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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杨淑栋 报道
本报淄博讯 近日，在文化部举办的“2015年

中国文化馆年会暨文化艺术博览会”颁奖典礼上，
张店区文化馆被文化部表彰为“2015年全国优秀文
化馆”，并且成为山东省唯一获此殊荣的单位。

据了解，多年来，张店区文化馆秉承全覆盖、
高品位、全公益、可持续的公共文化服务理念，弘
扬传统文化，普及民间艺术，繁荣群众文化，和谐
社会关系、惠及百姓人家，竭力争当文化名城建设
和文明城市建设的排头兵。

16支馆办文艺团队长年活跃在社区街道村居，
成为基层群众最受欢迎的艺术团队；文化馆女子合
唱团走进维也纳金色大厅，将“幸福张店”唱响世
界音乐最高殿堂；举办“永远的辉煌”第十六届中
国老年合唱节，吸引了全国各地61６１支团队近3000
人参演……此外，新年音乐会、淄博花灯艺术节、
中国（淄博）国际陶博会、广场舞大赛、幸福张店
合唱节、张店之韵音乐季、月末音乐会等一大批文
化活动也落户张店区文化馆。

据了解，目前，张店区以区文化馆为龙头、镇
（办）文化站为枢纽、村（居）文化大院为基础，
着力抓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三级平台建设。全区
95％的村镇、社区建成了功能齐全、配套完善的文
化大院和社区文化中心。对所有达标的文化大院进
行全面评级挂牌，设立奖励基金150万元。积极争
取市局为该区２８个农家书屋配发了移动影库设备，
对农村22个文化大院和22个文化小广场进行提升建
设。

张店区文化馆创新管理模式，将按照“总馆＋
分馆＋服务点”的模式，建成区文化馆为总馆、乡
镇（街道）综合文化站为分馆、村（社区）文化大
院为服务点的文化馆总分馆服务体系，把文化的
“种子”更好地“种”进基层。

仅今年上半年，该馆就派出专业文艺骨干150
余人，开办合唱、声乐、电钢琴、舞蹈等文艺培训
班100期，受益近3000人；此外，还招募具有较强
服务意识、服务能力和较高艺术素养的文化志愿者
235人，协助管理基层文化设施，参与开展各项文
化活动，实现了每村、居至少一名文化志愿者的目
标。目前，张店区401个各类业余文艺团体覆盖并
活跃城乡，形成多元化发展的总体态势，硕果累
累。

张店区文化馆
获评全国优秀文化馆

□记者 杨淑栋 通讯员 胡正鹏 报道
本报桓台讯 记者从桓台县文化出版局获悉，

为了丰富群众的业余文化生活，提高基层的公共文
化服务水平，进一步普及桓台悠久的文化历史，营
造“幸福桓台”的良好氛围，桓台县面向全县9个
镇（办）的比较偏远的村，开展了“普及传统文化
知识乡村行”系列活动，让群众足不出户便可了解
全县的传统文化知识。

此次系列活动将桓台博物馆馆藏“五进”活动
和桓台县图书馆“送书下乡”活动相结合，进一步
整合文化资源，提高文化服务的普及率，计划年底
前在100余个村进行传统知识普及活动。截至目
前，工作人员已先后走进80余个村进行了“普及传
统文化知识乡村行”活动，发放了节目集锦光盘
600余张和近千份文化惠民免费清单。

桓台开展普及传统文化
知识乡村行活动

□记者 杨淑栋 报道
本报淄博讯 为加强基层文化工作队伍建设，

进一步开拓视野、拓宽思路，积极推进文化名城建
设，提高群众文化活动的组织能力和活动质量，近
日，淄博市委宣传部和淄博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
联合在山东理工大学学术交流中心举办2015年全市
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培训班。

据了解，本次培训班印发了《文化工作文件汇
编》，特邀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专家委员会
副秘书长、首席专家、江苏省文化馆副馆长戴珩为
学员做专题讲座。该市宣传文化部门有关领导和专
家，分别就淄博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现状与思
路、文化惠民工程实施情况、群众文化活动的组织
与实施、淄博民间剧团和地方戏曲发展等课题作了
阐述和讲解。

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建设培训开班

□记者 杨淑栋 报道
本报淄博讯 11月14日上午，淄博体育国际交

流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在山东淄博齐盛国际宾馆隆重
举行，并揭晓淄博“足球起源地”LOGO。在近百
位中外来宾的共同见证下，淄博市体育局、临淄区
政府、淄博市体育中心分别与美国全明星国际文化
体育公司、美国Soul基金会签署了三项战略合作协
议。

山东省体育局巡视员刘明表示：“这次签约仪
式标志着淄博对外体育交流已经取得初步成果，希
望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推动淄博体育事业的发
展。”

美国全明星国际文化体育公司总裁马红女士
说：“自己身为华裔，能够作为复兴蹴鞠发起人之
一，代表伟大的祖国争取世界足球发源圣地的荣耀
和权利，心中倍感荣幸。”

战略合作签约仪式还举行了“足球起源地”
LOGO发布仪式，美国全明星国际文化体育公司董
事罗伯特坦轲先生对LOGO的设计理念进行了详细
的说明和解释。

此次活动将为世界足球起源地建设注入活力，
搭建体育合作交流大平台，对打造淄博足球文化圣
城，推广中国足球卡通形象“蹴鞠娃”的品牌，促
进双方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足球起源地
LOGO揭晓

□ 本报记者 程芃芃 马景阳
本报通讯员 仇 晶 王萍 丁稳

鲁商文化传承至今

周村历史悠久，素有“天下第一村”之
誉，自古以来便以美丽的丝绸和繁华的商业而
闻名，是鲁商文化的起源地。１９０４年，周村被
清政府批准为自开商埠后，成为辐射鲁中跨越
长江的著名商品集散地，留下无数创业故事和
人生传奇。

周村大街街区纵横，街巷幽静朴素，明清
建筑古色古香，活化石般的建筑凝固了历史。
虽经百余年风雨，古时商埠市景的画面一帧帧
在脑海中闪过，吆喝叫卖声不绝于耳。如今，
古时的辉煌凝结在这里，保存百年的商铺旧址
触手可及，置身其中，旱码头的热闹鼎沸仿佛
就在昨日。

周村是丝绸之路的重要源头之一，著名的
绸布店“瑞蚨祥”是其中一颗最璀璨的明珠，
坚持“至诚至上、货真价实、言不二价、童叟
无欺”的经营理念，在社会动荡中顽强生存下
来，其经营传承近１５３年，经久不衰。

“瑞蚨祥”的发展也经历了时代的洗礼，
创始人孟洛川创立后，生意兴隆，但七年后受
到义和团洗劫，店面在一场大火中变为废墟，
但他壮志不已，在废墟上重建墙高门厚、设备
完善的殿堂，雄风再展。新中国成立后，“瑞
蚨祥”率先实现了公私合营，制作了开国大典
第一面五星红旗。２００６年成为中国驰名商标，
２００８年荣获“中国丝绸第一品牌”的荣誉称
号。

“瑞蚨祥”的发展历程仅仅是鲁商文化的
缩影，从古时的八大祥号到现代的中华老字号
“周村烧饼”、“知味斋”，闻名天下的中华
名店“谦祥益”、“鸿祥茶庄”、“瑞生祥”
等八大百年商号依旧伫立在这里，鲁商文化的

传承也在不断走向现代。
２０１４年，“周村鲁商文化促进学会”成

立，通过专业化的研究和规划，努力做大做强
开发、保护、传承鲁商文化这篇文章，有力推
动地区经济、社会和文化建设，在周村乃至淄
博文化的发展史上画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智慧旅游激活传统文化

尽管经历了岁月的沧桑和时代的变迁，但
今天的周村古商城并不是一座寂寞的古城，热
闹的民俗活动让游人酣畅淋漓，给古城带来新
鲜与活力。鸣锣开道、抛绣球、吞宝剑、骑毛
驴、坐黄包车……人们一年四季都能看到原汁
原味的民俗活动，亲身体验民俗风情。

“周村烧饼”享誉全国。为了展示地域饮
食文化，２００９年，周村烧饼博物馆建成，成为
全国首家非遗地方小吃博物馆。在这里，人们
可以看到在不同时代环境下烧饼的制作工艺与
制作过程，充分感受“烧饼”文化的独特魅
力。制饼师傅都有一双巧手，“揉、捏、贴、
烤”动作一气呵成，不到４分钟，一张薄、
香、酥、脆的周村烧饼就出炉了。

除了挖掘饮食文化，周村古商城还将利用
现有建筑，建设特色四合院，恢复“前店后
厂”式的经营模式和“院街式”格局。投资１
亿元，建设民俗客栈、非物质文化遗产园、丝
绸博物馆、古建筑博物馆、民俗服装服饰展示

园、醋文化博物馆、地方特色小吃城以及尚书
府等景点，将周村打造成中国最具代表性的传
统商业文化体验、休闲旅游目的地。

记者来到古商城时，正值第二届古城菊花
展，姹紫嫣红的菊花摆满了角角落落，将古商
城装扮得十分美丽。近年来，紧扣“丝路之
源”主题，古商城组织开展了好客山东贺年会
活动，策划举办了周村过大年、台湾美食节、
消夏音乐节、中国（周村）旗袍文化节、海内
外楹联大赛等丰富多彩的活动，通过开展各项
活动，让传统文化活起来。

随着旅游产业的转型升级、旅游大数据时
代的到来，“互联网＋旅游”成为旅游行业的
新常态。周村古商城也插上了互联网的翅膀，
建设的“智慧古商城”项目，游客仅需一部手
机，就可完成查询资讯、买票、电子门票验证
等事情。１０月２６日，周村古商城作为全国首家
旅游景区，与联想new glass智慧旅游战略签
约，游客戴上联想智能眼镜new glass后，即可
感知旅游景点相关信息，感受百年前的周村文
化内涵，再现历史。

影视剧拍摄让古城家喻户晓

张艺谋电影《活着》，开启了周村古商城
的影视剧拍摄之路。２００２年，一部《大染坊》
电视剧，又让周村的鲁商文化再次走入人们的
视野，而大染坊的旧址就在周村古商城中。

一进大染坊，记者看到，庭院中架着晾晒染布
的木桩，五颜六色的绸布有的盘绕成优美的线
条，有的从木桩上垂落下来随风摇曳。在工场
里，用雕塑展现了工人劳作时的场景，倒水、
推车……真实再现了清代染布的工艺和程序。

近年来，周村古商城已经成为影视剧一大
拍摄基地。大染坊旁边的杨家大院，曾是近代
儒商代表杨瑞清的居所，热播电视剧《旱码
头》就是以其从商经历为主线在此处拍摄而
成。杨家大院还曾是《闯关东》的取景地。现
在，这里开展的民俗婚礼现场，成为周村古商
城最大的民俗看点之一，喜庆的婚礼洞房、大
红的花轿、凤冠霞帔、过火盆、跨马鞍、喝交
杯酒等环节，让人领略到原汁原味的传统民俗
婚礼过程。

如果说张艺谋的《活着》让周村大街名声
大振，《大染坊》和《闯关东》则让周村古商
城家喻户晓。此后，《中国商人》、《娘》、
《周村往事》、《老农民》等一个个影视剧组
在周村古商城取景拍摄，多部微电影也在这里
开机。

周村古商城被称为“中国活着的古商业建
筑博物馆群”，它飞檐斗拱的传统明清建筑、
古香古韵的深宅大院、阿拉伯风格的商店遗
存，吸引了众多影视剧组前来拍摄，成为拍摄
明清商业题材影视的首选之地。２００９年，周村
古商城被授予“山东省十大影视拍摄基地”称
号，２０１３年被评为“中国微电影创作基地”。

千年商聚旱码头 百年开埠古商城

周村古商城：将文化与旅游相融合
阅读提示

“千年商聚旱码头，百年开

埠古商城。”１１月３日，记者来

到周村古商城，领略古商埠文化

风采。漫步在周村大街，踏着承

载厚重历史的青石板路，遥望青

砖古瓦的商铺、牌匾上烫金的老

字号，感受百年繁华的时代变迁

和鲁商文化的发展变化。

周村是封建社会后期经济转

型中兴起的手工业商业城镇，有

“旱码头”美誉的古商城大街，

近年来充分发挥百年商埠文化的

带动效应，旅游、互联网、影视

剧等产业蓬勃发展。

□ 本报记者 程芃芃 马景阳
本报通讯员 丁 稳 边增雨

中国爱情文化起源

“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渡。
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
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
时，又岂在朝朝幕暮。”秦观的一首《鹊桥
仙》，寥寥几句，道出了爱情的美好，其诗词
中提到的牛郎织女故事，便起源于淄博沂源。
牛郎与织女的相爱坚守，被人们视为忠贞爱情
的典范。

在牛郎织女景区，沿着一条蜿蜒的山路拾
级而上，千年古柏随处可见，巨石缝隙中钻出
枝干虬曲的侧柏树。泛黄的银杏叶、笔直的松
柏、幽长的山间小道、层林尽染的漫山红叶，
孕育出秋天的气息和收获的喜悦。山下静静流

淌着的沂河水波光粼粼，深秋的牛郎织女起源
地——— 大贤山，与沂河对岸的“牛郎村”交相
辉映。

经过溪水缠绵的情人谷，记者来到一处险
如刀削的悬崖，崖上刻着“钟灵毓秀”四个大
字。织女洞建在４０多米高的悬崖绝壁上，青砖
灰瓦，古香古韵，织女、王母娘娘的彩塑雕像
端坐在洞中。织女洞旁跨越１７．５亿年的角度不
整合面，是世界罕见的地质遗产。透过织女洞
的窗户远眺，河的对岸就是牛郎庙，传说织女
织布累了的时候，就凭窗而望，望向河对岸的
牛郎。

河东岸的牛郎庙，白墙黑瓦，彩绘斗拱。
朴实的牛郎庙与精致的织女洞对望，天上银河
与地上沂河遥相呼应，逼真地演绎了牛郎织女
“在天成象、与地成形，天人合一、天地神
奇”的绝妙景观，是“牛郎织女传说”目前在
国内所能找到的唯一一处与实地实景相对应的
文化遗存，被称为“中国爱情文化源地”。

丰富爱情文化内涵

在爱情文化广场，有两座隔“鹊桥”相望
的建筑——— 中国（沂源）世界爱情邮票博物馆
和牛郎织女民俗展览馆。在邮票博物馆，记者
看到了来自１３６个国家和地区的３２００余种、２０
多万枚爱情题材邮票。国内外爱情主题的邮
票，塑造了浓厚的爱情文化氛围。一枚邮票，
就是一个美丽的爱情故事，更是一幅独具匠心
的艺术作品，使“牛郎织女”文化走向世界。
世界爱情邮票博物馆还被世界吉尼斯认定为馆
藏爱情主题邮票最多的博物馆。

饱经沧桑的牛车、扁担和箩筐，喜庆的婚轿和
嫁衣，精致的剪纸，动人的传说故事……置身
于牛郎织女民俗展览馆，徜徉在牛郎织女的故
事传说氛围里，记者了解了牛郎织女的民间习
作生活。

世界爱情邮票博物馆和牛郎织女民俗展览
馆的建成，既是爱情文化的表现载体，又让古
老的爱情传说和当代人文有了结合点，使世界
爱情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丰富了爱情
文化起源地的内涵。

除了世界爱情邮票博物馆、牛郎织女民俗
展览馆，在牛郎织女景区，还建有七夕爱情广
场、相亲会所等景点。２００８年起，牛郎织女景
区每年都在七夕节举办中国（沂源）七夕情侣
节，吸引了国内外一大批游客前来参观游玩，
如今已经举办了七届，共吸引游客１５０余万人
次，实现综合收入近２亿元。

沂源得天独厚的美景和传说故事，赋予了
牛郎织女景区独特的文化内涵，打响牛郎织女
传说之乡的名声。有“民间四大爱情传说故
事”美誉的“牛郎织女传说”，历经沧桑，千
古传承。牛郎与织女冲破世俗的阻碍，对爱情
的忠贞不渝，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的爱情观。

文化旅游产业共发展

沂源县文化出版局局长张寿玉告诉记者，
近年来，沂源县重点保护传承地域文化，对
“牛郎织女传说”进行重点开发和利用，打造
以此为主题的爱情文化品牌，促进沂源文化旅
游产业的蓬勃发展。

２００８年６月，沂源县“牛郎织女传说”被

国务院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民间文
学组“牛郎织女传说”项目第一名，确立了其
在该领域的龙头位置，并填补中国四大民俗传
说的空白。借此机会，沂源县开始着力打造
“牛郎织女传说”爱情文化品牌，对景区进行
了整体规划，整理出版了牛郎织女传说的相关
书籍及影视作品，并与中国民俗协会组建了研
究中心，召开了两届全国牛郎织女传说研讨
会，建立了牛郎织女网站。

为了深入打造牛郎织女传说爱情文化品牌
工程，沂源县按照修旧如旧的原则，投资４００
余万元，对牛郎庙、玉皇阁等景点进行了修
复，并通过牛郎织女民俗展览馆，将牛郎织女
的故事用图片、实物、图文解说等形式进行展
示。

据悉，自２００９年８月至今，牛郎织女景区
先后接待游客３０余万人。今年１至９月份，沂源
实现了生产总值２０．３亿元，同比增长８．１％，
税收收入增长１２．０６％。该县用传统文化资源
提升地方文化软实力，深刻地挖掘出了地域文
化的深厚内涵和时代价值。

为挖掘爱情文化背后的旅游经济效益，沂
源县积极参加国内外的旅游推介会，来扩大旅
游产品的影响力。同时，借助爱情文化主题，
该县不但连续举办八届七夕情侣节，还通过举
办全年爱情文化的展演活动，如２月１４日情人
节、７月７日集体婚礼、９月婚庆主持人大赛
等，衍生出诸多的具有资源特色的爱情文化旅
游商品，带动沂源经济的发展。

沂源文化底蕴丰厚，牛郎织女爱情文化只
是多种文化的一个代表。“沂源猿人”生命文
化、秀丽风景的生态文化、革命抗战的红色文
化相互融合，共同筑起沂源生态文化高地，闪
耀淄博大地。

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还带动了农业的发
展。每年五六月份，牛郎织女景区都会举办大
樱桃采摘节，金秋十月还有苹果采摘节。采摘
节的举办，让更多省内外游客知道了沂源水
果，特别是“沂源红”苹果，得到消费者的认
可，打响了沂源苹果的品牌。

迢迢牵牛系织女 漫漫沂河传情话

“牛郎织女传说”成文化品牌
◆“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１１月４

日，记者来到沂源县牛郎织女景区，对牛郎织女爱情文化进行实地采访，领
略“牛郎织女传说之乡”爱情文化的魅力。

作为中国古代民间四大爱情故事之一，牛郎织女爱情故事在坊间广为流
传，沂源是“牛郎织女传说”的核心传播地。多年来，传说遗迹和传说故
事，成为沂源打造爱情文化品牌的重要引擎。

▲淄博市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织女
洞。

游客在周村古商城体验坐黄包车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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