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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公告栏 6631203
17854581238

■房产证、土地证、营运证、营业执照(个)800元 ■公章、财务章、各类印章
(个)，支票、发票、收据(张)，税务登记证、资格证、代码证、渔船用各类证件（个）
及其它各类证件400元 ■身份证、工作证、户口本、出生证明、下岗证(个)150
元 ■残疾证、学生证、失业证(个)20元

●王兆维（370611199107011911）购买福山区福海路780
号香缇熙岸19座1单元2602号房屋，因保管不善，不慎丢失首
付款收据（编号：00095053）现登报声明作废。

●曲守明购买的通世新城95-1-201房款收据丢失,收据
号码0040767,金额叁拾叁万伍仟贰佰玖拾柒元整（335297
元），开票时间贰零零玖年柒月壹拾伍日,声明作废。

公 告
开发区中建悦海和园小区11—17、58—61、63号楼业主：

受烟台开发区京方家置业有限公司的委托，我公司于
2019年8月20日对开发区中建悦海和园小区11—17、58—
61、63号楼的相关面积进行测绘。现测绘数据采集、内业计算
等工作已完成，决定于2020年10月29日至2020年11月2日
在营销中心和物业办服务中心进行测绘成果公示。请各业主
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到公示现场认真核对所购房产的现状、
位置、各边长数据是否准确，对确认中发现的问题和疑问，请
在公示期内及时反馈我公司，我公司将派人到现场复测，发现
问题及时纠正。

联系人：李工、于工
联系电话：0535—6110759

烟台市中立测绘研究院有限公司开发区分院
2020年10月28日

为优秀大学生搭建交流平台

莱州举办首届青年人才联谊会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

者 任雪娜 通讯员 蔡朋锟）
近日，莱州人才之家邀请共青
团莱州市委在莱州科技创业
园举办了莱州市首届青年人
才联谊会，为优秀大学生搭建
了一个展示自我、信息共享、
合作交流的平台。

联谊会上，大学生纷纷上
台分享、展示自己日常工作和
生活中的小创意、小发明、小
成果，描述他们从事的事业和
研究项目，以及个人兴趣爱
好、学习经历等，很多人在这
里找到了自己感兴趣和想要
认识的新朋友。通过深入交
谈，大学生们迅速熟络起来，
倾心交谈、加深友谊，资源互

补、促进合作，现场气氛热烈，
一片欢声笑语。

大家纷纷表示，这样的交
流会不仅拓宽了接触和认识
优秀青年朋友的渠道，拓展了
自己的交友圈子，也开阔了自
己的眼界，收获满满。

此次“青年人才联谊会”
是莱州人才之家通过调研青
年人才所盼所需而搭建的青
年人才合作载体。本着为人
才交流合作搭建好平台的使
命和宗旨，莱州人才之家今后
将推进青年人才联谊会的常
态化举办，全面促进莱州青年
人才之间的交流沟通，实现年
轻人之间合作共赢，共同为当
地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力量。

让学生发现、描绘深秋之美

上坊小学开展校园写生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 孙巧娜
摄影报道）深秋的芝罘区上坊
小学校园是绚烂的，银杏树叶
随风飘散，橙黄柿子压弯枝
头，快乐农场里硕果累累。如
此迷人之景，不可辜负。近
日，上坊小学的学生们在美术
老师的带领下，走出教室走进
校园，开展寻找美的写生活
动，将秋天的美景描绘于画纸
之上。

没有教室里上课的座位

限制，壮观的教学楼、挺拔的
大树、绽放的月季花、五彩的
落叶……这一切，都在激发着
学生们作画的欲望。他们怀
着满心的自由和喜悦，进入了
主动绘画的状态，描绘出一幅
幅生动有趣的深秋美景。

本次写生活动旨在引导
学生主动发现生活中的朴素
之美，激发了学生对艺术的热
情与创作表达的愿望，也提升
了学生的美术学科素养。

为自己的藏书“找对了主儿”

安家正近三千册书捐赠磁山书院

活力元素点缀乡村之美

栖霞将办越野摩托车耐力赛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

者 赵巍巍 通讯员 倩倩 丙
翠）为激活乡村旅游活力，让
新的活力元素点缀乡村之美，
10月30日至11月1日，作为
第十九届山东栖霞苹果艺术
节暨2020年农民丰收节系列
活动之一，由栖霞市欧拓果蔬
专业合作社主办、山东骑士部
落承办的栖霞首届“东盛杯”
越野摩托车耐力赛，将在栖霞
市翠屏街道黄燕溪谷山地运
动休闲基地拉开帷幕。

据本次赛事的组织者
——山东骑士部落负责人马
永海介绍，大赛由河道组合障
碍区、乡村人工障碍区、山林
天然障碍区等三大板块组

成。届时，将有来自全国各地
的近百名顶级摩托车选手齐
聚栖霞，争夺总冠军；最后获
奖选手将现场获颁奖牌、证书
等，前30名选手将获得300至
8000元不等的奖金。

金秋十月，“栖霞黄燕溪
谷”山地运动休闲中心青山绿
水环绕，花红瓜果飘香，碧水
蓝天掩映。依托黄燕溪谷丰
富的地理资源，再加上活动组
织等各方面的完善，这次比赛
将会是一次意义深远的集旅
游、体育、机车运动、文化传播
为一体的大型盛会，主办方将
逐步把此项赛事打造成为栖
霞又一项具有影响力的体育
文化活动。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滕新书 摄
影报道）“我和老伴儿决定了，要把我们积累
一生的藏书全部无偿捐赠给磁山，为磁山文
化事业发展尽一份力量，也希望有志之士加
入到磁山文化建设的行列中，用我们的星星
之火点燃民族文化复兴的璀璨明天。”10月
25日，在第五届磁山文化节磁山书院的揭
幕仪式上，磁山集团特设了一个安家正捐书
仪式，79岁的安家正教授坐着轮椅上台，将
自己和老伴一生收藏的近三千册图书捐赠
给刚刚诞生的磁山书院。

“作为老教育工作者，我和老伴深知读
书的重要性，深知文化的重要性。磁山要
打造历史文化名山，不能没有文化氛围，磁
山人不能没有读书的习惯。我们在磁山住
了两个年头，感受到了磁山人对文化的热
爱。我们相信，磁山书院能成为中华文化
复兴的一个亮点。”在当天的捐赠仪式上，
安家正介绍，近几年，我国各类书院如雨后
春笋般遍地开花，磁山集团也在胶东率先
成立了磁山书院。他觉得，自己的藏书能
够成为磁山书院资料库的奠基石很光荣，
这也说明他们为自己的藏书找到了最好的
归宿，用他老伴儿的话说就是“找对了主
儿”。作为一对毕生从事教育的教师，他们
希望磁山的年轻一代不做手机“低头族”，
要做“读书人”。

1941 年出生于教师世家的安家正，
1963年毕业于曲阜师范学院中文系，同年
到文登一中任教，1978年调到文化馆主修
《文登县志》。1982年，他调入烟台教育学
院任教，1994年晋升教授。这期间，他结合
教学编印过不少册子，参编过多种高校文科
教材，出版过《胶东当代文学史略》《峻青创
作论稿》等专著。业余时间，安家正喜欢文
学创作，先后出版了长篇小说《将星泪》《半
岛泪》《吴佩孚》等，另有数十篇中短篇结集
为《安家正小说选》，还选编了自己的小品、
杂感集《豆腐干集》《小摆设集》《说不清
集》。退休之后，他又写出长篇历史小说《戚
继光》和《张弼士》等，至今出版各种著作四
十部、上千万字。

因教书育人、著书立言积劳成疾，安家

正患糖尿病三十余年。2008年，他患脑血
栓致右眼完全失明（左眼仅余视力0.25）、右
耳失聪、左半身不遂、大小便失禁，因此自嘲
曰“五子登科”，被困轮椅十年。二十年前，
他发愿“向天再借二十年”，完成了一本本著
作，并自费编印了《安家正文集》八卷本和续
八卷，并“只赠不售”，被前烟台市委副书记
范庆梅誉为“舍家存史”，被著名作家峻青称
道为“齐鲁风骨”。

“‘文革’期间，我曾被扣上‘野心家’的
帽子，我就是有野心。我那时的野心是当一
流教师，现在的野心是当一流作家。”在不久
前的一次采访中，安家正告诉记者，他还想

“向天再借二十年”，作为封笔之作，他要写

一写“老烟台”，还要写一写杨贵妃。
“现在电视剧里的古人说着现代语言，

唐朝的王公大臣穿起了妓女的红装，清朝的
格格还能自由恋爱，这样演绎历史我实在看
不下去了！”安家正说，当年为了了解历史上
的服饰、典章等，他看了很多枯燥的古文典
籍，他想为此写一本长篇小说《杨贵妃》，并
希望能改编拍成电视剧，纠正一些人们的误
解，再现当年真实的历史风貌。

这正是——
向天再借二十年，
著书四十仍不倦。
忍把功名抛身后，
捐书磁山建书院。

安家正近三千册藏书全部无偿捐赠磁山书院。

布达拉宫
“年度美容”

近日，拉萨布达拉宫开始进行粉刷维
护。为使经过一年日晒雨淋的红墙白壁
保持鲜亮光彩，每年秋冬交替时节，布达
拉宫管理处都要组织工作人员对外墙进
行粉刷“美容”，一场及时的“换装”使布
达拉宫容颜焕发。图为工作人员10月28
日在粉刷布达拉宫。

新华社

拉开2020烟台文旅（济南）推广周大幕

原创京剧《戚继光》亮相济南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郭超）10月

28日晚，烟台原创新编历史京剧《戚继光》
亮相山东梨园大戏院，赢得了泉城戏迷观众
的阵阵喝彩，拉开了2020烟台文旅（济南）
推广周的大幕。

“繁霜尽是心头血，洒向千峰秋叶丹”。
戚继光是从烟台走出来的民族英雄，由烟台
市京剧院创排的京剧《戚继光》艺术再现了
戚继光心怀人民、保家卫国的爱国精神和英
雄情怀。

再现英雄历史 折服泉城戏迷

演出前，记者在后台看到，演员们都在
紧密而有序地准备着，熟练的化妆手法和演
员们吊嗓预热的专心让人心生敬佩与感
动。一支勾勒眉角的笔，一袭染尽红尘的
衣，一段花腔婉转的唱词，形成一篇灵动清
雅的曲艺，穿越千百年的曲调就这样在耳边
流转响起。“《戚继光》是烟台京剧院创排的
新编历史京剧，通过这次在山东梨园大戏院
的演出，让更多的人了解烟台的历史文化和
京剧底蕴。”戚继光的扮演者贺青春说。

晚上7点半，锣鼓响起、服饰扮起，胡
琴一起、檀板一打，好戏开场！演出现场，
演员们铿锵遒劲、顿挫有致的唱腔，张弛有
度、精致入微、处处是戏的表演，紧凑流畅、
跌宕起伏、文武兼具的剧情，恢弘大气、寓
意深远、充满烟台元素的大写意式舞美让
观众大饱眼福，大呼过瘾，大家用不绝于耳
的掌声、喝彩声表达对剧目的赞赏，对京剧
艺术的由衷喜爱。

“没有想到一个地级市京剧院能创排出
这么好的剧目，这部剧无论故事情节，还是
音乐唱腔都非常细腻。音乐唱腔有的地方
非常俏丽，有的地方非常华彩，有的地方又
很新鲜，音乐很好听、很舒服，舞美我觉得也
是成功的。”来看演出的石女士告诉记者。

家住济南市槐荫区的刘宁波老人说，整
场晚会非常精彩，十分过瘾。“他们的功底非
常扎实，无论是唱腔还是功夫都非常厉害，
很快就把我们带入情节中。沒有想到烟台
市京剧院有这么齐全的班底！”

全剧从头到尾都是经典，每个段落都有
不容眨眼的亮点。角色众多，情节生动，戏
里行当齐全，热闹非凡。

新编历史京剧《戚继光》将历史文化与
京剧舞台艺术相结合，讲述了明代抗倭名
将、民族英雄戚继光带领戚家军抗击倭寇、
保家卫国的英雄史诗故事，是从历史中汲取
精神力量、传颂英雄事迹、传承英雄精神的
具体表现，具有强烈的教育引领作用。

京剧名家编排 打造艺术精品

“编排这样一部作品有着深刻意义。”烟
台市京剧院院长柳继东说，“通过戚继光在

实现自己抱负的过程中与当时官场的抵牾
和矛盾，展现出人物命运背后的文化历史背
景、社会制约因素等丰厚的意蕴，进一步让
青年演员表现出戚继光誓死守护海疆、爱国
爱民的赤诚之志。并通过演员的表演，让观
众更好地领悟、继承和弘扬戚继光留给我们
的宝贵精神财富。”

该剧是烟台市实施艺术精品工程精心
打造的重点剧目，创排初始就是面向全国、
高点定位，汇聚了目前国内京剧创排的一
流团队，编剧姜朝皋是中国著名剧作家、国
家一级编剧，导演是京剧言派创始人言菊
朋先生的外孙、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陈霖
苍，作曲是著名戏曲音乐家朱绍玉，由中国
京剧艺术基金会副秘书长洪业担任策划，
北京京剧院舞美设计常疆任舞美设计、北
京市曲剧团灯光设计刘贺担任舞台灯光设
计，烟台市京剧院作为班底担纲演出，立志
打造一台叫得响、传得开、留得住的京剧艺
术精品。

正式建组后，主创团队及全体演职人员
集中赴蓬莱戚继光故里、戚继光纪念馆探根
寻源、采风学习。进入排练后，全体演职人
员齐心协力，在导演的耐心讲解、精心指导

下，以攻坚克难的精神，以深植内心的韧劲,
不计苦累的付出,高强度、高负荷，白天黑夜
全身心、浸入式投入剧目排练。

“京剧名家精心编排指导，再加上演员
们的敬业精神，才能将戚继光的历史重现
舞台。”柳继东说：“《戚继光》作为烟台京剧
院首部新编历史剧目，编剧、导演、音乐、舞
美、灯光、服装均汇聚了业内最强势的阵
容，为全剧的精彩呈现奠定了坚实基础。
我们希望通过创排这部剧目，达到‘一部戏
带动一个院团，一部剧目成就一批名角儿’
的目标。”

建设京剧之城 展现“鲜美”魅力

京剧《戚继光》的创排，将历史文化与京
剧舞台艺术相结合，从历史中汲取精神力
量，以精品奉献人民、用明德引领风尚。是
振兴烟台“京剧码头”的有力举措，对优秀传
统文化的继承、创新和发展。也是烟台以戏
代练，借助国内优秀的创作力量，有效提升
院团艺术创作生产能力和演员专业艺术水
平的积极探索。

烟台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张祖玲表

示：振兴京剧码头应多措并举，既要通过展
演汇聚全国的京剧艺术，又要开展好京剧
传承，更重要的是要排演自己的优秀剧
目。新编历史京剧《戚继光》是我们认真贯
彻落实习总书记关于文艺创作系列讲话精
神和视察山东、视察烟台重要指示精神的
重要表现，也是烟台重塑京剧码头雄风的
强力之举，我们希望此剧成为弘扬优秀传
统文化，擦亮烟台“京剧码头”百年文化品
牌的重要形式。

近年来烟台市提出了建设京剧之城的
目标，着力从精品剧目创排、京剧艺术展演
和京剧人才培养三个方面入手，开展了烟
台京剧艺术周、烟台京剧大舞台、烟台京剧
艺术国内巡展、烟台京剧夏令营等活动和
项目，极大地促进了烟台京剧艺术发展和
繁荣。

此次《戚继光》在山东梨园大戏院开
演，是2020烟台文化旅游（济南）推广周的
首场活动，在接下来的几天，烟台将通过演
出、签约、展览、座谈等多种形式展示“仙境
海岸 鲜美烟台”的城市形象和独特魅力，
邀请游客朋友们到烟台，度过不一样的“鲜
美”秋冬。

烟台原创新编历史京剧《戚继光》演出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