴……”，
12月14日上午，在峄城区鹭
鸣山庄附近的一处山脚下，一
曲悠扬的唢呐声在山间回荡，
动人心弦。吹唢呐的是市级非
遗项目——峄县唢呐代表性传
承人颜成军。

颜成军个子不高，面目清
瘦，谈到自家的唢呐艺术，话
语简捷而朴实，“峄城区是有
名的‘唢呐之乡’，历史悠
久，而颜氏唢呐是峄县唢呐的
一种吹奏形式。颜家唢呐是

‘憨’铜杆唢呐，演奏时音量
大，音质明亮、粗犷，善于表
现热烈奔放的场面及大喜大悲
的情绪，符合鲁南人崇侠尚
义、粗犷豪放的性格特点。”

据颜成军介绍，颜氏唢呐
起源于清朝嘉庆年间，创始人
颜支恒是曲阜颜回的后人，家
世殷厚，其父渴望他科举望族，

可颜支恒偏偏迷恋器乐。一
次，临沂费县一张姓唢呐艺人
来村唱堂会，那优美传神的曲
调深深地吸引了年仅 16 岁的
颜支恒，他不顾家人反对，毅然
跟随张姓艺人到费县学艺。学
艺三年，技艺超众，归来，其父
一气之下将其赶出家门，但颜
支恒无怨无悔，仍痴迷钻研。
后经多年的摸索锤炼，颜支恒
的唢呐演奏逐渐形成了以“憨”
铜杆唢呐为风格的颜氏唢呐技
艺。到五代唢呐传承人颜士明
时，因战乱其家族潦倒，他靠卖
艺乞讨到峨山镇夏庄村并定
居，又经三代传人的摸索发展，
颜氏唢呐渐入成熟，更保留和
推新了《百鸟朝凤》、《打蛮船》
等 20 多个曲目。颜氏唢呐享
誉乡里，名扬峄县、徐州等地。

颜成军是颜家九代唢呐传
统技艺传承人，1958 年生，

从 7 岁时开始跟着爷爷打铜
板，16 岁时跟着父亲来到黑
龙江进行唢呐演奏，20 岁时
基本掌握了颜家唢呐演奏的全
部技艺及技巧，可以独立演
出，23岁回到峄城区。

改革开放后，我国文艺百
花齐放。颜成军积极为群众免
费演出，赢得了社会的广泛赞
誉。1992 年 7 月，颜成军带
着大女儿颜景华随从徐太义、
吴广华等人出访日本，表演唢
呐曲目 《百鸟朝凤》，获得广
泛好评。颜成军还经常带着小
儿子无偿参与省、市、区及乡
镇的各类文艺演出。近两年，
他还积极吸纳各派艺术，融会
贯通，不断打磨技艺，推广创
新唢呐新品，创作出了《迎宾
曲》、《盛世欢歌》 等多个曲
目，并在第二届中国非物质文
化遗产博览会表演比赛等活动

中多次获奖，将颜氏唢呐推进
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颜成军时刻不忘父亲弥留
之时的教导：将颜氏唢呐继承
好，传承好！艺术精湛后，他积
极传承推广颜氏唢呐技艺。并
打破“传男不传女”的祖训，对
子女一视同仁，传授技艺，严格
要求。在他的训导下，颜氏唢
呐九代传人已走出山东，走向
世界。其大女儿颜景华多次受
邀出访日本、法国、加拿大进行
唢呐艺术演奏交流，为国家赢
得了荣誉；2008年颜景华受邀
参加《星光大道》录制演奏比
赛，以其精湛的技艺征服评委

观众，荣获最佳参赛选手奖。
2014年，峄县唢呐被列入

枣庄市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扩展名录项目。面对取得地成
就，颜成军总是高兴地说：“唢
呐是一门雅俗共赏的大众艺
术，是我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
个部分。峄县唢呐成为非物质
文化遗产既是一种荣誉，更是
一份责任。我愿把所掌握的吹
奏技巧传授给后人，让峄县唢
呐一代代传承下去。”如今，颜
成军积极与有关部门联系，已
开设多批次唢呐艺术培训班，
他的目标是，努力让这一民间
文化瑰宝后继有人，焕发生机。

吹奏人生精彩乐章
——记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峄县唢呐传承人颜成军

本报记者 刘明 通讯员 吴兆雷

本报薛城讯 1 月 4 日上
午，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
市第三次农业普查领导小组组
长石爱作深入薛城区常庄镇薛
庄村全国第三次农业普查入户
登记现场，看望慰问普查工作
人员，视察指导第三次普查登
记工作。

石爱作详细察看和询问了
农业普查登记有关情况，与普
查员亲切交谈，代表市委、市政
府和市第三次农业普查领导小
组向奋战在全市第三次农业普
查一线的广大普查员表示亲切
慰问，向支持配合普查登记工
作的广大居民和农业生产经营

单位、经营户们表示衷心感谢。
石爱作要求，各级政府一

定要高度重视普查工作，强化
措施，切实保障普查工作需
要，认真落实普查工作经费预
算，积极兑现普查员劳动报
酬；各级统计、普查机构要精
心组织实施好普查登记工作，
加强督察指导，不留空白死
角，确保普查工作质量；广大
普查工作者，要进一步增强责
任意识，牢固树立质量第一的
观念，实事求是，不辱使命，
为全面完成全国第三次农业普
查做出应有的贡献。

（记者 李鲁）

确保第三次农业普查质量

本报讯 1月5日，中国
邮政发行 《丁酉年》 特种邮
票。枣庄邮政部门在全市各
邮政集邮营业厅举办首发仪
式。

《丁酉年》 特种邮票 1 套
2枚，图案名称分别为：意气
风发、丁酉大吉，全套面值

2.40 元。生肖邮票是以中国
古老干支纪年的十二种生肖
动物为图案的贺年邮票。同
时，丁酉年生肖纪念戳同步
发行。

2017 年是农历丁酉年，
即十二生肖的鸡年。《丁酉
年》 生 肖 邮 票 将 “ 国 ” 和

“家”的概念作为整套邮票的
创作理念。邮票第一图画面
表 现 一 只 奋 进 奔 跑 公 鸡 形
象，象征国家的快速发展，
寓意“国”之概念；第二图
画面内容表现母鸡带小鸡的
场景，象征家庭幸福美满，
寓意“家”之概念，全套邮

票 也 蕴 含 着 “ 合 家 欢 ” 主
题。该套邮票色彩鲜明，线
条流畅，形象传神，极具美
感，整个设计将生肖鸡的形
态神韵与深厚的家国情怀完
美地融合在一起，兼具艺术
性与内涵性，堪称经典。《丁
酉年》 生肖邮票特别邀请中
国当代极具影响力的艺术家
韩美林担纲设计。

（记者 岳娜）

《丁酉年》特种邮票发行

本报讯 昨日，记者从市
献血办获悉，去年前 11 个月
全市无偿献血23406人，其中
22204人捐献全血8034750毫
升，1202 人捐献成分血 2239
个治疗量，新鲜血小板供应率
84%；207 人捐献稀有血液，
有力保证了临床用血的需求。

多年来，我市无偿献血事
业得到了全市各界的大力支持
和踊跃参与，尤其是在严寒和
酷暑季节，团体单位献血更是
发挥了积极而重要的作用。他
们的奉献，让千万个急需用血
救命的患者得以康复、重获新
生，让无数个家庭得以重圆、
重获幸福。

随着临床用血量的不断增
长，血液紧缺问题比较突出。
为确保临床用血，我市决定
2017 年继续按照“公民街头
自愿献血为主，爱心血库团体
应急献血为补充”的献血工作
模式开展无偿献血工作，呼吁
爱心市民积极献血，确保所需
血液的采集，全面完成“爱心
血库”应急献血工作。（记
者 岳娜 通讯员 彭宪玲）

去年前11个月
23406人无偿献血

本报滕州讯 记者日前从
市发改委获悉，国家发改委、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联合发出通
知，同意 116 个县 （市、区）
结合新型城镇化开展支持农民
工等人员返乡创业试点，我市
滕州市列入试点县。

结合新型城镇化开展支持
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试点工
作，是贯彻落实 《国家新型
城 镇 化 规 划 （2014-2020
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
好新形势下就业创业工作的意
见》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支
持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的意
见》精神的重要举措。滕州作

为全省新型城镇化试点城市和
全省人口最多的县级市，历来
高度重视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
业，在组织机构、政策支持、
环境营造、人员培训等方面工
作力度较大。下一步，我市相
关部门将继续落实国家和省有
关文件精神，积极探索优化鼓
励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的体
制机制环境，打造良好创业生
态系统。同时，结合本地实
际，加快发展农村电商，培育
特色产业集群，在以返乡创业
促扶贫发展、转型脱困、产城
融合等方面，积极探索新路
径。 （记者 李明 刘明）

滕州入选全国第二批农民工返乡创业试点

2016年12月28日，市立医院医务工作者正在献血。目前正值冬季，气温较低，加之雾霾天气，我市街头采血受到
严重影响。市立医院积极组织医务工作者献血，一天时间共有182人献血51070毫升，有效保障了临床用血需求。

（记者 岳娜 摄）

医务人员争献血
台儿庄讯 春节将至，台

儿庄区纪委通过节前教育、监
督检查、信访举报、执纪问责
等措施，严防“四风”问题反
弹，筑牢节日“防火墙”。

强化节前廉洁教育。专门
下发廉洁过节通知，重申各项
纪律规定。通过早打招呼，早
提醒，教育党员干部知规明
纪、遵规守纪，形成清廉过节
的新风尚。

持续开展监督检查。元旦
春节期间，该区纪委继续开展
明查暗访工作，重点围绕公车
私用或“私车公养”、滥发津
贴福利、违规公款吃喝或购买
赠送节礼、接受管理服务对象
宴请或高消费娱乐活动、违规
核销票据、借过节之机拉票贿

选等开展检查，对节日期间
“四风”问题保持高压态势，
坚决防止反弹回潮。

畅通信访举报渠道。积极
发挥信访主渠道的作用，认真
接待处理群众来信、来访、来
电，在区内媒体开通“四风”
问题监督举报专区，让群众身
边的“四风”问题无处遁形。
加强媒体舆情监测，利用舆情
信息联动机制，在各大论坛、
新型社交媒体主动发掘“四
风”问题信息，从中发现违纪
线索。

严格执纪严肃问责。重点
围绕上级纪委要求和 《通知》
执行情况，加大节日期间“四
风”问题的执纪问责力度。

（梁国栋）

台儿庄廉政筑牢节日“防火墙”

本报薛城讯 2016 年 12
月 29 日，薛城区文化下乡暖
冬行走进临城街道古路街社
区。

在社区，歌伴舞《在希望
的田野上》 拉开整场演出帷
幕，演员们冒着瑟瑟寒风，换
上单薄的演出服，在台上载歌
载舞，歌曲 《我爱你祖国》、
京剧 《祖国的好山河寸土不
让》、豫剧 《欢天喜地把我来
请》、舞蹈《又见北风吹》、歌
伴舞《桃花依旧笑春风》等节
目一个接着一个，为群众奉献

了一台热气腾腾、丰富多彩的
演出。活动现场，该区庄户剧
团带来的舞蹈《万泉河水清又
清》、笛子独奏 《扬鞭催马运
粮忙》、女生独唱 《活出个样
来给自己看》等精彩的歌舞节
目，博得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
与笑声。

为活跃元旦、春节期间群
众节日文化生活，该区文广新
局将继续在各镇街开展文化下
乡暖冬行、文化拜年迎春乐等
系列文化活动。（记者 姜爱
民 通讯员 张艳 季桂茹）

薛城文化下乡暖冬行进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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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伊始，面对又一波较为严重的雾霾来袭，峄城区
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多措并举，全力以赴，努力将大
气污染的不良影响降到最低。

加强工业大气污染防治。加强大气污染防治整治力
度，该区环境执法人员，采取明查与暗查相结合的检查方
式，重点对涉气企业进行不定时、不定点、不定人、不通
知的突击性检查，对于在检查中发现的环境违法问题，除
了依法严厉查处外，还将明确时限、标准，限期整改。

加快燃煤整治进度。从全区情况看，煤碳是主要能
源，燃煤对二氧化硫、二氧化氮、PM2.5、PM10等四项污
染物的贡献非常大，特别是二氧化硫和PM2.5。为此，该
区进一步加快超低排放改造步伐，切实淘汰燃煤锅炉，以
降低燃煤机组和锅炉的主要大气污染物烟尘、二氧化硫、
氮氧化物排放浓度。同时加强对已经落实“煤改气”措施

单位的巡查力度，防止死灰复燃。
强化扬尘污染治理。控制道路运输扬尘污染，严厉查

处未采取防止货物脱落、扬撒措施的煤炭、砂石及其他散
装物料运输车辆；强化工业企业堆场扬尘治理，达不到要
求的处罚曝光；增加城市道路的机扫、冲洗、洒水作业的
频次。督促贮存煤炭、煤渣 （灰） 等易产生扬尘的物料堆
场落实防风抑尘网、密闭、苫盖、洒水等防尘措施。

严厉打击焚烧垃圾和枯枝落叶行为。针对经常焚烧垃
圾和枯枝落叶的区域和地段开展巡查，发现情况及时制
止。认真做好重污染天气应急处置工作，严格落实《重污
染天气应急预案》 要求，强化应急演练。同时加大宣传，
切实营造全民参与、人人有责、共同努力、群防群治的良
好社会氛围。

(李新)

峄城区采取强力措施积极应对雾霾天气
为加大大气污染防治力度，缓解当前大气环

境的严峻形势，高新区环保局不断加大执法力
度，采取得力措施，有针对性抓好冬季大气治理
工作，收到了明显成效。

强化措施落实。针对“执法人员一走，环境
违法照旧”这一不良情况，我们除做好日常环境
巡查外，联合公安、供电等部门对辖区内恢复生
产的土小企业采取断电等措施，督促限期拆除生
产设备，确保不“死灰复燃”。

加快燃煤锅炉治理力度。重点抓好城区燃
煤锅炉综合治理，督导企业加强对锅炉脱硫除尘
设施的管理、运行与维护，加大对脱硫除尘设施
运行的动态监督检查，做好对锅炉房煤堆、渣堆、
灰堆密闭覆盖等抑尘工作。

做好重污染天气应急工作。我局在接到市
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通知后，第一时间内通过
电话传真、邮件等方式向各街道办事处、区相关
部门、相关企业下达通知，督促采取应急措施，减
少污染物排放。

开展空气监测站周边环境治理。近日，执
法人员不定时对空
气自动监测点位周
边环境状况进行排
查，摸清相关情况，
督促洒水、雾炮车积
极喷洒，切实维护大
气监测数据。

（朱振兴）

高新区扎实做好大气污染防治工作

1月7日

肛肠外科 预约电话：18263726538
崔萌教授 千佛山医院肛肠三科主任、

省肛肠病医院副院长
专业擅长：复杂性肛瘘、混合痔、肛裂及

各类肛肠疾病的诊断及微创治疗。
乳腺甲状腺外科 预约电话：3211820
李庆教授 美国梅奥诊所临床访问学

者，千佛山医院乳腺甲状腺外一科副主任
专业擅长：甲状腺、甲状旁腺、乳腺良性

疾病及乳腺癌的手术及微创治疗。
泌尿外科 预约电话：3211820
王建宁教授 千佛山医院泌尿外科副

主任
专业擅长：肾移植、泌尿男生殖系肿瘤、

前列腺疾病的诊治及微创治疗
内分泌科 预约电话：3205507
李曙远主任医师 山东大学教授, 硕

士研究生导师
专业擅长：糖尿病及其各种并发症、甲

状腺疾病、高血压病等各种内分泌与代谢病
的诊治。

1月9日、10日

肝病科 预约电话：3076357
魏红山教授 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

地坛医院肝病专家
专业擅长：乙肝、丙肝等各种病毒性肝

炎，肝硬化、各类肝炎肝癌及其并发症的防
治诊疗。

市中区人民医院
近期特邀国内多专业知名专家来院坐诊

【喜讯】

薄涛（身份证号后四位：1519）；

张开峰（身份证号后四位：0014）：

以上2人因长期旷工，严重违反劳动纪律和企业规

章制度，请在2017年1月8日前到中兴建安公司劳资科

办理相关手续，逾期不到，责任自负。

枣庄矿业集团中兴建安工程有限公司

通 知
根据枣庄市人民政府专字【2015】30号要求：近期薛城区住建

局对枣庄新城民生、和谐路南延工程进行全面施工，建设用地位于
新城文体中心南侧，北起长江路、南至榴园大道。民生路全长925
米，道路红线46米；和谐路全长905米，道路红线46米，在此范围
内的所有坟墓必须迁移，现根据《枣庄殡葬管理规定》请上述建设
用地的墓主后人（代表）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十日内携带身份证
或有效身份证明材料到薛城区巨山街道管理部门办理坟墓迁认领
手续（联系电话：15563201631），逾期不办者一律按无主坟相关规
定处理。

枣庄市薛城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枣庄新城民生路、和谐路南延建设工程建设项目用地迁坟公告

公 告
张东海、田利、田雷、张同领、宋烈田、张小英、赵玉、侯

强、宋乐乐、王光朴、郭成花、郭全亮、王光涛、房茂云、

张士保、房茂喜、段磊磊、王祥华、焦娟、王祥伟、沈金

鹏、颜军、程相、李伟、陈发财、秦敬芳、李柔湖、李振、李

斌、郑秀贵、李德英、郑洪军、郑洪来、董业营、吴洪荣、

李师迎、戚敬惠、李院生、王大妮、秦守荣、李志刚、宋均

柱、刘翠、史廷玉、李国防、韩建方、潘振荣、柏宗水、李

浩、李传山、任会玲、陈海豹、陈磊、张同秀、潘金龙、刑

右宇、韩利英、姜玉奇、邢亮、张涛、李苗苗、张厚祥、张

厚强、王祥志、刘西巧、孔园园、朱市委、赵恒奋、徐殿

娥、郑洪亮、徐吉勇、郑秀成、郑秀湖、张中花、郑洪亮、

徐吉勇、郑秀成：

本院受理枣庄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亭支

行与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2016）鲁 0406 民 初 1649、1647、

1644、1607、1646、1602、1603、1600、1598、1643、

1642、1635、1648、1597、1593、1599、1594、1645、1601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城头人民法庭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枣庄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上述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枣庄市山亭区人民法院

注销公告
枣庄市鼎洋泊车设备有限公司经股东会于 2017

年1月5日研究决议解散，并于即日成立公司清算组，

请公司债权人于本公告刊登之日起45日内申报债权，

逾期则视为弃权。

联系：梁先生

联系电话：15315642227

枣庄市鼎洋泊车设备有限公司

声 明
车主张显艳，车牌鲁 DHS051 三轮摩托车已损坏

报废，并拆解作废铁处理，该车行驶证、登记证、车牌丢

失，声明作废，张显艳承担该车辆注销的一切法律责

任。

市中交警大队车辆管理所

声 明
车主陈真，车牌鲁 DHQ158 二轮摩托车已损坏报

废，并拆解作废铁处理，该车行驶证、登记证、车牌丢
失，声明作废，陈真承担该车辆注销的一切法律责任。

市中交警大队车辆管理所

遗失声明
▲枣庄市山亭区锦绣花园36号楼东1单元301号

房及36号楼东1单元6号储藏室交款收据遗失，声明作
废。

▲枣庄市亚美服饰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丢
失，注册号：370406200005972，声明作废。

▲陈俊茹《出生医学证明》不慎丢失，号码为：
K370931173，声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