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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记 者 田可新 实习生 耿 晨
本报通讯员 张 鸣

济南的文化丰富多彩，以商河鼓子秧歌

为代表的那些接地气、有魅力的“本土文

化”，群众基础极为深厚，独具风采特点鲜

明，展现了城区之外别有韵味、灿烂多姿的

文明，不少都列入了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名录。近年来，伴随着一系列活动的展示

与推广，商河鼓子秧歌等都赢得了越来越广

泛的关注。而把这些“特色鲜明”的文化项

目打造成过硬的济南文化品牌，也已经成为

人们的普遍期待。

舞向欧洲———

鼓子秧歌掀起“中国文化热”
济南市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7

项，商河鼓子秧歌是其中之一。就在不久前，

商河鼓子秧歌舞出了国门、舞向了欧洲，所到

之处掀起了一股股“中国文化热”。

2月10日，商河鼓子秧歌艺术团在欧洲国

家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中国文化中心至东方博

物馆开启了此次欧洲之行首场演出，一亮相就

获得了当地居民和华侨的一致称赞，商河鼓子

秧歌艺术团成员还在现场挥毫泼墨，为当地群

众送去了浓浓的中国祝福，一系列精彩的演出

为当地营造了浓浓的节日气氛；2月12日，商

河鼓子秧歌艺术团又来到瑞典法尔雪平市，表

演队伍从法尔雪平市文化中心出发，在附近主

干道进行走街演出，吸引了大量市民随行观

看，现场掌声阵阵，还有不少当地文艺爱好者

积极与鼓子秧歌艺术团互动，并教授艺术团成

员跳起了瑞典特色的舞蹈，现场欢声笑语一

片……

“这是商河鼓子秧歌首次来到欧洲，反响

这样强烈，恰恰说明舞蹈、音乐是无国界的，

更充分印证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魅力。”3
月2日，商河鼓子秧歌艺术团的工作人员谈到

此次欧洲之行时，依然自豪满满。他告诉记

者，这次演出，15人组成的商河鼓子秧歌队在

表演扛伞、插伞两大流派的传统驳花场阵的同

时，还加入现代舞台调度，将传统鼓子秧歌的

深厚底蕴和舞台的观感体验更直接、生动地传

递给当地观众。他们精心编排的《黄河古韵》

伞鼓棒舞，《鼓伞花乡》伞鼓舞，《棒舞飞

扬》棒舞，《伞庆丰年》伞舞；《齐风鲁鼓》

鼓舞五个精品节目，更全方位展现了鼓子秧歌

传统的东方古韵，展现了新时代中国人的

“精”“气”“神”。

扎根本土———

艺术瑰宝引领群众文化活动
商河鼓子秧歌为啥对国外观众也有这么大

的吸引力？记者了解到，作为中华民族民间舞

蹈艺术的一大瑰宝，商河鼓子秧歌最初发源于

济南商河县，距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是民

间为庆丰收而载歌载舞的一种艺术形式。因其

舞技健美、气势磅礴、蕴藏着灿烂而厚重的历

史文化，具有浓郁的时代气息和强烈的感染

力，列山东三大秧歌（商河鼓子秧歌、胶州秧

歌、海阳秧歌）之首，是汉族北方四大民间舞

蹈之一，被誉为“民族民间文化的奇葩，齐鲁

文化的骄傲”，“汉族民间男性舞蹈的代

表”。

“商河鼓子秧歌气势磅礴，以打、蹲、

跳、踢为主，动作多、力度大、气势盛，所以

舞出来很有气氛，给人以震撼。要说最能吸引

观众的地方，就是它‘粗犷豪放、刚健有力、

潇洒自如、舒展大方’。”3月3日，商河鼓子

秧歌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杨克胜这样告诉记者。

这位老人1946年出生于商河县孙集镇杨庙村，
13岁正式拜师，如今年逾七旬的他遇上重大活

动仍能登台表演上几分钟。

而商河县文化馆原馆长付军燕也曾给记者

细致分析过，“秧歌中的伞舞苍劲干练，庄重

而又风趣；棒动作洒脱利落,步法轻盈自如；

花动作优美，泼辣大方；鼓舞刚毅劲健，雄豪

奔放。特别是鼓舞，任何动作都没有固定的程

式，在外部姿态造型和动作的习惯、节奏和力

度掌握上，都受‘情’的支配，有的如雄鹰展

翅，自由快意；有的似虎牛相斗，互不相让；

有的像战场上的将士，气势逼人，山东大汉的

威武形象一下子就凸显了出来。”

其实，在商河本地，这种艺术形式就广受

群众欢迎。当地相关部门提供的调研材料表

明，“商河全县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村庄都有秧

歌队，上至八十老翁，下至七岁儿童，都能上

妆下场演出。”而在当地，每逢喜庆的日子,
一定少不了鼓子秧歌来助兴，村村互通一同欢

乐、比拼技艺一争高下，那欢庆的气氛一下子

就被推上了最高潮，这也让人们彼此间的关系

更加团结、亲密。

群众基础深厚，让秧歌文化也在商河广受

欢迎。2月24日，2018山东（商河）秧歌文化

旅游节在孙集镇秧歌古村开幕。商河鼓子秧

歌、胶州秧歌、海阳秧歌这山东三大秧歌此次

齐聚秧歌古村，轮番表演，给广大爱好者奉上

了一场场地道的秧歌，让人们一饱眼福。活动

当天，精彩纷呈的秧歌表演吸引了周边近5000
游客观看。商河县旅游公共服务中心还对活动

进行了微信现场直播，在线人数一度突破3
万。

擦亮品牌———

传承保护只是“第一步”
“把商河鼓子秧歌的技艺更好地传下

去”，这是杨克胜始终的坚守。为此，他始终

坚持教学，培养演出队伍，还自费办了鼓子秧

歌学校，从2009年至今已办了9届，培养了大

批人才。

近年来，商河县也非常重视相关工作。当

地定期召开全县鼓子秧歌艺人座谈会，制订传

承方案，还利用每年的非遗宣传日进行展演。

而当地“非遗进校园”活动始于2010年，2012
年举办全县首届非遗传承展演，至今展演活动

已办六届，“非遗进校园”活动从无到有，范

围从小到大，队伍由少到多，演出从县内到各

省市、晋京城，取得了诸多优异成绩。

“要传承好这项目，也真有困难。”杨克

胜坦言。如今，青壮年都外出打工，没有时间

参与，组队伍困难成了最大的困难因素。而在

农村办一场秧歌表演，从服装到道具花费颇

多，资金也是一个大问题。“我还琢磨着怎么

能借助网络、新媒体来加大宣传力度，希望热

爱它的年轻人能够投入自己的创意，肯定对商

河鼓子秧歌的发展大有裨益。”

极有特色、待进一步传承的非遗项目，在

济南还有很多——— “梆鼓秧歌”，这是以港沟

为中心，覆盖历城全境，较为普遍的一种集

唱、舞、说为一体的舞蹈艺术形式，从表演内

容到表演形式突出豆腐的鲜明特色，每当春节

来临之际，“梆鼓秧歌”便装扮起来，前面是

彩旗、锣鼓开道，紧接是二人抬着用秸秆扎制

的五谷丰收粮囤，上贴大红“福”字，后面便

是“梆鼓秧歌”队边舞边行，走街串巷，到达

场地后进行表演，为乡亲们送福；还有“芯

子”，因为酷似蜡烛台上的灯芯而得名，据民

间艺人讲述，芯子起源于明朝，是受颤轿的启

迪，多取材于戏剧情节或场面及神话故事，由

于人物多少、造型、表演方式的不同，又分为

“桌芯子”“转芯子”“单杆芯子”等类型；

还有“四蟹灯”，流传于济南洛口、堤口庄、

北园大明湖一带，实际并无“蟹”，而是包括

鱼、鳖、虾、蚌的造型，表演时各饰以做工精

美、形象逼真的灯具，通过演员掌握道具的技

能，产生出生机勃勃的舞蹈形象……

“与商河鼓子秧歌一样，这些非遗项目历

史悠久、内容丰富,饱含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

歌颂和向往，完全可以成为一张张特有的、亮

丽的文化名牌，展示出济南文化多姿多彩的一

面。”3月1日，有业内专家对记者表示,在做
好传承、保护工作的基础上，许多项目的展示

平台还可以再创新、再拓展。“能否结合重要

的节日节点、当地的旅游文化项目推广多做些

文章，能否开发一些穿插式的展演或体验式的

活动，进而打造一系列文旅项目，这都值得进

一步深入探讨。”

展现新时代中国人的“精”“气”“神”———

商河鼓子秧歌，走出国门舞出风采

□记者 张鹏程 报道
本报济南讯 济南老楼加装电梯补贴政

策正式公布。根据日前出台的《济南市既有
住宅增设电梯财政补助资金实施细则》（以
下简称实施细则），符合条件的既有住宅加
装电梯，最高可获得22万元的财政补助。

记者了解到，根据实施细则，既有住宅
加装电梯申请财政补贴，须是符合《济南市
既有住宅增设电梯办法（试行）》增设电梯
条件，并在该试行办法实施期限内经审批增
设的电梯。

根据实施细则，加装电梯的老住宅楼须
在历下、市中、槐荫、天桥、历城以及济南
高新区、南部山区范围内。同时，增设电梯

的老住宅楼必须是“在国有土地上依法建成
并投入使用，且未列入房屋征收范围和计
划，且属于 4层以上未设电梯的多业主住
宅”。此外，加装电梯并申请补贴的，应当
是在济南老楼加装电梯试行办法颁布前已竣
工投用，并在试行办法有效期内办完审批手
续的项目。具体来说，就是2017年6月20日前
已竣工入住，并在2019年7月20日前已办完加装
审批手续的，才能按现行政策申请财政补助。

具体补贴数额为：7层住宅每部补贴22万
元。6层每部20万元。5层每部18万元。4层每
部16万元。根据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等有关
部门此前发布的相关政策，全省既有住宅增
设电梯财政补贴标准为：按照增设电梯总造

价的40%予以补贴，每部最高不超过25万元。

具体到济南，根据实施细则，补贴标准根据

楼层不同直接进行量化，以7层为最高，每少

一层楼，补贴少2万元。

根据实施细则，申请财政补贴，须由出

资人共同委托一位申请人到所在区老楼加装

电梯牵头单位进行申请，申请时需要提交以

下资料：1 .出资人共同确认的《济南市既有住

宅增设电梯财政补贴申请表》一式两份；2 .既

有住宅增设电梯规划审查意见原件及复印

件；3 .既有住宅增设电梯施工备案证明原件及

复印件；4 .《特种设备注册登记表》原件及复

印件；5 .增设电梯工程竣工验收报告原件及复

印件；6 .本单元任一住户房屋权属证明等相关

材料原件及复印件；7 .申请人（即授权委托

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原件及复印件。截

至目前，首批开工的项目中已有6部电梯通过

验收投入使用，按照上述补贴发放程序，第

一批有望在3月份拿到补贴。

济南市财政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在补贴

申请过程中，受委托的申请人需对申报材料

的真实性、准确性负责，对弄虚作假，采取

虚报、多报等方式骗取补贴资金，或不按规

定使用补贴资金的，一经查实，除追回补贴

资金外，还将依照相关法律法规予以严肃处

理，追究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

《济南市既有住宅增设电梯财政补助资金实施细则》出台

老楼加装电梯每部最高补贴22万元

商河鼓子秧歌气势磅礴，以打、蹲、跳、踢为主，动作多、力度大、气势盛，所以舞出来很
有气氛，给人以震撼。(资料片)

□记 者 田可新
通讯员 杨荣超 报道

本报济南讯 3月4日，历下区对外发布，
为进一步展现老城区的文化内涵、文化形象，
该区泉城路街道办事处充分挖掘老城区有形的
历史遗产和无形的文化资源，对辖区内的导视
系统进行了更新，同时推出“泉巷”旅游文化
品牌。

据了解，“泉巷”品牌包含泉巷小程序及
APP、泉巷吉祥物和相关文创产品等。新的导
视系统根据老城区特有的文化底蕴与人文气
息，让导视与建筑融为一体，在设计制作上加
入了腐蚀做旧的处理工艺；设计上融入柳叶、
水滴造型，体现“家家泉水，户户垂杨”的老
济南风貌。同时每个导视牌都含有该景点的专
属二维码，可以与“泉巷”小程序无缝衔接，

通过扫描二维码，可以查看该景点的相关介
绍，形成线上线下结合的文化体验模式，增强
游客的体验与互动，为传统景区注入新血液。

泉城路街道办事处表示，在此基础上，当
地下一步将继续探索“文、旅、商、服”智慧
社区微更新平台建设，进一步促进旅游文化资
源的开发及旅游文化品牌的建设。

一方面，当地将进一步完善老城区导视系
统，成立游客智慧中心，开发“泉巷”小程序
路线规划及特色推荐功能，通过该功能实现芙
蓉街游客引流，带动老城区自有商业；搭建在
线商城，为老城区老字号、手艺人提供展示平
台，同时实现党员游客积分兑换，形成商业和
文化互动。

另一方面，当地将进一步挖掘济南老城的
老字号、手艺人等传统文化遗产，如玉谦旗

袍、杜福庄胡琴、杨家木铺、和圣文刀、周氏
兔子王、侯氏社火脸谱等，并接入“泉巷”小
程序展示推广，让更多的人了解济南的传统文
化；将开发品牌文创产品（泉水伴手礼、手绘
地图、旅游手册等），同时对老字号、手工艺
术品做全新品牌升级，提升传统文化遗产的艺
术价值及商业价值，接入“泉巷”小程序实现
互联网+文化的创新模式，带动老城区商业氛
围。

而在商业方面，该街道还将积极整合老城
区现有商业，整治芙蓉街不正常的商业现象，
通过老城文化旅游的方式引导芙蓉街人流流向
老城区域。芙蓉街历史文化街区以商业、居
住、旅游、文化等复合功能为主，衔接百花洲
历史文化街区，形成具有浓厚济南传统的商业
文化、城泉共生的泉水文化、庙会民俗文化特

色的古街区商业核心区，当地将打造泉城特色
文创店、创意文化书店、手工艺人、老字号、
特色餐饮等体现济南文化的特色产业；将军庙
历史文化街区将以居住为主，兼具旅游、文
化、商业等复合功能，是济南展示多元宗教文
化、传统商贸文化、特色民俗文化的济南古街
区传统居住片区，将打造体现名人故里文化的
书店、博物馆、画馆、诗社、特色民宿等。

泉城路街道办事处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该办事处将通过文化旅游品牌的建设，为老城
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促进辖区内新老居民以及
传统与新兴业态相互融合，形成文化、旅游、
商业、服务等全面发展的创新街区，进一步推
动老城区的城市更新，同时通过做大做强辖区
内的文化旅游产业，助力济南市新旧动能转
换。

泉城路街道办事处智慧旅游项目推出新品牌

“泉巷”亮相泉城老胡同

□记者 张鹏程 报道
本报济南讯 日前，济南国际医学科学中

心及国家健康医疗大数据中心阶段性发展战略
与产业招商研究专家评审会在舜耕山庄举行，
专家团队对3家投标入围单位提交的初步研究成
果进行了审议评奖。记者在评审会上了解到，
德勤管理咨询公司获得一等奖，将作为整合单
位，将3份研究成果各取所长进行整合，形成最
终的研究成果。届时，济南国际医学科学中心
与国家健康医疗大数据中心的未来战略定位、
发展方向、招商策略等顶层设计内容将得以确
定。

据了解，2017年底，济南国际医学科学中心
开展阶段性发展战略与产业招商研究招标工
作，资格预审委员会从报名的6家国际、国内知
名咨询公司中遴选出北京和君、德勤、普华永
道等3家单位开展方案研究工作。

“考虑到济南国际医学科学中心建设实施
的紧迫性，我们通过邀请国际顶级的咨询机
构，按照分层次、分阶段、分区域的原则深入
研究本项目的创新理念、战略定位、发展目
标、产业体系等内容，为开展各阶段具体工
作、实现阶段性发展目标提供具体定量定性的
研究支撑。”济南国际医学科学中心管委会主
任张端武表示。

与会专家建议，在下一步的整合研究工作
中，应由省市相关部门牵头，组织有关专家整
合多方资源，深入调研，对济南国际医学科学
中心战略定位进行更深一步的研究，拟订近期
更为详实、可行、有操作性的工作方案，厘清
“国际”“医学”“科学”“中心”四个关键
词的战略目标和发展定位，突出国家健康医疗
大数据中心建设对未来医学前沿技术和健康产
业的引领作用。同时，建议在下一步的整合工
作中，一定要有相关专业的专家全程参与。

“未来济南国际医学科学中心的产业需要
把高端的、引领的、国际水平的品牌，山东做
不了、甚至国内都做不了的大品牌的研发引进
来，但是在定位高端的同时也要有合理性和可
行性，一定要能落地。因此要做专做精，而不
是大而全的叠加和平移。”作为专家评审团
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山东省肿瘤医院院长于
金明表示，济南国际医学科学中心的产业研
究，不仅在视野和定位上应有更高的高度，还
应对国家政策、地方政策以及新旧动能转换的
核心内容进行更加深入地了解，更好地体现区
域性定位。

济南国际医学科学中心召开专家评审会

着力建设国家健康医疗

大数据中心

□记者 张鹏程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记者从济南市旅发委了解到，

4A级景区济南国际园博园将于4月底免费开放。
原来这里的门票是60元/人。

据了解，济南国际园博园位于济南长清大学
城内，园内湖面面积达1440亩，是目前国内最大
的陆地园博园，游客在园区内逛一圈需要一整
天。园博园免费开放后的功能定位为生态休闲、
文化体验、运动健康、科普教育。

今年1月5日，济南对该园进行闭园维修提升
改造，4月底将确保完成全部维修改造，实现免
费开园。而且经过此次维修，园区景观和配套服
务都将得到提升。在传统园区改造上，园博园内
还将丰富游览线路类型，调整交通线路，完善交
通设施，并且增加游憩设施。将继续优化园区商
业布局，丰富园区业态，充分满足游客吃、住、
行、游、购、娱等各种游园需求。

此外，据园区开放安全要求，园区主要入口
处将新增客流统计、人脸识别等摄像机来有效控
制入园人数，入园人数达到上限时会自动报警，
园区及时启动疏导安全措施。同时，增加园区内
摄像机和广播音柱设备的密度，新添部分卫生
间、垃圾箱，并新增Wi-Fi覆盖，对园区外围围
网、座椅的维修及更换等工作也陆续展开。

济南国际园博园

将于4月底免费开放

□记者 晁明春 报道

本报济南讯 济南市政府办公厅日前印发

《济南市12345市民服务热线整合工作方案的通

知》，要求今年5月底前所有部门热线整合完

毕。也就是说，今后市民有问题记住12345这一

个号码，即可将问题迅速反映到管理部门。

方案要求，按照“以整合为原则，不整合为

例外”的工作方针，全市各部门(单位)分设的服

务热线(110、119、120等紧急类热线除外)须于
2018年5月底前全部整合到12345市民服务热线平

台，实现12345一个号码对外统一受理群众诉

求，切实提升热线服务水平。同时，完成各部门
(单位)热线工作机构的人员、编制、业务等整合

工作。

整合期间，各部门(单位)服务热线要按照
12345市民服务热线的受理、转办、回访、分

类、考核等标准执行。为达到更好服务效果，热

线整合前，各部门(单位)服务热线的人、财、物

等一律冻结；整合期间，各部门(单位)的热线工

作人员、经费仍由原部门(单位)管理；整合后，

采取合并划转方式，完成人员和经费划拨工作。

为进一步满足12345市民服务热线整合工作需

要，最低扩容200个座席、增加350名热线受理

员，并增加相应受理场地；完成座席安装及软、

硬件设备设施配套，升级热线系统平台，实现与

各部门(单位)信息系统的接口测试，做好通讯线

路和软、硬件设备设施的融合等工作。今后，各

部门(单位)原则上不再新建其他服务类热线。

济南整合

12345市民服务热线
以后投诉提建议打这一个号就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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