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长白山主峰天池之巅，海拔2623米，有一栋外表

包裹着铁皮的传统建筑，这就是自1958年10月1日伊

始经过4次迁移,始终承担国家基本观测任务，为收集

气象数据、地方防灾减灾等作出了巨大贡献的长白山天

池气象站。

这里天气变化复杂，气候条件恶劣,年平均气温零

下7.3℃，年降雪日数145天，积雪长达258天，年269天

山上风力大于8级……伫立在这儿的天池站是国家一

类艰苦气象站,同时也是全国环境最恶劣的气象站之

一。

时光承载着记忆匆匆而去。2016年6月7日，曾经

在天池气象站工作的部分老气象人回到了这个曾经战

斗过的地方。老友相逢百感交集，不禁回忆起当年的流

金岁月。

一进入天池气象站大厅，刘晓林就感慨：“以前天池

站是石墙木地板的平房，无水无电，冬季寒冷雪大，大雪

时常把房子埋没，出屋要从天窗挖雪洞往外爬，去观测

场要打雪道，趟过齐腰深的积雪，扶着铁丝网前行。而

且，房顶常被大风掀起一角，每当这个时候，天池站所有

的观测员们都只能缩在屋内一角，按照现在的话说叫

‘抱团取暖’。”

在王国祥的招呼声中，大家涌进了员工宿舍，看到

眼前的电热炕、电水壶、电视机等，尹芬聚回忆：“那时屋

里取暖用的是火墙和火炕，由于主峰最低气温能达到零

下42摄氏度，而且房子四面透风，所以炕要一直烧着，

即使把火炕烧得很热，只要停半个小时，屋里就凉透了

……”

走进职工厨房时，李爱清大姐笑了，她记忆犹新地

说：“1962年，20岁的我和另一位女青年李德顺，怀揣着

梦想坐着拖拉机来到了天池站，当时我们夏天喝雨水,

冬天喝雪水，由于海拔高，沸点低，做的饭都不熟，外面

是软的，里面是硬的……那时做饭、取暖、烧水用的木柴

是在夏天运上山的。通常9月下旬，天池站就大雪封山

了，凡是不能在封山前运上山的物资，全靠大家用双肩

从山下中转站背上天池站。”

金在河触景生情地补充：“一次我们从中转站背着

猪肉、鱼、菜等食品上山，起初上山的路上，雪是松软的，

但走过一段后积雪就齐腰深了，最深的地方到胸脯，大

家排成一行，交替着用身躯在雪地上爬出一条道。当我

们走到青石峰附近时，风更大了，有一位同志累得坚持

不住了，把背的东西往旁边一扔，躺在雪地上大口喘气，

最后在大家齐心协力的搀扶下，才安全回到站里，猪肉

还是第二天去找回来的。”

这时外面的刘继德大喊：“快过来，给你们看个好东

西！”大家循声望去，原来他把当年的宝贝——电报机拿

了出来。大家看到多年未见的“老伙计”纷纷走上前爱

不释手地“慰问着”……当时的报务员刘国生一边熟练

地操作，一边介绍：“天池气象站按北京时间每天02、

05、08、11、14、17、20、23时8个时次地面观测，每天02、

08、14、20时四个时次的定时绘图报四次发报，同时这

也是航危报发报时间。令我们难忘的是1988年12月

30日20点，长白山天池气象站作为全年站最后一次发

报，在这历史性的时刻，当时的站长董德辉郑重地拿起

笔，在大家的共同关注下，工工整整地把报告写完，最后

一句是“天池气象站有我们三十年的信仰坚守！”，并将

承载着三十年历史记忆的最后一封电报发送出去，从那

一刻起，宣告了天池气象站作为常年站的观测终结，同

时也标志着30年来，170多名天池气象人前仆后继的奉

献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提起往事，快言快语的王国祥记忆犹新地说：“当

年在山上大家想喝酒，我就用一瓶酒精、八支葡萄

糖，勾兑了一茶缸的酒，每人一口一口地分着喝，结

果大家谁都不舍得喝，十几个人，足足转了两圈才把

酒喝完……”

天池气象站不仅有着各种各样的故事,党建工作也

是一面旗帜，历届党支部始终以“不惧艰险，拼命干”的

口号，在岗位上发挥着战斗堡垒作用，三十年如一日，每

周坚持召开党的生活会，组织党员学习政策文件，每天

读报，即使是在动乱时期，也从未间断。同时，党员干部

以身作则，在工作、学习、劳动中都走在前面。30年里

天池站党支部先后培养出马向春、隋金堂、董德辉、刘晓

林、刘继德等14位共产党员。其中隋金堂烈士成为天

池气象站的一座丰碑，刘晓林获得“中国边陲儿女”银质

奖章，刘继德获得“吉林省优秀共产党员”称号。尤其是

2015年天池气象站荣获“感动吉林”荣誉。

已在这里工作两年的“气象新兵”邓元博，一边热情

地为老气象人服务，一边聆听着他们的感人故事，心中

久久不能平静，他底气十足地对记者说：“我绝不辜负前

辈们的期望，要以老天池人为榜样，耐得住寂寞，守得住

孤独，把天池气象站精神传承下去，为祖国的气象事业

谱写出新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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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札：

“35天的采访，1000余公里的奔波，天池气象人的群像已立于心中，仿佛天池上又多了

一座高入云端的山峰。这山峰，没有光鲜闪耀，远离浮躁喧嚣，在2623米孤寂冰封之地傲

然屹立。经过半个世纪坚守，200多人为了信仰在长白之巅饮冰卧雪，却依旧热血难凉。

当我省优秀共产党员刘继德举起右手再次在党旗下宣誓时，殊不知，他们才是这雪山中的

传奇！放眼雪海，梦在云外。为中国气象事业，他们倾其热爱，倾其热血，倾其青春和生

命！他们才是这座山的侠义英雄！因为这里有他们半个世纪的信仰坚守。”

1981年，时任长白山天池气象站副站长

的隋金堂，因寻找丢失的日照纸，滑落山涧，

不幸牺牲，被吉林省人民政府评为烈士并树

碑纪念。35年后，他的双胞胎儿女隋戈、隋丹

子承父业，成为气象事业的中流砥柱。为此，

7月5日，记者专程驱车来到榆树县气象局，

听他们讲述记忆中的父亲。

提及父亲隋金堂时，小女儿隋丹哽咽地

回忆：“父亲为了工作经常不回家，即使我和

哥哥生病受伤，他都没在身边。但我深知父

亲是惦念这个家的，因为父亲每次在家时，都

会把劈柴之类的重活承包下来，并换着样儿

给我们做包子、花卷等面食……回到山上后

总写信鼓励我们，父母的感情也非常好，到现

在，每年春节的第一顿饭，母亲都会多摆双筷

子和酒杯说‘老隋啊，孩子们都在这儿与你一

起过年，来喝杯酒吧……’记忆中父亲十分愿

意学习，当时他正在学习日语，还用日语教会

我唱《我爱北京天安门》，至今仍耳熟能详，只

可惜父亲走的太早了……”

“是啊！父亲去世时我们才12岁，小时候

和其他孩子比，的确缺少父爱，内心有些自

卑，但是长大后了解到父亲的事迹，他的奉献

精神深深地打动了我们，心中感到十分骄

傲。因此，我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气象事

业。而作为烈士的后代，我们不能给父亲丢

脸，所以，在工作中踏实肯干，恪尽职守，我作

地面观测员20多年来，只在家过了8个春节，

母亲说我工作劲儿像父亲……妹妹也像父亲

一样，在工作上一丝不苟，默默奉献，连续10

年被长春市气象局评为先进个人。”隋戈自豪

地说。

当谈到工作中父亲对他们的影响时，隋

戈记忆犹新地讲:“2013年9月，我在维修刘

家乡气象观测设备时，被两只藏獒咬伤了腿，

在住院治疗期间，大坡镇的观测仪器突然出

现故障，当时正值汛期，气象数据非常重要，

必须马上修理，闻听此事后，我马上给主管局

长打电话，主动请战，被局长拒绝，但我想到

父亲为了气象数据牺牲都不怕，我这点伤又

算得了什么呢？在我的一再坚持下，局长妥

协了，并亲自开车带我到现场，在维修设备的

30分钟里，因用力导致伤口裂开，鲜血渗出，

致使我脸色发白、浑身冒汗……”

隋丹接过话茬说：“我现在的工作跟父亲

以前一样，都是观测气象，收集数据。有一

次，狂风大作，瓢泼大雨，正赶上我去换日照

纸，不小心，日照纸被大风刮走了，当时我脑

子里顿时出现了父亲的身影……‘一定要找

回日照纸！’这声音好似父亲的叮嘱，我的眼

眶瞬间湿润了，于是我不顾一切地朝着在空

中盘旋的日照纸追去，中间几次摔倒，但我没

有放弃，最终拖着伤腿在河边将其‘抓到’。”

最后，她情感交融地道出心里话：“亲爱

的父亲，您未完成的事业，我们正在替您完

成，我和哥哥在工作上，各项业绩都非常好，

得到了大家的认可，我们没有给您丢脸。父

亲，我们很想您，您在那么艰苦的工作环境

下，为气象数据尽职尽责，生命却定格在41

岁，为我们儿女立起了一座丰碑，您的奉献精

神不仅影响着我们，如今也对我们的后代产

生了巨大的影响，他们以您为荣，正在各自的

岗位上发光、发热……”

憨厚、朴实、脸颊有着两坨高原红的他，当炊事员，

任劳任怨，做好后勤保障；作观测员，认真负责，观测发

报从无疏漏；做副站长，率先垂范，是大家学习的榜样。

先后获得“长白山好人”、“吉林好人”、“吉林省优秀共产

党员”、“优秀党员标兵”等多项荣誉称号，被同事们亲切

地称为“老天池人”，他就是长白山天池气象站副站长刘

继德。

今年57岁的刘继德回忆：“我刚到天池气象站的时

候作炊事员，站里没水、电，做米饭不熟，冬天大雪封山

时粮食运不上来，只能长年吃干菜。住的老房子漏雨透

风，观测值班时要穿上皮袄、皮裤，戴上毡帽和军用棉手

套。皮靴不保暖，我们就在里面穿毡袜，但一出门胶皮

水靴立马冻得梆梆硬了。每次换日照纸，都是刚脱下手

套手就被冻僵了，得赶紧把日照纸揣进大衣兜里，然后

把手夹到腋下才能暖过来……”

在刘继德的讲述中，天池气象站老一辈气象人默默

奉献和吃苦耐劳的形象跃然眼前。谈到他的家庭时，

刘继德数次哽咽：“要是说我这辈子有什么亏欠的，那

就是对家人的愧疚。那是1981年 11月，因为工作需

要，我结婚第二天就回山上工作了。没几天岳父因病

去世，但大雪封山没能看他最后一眼……那时候在山

上一待就是八九个月，跟家人联系只能靠写信。爱人

思念时，我不在身边，孩子上学时，我不在身边，老人生

病时，我还不在身边……多少次我爱人觉得山上的生

活太苦了，劝我说‘咱不要工作了，咱啥也不要了也得

回家！’看到她偷偷抹眼泪，我心软了，也明白她付出的

实在是太多了……再后来,家人费尽周折给我在安图

县外贸找了份工作，就差办手续了。得知这个消息的

我高兴地从山上往下来，不知不觉就走到了隋金堂烈

士的墓碑前，看着碑上熟悉的名字，

我的心里很不是滋味，想到他为了寻

找丢失的气象资料坠入山谷，连命都

搭上了，我吃的这点苦又算什么呢？

坐在墓碑前我沉思良久……天黑了，

我又义无反顾地回到了站里，决定留

下来干一番事业。一晃这件事过去

很多年了，至今我爱人对此事仍耿耿

于怀。”

采访中刘继德的妻子刘莉对记者

说：“他一年到头也回不了几次家，孩

子和老人都是我照顾。每次孩子开家

长会都是我的事，尤其是看到别的孩

子由爸爸妈妈领着一起出去玩时，我

就寻思着他回来就好了，但想到他是

为气象站、为长白山在坚守，我也得为

他做好后勤保障，让他没有后顾之忧

不是？”听闻妻子的一番话，刘继德动

情地说：“我心里明白，坚守了这么久，

我爱人付出的最多。如果不是她撑起

了一个温暖的家，我又怎么能在天池

上一干就是36年！正是隋金堂的丰

碑精神和家人的无怨付出，才使我坚定信念，以实际行

动诠释着气象人的奉献精神，如今我所有的荣誉都有我

爱人的一半……”

1988年，两名年近6旬的台湾游客因天气不好失足

掉进天池山涧。正在值班的刘继德隐隐约约听到了呼

救声，于是他立即率领站里的两名同志循声找去。他

说：“当时天快黑了，我听到有人喊救命，一刻也不敢耽

搁，因为山上的天气多变，怕出现危险，等我们赶到的

时候还勉强能看清，发现掉下去的两人卡在距离地面

大约十米远的地方，我赶紧拿出绳子，将绳子一头固定

在结实的石头上后，让两位同事在上面控制绳子，自己顺

着绳子下到游客所在的位置，迅速将绳子另一头绑在游

客腰上，扶着他们小心翼翼地往上爬，期间，游客有好几

次因为体力不支差点摔下去，但我都没放弃，终于把他们

安全救了上来。我总是觉得，在别人危难的时刻伸出援

手，无愧于自己的良心。”

就是这样热心、忠于职守的刘继德，因长年在高山

上工作，得了雪盲症，还患上了心脏病、风湿症、高血压、

痛风等多种疾病。据他说，在山上工作两年以上的同志

多多少少都会患上不同的疾病，因为山上的天气实在太

恶劣了，能在那样环境下依然坚守的都很不容易，可谓

“风雪中的战士”。

刘继德说：“在长白山天池气象站工作30多年了，不为

别的，就是这里有我们用青春和生命结下的友谊，正如老站

长董德辉所写‘天池气象站有我们三十年的信仰坚守！’同

时也是为天池气象站的发展贡献力量。如今还有三年就

退休了，我要站好最后一班岗，给气象站的年轻人做好榜

样，多给他们讲讲老一辈气象人的故事，让气象人的吃苦耐

劳、兢兢业业、无私奉献的精神世代传承下去……”

长白山天池气象站，位于长白

山北坡主峰，1958年建站以来一直

承担着国家气象数据收集的任务。

为了更深入了解当年的情况，7月5

日，记者专程驱车来到长春市天池

气象站原站长董德辉老人家中，采

访了这位66岁的老站长10年坚守

天池气象站的心路历程。

天池气象站1957年开始建设，

1958年正式观测、收集数据资料。

当时气象站由吉林省内各地方站选

派气象人员，实行二年轮换制，直到

1979年，为了气象站的长远发展，吉

林省气象局要求站内人员相对固

定。安图县气象局承担了这一任

务，并对业务骨干董德辉委以重

任。于是他亲自组织培训了16名

新气象员，与时任天池站副站长隋

金堂一道，各领一组开始了观测、收

集数据工作，那一年他29岁。

对此，董站长记忆犹新地说：

“当时我作为长春插队知青在安图

县气象站（松江站）担任观测员，接

到任务后，对新招的16名气象员

进行理论培训，当时在基地没场地

搞教学，我就在宿舍大炕上培训了

他们3个月。后来组织上做我工

作，说站里都是新人，对气象工作

不太了解，需要我上山主持气象工

作，就这样我来到了天池站任副站

长，与另一位副站长隋金堂两班

倒。”

当时气象站不仅要按国家标

准每天观测、发报，还设有党支

部。“那时山上的党支部是非常重

要的，每天早上6点前要读报，报纸

无法及时送上山，大家就读旧报

纸。1984年，我培养发展一名党员

叫刘晓林，他1985年曾荣获边陲优

秀儿女银质奖章，吉林省只有两人

获得。”说到这，董站长满脸的自

豪。

提起十年工作中给他印象最为

深刻的事时，董站长眼睛有些湿润

地说：“印象最深的就是隋金堂站长

的牺牲。隋站长为了找回一张日照

纸，不幸摔在一块岩石上，盆骨和两

个肾脏都被撞碎，在下山送往医院

救治的路上去世了。老隋被抬下山

后，我一直陪着他，看着他的遗体被

火化，骨灰编号到现在还能记得，是

2328号……”

回忆起与隋站长工作的日日夜

夜，董德辉的情绪有些激动，说话也

快了起来，“很多人不理解，为了一

张纸搭一条人命不值，但丢失日照

纸对我们来说是很严重的责任事

故，就像战士丢了枪一样，气象数据

有非常强的时效性，无法复制。气

象资料的积累是为造福子孙后代，

而且科学数据容不得半点虚假

……”

谈及日照纸，董德辉刻骨铭心

地忆起了他与日照纸间的故事：

“1986年，隋站长去世五年后，值班

员李金顺在更换日照纸时，纸不慎

被风刮走了。我闻听此情后，脑子

里马上浮现出隋金堂严肃认真的面

孔，于是简单安慰了他几句，就独自

顺着风向去寻找日照纸，一直找到

树林边……都没有找到。天色已

晚，正准备返回站里明天组织人继

续找时，竟然意外地发现了半埋在

雪里的日照纸……因为这事，组织

上给我记大功一次。”

董站长向记者讲诉了他终身难

忘的那件事，也是在天池站最神圣

的那一刻，就是天池站作为全年站

的最后一次发报。“由于30年的

全年气象观测数据已经完成，组

织上决定1989年起天池站改为季

节值守站。于是在辞旧迎新的最

难忘夜晚，1988 年 12 月 31 日 20

时，在这个历史性时刻，我的心情

很复杂，在其他同事的见证下，郑

重地书写着最后一份报告，当我

将要收笔时，突然想起了在天池

气象站相继献出宝贵生命的三位

同志，于是凝重地写下了‘天池气

象站有我们三十年的信仰坚守！’

并用电报机发出去，为30年来，

170多名天池气象人员的辛勤付

出画上了圆满的句号。第二天，

我带领崔金恩、尹芬聚、金锡灿、

朗柏军、金在河、孟铁军、张春生、

李锦顺，这八位我手把手教出来

的气象员一起下山，临行前，我们

来到隋站长的墓碑前，深深地鞠

躬，向他告别……”

十年的坚守，董德辉把青春

留在了长白山上，恶劣的工作环

境使他患上了心肌肥厚、糖尿病、

腰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等疾病，

从在天池站工作的最后几年开

始，平常的步行对他来说都很艰

难，每走一步路都要承受巨大的

疼痛，甚至要靠吃止痛药来坚持

工作……对此，他从没有抱怨过，

也没有向组织上讲过条件，他

说：“能记录和保存完整的气象

观测资料，比什么都重要，我这

一辈子能做一些造福子孙后代

的事情，我感到很满足。”

大雪封山，狂风怒吼。1981年1月21日，天池气象站副

站长、优秀共产党员隋金堂永远地躺在了长白山之巅……

20日晚，长白山刮起了十级大风，由于当时观测员不

慎，日照纸在观测台被大风刮走，日照纸记载着当天的真太

阳时，是气象数据科学研究资料，每一张都是不可复制，非

常重要，当时气象站副站长隋金堂得知后，在21日一大早，

便组织站内人员，进行搜寻。在搜寻过程中，他与张春生、

金在河来到了一处冰雪陡坡的坡顶，准备到坡底进行搜寻，

在下坡过程中，金在河没有踩稳，几个翻滚后，滑到半坡不

动了，张春生试图上前营救，不料也滚落下去，这时隋站长

十分着急，为了抢救两位同志，他沿着坡顶向右走了几步后

向下滑去，然而，在70多度的冰坡上，脚下一滑，便失控地

向下冲去，撞到冰坡突起的一块尖石上，瞬间被弹到半空

中，手套和帽子都被甩了出去，整个人重重地摔在冰坡上。

看到隋站长的险境，距离他50多米的小张和小金爬了半个

小时后，终于来到他身边，一遍遍焦急地喊着“站长，你没事

吧？”只见隋站长忍着巨大疼痛，微微睁开眼睛断断续续地

问着：“你们摔伤了没有？日照纸找到了没有？”随后便昏过

去了。得知情况后，同志们取来担架，用了３个多小时，哭

泣着把他抬回站里。

在站里，隋站长从昏迷中醒来，忍着剧烈的疼痛，示意

身旁的同志把自己手上戴的上海牌手表摘下来，大家不明

白怎么回事，摘下来又给他带上，他再次示意要摘下来，用

毅力说出生前最后一句话：“这是工作……表，交……”说到

这儿，话音断了，在场的人明白了，这块手表是工作用表，他

是在临别之际把这块工作表交还给组织。

在同志们为送他下山抢救做准备的间隙，站里医生诊

断出隋站长肾脾已经破裂，腔内大出血，骨盆已经粉碎。当

时山上不通电话，为了抢救这位亲如兄弟的好站长，只有利

用午后2时定时发报的机会，向省气象局发出呼救电报。

可随着时间的推移，隋站长的伤情渐渐恶化，情况危急。为

争取时间，同志们含着泪水把他放在担架上，迎着十级大

风，踏着没膝雪路，送他下山，到半路，深知他疼痛难忍，医

生想给他注射止痛针，便从内衣兜里掏出安痛定，但在用针

筒抽取药水的同时，药水已冻结成冰，急得大家心如刀绞，

悲痛欲绝……

下午5时40分，隋站长的心脏在他生前攀登过的长白

山路上，停止了跳动。一片痛哭声音，在风雪中飘荡，在森

林峡谷中低吟……

一位平凡的人离开了，但他的精神却影响着一代又一代

气象人……

隋金堂的一对儿女隋戈、隋丹现在榆树县气象局分别

担任榆树综合管理办公室主任和气象台副台长，他们在工

作中都是一样的兢兢业业。隋戈一直是先进共产党员，隋

丹连续10年被评为“长春市气象局先进个人”，当被问及

为什么在工作中这么突出时，隋丹讲道：“小时候父亲因为

工作，常常不在家，有一次，哥哥患上了流行病，发高烧，母

亲给父亲打电话，让父亲回来，父亲却说‘工作离不开人，

回不去，你带着孩子去医院吧！’没有办法，母亲只能带着

哥哥去看病，但由于没有及时治疗，留下了后遗症，至今耳

朵听力仍受到影响。还有一次，我在上学时候，脚被划伤

了，流了很多血，母亲叫父亲回来，当时父亲正在开会，回

不来，母亲生气地背着我闯进会议室，找到父亲，后来还与

父亲吵了一架，问‘工作重要，还是儿女重要’，当时我们都

不能理解父亲，现在想来，父亲对工作认真负责的态度让

我们钦佩，所以作为他的孩子，在工作上不敢有丝毫懈

怠。还记得有一天，那时正下雨，风也很大，日照纸被大风

刮走了。当时，我的脑海中出现了父亲的身影，眼眶不禁

湿润了，想起父亲的做法，我绝对不能让日照纸在我手中

丢失，冒着大雨追了出去，几经周折，终于将日照纸找了回

来。”

隋丹的双胞胎哥哥隋戈在旁边郑重地说：“父亲对工作

的认真我们都知道，所以，我们在工作上一定要踏踏实实，

不能给父亲丢脸。”

如今已经77岁的马向春，在天池站工作了30多年，每

年开春后，他都驾驶着拖拉机为站里运送物资，当问及他为

什么能在艰苦的环境中坚持这么久时，他乐观地讲：“天池

站的工作环境是很艰苦，来回开车，危险性也很大，过去家

人也多次劝过我，换一份工作，我也曾动摇过，可是当我每

次驾驶着拖拉机经过那座丰碑时，我动摇的心便坚定下来，

想到隋金堂站长为了气象工作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我这

点困难又算得了什么？于是这一干，就是30多年。”

如今，曾与隋金堂一起工作过的老天池人，都已是白发

苍苍的老人了。2016年6月7日，他们中的部分老天池人再

次来到隋金堂烈士墓前，讲述着隋站长为了气象事业背井

离乡，带着妻儿来到长白山的故事；讲述着隋站长在这天寒

地冻的大山上，也不忘学习的故事；讲述着隋站长在生命最

后时刻也不忘将工作用表交还给组织的故事；讲述……这

里住着一位不怕生活艰苦、热爱大山、扎根天池气象事业的

好站长，住着一位不计个人得失、爱护同志、公而忘私的好

党员。

深 情 的 回 忆
—— 访 隋 金 堂 烈 士 子 女 隋 戈 、隋 丹

本报记者 韩金祥 张旭日 刘瀚聪

“老天池人”——刘继德
本报记者 韩金祥 包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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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白山党工委书记谢忠岩为“感动吉林”的天池气象人刘继德颁奖

长白山气象局局长杨环宇在介绍天池气象站

的发展

长白之巅饮冰卧雪 半个世纪信仰坚守

每年清明

人们自发地祭

奠隋金堂烈士

位于长白之巅的天池气象站

老 气 象 人

王国祥抒发“感

动”之言

抚今忆昔大家百感交集感触颇深长白山妇联上山慰问天池气象人 触景生情——“天池气象站呼叫！”“当年没这根绳子，出去观测就回不来了！”

“老天池

人”刘继德被

省委组织部授

予优秀共产党

员称号。刘继

德在党旗下再

次宣誓：“坚守

信仰，忠于职

守……”

天池气象站原站长董德辉正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