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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岸人家C区一期（21#、22#、S5#）工程招标公告
招标项目编号：20150209-GC01-G；水岸人家C区一期

（21#、22#、S5#）工程已由吉林梅河口经济开发区经济发展局以
梅开经字[2014]20号文件批准建设，建设资金来自自筹，招标规
模：21#楼面积11872.28平方米，层数17层，剪力墙结构，22#楼
面积 9071.99 平方米，层数 17层，剪力墙结构，S5#楼，面积
951.17平方米，层数2层，框架结构。项目资金已落实。本工程
为1个标段。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是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核发的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及以上资质，项目经理或注
册建造师须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建筑工程二级及以上
建造师资格，入吉企业在我省承揽工程应在中标后七个工作日内
办理备案。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投标人请于2015年2
月13日至2015年3月2日9:00－16:00时在梅河口市建设工程
交易中心建设局三楼313室持单位介绍信购买招标文件。投标
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2015年3月18日9时30分，地点为梅河口
市建设工程交易中心开标室（建设局610室）。招标代理机构：长
春高建招标有限公司13644450435

招标公告
招标项目：65587部队“6231”工程（三批次）营房整修施工

招标；
项目地点：吉林省四平市铁东区杨木林；
招标规模：整修95221平方米，61栋，砖混结构及框架结构，

新建蓄水池和岗楼各1座；
计划工期：2015年4月1日至2015年10月31日，日历工期

214天；
合同估价：3260万元；
投标报名截止时间为2015年2月17日17时。
详细情况请登录吉林省建设信息网http://zb.jljsw.gov.cn

查询。
联系人：李航 电话:13504737273

65587部队营建办公室
2015年2月10日

房屋产权证补发公告
房屋产权人王明义，自有房屋坐落于：磐

石市红旗岭镇道边楼。结构：砖混，面积：57.46
平方米，产权证号：18-3-DBL-0540号。本
人因保管不善丢失，特此申请登报作废，重新补
发。

公告一个月内无人提出异议，将给申请人
补发新的房屋所有权证。联系电话：
0432-65639464

特此公告
磐石市房屋产权管理所

2015年2月12日

遗失公告
吉林长岭光明粮食收储库，因保管不善，

不慎将持有的长国用（1995）第9501045号
《国有土地使用证》丢失，公告声明作废。该宗
地坐落长岭县光明乡政府所在地，土地权利人
是长岭县粮食局光明粮库粮食所，土地使用权
面积为3132.9平方米.对此公告有异议者，应
在公告之日起30日内向长岭县国土资源局提
出异议申请，否则根据土地管理法律法规，准予
补 发 土 地 使 用 证 书 。 联 系 电 话 ：
0438-7222595转8817

长岭县国土资源局
2014年12月11日

房屋产权证补发公告
房屋产权人徐晓艳、修立才，房屋坐落于:

东街05区157栋1号，面积75.6平，产权证号
058921、058922。本人因保管不善丢失，特
申请声明作废，重新补发。

公告一个月内无人提出异议，将给申请人
补发新的房屋所有权证

特此公告
申请人：徐晓艳、修立才

2015年2月11日

集体土地证遗失公告
申请人柳河天艺石材制品有限责任公司

遗失坐落于柳河县姜家店乡二股流村的《集体
土地使用证》（证号：柳县集用[2006]第
052406055号），现声明作废。

该土地使用权登记手续正在办理之中，如
有异议，请于要公告之日起15日内向柳河县国
土资源局书面提出，逾期 无异议或者异议不成
立的，我局将依法办理土地使用权登记。

柳河县国土资源局
2015年2月12日

●刘家睿将出生医学证
明丢失，编号：O220240679，

声明作废。
●程琳将出生医学证明

丢失，编号：O220240263，声
明作废。

● 刘 春 英 将
220323197403100043 号身份
证丢失，声明作废。

● 长 春 市 念 豪 办 公 用

品 有限公司将税务登记证
正本丢失，发证机关：长春
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家税
务 局 ， 税 号 ：

22010530998196X，有效期：
2014 年 9 月 17 日至长期，声
明作废。

● 仪 秀 全 将 证 号 为 吉
建 安 B（2004）4331224 的
项 目 负 责 人 证 丢 失 ，声 明
作废。

● 白 海 月 将 车 牌 吉
A6BM29 商 业险保单丢失，
保 单 号
PDAA201422010000051983，
流 水 号 ：22001400062197，
发票号：99055，特此声明。

●通化市正兴制药净化
设备安装有限公司将证号
为 B3184022050105-1/1 的建

筑业企业资质证书副本丢
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德惠市2014年五台乡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已由吉林省农业综
合开发办公室以吉农发[2014]34号文件批准建设，项目业主为德惠
市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建设资金来自财政资金，项目出资比例为
100%，招标人为 德惠市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 。项目已具备招标条
件，现对该项目的监理进行公开招标。招标范围：德惠市2014年五
台乡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施工监理五标段；投标人资格要求：投标
申请人须是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公路工程监理丙级及以
上资质；投标单位拟派出的总监理工程师 1 人。报名时间：
2015-2-13 至 2015-2-25（法定节假日除外)到省政务大厅 4 楼招
标公司报名。开标时间：2015-3-17 招标代理：吉林省华发招标造
价咨询有限公司。陈工 0431-88520058

二次招标公告

本报讯（记者孟凌云 李梦溪）2月11日，由省
吉剧团创排的反映时代楷模吴亚琴感人事迹的大
型纪实吉剧《吴亚琴》在东方大剧院带妆彩排。长
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社区部分群众和吴亚琴
本人观看了彩排。演出过程中观众掌声、喝彩声不
断，结束后台上台下融汇成一堂，大家的心情久久
不能平静。

吴亚琴是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社区党
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她20年如一日，模范履行基
层党组织带头人职责，创新基层思想政治工作方式
方法，探索化解社会矛盾有效途径，用自己的行动
诠释了共产党员崇高理想和价值追求，受到干部群
众的广泛赞誉。2014年7月，省委、省政府授予吴

亚琴同志“社区工作者楷模”荣誉称号。同年11
月，中宣部确定吴亚琴同志为全国重大典型即“时
代楷模”，并号召全社会向吴亚琴同志学习。

大型纪实吉剧《吴亚琴》，讲述了吴亚琴20年
来为社区居民作出巨大贡献的过程。通过选取吴
亚琴工作中的代表性事件，展现了她多年来竭尽全
力为群众谋幸福、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的先进事
迹，体现了吴亚琴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敢于担当、
干事创业的楷模精神。为高质量地完成创排工作，
省吉剧团组织编剧先后多次赴长山社区体验生活，
认真倾听吴亚琴讲述工作生活的点滴，走访基层干
部和群众，获取大量有价值的素材，完成了剧本的
创作。在此基础上，剧团组织精兵强将，全员发动，

加班加点排演剧目，终于在近日圆满完成了剧目的
排演工作。

演出结束后，吴亚琴走上舞台与演员和观众见
面，她与剧中吴亚琴的扮演者——著名吉剧表演艺
术家梁学华热情拥抱，台下观众都站起身来报以长
时间的掌声，表达了对这部剧的赞赏及对这位基层
干部楷模由衷的认可和敬意。吴亚琴动情地说，这
些演员表演得太真实太好了，梁学华把自己的一招
一式、爽快麻利的性格抓得那么准，使她很感动，也
真正感到了艺术的魅力。他们演的不只是吴亚琴，
更重要的是展示了社区工作者平时的工作状态。
演员梁学华说，她觉得吴亚琴做的都是最基层、最
实在的事情，甚至很多是人们不愿意干的事，她却

干成功了，她由衷地敬佩吴亚琴，作为一名共产党
员，自己应该多向吴亚琴学习。

该剧在听取各方面意见并进行修排后，将在春
节后正式与广大观众见面，并计划今年在省内各地
巡演30场。

据悉，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
精神，生动诠释“中国梦”、传播正能量，省及长春市
宣传文化系统将以多种艺术形式表现吴亚琴先进
事迹，以吴亚琴先进事迹为原型的电影、话剧、广播
剧、报告文学等都在紧锣密鼓地创作当中，将在今
年陆续演出、播映、刊发。届时，广大群众将会在欣
赏多种形式的艺术作品过程中，感受到吴亚琴扎根
人民、服务基层、敢于担当、无私奉献的时代精神。

展现时代楷模精神

吉剧《吴亚琴》即将上演

2月12日，新款花车“三阳开泰”在彩排中。当日，北京石景山游乐园“迎春洋庙会”进行花车巡游彩排，部分新彩车亮相。“迎春洋庙会”将于2
月19日至2月25日举行，主题为“三阳开泰迎新春 喜气洋洋逛庙会”。 新华社记者 李俊东 摄

北国冬日，踏着新春的脚步，记者刚刚走进长
春市南关区曙光街道平阳社区的办公楼，欢快的新
疆风情舞曲便从舞蹈室传出，听得人的心情也跟着
轻松快乐起来。原来这是省老年大学男民舞团的
成员们刚开始新一天的排练。协调的步伐、生动的
肢体语言，还有面容上认真而快乐的表情，让他们
的夕阳生活愈加升温。

“这遍不错，一会儿我们跟着音乐再来一遍，
注意一定要跟准节拍，把握好头颈肩的韵律。”穿
上了靓丽的维吾尔族服装，再戴上维吾尔族花
帽，民舞团的成员们一遍遍地感受着维吾尔族民
族文化的精髓，舞蹈队的负责人孙洪祥和队员们
用热情的笑容与欢快的肢体语言，为大家展示着
异域风情。

民舞团的排练从不缺少观众，就像这次，社
区工作人员还有其他团队都经常站在舞蹈教室

门口看他们排练，还为他们取了个有意思的代
号——“老先生民族舞团”。孙洪祥说，民舞团成
立3年以来，他最常见到的是两种表情，一种是诧
异，另一种是敬佩。的确，对于很多传统的东北
汉子来说，学习、表演民族舞蹈甚至登台演出，还
是需要克服一些心理障碍和羞涩感的。包括孙
洪祥在内，最初也是经历了一番挣扎后才决定成
立这支全男性民族舞团：“我们都是在老年大学
认识的，大家都对民族舞感兴趣，就一起参加了
学习班。”回忆起刚刚跳舞的那段时光，大家的脸
上都露出了尴尬的笑容，“刚开始，还是放不开
吧，动作的幅度特别小，老师还说过我们像束手
束脚的企鹅。”孙洪祥的一位队友笑着说。

3年后，正在排练《天山玫瑰》的队员们，已经
挣脱了“企鹅”的初貌，成长为真正的舞者，队伍也
由原来几个人增加到30多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

的目标，想借这朵红艳的玫瑰展示他们与众不同的
夕阳红。

一曲结束，队员们的呼吸愈加急促，对于这些
平均年龄66岁的老年人来说，将近5分钟的大幅
度运动还是非常有挑战性的。“最初选择跳舞也只
是为了锻炼身体而已，没想到跳着跳着就喜欢上
了。跳舞好像已经成了我们的一个奔头，在家的时
候也不闲着，总想着这个动作怎么做更有味道。”孙
洪祥说。功夫不负有心人，男民舞团很快就闯出了
自己的一片天地，仅2014年就参加了14场大型演
出。现在，演出已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孙洪祥
打趣地说，有时老伴还会嫉妒他，有那么多上台表
演的机会。

如今舞蹈团已经慢慢成型了，孙洪祥又开始
动起了新脑筋，他琢磨着想再组织一些队员成立
一支男模特队，让老人们的业余生活更加丰富多

彩。看着他们不逊于年轻人的灵活动作和脸上
洋溢的笑容，不禁令人感慨良多，夕阳情更满，余
温暖人心。随着硬件条件的不断改善，平阳社区
也希望有更多老年人能参与到这样的活动中来，
用最单纯的快乐妆点老年生活。

舞出精彩夕阳红
——走近省老年大学“老先生民族舞团”

本报记者 马璐

本报讯（记者高菲）在新春
佳节期间，长春市少年儿童图
书馆将举办多姿多彩的活动，
陪伴小朋友们辞旧迎新。其中
包括——

电邮传祝福活动。在2015
年春节的第一天，指导小读者
运用E-MAIL给同学们、家长、
亲戚、朋友发送问候，传递网络
贺卡，欢度春节。引导小读者
们过一个环保、节俭、新颖、快
乐的新年。活动时间：2 月 19
日（初一）10点。活动地点：二
楼网络部

“温暖童心”绘本故事会。
由少儿图书馆副馆长姚淑慧为
小朋友们讲读优秀绘本，为家长
们传授亲子阅读的方法。活动
时间：2月22日（初四）10点。活
动地点：一楼绘本馆

元宵佳节猜灯谜活动。农
历正月十五是中国的传统节日
元宵节，元宵节当天少儿图书馆
将举办以“乐元宵·闹新春”为主
题的猜灯谜活动。届时将为小
读者准备各个领域的灯谜，内容
涉及日常用语、成语歇后语、人
名地名、古诗词句等。活动时
间：3月5日（元宵节）。活动地
点：二楼大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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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A季后赛的气味对吉林东
北虎队来说既熟悉又陌生，曾几
何时，东北虎队是 CBA 季后赛的
常客，这个赛季，东北虎队时隔 9
个赛季重返季后赛，但正如那句
广告语——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不得不承认，现今的东北虎队在季
后赛的门槛里的确还很青涩。

季后赛首轮的三场系列赛，与
两夺总冠军的北京队相比，东北虎
队有勇气，更有制造冷门的决心。
遗憾的是，虽然全队拼力一搏，但
最终还是以总比分0比3不敌卫冕
冠军，首轮即遭淘汰。尤其是第二
场较量，这几乎决定系列赛生死的
关键一战，东北虎队本土球员发挥
还不如第一场，6名出场球员合计
仅得到30分，而北京队的李根一人

就砍下25分。
虽然重新回到了季后赛，但必

须承认，近10年没有感受过季后赛
的氛围，东北虎队距离真正的中
兴，还有着巨大的差距。琼斯是东
北虎队的最强武器，这一点毋庸置
疑，整个常规赛琼斯的表现有目共
睹，绝对是MVP级别的水平，即便
是在季后赛中，在对阵卫冕冠军级
别的球队，琼斯依然能够犀利撕开
对手的防线，场场都能拿到最高分
和准三双的数据。虽然琼斯是东
北虎队的依仗，但东北虎队却不能
患上“琼斯依赖症”。

除了对外援的过分依赖，还必
须承认，东北虎队在细节和关键球
处理上的经验不足。在防守的执
行能力上，进攻的运转效率上，篮

板球的控制上，对抗强度上，东北
虎队都明显要比北京队稚嫩不
少。细节决定成败，东北虎队在每
个看似细小环节的处理上都显得

“粗枝大叶”，叠加在一起就造成了
与对手巨大的差距。

这三场比赛，是东北虎队10年
等待后的首次季后赛之旅，和10年
前相比，如今的队员已经焕然一
新，虽然柳伟这“一棵独苗”参加过
2005-2006 赛季的季后赛，但却没
有出场经验。这次季后赛之旅，东
北虎队的表现虽然没有人们想象
中出色，但球队确实在对手身上学
到了很多，这些收获，对于东北虎
队而言，同样价值千金。

由于常规赛战绩进步明显，下
个赛季东北虎队将不再拥有三名

外援的资格，本赛季效率很高的
亚洲外援马丹利将不再留队，“救
世主”琼斯以及鲍勒斯能否继续
续约也是未知。由此看来，如何
提高本土球员的实力和效率才是
关键。对东北虎队来说，这次季
后赛虽然匆匆而过，但最大的收
获和体会是——只有“自家”球员
羽翼丰满，无论外援几经更迭，都
会屹立不倒，强者自强。

最大收获是经验
张 政

2月11日，北京人艺今年的首部原创大戏《食堂》登陆
首都剧场与观众见面。该剧以“永久”这一人物为线，贯穿
了整个故事发展，讲述国营钢厂老食堂人世变迁的故事，将
于2月11日至3月1日春节贺岁档在首都剧场陪伴观众。

新华社发（李晏 摄）

我省开展“全民上冰雪”活动有奖征文和摄影比赛
本报讯（记者刘勃）为助力北京申办2022年冬季

奥运会，实现“三亿中国人上冰雪”的目标，省体育局于
年初组织实施了“助力申奥·燃情冰雪·同心共筑中国
梦”2015年全省“全民上冰雪”系列活动，省市县三级
联动，开展了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冰雪体育活动。省
体育局于2月13日至3月23日开展“全民上冰雪”有
奖征文和摄影比赛。要求征文和摄影作品都要突出冰
雪主题，积极宣传我省冰雪资源，宣传冰雪健身理念，
宣传冰雪运动对全民健身的作用，宣传冬季运动中发
生在身边的人和事。作品一式报纸质和电子版，邮箱
quntichu@163.com。具体要求和奖励见省体育局网
站“通知公告栏”。

全国桥牌青年团体赛落幕
本报讯（记者张政）由中国桥牌协会主办、苏州市

吴江区体育局承办的全国桥牌青年团体赛日前在苏州
市吴江区落下帷幕。共有来自全国各地的54支代表
队300多名运动员参加比赛，比赛共设20岁以下男子
组、25岁以下男子组、30岁以下男子组和25岁以下女
子组4个组别。我省鼎元队参加30岁以下男子组比
赛，在第一阶段的双循环比赛中，吉林鼎元队以第一名
进入决赛，在与江西队决赛中，最终以90比87战胜对
手，摘得2015年第一个全国桥牌比赛冠军。

我省书画家吴景山受邀赴澳办画展
本报讯（记者孟凌云）日前，记者从齐白石艺术研

究院获悉，我省著名书画家吴景山受澳大利亚中华国
际艺术节邀请，将携新作70幅赴澳办展。

吴景山是齐白石的第二代传人，他8岁开始学画，
在60多年的追求探索中，他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去年6月份，经中国美术家协会推荐，吴景山收到了来
自艺术节组委会的邀请，为了在国际舞台上一展中国
书画艺术的风采，吴景山在挑选了心爱之作的同时，也
开始着手创作新作。因此此次展览除了展示一部分传
统的中国画外，还将有吴景山根据西方人的审美完成
的一部分新作品。

省博物院院藏“羊”元素文物将亮相春节
本报讯（记者孟凌云）战国时期三羊鼎盖、唐代三

彩羊、朝鲜青花羊形水滴等省博物院遴选出来的院藏
含有“羊”元素的文物，以及收藏的年画、东丰农民画等
将在春节期间集中展出，欢迎广大市民前往省博物院
免费参观。

长春大学开展送文化科技下乡活动
本报讯（记者董博）长春大学师生一行30余人日

前赴榆树市太安乡双合村开展送科技、送文化下乡系
列活动。长春大学与榆树市太安乡双合村为文化、科
技共建单位，联合申报的“弘扬团风精神 打造智慧乡
村”为团省委重点扶持的项目，自2014年暑期以来，长
春大学“团风”志愿者帮助村里建设了“团风”农民信息
服务站，为了更好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信息化、
网络化，他们为村里制作了“美丽双合英雄故乡“网站，
方便了在外打工的村民及时了解家乡的新变化。

《年少轻狂》定档4月30日
本报讯（记者龚保华）青春爱情电影《年少轻狂》定

档于4月30日全国公映。该片会集了陈妍希、郑恺、
包贝尔、孙坚、唐艺昕等众多人气演员，集体重返20岁
再致青春。影片围绕一群性格各异的大学生，通过对
校园爱情、友情、梦想的全方位展示，讲述了他们共同
经历的轻狂岁月，再次点燃起全国观众的年少回忆。

姜晓波师生走进军营慰问官兵
本报2月12日讯（记者孟凌云）今天下午，由省宣

传部、省文化厅主办、姜晓波艺术培训中心承办的“我
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活动，走进65325部队，为
官兵们奉献上了一场精彩的演出，把新春的祝福送到军
营。新春演唱会在一曲《春天的芭蕾》中拉开了帷幕，部
队礼堂里座无虚席，台上歌声阵阵，台下掌声雷动。

东丰县神鹿艺术团举行慰问文艺演出
本报讯（王华荣 孙继美）2月9日，东丰县神鹿艺

术团倾情奉献了一场慰问先进人物的精彩演出。伴随
着喜庆的开场歌舞《张灯结彩》，整场演出拉开了序幕，
演员们艳丽的服装、优美的舞姿、灿烂的笑容充分展现
了鹿乡人民崭新的精神风貌和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与向
往。配乐诗朗诵《东丰，在十七运凯歌中翱翔》、说唱快板
《反腐倡廉颂清风》……精彩节目轮番上演，一个个让人
忍俊不禁的包袱段子逗得观众不时迸发出阵阵欢笑。

扎兰芬围民俗文化园通过国家3A景区验收
本报讯（王玉君 乔福刚 李文波）日前，坐落在东丰

县境内的扎兰芬围民俗文化园，通过国家3A景区验
收，从而填补了该县没有A级景区的空白。扎兰芬围民
俗文化园位于清代盛京围场105围中最大的围“扎拉芬
阿林围”和著名的“扎拉芬阿林”内。“扎拉芬阿林”满语
是“寿山”的意思，地处磐石、伊通、东丰和东辽四县交界
之处，曾经是叶赫那拉氏慈禧太后的始祖居住之地。

2月12日，彭程（右）/张昊在双人滑短节目比赛中。当
日，在韩国首尔举行的2015年国际滑联花样滑冰四大洲赛
中，中国组合彭程/张昊以69.81分的成绩位列第二。

新华社/美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