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展览时间 展览名称 展览地点

2021年12月22日—
2022年 3月 28日

寻觅，那一抹蓝——烟台市

博物馆馆藏金属胎珐琅器

精品展

一楼特展厅

2022年1月 15日—2022

年 5月 23日

虫·逢——世界珍稀昆虫标

本展
三楼临展厅 1-2

常年 滨州历史文化陈列 二楼历史文化展厅

常年 滨州孙子文化展 三楼孙子展厅

常年
虎跃龙翔——中国虎文化

百馆联展
线上展览

常年
旗帜——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 100周年特展
线上展览

常年
黄河之水天上来——历代

黄河舆图特展
线上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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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刘
清春 通讯员 于倩倩 报道）好消
息！市博物馆春节假期正常开放，

“新春博博荟”开启了！
“新春博博荟”是滨州市博物

馆连续3年打造的重要节庆品牌活
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适合不同
年龄段参与。在活动现场，您可以
看展览、听讲座、做手工、赏影片，
全方位感受浓厚的节日氛围、学习
优秀的传统文化。

2022年“新春博博荟”分为博
览、博闻、博艺、博影、博学五大板
块，共计54场次活动。除了滨州历

史文化陈列和孙子展厅等固定展
陈外，还有虫逢·世界珍稀昆虫标
本展、“寻觅，那一抹蓝”——烟台
市博物馆馆藏金属胎珐琅器精品
展等精彩临时展览以及虎跃龙翔
——中国虎文化百馆联展、旗帜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特展、黄河之水天上来——历代黄
河舆图特展等线上展览、专题知识
讲座、传统手工技艺制作、新春观
影、新春“送福”服务活动等。

每天9：00—17:00，相聚滨州
市博物馆，感受传统中国年的无穷
魅力。

快收藏！市博物馆“新春博博荟”开启了
新春博博荟之博影——光影童年

观影时间 电影名称 观影地点

1月 3日（腊月初一）

14:00—16:00
《奇迹男孩》

四楼多功能厅

1月 9日（腊月初七）

14:00—16:00
《功夫熊猫 2》

1月23日（腊月二十一）
14:00—16:00

《宝葫芦的秘密》

1月26号（腊月二十四）

9：00-11：30
《长津湖》

1月27号（腊月二十五）

9：00-11：00
《哪吒重生》

1月28号（腊月二十六）

9：00-11：00
《铁道英雄》

1月29号（腊月二十七）
9：00-11：00

《姜子牙》

1月30号（腊月二十八）

9：00-11：00
《流浪地球》

2月 2号（正月初二）

9：00-11：00
《十二生肖》

2月 3号（正月初三）

9：00-11：00
《铁道英雄》

2月 4号（正月初四）

9：00-11：30
《长津湖》

2月 5号（正月初五）

9：00-11：00
《大鱼海棠》

2月 6号（正月初六）

14:00—16:00
《神笔马良》

2月12号（正月十二）
14:00—16:00

《十二生肖》

2月19号（正月十九）

9：00-11：30
《哪吒重生》

2月26号（正月二十六）

9：00-11：30
《神笔马良》

活动时间 活动名称 活动地点

1月 15日（腊月十三）

9:00—11:00
探野虫趣——黏土昆虫制作 三楼孙武讲学堂

1月 15日（腊月十三）

9:00—11:00
传承草编技艺 感受美丽非遗 三楼互动体验区

2月 3日（正月初三）

9:00—11:00
虎虎生威——黏土老虎制作 三楼孙武讲学堂

2月 4日（正月初四）

9:00—11:00
花开盛世——传统花艺体验 三楼互动体验区

2月 5日（正月初五）

9:00—11:00
万事如意——如意制作 三楼孙武讲学堂

2月 6日（正月初六）

9:00—11:00
年画制作 三楼孙武讲学堂

2月 12日（正月十二）

9:00—11:00
老虎福牌制作 三楼孙武讲学堂

2月 13日（正月十三）
9:00—11:00

彩灯兆祥——醒狮灯笼 DIY 三楼孙武讲学堂

新春博博荟之博艺——手工技艺
新春博博荟之博闻——文化讲堂

讲座日期 讲座名称 主讲人 讲座地点

1月 8日

（腊月初六）

9:00—11:00

《大道同

源：周易与

孙子兵法》

韩荣钧韩荣钧韩荣钧韩荣钧，历史学博士，滨州学院

人文学院副教授，滨州学院孙子

研究院兼职研究员，滨州市政协
文史馆员，滨州孙子文化研究会

特聘专家。著有《神机庙算：周

易与孙子兵法》等著作。

四楼多功能厅

1月 15日

（腊月十三）

9:00—11:00

《我们的家

园》

焦猛焦猛焦猛焦猛，动物学博士，就职于山东省
博物馆，“虫逢—世界珍稀昆虫标本

展”策展人，常年参与各种野外调

查，命名多个新属、新种。

2月 20日

（正月二十）

9:00—11:00

《生活中的

昆虫》

李建庆李建庆李建庆李建庆，博士,教授,全国优秀科

技工作者、滨州市有突出贡献的

专业技术人员，现任滨州学院教

务处副处长、实验管理中心副主

任。长期从事昆虫学研究，先后
主持多项国家级、省市级自然科

学项目。科学出版社首位出版著

作1部。发表论文 50余篇。

新春博博荟之博览——主题展览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郭文璐 刘青博 报道）2 月 6日
（正月初六）晚19：30，《红壶相声
社·一壶二锅头相声大会》将在
滨州大剧院上演。滨州日报·滨
州网继续送出福利，20张演出票
免费抢！1月29日上午10点开
抢！

提起郭阳和郭亮，大家一定
非常熟悉，郭阳与郭亮是一对颇
具特点的孪生兄弟，在《欢乐喜
剧人第四季》节目中，其颇具都
市生活气息的作品和接地气的
表演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
《金秋相声大联欢》节目中，独具
风格的郭阳与郭亮又给观众带
去了一波又一波的欢声笑语。
红壶相声社将近年来参加过央
视春晚，各地方卫视春晚以及各
大喜剧综艺节目的相声演员们
汇聚一堂，致力于为广大观众带
来国内高水平的相声表演。

大年初六，拯救不开心，郭
阳和郭亮喊你来滨州大剧院听
相声啦。

抢票方式:
1、滨州币抽奖。打开滨州

网App，进入“我的”，点击“积
分”，即可看到抽奖活动，每10个
滨州币抽一次(抢票系统1月29
日上午10点开放)。

2、滨州币兑换。1000个滨
州币可直接兑换演出票。取票
方式：请中奖用户凭用户名和兑
奖信息，在工作时间(8:30--11:
30；14:00--17:30)到黄河5路
与渤海17-1路路口向南50米
路东滨州日报社1007室领票。
兑奖时间截止到1月 31日 11:
00，超时将被取消兑奖资格，请
准时兑奖。

温馨提示:
1、下载滨州网 App，注册成

为滨州网用户，通过邀请好友、

点赞、转发、评论文章等方式，可
以赚取更多的滨州币，增加抽奖
机会。扫描以下二维码或通过
各大手机应用市场搜索“滨州
网”即可下载滨州网App。

2、抢到演出票的朋友请在
15分钟之内点击立即领奖、填写
兑奖信息并确认发货以锁定门
票，超过15分钟将会被取消兑奖
资格，所中演出票将会被系统自
动退还奖池继续参与抽奖。活
动票数有限，如果因故不能观看
演出，可以把票转送给想去的朋
友，或提前打电话告知滨州网工
作人员，以避免门票资源浪费。
联系电话：0543-3163568。

20张《红壶相声社·一壶二锅头相声大会》
演出票免费抢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郭文璐
刘青博 报道）2月9日（正月初九）19：
30，《那只船上的年轻人——低苦艾巡
回演出》将在滨州大剧院上演。滨州
日报·滨州网继续送出福利，20张演出
票1月29日上午10点开抢！

低苦艾于2003年成立于兰州，是
中国民谣摇滚开山乐队。以刘堃为灵
魂人物和音乐主创的低苦艾，作为中
国民谣摇滚的里程碑，其作品的艺术

价值与强烈的人文关怀，启迪了无数
后进乐队。代表作《兰州 兰州》通过诗
化的语言和旋律，唤起青年人群回归
精神原乡的浪潮。

十几年来，在主唱刘堃的带领下，
低苦艾总在音乐和演出上尝试各种风
格和编组搭配，希望每一次的演出都能
给听众带来不同的感受。2020年，低
苦艾进行“我爱你”特别专场巡演，建立
低苦艾大乐队，在原有成员基础上，加

入小号、长号、合成器、钢琴、和声，组成
11人的大乐队编制进行巡演，从编曲、
灯光、舞台视觉、服装美学全面变革，获
得行业内音乐人、乐评人、媒体高度评
价，更受到乐迷认可与喜爱。

2003年至2021年期间，低苦艾乐
队作为中国音乐的中坚力量，是中国各
个音乐节的常客 ，长期受到迷笛音乐
节、草莓音乐节、摩登天空音乐节、半岛
音乐节等邀约，作为亮点乐队出场。

20张《那只船上的年轻人—低苦艾巡回演出》
演出票免费抢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刘清春 报道）近日，作家孙凤鸣
长篇小说《洼地》出版。

该书以作者的大姨、二姨和
母亲为原型，用满含深情的笔触
讲述了鲁北平原一个平凡而又
伟大的家族中，三姐妹传奇又跌
宕的人生经历。不论是战火纷
飞的岁月，还是和平年代，无数
善良勇敢、坚韧不拔的儿女在洼
地这方热土前仆后继，不断续写
着一幕幕精彩故事。

在这部小说中，有国家大
事，也有家长里短，在一个个人
物的生动演绎下，在主人公的直
接讲述和旁观者黎冬的转述中，
那段岁月在读者眼前徐徐展开，
一部反映家国情怀的史诗般著
作向我们走来。

济南出版社陶静评价，这部
小说画面感强烈，让人有身临其
境之感……不论是战火纷飞的岁
月，还是和平年代，我们身边都有
像静荣三姐妹一样善良勇敢、坚
韧不拔的人，她们在洼地这方热
土上前仆后继，演绎着一幕幕精
彩的故事；也有无数个“黎冬”，听
着、记着、转述着先辈们的故事，
这些故事是激励我们砥砺前行的
宝贵财富。鲁北平原上，一束束
黄荆草迎风怒放，它们的根系深
深扎入大地深处，不断汲取营养，
这才有了怒放的美景。鲁北儿女
们也像黄荆草一样，以坚韧不拔
的心性奋力拼搏着，绽放出最美
的笑容，迎接美好生活。

孙凤鸣，山东滨州人，1957年
出生，省作协会员，毕业于滨州学

院汉语言文学系，曾在《山东文学》
《山东作家报》等刊物发表散文若
干。自2013年开始小说创作，已
出版长篇小说《潜流》和中短篇小
说集《冬》，完成长篇小说五部及中
短篇小说多篇，约200万字。

“我写这本书的初衷很单
纯，就是要把前辈们的人生经历
写出来，因为这不仅仅是我一个
家族的故事，也体现了那个年代
的情况，通过小家来反映大家。”
孙凤鸣说，创作过程中他满怀激
情，30多万字的小说仅用一年半
的时间就创作完成。“我的三姐
孙凤东、二表姐韩淑英都经历过
那个年代，在这本书的写作过程
中，她们给我提供了十分珍贵的
材料，这本书能够顺利出版，离
不开给予过我帮助的人。”

滨州作家孙凤鸣新书《洼地》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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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阳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山东阳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定于

2022年2月18日召开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现将会议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召开事项

（一）召集人：山东阳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会议时间：2022年2月18日（星期五）
上午10:00，所有参会人员须于9:30前到场签
到。

（三）会议地点：阳信县阳城四路667号阳信
农商银行八楼会议室。

（四）参会人员：本行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
董事、监事和党委成员，各支行行长、部室（中
心）经理及聘请的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审议利润分配、股金分红、外部审计机构聘
请等议案。

三、会议出席

（一）自然人股东需持本人身份证，委托代
理人需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委
托代理人身份证办理签到手续。

（二）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需
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授
权委托书（适用于授权代表）及本人身份证办理
签到手续。

自然人股东授权委托书、法人股东授权委
托书可到阳信农商银行任一营业网点领取。

四、会务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朱云朋：0543-8231962
山东阳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1月29日

山东阳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