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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胡
旭阳 通讯员 尹承尉 葛彩华 报
道）昆虫的世界是丰富多彩的，我
们身边总有五颜六色、姿态万千的
昆虫，却常常把它们忽略了。本周
六，让我们一同走进滨州市博物
馆，观赏千余种世界珍稀昆虫标本
吧。

由山东博物馆、滨州市文化和
旅游局主办，滨州市博物馆承办的

“虫·逢——世界珍稀昆虫标本展”
将于1月15日上午9点18分在市
博物馆一楼大厅举行开幕式。

本次展览展出来自世界五个
大洲的上千件珍稀昆虫标本以及
黄河三角洲地区的常见昆虫标本，
讲解昆虫的起源、器官、种类等科
学知识，展示黄河三角洲地区常见
昆虫类型，介绍昆虫与文化之间千
丝万缕的联系。

久别“虫”逢

市博物馆邀您观看
“世界珍稀昆虫标本展”

在2021年滨州市节水标杆单
位培育和遴选工作中，市城乡水务
局、滨州职业学院、市机关政务保障
中心、阳信县水利局、滨州医学院附
属医院、博兴县水利局、阳信县机关
政务保障中心、沾化区水利局、邹平
市水利局、惠民县水利局等10个单
位被评为公共机构节水标杆。这些
单位注重从细微处着手，多措并举
实施节水措施，带动了全社会节水
意识较大提升。

市城乡水务局围绕“节水意识
强、节水制度完备、节水器具普及、
节水标准先进、监控管理严格”节水
标杆定位，积极开展节水机关建设，
注重强化节水管理、技术改造和宣
传教育，取得显著节水成效。目前，
该 局 办 公 楼 用 水 单 耗 降 低 到
8.56m3/人·年，远低于国家机关用
水定额，非常规水资源利用等均达
到省节水标杆单位评价标准。该局
充分分析办公楼空间布局、用水单
元、水量分配、节约潜力等因素，开
展水平衡测试，本着节约、不铺张浪
费、避免大投入、大建设的原则，制
订《用水计划实施方案》，建立系列
节水制度。该局对部分漏损管道节
点进行更换改造，绿化浇灌全部采
用节水灌溉措施，用水分户、分功能
区计量率达到100%，停车场、路面
等区域达到“海绵城市”建设要求。
2020年，该局建立节水监测平台，
能够对整个供水管网系统进行可视
化计量、数据分析、预警报警。近
日，该局上榜省水利厅等12个部门
联合公布的2021年度山东省节水
标杆单位名单。

滨州职业学院以“创建节约型
校园”为载体，认真完善和实施一系
列节水方案措施，做到科学节水，合
理用水，在办学规模不断扩大的情
况下，学院年用水量保持逐年降低
的态势。2016年，学院顺利完成省
节约型高校节能监管平台建设示范
项目一期工程，通过智能水电暖表
数据回传，实现能耗精细化管理；学
院在教学楼全部更换为节水型智能
感应小便器，节水器具使用率达
100%；实施雨水收集和绿化喷灌，

年节省水费20万元以上。学院不
断完善各项节水制度，坚持开展多
种形式的节水宣传教育活动，增强
了师生的节水意识，形成了人人把
珍惜水、节约水、保护水变成自觉行
动的新风尚。今年，学院入选山东
省节水型高校。

滨州市机关政务保障中心明确
任务重点、健全规章制度、抓好节水
宣传、更新改造节水器具、强化节水
检查，推动实现市政大楼2020年全
年用水量比2019年节约0.4万立方
米。该中心推广应用节水技术，逐
步淘汰不符合节水标准的用水器具
和设施，安装使用国家标准的节水
型水龙头、节水型冲便器，节水器具
使用率达到100%；加强对供水用
水设施、设备和器具的维护管理，对
发现的问题及时处理，有效防止跑
冒滴漏现象；实施了中央空调冷凝
水回收利用、市政办公楼用水监测
分析、水平衡测试等节水项目建设，
进一步挖掘了节水潜力；开展节水
宣传和教育培训，全面增强干部职
工节水意识，形成“节约用水，人人
有责”的良好氛围。

阳信县水利局以水利行业树标
杆、水利职工作表率为己任，积极打
造“节水意识强、节水制度完备、节
水器具普及、节水标准先进、监控管
理严格”的节水机关，实现人均用水
量 8.566m3/（人·年），远 低 于
25m3/（人·年）用水定额标准要
求。该局注重节水宣传引导，强化
节水制度建设，切实增强干部职工
节水惜水意识；在原有节水设施基
础上，对局机关大楼管网严重漏损
节点进行修缮改造，实现了节水器
具配备率100%；安装新水表15块，
在水表上安装智能监控设备，实现
分户、分区计量和各用水单元在线
监测、统计、管理；采取技术上可行、
经济上合理的措施降低用水消耗，
用水管网漏损率下降到0.67%。

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本着科学
管理、循环利用、节约保护的用水原
则，围绕服务医疗、方便患者的要
求，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
作。该院定期组织开展节水知识及

有关政策、制度学习；抓好节水产品
和节水技术推广应用，逐步淘汰高
能耗设备和产品，对新建、改扩建工
程项目一律采用节水型器具；加强
供水管线的日常巡视及设备改造、
维保，一、二级水表定时监测记录，
对数据进行对比分析，发现跑冒滴
漏及时进行维修；提倡循环用水，绿
地用水采用喷灌、滴灌等节水灌溉
方式；建设雨水收集系统和纯净水
尾水回收系统，主要用于冲厕、浇灌
及营造人工湿地或生态水池。

博兴县水利局本着“因地制宜、
尊重现实、细微入手、单元控制、循
环高效、加强监管”的基本原则深挖
节水潜力，使机关用水得到进一步
控制，年节约用水量235立方米。
该局完善节水管理制度，明确责任，
细化分工；建立用水台账，由专人负
责对用水总量、各用水单元用水量
逐月进行记录，对月、季和年用水量
分别进行统计；组织开展节水、护水
志愿者系列活动，普及节水知识，推
广节水技术；在局办公楼电子屏滚
动播出节水宣传片，结合党建学习
活动加强广大党员干部对节约用水
法律法规等知识的学习，积极组织
全体干部职工参加节水培训教育。

阳信县机关政务保障中心严格
制订年度节水计划和责任目标，切
实抓好各项节水措施落实，节水工
作取得新成效。2018年，该中心协
调阳信县自来水公司投资110余万
元对供水管线及控制闸阀全部重新
进行了优化和技术改进，实现了分
层控制和计量；在办公大楼全部使
用符合节水标准的龙头、冲洗阀、水
箱等节水器具，卫生间一律使用节水
阀（箱），机关绿地浇水采用喷灌、滴灌
等节水措施，节水型生活器具使用率
达100%，供水管线、设施漏损率不到
1%；停车场及硬化场地全部采用“海
绵城市”透水层设计；铺设雨水收集管
道，为周围绿化用水提供了水源。

沾化区水利局制订《节水标杆
单位创建实施方案》，对照节水标杆
创建标准逐项查找自身不足，建立
问题台账，将各项机关节水工作责
任细化到股室、到具体人员，明确具

体措施、工程进度和经费保障。该
局采用“互联网＋监管”的方式打造
智能水量监控平台，及时预警风险，
实现了用水24小时在线监管；实现
对总用水量一级计量，对办公大楼、
中央空调、绿化灌溉等功能分区二
级计量；节水器具普及率达100%；
改造供水管网，杜绝了跑、冒、滴、漏
现象；增建雨水、冷凝水回用系统，
升级绿化灌溉设施；有力发挥水利
行业节水标杆示范作用，大力宣传
节约用水、科学用水、依法用水。

邹平市水利局完善节水型社会
达标建设机制和节水长效机制，全
面开展工业、农业和生活节水示范
区建设，水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
水环境生态不断修复，公众节水意
识明显增强。该局制定了巡回检
查、设备维护、用水计量等节水管理
规章制度，建立节水管理岗位责任
制，定期开展水平衡测试；具有完整
的供水管网图、排水管网图和计量
网络图，建有智能取水监管平台，一
级表计量率达到100%；设立纯净
水尾水收集桶，卫生洁具设备漏水
率为零，供水管网漏失率1.09%；积
极编制节水宣传材料，开展节水宣
传主题活动和专题培训，创新设置
了户外节水宣传彩色LED显示屏，
为节水日常宣传提供了平台保障。

惠民县水利局将节水机关建设
列入主要议题，2020年5月编制了
《节水机关建设实施方案》，明确建
设任务、创建目标、细化工作内容。
该局突出用水精细化管理，积极进
行水平衡测试、管网漏水诊断，按照
用水功能划分建立用水台账，各用
水单元水计量率达到97.5%；加强
节水设施改造，对办公楼内所有洗
手池、拖把池、卫生间更换了节水龙
头、便池，对用水器具、水表计量设
施、绿化喷灌设施等进行检查维护；
充分利用非常规水，收集雨水、空调
冷凝水用于绿化带浇灌，回收纯净
水制水设备的尾水用于办公楼保
洁；注重节水宣传教育，建立节水护
水志愿服务队，组织开展线上线下
节水宣传活动，积极营造“节水爱水
惜水”浓厚社会氛围。

公共机构细微处入手带动社会提升节水意识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孙文杰 通讯员 田静 王龙

>>>2021年滨州节水标杆系列报道之五

最近两年，我曾经的同事、小友
于海亭喜讯不断，画作连连入展，其
中在山东省第十一届文化艺术节
上，他的画作《山村遗风》成功入选
全省美术作品展览，并斩获优秀奖。

这实在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
这次全省美展是从1600多幅美术
作品中遴选出207幅入围作品，经
过初评、复评先后两轮严格评审，从
207幅作品中再次筛选出148幅入
选作品，又从148幅作品中筛选了8
幅优秀国画作品。这148幅入选作
品不乏名家之作，一个小县城的普
通画家的作品能够从中脱颖而出，成
为8幅获奖作品之一，这万万不可以
运气释之。在我来说，喜，但不惊，因
为我一直认为这都是水到渠成的结
果。他勤奋、执著、聪慧，所谓“天道
酬勤”，此次获奖亦是最好的证明。

若干年前，对书画一窍不通的
我在朋友的支持下，竟然主办了一
个网站：梁邹书画网。既然是书画
网，自然需要联系书画界人士以作
支撑。这时，有人推荐了文化馆的
几个画家。因为文学的缘故，我对
文化馆有着独特而深厚的感情，于

是立刻联系了只有30岁左右的画
家于海亭。很快，他把资料发给了
我，并给我送来了一本自己出版的
画册，还有一幅三尺整张的画。

说实话，对于画——还有书法，
我是门外汉，哪敢多嘴，我一般的认
识就是看行家的评述，再就是自己
作为观者的直接感受。我不懂什么
是传统笔法，也不懂什么是现代元
素，我只觉得清新脱俗，画中充满了
灵气，细节精致，线条丰满……都说
海亭有个性，但如果太随俗，你就别
搞艺术。细究起来，可以在他身上发
现，那种文人的气息表现得更为浓郁
了一点，比如率真、孤傲，包括骨子里
的那种韧性和无所顾忌。而我以为，
这也正是于海亭的可贵之处……

应该说，我和于画家是两条道
上跑的车，既无工作之瓜葛，也无事
业之冲突，后来连续几年中，我们都
是不咸不淡相处着，偶尔有个饭局，
也经常开几句玩笑，有时则故意开
口索画，感觉吓吓他也蛮好玩的。
却不料他竟然三番五次地给我，有
一次甚至直接装裱了送给我，有时
送给我画还会请我吃饭……我吃

惊，别人也觉得不可思议，我宁某人
算老几，怎么这个于海亭偏偏把我
看顺了眼，难道这就是他之另类
处？我不讳言，经常说给于画家听，
但他只是一笑，一切如故。

于画家对于我的友情就这么一
点点日积月累起来，我也只得甚至
是必须重视了。然而，我之所谓重
视又能算什么，艺术上不能给予点
拨，事业上无力予以支持，经济上更
是难以资助……我也想过给他写几
篇评论，但考虑到这并非自己所长，
还不如闭嘴少说，免得谬种流传，且
贻笑大方了。偶尔也会说出对其作
品的一点认识或看法。当然，我是
门外汉，也只能说外行话，皮毛而
已，有没有作用，或者能不能被他认
可就都不重要了。

2017年 11月，干了八年临时
工的我失去了心爱的工作。而此前
不久，我刚请于画家为我的一个亲
戚画了一幅山水画，并拿回了一点
钱，于是联系了于画家，一是答谢，
二是辞别。那天中午，海亭没有要
钱，说是为我新出版的诗集赞助，还
说我如果需要画，尽管开口。我虽

然很感动于海亭的善意，但毕竟人
走茶凉的事见得太多，对于未来，我
们的友谊能不能保持，我真的是没
有丝毫的信心。

事实证明，我还是“小人之心度
君子之腹”了。2021年初，我在家
新建了一个工作间，心中有些惴惴
地打电话给海亭，求他一套四条
屏。他爽快地答应了，并且以最快
速度给我画了出来。此后不久，听
说我编定了一本名为《耕读椿下》的
新诗集，当即给我画了二十多幅精
美的插图以及封面……

不能否认，我和海亭还是颇为
接缘的。他之能够如此待我这无职
无权的将老之人，窃以为还是因了
我对他的充分理解有关。以我有限
的见闻，一个艺术工作者万万不可
以失却了应有的个性。处世圆滑、
八面玲珑……这样的人可以纵横江
湖，但注定成为不了真正的艺术家，
其作品也必然是平庸俗气。我现在
不敢说海亭的艺术道路到底能走多
远，但我一直深信，只要是走在正确
的道路上，就一定会走出属于自己
的风景。

在寻常的人生里追求不寻常的艺术
——记画家于海亭

宁治春

“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
是年。”为了让孩子们感受“腊八节”
的风俗习惯，近日，滨州经济技术开
发区实验幼儿园开展了丰富多彩的
腊八节主题活动。

活动中，老师向幼儿讲述了关于
“腊八节”的来历。孩子们通过创意
粘贴画，制作“腊八粥”等形式，形象
具体地了解了“腊八节”文化，感受中
国传统节日魅力，感受到“腊八节”所
传递的温暖、吉祥的节日文化。

滨州日报/滨州网通讯员 魏静
摄影）

温情冬日
情暖腊八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胡
旭阳 通讯员 于倩倩 报道）1月15
日（周六）9:00，孙子书院·文化讲
堂邀请山东博物馆动物学博士焦
猛走进滨州市博物馆，为市民带来
精彩讲座——《我们的家园》。焦
猛博士将从昆虫的起源与进化、昆
虫的分类、身体结构、我们身边的
昆虫、昆虫与文化等方面展开科普
宣讲。感兴趣的市民朋友可扫描
下图二维码报名。。

昆虫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
组成部分，也是地球上数量最多的
动物群体，昆虫种类组成、区系特
点对维护自然生态平衡、保护生物
多样性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

据资料记载，昆虫的历史比人
类要早很多，昆虫最早出现于四亿
多年前的古生代泥盆纪，比鸟类的
出现早了近两亿年，是第一批出现
在陆地上的动物，称得上是一个古
老的动物家族。

尽管在漫长岁月长河中出现
过很多自然灾难，但昆虫因其强大
的繁殖和适应能力在生存竞争中
生生不息、繁衍至今，成为兴旺发
达的大家族。如果您细心观察，就
会发现昆虫的踪迹几乎遍布世界
的每一个角落，与人类的生活存在

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那么，您对自然环境中的昆虫

了解多少？昆虫界的伪装高手是
谁？昆虫的存在又有什么意义
呢？……走近昆虫的世界，让我们
一起探索大自然的奥秘。

讲座预告——

1月15日山博动物学博士
来滨开讲《我们的家园》

新华社北京12月27日电 记
者27日从国家文物局获悉，为加
强民间收藏文物管理，促进文物
市场有序发展，国家文物局等六
部门近日印发相关意见，提出建
立文物鉴定公益性咨询常态机
制，提高民间收藏文物保护水
平。

意见提出，建立文物鉴定公
益性咨询常态机制，鼓励有条件
的国有博物馆、国有文物商店、涉
案文物鉴定评估机构等面向社会
提供公益性咨询服务，普及文物
收藏鉴赏知识。探索建立国家文
物鉴定评估管理体系，试点开展
文物鉴定机构资质管理，规范文

物鉴定经营性活动，为民间收藏
文物有序流通提供便利服务。

意见指出，健全落实将民间
收藏文物捐赠国有文物收藏单位
的奖励制度和税收优惠政策，允
许以捐赠者姓名、名称冠名馆舍
等设施，吸纳捐赠者参与公共文
化机构法人治理。

意见同时强调，明晰文物入
市流通条件，加强交易风险提示，
充实和完善中国被盗（丢失）文物
数据库，发布被盗（丢失）文物信
息案件市场警示目录、禁止交易
文物认定指导性标准等政策指
引，引导民间文物收藏者和文物经
营主体合法交易文物。

国家文物局等六部门：

建立文物鉴定
公益性咨询常态机制

遗失声明
联系电话：3186726 18654306492

山东滨州交运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鲁M706V7（蓝牌）车
辆道路运输证丢失，鲁交运管
滨字 371600200368 号，声
明作废。

滨城区海边人生鲜食
品 超 市 食 品 经 营 许 可 证
正 副 本 丢 失 ，证 号
JY13716020101704，特 此
声明。

滨州市职工文化体育协会
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正本丢
失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51371600MJE9904406,声
明作废。

沾化县付家河灌区用水者
协会银行开户许可证丢失,核
准 号:J4665000065601, 声
明作废。

沾化县付家河灌区用水者
协会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丢
失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51371603MJF0065132, 声
明作废。

山东万美装饰工程有限公
司丢失滨州新湖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于2019年6月18号开
具的保证金收款收据壹张,编
号:1830422,金额壹拾万元
整，声明作废。

博兴县汇联民间资本投融
资登记服务中心民办非企业单
位登记证书正副本丢失，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52371625MJF025351M,
声明作废。

山东惠众财金装配式工
程有限公司鲁MAZ960（黄
牌）车辆道路运输证丢失,
证 号:371602301254，声明
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