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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盛开的荷花、红彤彤的福字鼓、
黄澄澄的龙船，从7月8日开始，每当华
灯初上，吉林市就迎来了一个个欢乐的
夜晚。以“荷塘月色”、“满乡满韵”、“江
城明珠”、“鼓舞中华”等为主题的35组大
型彩灯在松花江上和岸边熠熠生辉，把
吉林市装点成一座流光溢彩的不夜城。

记者从西关宾馆慢慢走到临江门大
桥，只见25组江面河灯摇曳在松花江浩
瀚烟波上，引人无限遐想。“荷塘月色”灯
组寓情于景，亭亭玉立的荷花宛如下凡
仙女送上美好祝愿；“满乡满韵”灯组通
过旗袍、头饰和绣花鞋等元素，展示作为
满族发祥地之一的江城所承载的厚重历
史文化。在头道码头、市政府前广场、三

道码头，10组陆地灯组则与江面河灯遥
相呼应。“鼓舞中华”灯组，采用中国红的
主体色调，高悬的红灯、腾空的金龙，象征
着江城人民正朝着富民强市的宏伟目标
迈进；“国色天香”灯组用中国水墨画的
写意技法，勾勒出勃勃生机和盎然情趣。

据吉林市文化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松花江具有江面宽、水流急、江风大的特
点，设计和施工难度非常大。为了确保
展出质量和效果，巨型彩灯采用特殊钢
骨架结构，灯体装饰通透。彩灯底座采
用特殊的水上浮排，确保巨型灯组放置
于江上不移位、不变形。在彩灯布置上
结合江面展示区域的弧形变化，错落有
致地摆放灯组，使江面彩灯浑然一体，达

到灯水交融的艺术效果，让观众从全方
位、多角度欣赏到美轮美奂的画面，感受
到一步一美景，景景各不同的意境。

该负责人告诉记者，尽管本届灯组
数量少于前两届，但精美程度胜于以
往。在主题设计上，选取了百姓喜闻乐
见的吉祥元素，并突出了地域文化；在制
作上，采用高浮雕分层分色装饰手法，造
型立体、仿真度高；河灯关键部位均采用
手工绘制，画面优美，精美耐看，同时结
合LED变光、变频技术及捆扎工艺，使
灯组造型层次分明，栩栩如生。另外，江
上所有大型灯组全部由纸、竹等可降解
材料制成，20%为上届河灯节的拆解材
料，亮化设备也尽可能地采用了节能产

品。河灯节结束后，工作人员将对所有
江面灯组拆解回收，确保松花江上不残
留任何材料垃圾。

记者沿着松江中路一路走下去，每
隔几米就能看到有市民拿着相机拍照，
其中还有不少外地游客。采访中，一位
乘船游览的外地游客程先生告诉记者，
他是浙江人，在网上看到吉林的河灯节
非常漂亮，就趁着孩子放暑假，领着一家
三口来了。在三道码头的绿化带上，婀
娜多姿的桃树、展翅欲飞的彩蝶、造型可
爱的昆虫，一组名为“梦幻长廊”的彩灯
围满了兴奋的小朋友。家住紫光秀苑的
市民金女士高兴地说，现在松花江两岸
越来越漂亮了，老百姓的文化生活也越

来越丰富多彩，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和家
人来江边散步。

由于河灯文化节让许多外地游客慕
名而来，很多旅行社把晚间观赏彩灯作
为新开发的旅游项目之一。吉林市雾凇
旅行社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河灯节吸引
不少外地游客前来，已经成了旅行社的
必备景点之一。河灯节不仅带火了旅游
业，也带火了餐饮业和宾馆服务业。江
边附近的饭店，晚上常常是座无虚席。
有的餐厅还延长了营业时间，一些烧烤
店更是通宵营业。吉林大街、解放大路、
天津街等一些大中型酒店业主也表示，
最近的客房入住率让商家很满意，越是
离江边近的酒店入住率越高。

摇 曳 生 辉 醉 江 城
——吉林市第三届松花江河灯文化节走笔

本报记者 王子阳

8月4日，两名观众在古城街头观看一幅大理摄影长卷作品。第五届大理国际影会自8月1日在云南大理开幕以来，
200多个主题的6000余幅中外摄影家作品让观众大饱眼福。目前，到大理古城影会现场观看摄影展的游客和摄影爱好
者已超过10万人次。 新华社记者 陈海宁 摄

本报讯（关河）世界超级模特大赛中国
冠军赛“唐风温泉杯”东北地区选拔赛，从
8月初至9月20日将在大连、哈尔滨和长
春三市陆续展开。

世界超级模特大赛是由世界超级模特
组织联合世界超级模特经纪机构精心打造
的一项全球范围内选拔、推出顶级模特人才
的全球最高水平赛事之一。经世界超模组
织授权批准，北京华港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取
得了2014年世界超模大赛中国冠军赛的举
办权。北京华港国际文化交流中心授权大
连金玛集团唐风温泉会馆和大连唯高文化
传媒有限公司作为承办方，承办东北地区赛
事。唐风温泉拥有东北地区赛事的独家冠
名权，并将在唐风温泉会馆举办东北地区选
拔赛的复赛、决赛及颁奖晚会。

举办此次世界模特大赛东北地区选拔
赛，旨在借此提升人们的文化欣赏品位，发
现培养一批修养好、素质高的模特儿，为东
北各城市的服装、表演等有此类需求的单位
举荐人才。同时，也为承办单位和协办、赞
助单位搭建一个提高知名度、美誉度的良好
平台。

经大赛组委会研究决定，本次赛事
分为两个阶段举行。从即日起至 9 月
10 日，分别在哈尔滨、长春和大连三市
设立专门工作机构，接受辽、吉、黑三省
选手的报名（吉林省赛区为吉林省模特
协 会 ，网 址：www.jlpma.com.cn 电话：
0341-88579899），并在上述三城市进行海
选和初赛。第一阶段过后，每省各选出20
名优胜者参加于9月10日起至9月20日在
大连唐风温泉举办的复赛、决赛，最终产生
冠、亚、季军各1名；最佳表演、上镜、才艺、
化妆奖各4名；优秀选手奖11名。对上述
获奖者将分别颁发与世界超模大赛制式一
致的奖杯、获奖证书和奖金。其中获冠、亚、
季军者将代表东北赛区参加于2014年4月
在上海举行的世界超模大赛中国冠军赛的
比赛。

9月20日，大赛组委会将在唐风温泉
举办盛大的颁奖典礼和文艺晚会。届时，东
北地区近20家电视台将直播颁奖及演出盛
况，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将有幸一睹精彩
的文艺节目和T型台上婀娜多姿的关东佳
丽的风采。

关东佳丽竞风采
世界超模大赛中国冠军东北地区选拔赛拉开帷幕

本报讯（李松筠 李文灏 记者王连生）
从7月下旬开始，梅河口市全面开展“农民
文化月”活动，打造“送、种、展、评”四大板
块，农民文化活动丰富多彩，为农民奉献丰
盛的“文化套餐”。

在“农民文化月”活动中，梅河口市委
宣传部组织开展送器材、送图书、送电影、
送农资系列活动，市文广新局、市科协向黑
山头镇自强村文化大院赠送了乐器、演出
服装和价值1.2万元的600册图书，梅河口
市农业局向黑山头镇农科站赠送了农用物
资，自强村农民表演两场精彩的健身舞。

梅河口市“农民文化月”活动结合实际、
突出特色，活动分为“送、种、展、评”四大板

块，“送文化”板块在全市开展送戏下乡、送
书下乡和送科技下乡活动，组织演出80场
文艺演出，开展农民工子女阅读活动。进
一步完善乡镇文化站、农村文化大院、农家
书屋基础设施建设。“种文化”板块开展丰
富多彩的农民才艺选拔赛、全民健身活动
选拔赛和书画文化、农业知识培训等活
动。“展文化”板块推出农村题材艺术作品
展、召开全民健身活动展示大会、进行农村
题材优秀电影电视剧巡展。“评文化”板块组
织开展“欢乐农村、和谐家园”群众文艺比赛
活动，通过初赛和决赛评出歌曲、舞蹈、语言
类、健身舞、健身操、秧歌等12种文娱项目
的优胜队伍。

打 造 四 大 板 块
梅河口市“农民文化月”活动乐起来

8 月 3 日 ，台 湾 JPM 组 合 成 员 小 杰
（左）和 Popu Lady 组合的大元在“爱进
化”演唱会上献唱。当日，台湾 JPM 组合
2013“爱进化”演唱会在台北举行，团体
成员小杰（廖俊杰）、王子（邱胜翊）、毛
弟（邱翊橙）现场演唱《365 天》《舞可取
代》等歌曲，并邀请 Popu Lady 组合、歌手
陈芳语同台演出。 新华社发

本报讯（记者孟凌云）为传播红色收藏文化，提高东北
地区收藏水平，中国东北地区第五届全国红色藏品古玩交
流大会，将于8月7日至9日在长春和平大世界吉林古玩城
举办。届时，来自北京、上海、天津等30多个省、市、自治区
的近千名收藏爱好者和专家将齐聚长春，共享红色藏品带
来的文化盛宴。

本届展会由全国文物艺术品商会和全国红色文化收藏
联谊会主办，由省收藏家协会和省钱币学会协办，长春和平
大世界吉林古玩城承办。

东北地区红色藏品交流大会将举行

本报讯（记者孟凌云）8月2日至3日，上海歌剧院在
著名男高声歌唱家、该院院长魏松的带领下，以超强的演
出阵容在我省演出两场，经典歌剧《卡门》以及多位优秀
歌唱家联袂献上的精彩演出，似一场强劲的“歌剧旋风”，
让省内观众见识和欣赏到了高水平的歌剧艺术，提升了
我省观众的艺术欣赏水准。

8月2日，上海歌剧院的经典歌剧《卡门》在东方大剧院
上演。据该院副院长张庆新介绍，此次巡演是“上海文化全
国行”之东北行的一部分，全院将在辽、吉、黑三省进行连续
演出。为此，院里派出了共210人的超大阵容，包括80人
的交响乐团、80人的歌唱团以及团里众多优秀的男女歌唱
家，仅运输道具的大型货车就达7辆，拉演员的客车也有5
辆。如此“兴师动众”，就是想让东北观众全面领略“上海歌
剧”的独特魅力。

虽然是一部经典歌剧，但真正在现场看过《卡门》的观
众并不多。8月2日当晚，这出脍炙人口的剧目在由精心制
作的舞台布景营造出的场景中拉开序幕。演出中，所有演
员都不用麦克，全靠真声演唱，显示出了剧团演员强劲的实
力。剧中男主角由29岁的青年优秀歌唱演员韩蓬担任，他
在刚刚举行的中央电视台青歌赛中荣获美声组第二名的好
成绩，女主角为从法国聘请的著名歌剧演员。剧中所有台
词全部为法文演唱，再现了剧目的原汁原味。《卡门序曲》、
《斗牛士之歌》等一段段耳熟能详的乐曲相继上演，观众从
舞台两旁的电子屏打出的中文字幕可以了解歌词和剧情的

进展，优美的音乐和演唱，充满异国情调的剧情使观众体验
到了一种高雅的艺术审美享受。

8月3日，中国三大男高音歌唱家之一的魏松正式亮
相，携团里众多优秀歌唱演员奉献了一台中外经典歌剧演
唱专场。在演出前的走台间隙，魏松接受了记者采访。虽
然已经在上海发展了很多年，并且目前担任上海歌剧院院
长，但魏松却是辽宁人，他曾在1978年到长春演出过，并于
1987年从沈阳调入上海。作为一位东北老乡，他对我省当
年享有盛名的长春电影厂以及长影乐团都十分熟悉，为此，
晚上的演出还专门排演了两首当年长影拍摄的一部电影的
主题曲献给观众。

当晚的演出相当精彩。魏松、迟立明、张峰、徐晓英、韩
篷等10余位歌唱家轮番登场，或独唱、或联唱，完美演绎了
《阿依达》、《卡门》、《茶花女》、《图兰朵》等歌剧中的经典唱
段，5位男高音同声高唱令人震撼，洪钟大吕般的气势摄人
心魄；而他们彼此间默契配合的表演也让观众感受到了艺
术的纯净与真诚，从而享受到了一场无与伦比的视听盛宴。

此次演出也是由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厅主办的“精品舞
台艺术展演”活动的最后一场，标志着展演活动完美落幕。
精品展演于7月1日拉开帷幕，其间举行了省交响乐团民
族乐队的《长白乐韵》7场演出，以及“上海文化东北行”的
歌剧、舞剧、交响、民乐、合唱等多种样式的演出7台，高质
量而丰富多彩的舞台节目活跃了省内演出市场，极大地满
足了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引起了非常好的社会反响。

上海歌剧席卷长春
我省“精品舞台艺术展演”落幕

亚泰队球员张文钊与上海上港
队球员拼抢。 本报记者 石雷 摄

本报8月4日讯（记者赵广欣
刘勃）今晚，长春亚泰队在2013中
超联赛第19轮的比赛中，主场迎战
上海上港队。经激烈角逐，双方均
无建树，战成0比0平。

在上轮与青岛队战成1比1的
比赛中，萨布利奇曾将二次转会中
引进的球员悉数派遣上场，但无论
是赵明剑、阎峰这些内援，还是埃
尼奥、雷泽克这些外援，都显得与
全队磨合不够。本轮主场作战，埃
尼奥因伤无缘出赛。高洪波率领
的上海上港队最近势头不错，之前
四轮比赛取得 2胜 1平 1负的战
绩，在积分榜上位列第7。

上半时开场，长春亚泰队主场
作战自然是主动出击，展开攻势。
第4分钟，亚泰球员刘卫东在底线
附近因对手铲球受伤，被蒋哲替换
下场。第14分钟，裴帅也在拼抢
中受伤倒地，被担架抬出场外，由
孙捷换下。开局不利，两名主力阵
容球员下场完全打乱了赛前部
署。20分钟后，立稳脚跟的上港
队开始反击，频频威胁亚泰球门，
好在临门一脚有失功力，而亚泰队
门将宋楚瑜也表现稳定，力保城门
不失。上半时战罢，双方战成0比
0平。

易边之后，双方立足于防守，
场面上较为沉闷。第55分钟时，
亚泰球员赵明剑曾有一脚远射打
门，球虽然进了，但由于皮球之前
触碰到手臂上，故此球被判无效。
第67分钟时，亚泰队遭遇本场比
赛最危险的攻击，当时是对方外援
卡贝萨里一脚冷射，速度快角度刁，幸亏宋楚瑜判断准
确，扑救及时。随着比赛的进行，亚泰队求胜心理导致过
于急躁，虽然数度组织进攻，但或是最后传接时被对手破
坏，或是临门施射时操之过急。最终全场比赛结束，长春
亚泰队与对手互交白卷。

由于广州恒大队下周要参加亚冠赛，故而长春亚泰队
下轮对该队的比赛时间提前至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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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标公告
招标项目编号：2013HYG0727

1．招标条件：吉林省四方坨子农场2013年中低产田改造项
目已由吉林省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以吉农发【2013】26号文件批
准建设，项目业主为吉林省监狱管理局镇赉分局农业综合开发办
公室，建设资金来自财政资金。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吉林
省四方坨子农场2013年中低产田改造项目施工、农机设备采购、
浸种催芽设施采购进行公开招标。2、工程概况与招标范围：本工
程位于四方坨子农场。本次招标分四个标段：第一标段：吉林省
四方坨子农场2013年中低产田改造项目施工（第一标段）,招标
编号：2013HYG0727-1；招标内容：建筑工程、临时工程。计划
工期: 2013年9月20日至2014年10月30日；第二标段：吉林省
四方坨子农场2013年中低产田改造项目农业机械设备采购（第
二标段），招标编号：2013HYG0727-2；招标内容：购置农用动力
机械、配套农机具；计划工期: 2013年9月20日至2014年4月
30日；第三标段：吉林省四方坨子农场2013年中低产田改造项目
浸种催芽设施采购（第三标段），招标编号：2013HYG0727-3；招
标内容：购置催芽设备46套、催芽大棚2栋；计划工期: 2013年9
月20日至2014年 4月30日；第四标段：吉林省四方坨子农场
2013 年中低产田改造项目监理（第四标段），招标编号：
2013HYG0727-4；招标内容：项目监理；计划工期: 2013年9月
20日至2014年12月30日；项目投资总额：1200万元。3．投标
人资格要求：第一标段：3.1.1投标人须具备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
承包叁级及以上资质或公路工程或市政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及
以上资质；近三年至少有一项类似工程业绩，并在人员、设备、资
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施工能力。3. 1.2拟派出的项目经理须具备
相关专业二级建造师及以上资质，并且无在建工程。技术负责人
须具备相关专业中级及以上技术职称，并且无在建工程。3.1.3不
接受列入政府不良行为记录期间的单位参加投标。3.1.4外省企
业须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办理有关入境手续后方可参加投标；第
二标段：3.2.1投标人必须具备独立法人资格，营业执照中经营范
围包含本项目标的相关产品。3.2.2如投标人为非生产制造商，应
具备本项目标的生产制造商经销授权资格。3.3.3投标人2010—

2012年度经营状况良好，没有出现连续亏损现象。3.3.4拒绝列
入政府不良行为记录期间企业或个人投标。第三标段：具有相应
农业机械设备或水稻芽种设备经营的企业法人单位，并符合《招
标投标法》第26条，能够满足本项目具体要求的投标人均可参加
投标。第四标段：3.1投标人必须具有水利工程施工监理丙级（含
丙级）以上资质的独立法人单位；近五年内承担过类似工程施工
监理。3.2拟派1名项目总监具有国家注册监理工程师（相关专
业）资质，并具有类似工程监理经验。3.3拟派2名专业监理工程
师须注册在本单位且具有监理工程师资格（相关专业），中级技术
职称。4．招标文件的获取：4.1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13年
8月5日至2013年8月9日（公休日除外），每日上午8 时30分至
11时30分，下午13 时30分至16 时,到长春市贵阳街287号吉
林省政务大厅6楼吉林省恒一项目管理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窗口购
买招标文件。购买第一标段招标文件要凭本人身份证、企业法人
营业执照副本原件、资质证书副本原件、安全生产许可证原件及
上述证件的复印件和企业法定代表人签名真迹的授权委托书；外
省施工企业还需持有吉林省建设主管部门办理的《入吉建筑业企
业投标备案证明书》。购买第二、三标段招标文件要凭本人身份
证、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上述证件的复印件和企业法人
签名真迹的授权委托书购买。购买第四标段招标文件要凭本人
身份证、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资质证书副本原件及上述证件
的复印件和企业法人签名真迹的授权委托书购买。4.2 招标文件
每套售价1000元，过期不售，售后不退。5．投标文件的递交：5.1
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及地点：2013年9月11日上午9:00时
整，地点为吉林省政务大厅6楼开标室。5.2 逾期送达的或者未
送达指定地点的文件，招标人不予受理。6．发布公告的媒介：本
次招标公告同时在《吉林日报》、吉林省建设信息网、吉林建设项
目招标网、吉林省公共资源交易信息网、中国采购与招标网上发
布。7．联系方式：招标人：吉林省监狱管理局镇赉分局农业综合
开发办公室 地址：吉林省监狱管理局镇赉分局 联系人：王洋
电话：13844890387 招标代理机构：吉林省恒一项目管理工程
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长春市绿园区皓月大路739号标记大厦三
单元506室 联系人：汤利军 电话：0431-86793222

招 标 公 告
招标项目编号：CCWS-2013008

一、招标条件：本招标项目吉林省引嫩入白供水水源地污染
治理二期工程已由吉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吉发改审批字
【2013】140号文件批准建设。项目业主为白城市引嫩入白工程
建设管理局，现对该项目勘察、设计进行公开招标。

二、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2.1工程建设规模及建设内容：新
建输水干渠堤顶防护挡墙长度 68.57km；新建排洪沟长度
36.3km，新建输水干渠两侧挡墙长度 6600m;新建围栏长度
4800m；清理垃圾量1500m2；清理淤泥量10000m2；迁移坟墓45
座。2.2招标范围：吉林省引嫩入白供水水源地污染治理二期工
程全部勘察、设计内容的初步设计和施工图设计。2.3建设地点：
白城市2.4设计完成时间：共50天（其中：勘察10天（包括初勘和
详勘）、初步设计15天，施工图设计25天）

三.投标人资格要求：3.1投标申请人须是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市政公用工程丙级及以上设计资
质和岩土工程勘察丙级及以上资质。3.2本次招标接受联合体投
标。3.3外省勘察设计单位须依据（吉建设《2011》22号文件）办
理相关入境备案手续后方可投标。

四.招标文件的获取：4.1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13 年8
月5日至2013年8月9日(法定公休日、法定节假日除外)，每日上

午 8：30 时至11：30 时，下午13：00 时至16：00 时(北京时间，
下同)，在吉林省政务大厅（地址：长春市贵阳街287号）六楼省政
务大厅窗口持以下原件及复印件购买招标文件。（1）企业营业执
照（提供原件及复印件）；（2）企业资质证书（提供原件及复印件）；
（3）授权委托书（提供原件）（4）项目负责人高级工程师职称（提
供原件及复印件）（5）被授权人身份证（提供原件及复印件）；（6）
外省企业须办理的有关入境手续（提供原件及复印件）。4.2 招
标文件每套售价1000元，售后不退。

五.投标文件的递交：5.1投标文件递交的开始时间为2013年
9月4日8时30分，截止时间为2013年9月4日9时00 分，开标
时间为2013年9月4日9时00分，地点为吉林省政务大厅六楼开
标室。5.2逾期送达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投标文件，招标人
不予受理。5.3投标申请人在提交投标文件时，应按照有关规定
提供人民币2万元的投标保证金。

六.招标公告发布媒介：该招标公告在《吉林省建设信息网》、
《吉林省建设项目招标网》、《吉林日报》上发布。

七.联系方式：
招标人：白城市引嫩入白工程建设管理局
招标代理机构：长春市唯实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地 址：长春市自由大路7407号
联系人：李亮 电话：0431-89868314-6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