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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火红的8月，大地生机盎然，百花争奇斗

艳。《天下书香》杂志迎来创刊三周年。以书

香为媒介，打造中国全民阅读第一刊，是我

们的梦想和期望，杂志得到了领导的重视，

社会的认可，读者的青睐，媒体的关注。中

国阅读学研究会名誉会长、北京大学教授王

余光，中国阅读学研究会会长、南京大学教

授徐雁等专家，多次在全国性会议上宣传推

介《天下书香》。在“2016华夏阅读论坛”会

议上，杂志更是引起强烈反响，人们寄希望

杂志传递阅读之光，书香致远。回顾过去，

展望未来，我们感悟良多，前景广阔。

当前正处在新媒体融合时代，纸质期刊

生存艰难，一个社会组织创办阅读杂志更

难。《天下书香》以“天下”为己任，突出“书

香”特色，明确的文化定位是坚持文化自信、

文化自觉、文化自强的基础。

胸怀天下。坚持党的理论指导，站在国

家立场表达。以党的十八大“开展全民阅读

活动”为宗旨，以“倡导全民阅读，建设书香

社会”的国家战略为目标是办刊的方向和灵

魂。

服务天下。以人民为中心，搭建阅读平

台，服务社会各界，立足“全民”核心，抓住

“阅读”关键，重视“活动”推广，推动阅读传

递书香。

放眼天下。面向五湖四海，眼界胸怀要

宽广，关注社会，关心作者，关爱读者，以仁

爱之心办刊，是杂志安身立命之本。

展示天下。《天下书香》是全民阅读的微

缩窗口，多彩景观，栏目设计既有“书香坊”、

“名师坛”、“品读轩”等高端栏目，也有“写作

课”、“燕传鸿”、“阅读风”等大众栏目。插图

既有西方油画、国画，也有农民画、儿童画，

丰富的内容，多彩的世界，给人以美的感受。

书香致远。“天下书香”为读者丰富阅

历，拓展视野，既弘扬传统文化，又介绍世界

先进文化潮流，让读者开阔眼界，增长知识，

增加智慧，增强创新能力。

书香状态。本刊以“言说”、“阅读风”等

栏目介绍全民阅读，各地经验，推动广大群

众积极参与，让梦想伴着书香同行。

书香氛围。引领个体阅读、家庭阅读、学校阅读、机关阅读氛围，并提供

良好的阅读服务。《天下书香》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创新中发展。

书香活动。活动是全民阅读的生命线，也是“天下书香”的命根子；开展

广泛的群众性的参与活动，才有生命力。举办各种阅读论坛、读书会、开展

征文活动、办好诗歌朗诵会，评选各类阅读典型，全民阅读重在活动，活动又

具有多元性、融合性、广泛性、时代性，宣传各类活动，杂志才有正能量，才有

引导力。

《天下书香》追求的是大爱、大德、大美、大气魄。内容上热心推荐好

的作者，推介好的作品，推崇好的经典，推广好的阅读经验。风格上追求

清新、淡雅、活泼、生动，充满时代气息、时代价值。管理上坚持协会办刊，

编委会把握方向；协作办刊，争取社会广泛支持；年轻人办刊，朝气蓬勃；

群众办刊，培育读者群体。《天下书香》面向天下读者，以新理念、新思维、

新服务为本，一定会得到读者的信赖和欢迎。天下书香未来的路很长，前

途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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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声明
作废

产权人：李玉龙，身份
证：220622196606046513，
房屋坐落于靖宇县五里河
村，面积：72.00平方米，结
构：砖木结构，，产权证号：
00025653，房屋产权证丢
失，声明作废。
补发公告

靖宇县房地产管理中
心对上述房屋补发事项予
以公告。公告期30天，公
告期满无异议，将予以补
发。

靖宇县房地产管理中
心

2016年8月24日

●产权人姜波将新星宇·和源

项 目 A15 栋 1002 室 ，编 号 为

0043375的定金票据遗失。金额

为10000元，大写金额壹万元，现

声明作废。

●吉林省科大电力设备有限

公司丢失营业执照副本，信用代码

91220105059629831C，声明作废。

●郝心玥，女，2014年11月2

日出生，将O220223726号出生医

学证明丢失，声明作废。

● 王 雷 （ 身 份 证

220802198206239011）中华人民共

和国二级建造师注册证书丢失，注

册编号：吉 222101109350，声明

作废。

● 李 关 怀（ 身 份 证

220122198007094611）中华人民共

和国二级建造师注册证书丢失，注

册编号：吉222091109353，声明作

废。

● 赵 珊 珊 身 份 证

230230199407150020 丢失，声明

作废。

●张景山交自然增长面积款

的收据丢失，收据号0148058，地

址：轻铁湖西花园开运一号楼

904，906，声明作废。

●磐石市利宇生物质能源有

限公司将组织机构代码证（副）本

丢失，证号：05976691-6，声明作

废。

●蒋佳遗失会计从业资格证，

证号 220182198408106421，声明

作废。

●双辽市宏信建筑安装工程

有限公司不慎将其房屋建筑工程

施工总承包叁级资质证副本（1）丢

失 ， 证 书 编 号 为 ： 四

A301402203820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原长白朝鲜族自治县农村信

用合作联社保险兼业代理业务许

可 证 遗 失 ，证 件 号 码 ：

2206232444004101。

特此声明

长白朝鲜族自治县农村信用

合作联社

2016年8月23日

声明作废

桦甸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保

险兼业代理业务许可证遗失，机构

编码为：2202821259271000，声明

作废。

桦甸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遗失声明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吉林中心支公司磐石支公司

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丢失，机构编

码：000018220284，声明作废。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吉林中心支公司

2016年8月16日

注销公告
公主岭市鸿元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注册号：

220381000037250）经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本公司已成立清算小组，清算
人员为冯国军，请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
日内向本公司清算人员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公司清算组地址：公主岭市东三街民安委，联
系人：冯国军，电话：13844467999。

招标公告
龙井市2016年农业综合开发土地治理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三合

镇）1标段、2标段、3标段、龙井市2016年农业综合开发土地治理高标
准农田建设项目（开山屯镇）1标段、2标段、3标段、吉林省龙井市农业
综合开发2016年延边以勒无公害农作物农民专业合作社高标准农田
建设项目已由国家批准兴建，项目招标人为龙井市农业综合开发领导
小组办公室，建设资金来自财政资金。工作内容：建筑工程、金属结构
设备及安装工程、临时工程。资格审查条件：具有水利水电工程施工
总承包叁级以上（含叁级）资质。购买招标文件条件：投标人凭本人身
份证、法人授权委托书（有企业法人签名真迹）、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组
织机构代码证、资质证书副本、安全生产许可证原件及复印件购买。
招标文件发售：从2016年9月6日起至2016年9月12日（法定节假日
休息），上午8：30时至11：00时，下午1：30时至4：00时，过期不再受
理。在吉林省中诚招标有限公司出售，每套招标文件售价为壹仟元
整，售后不退。开标时间为2016年9月27日上午9：30时，延边州政务
服务中心六楼(延吉市河南街759号)。吉林省中诚招标有限公司联系
人张红艳联系电话：0433-2908769、2908793。

注销公告
依照抚松县商务和粮食局的申请，将产权

人松江河粮食所落于松江河镇站前街2委1组所
有权证号121-0047号面积285平方米，121-0046
号面积600平方米，121-0048号面积575平方米。
声明作废上述房屋所有权证，并注销其房屋所有
权登记。

抚松县房地产管理中心
2016年8月25日

声明作废
李江将坐落于磐石经济开发区西兴利村喜安屯

的磐集用（1992）08-1-2-152号《集体土地使用证
书》丢失，特此声明。

公告
李江将坐落于磐石经济开发区西兴利村喜安屯

的磐集用（1992）08-1-2-152号《集体土地使用证
书》丢失，特此声明。现对原《集体土地使用证》公告
作废，如15日内无人提出异议，予以补发新证。

磐石市国土资源局
2016年8月25日

招标公告
招标项目编号：JLTXY-[2016]-F0803

1．招标条件。图们市石岘镇水南村传统村落保护项目已由图们
市发展和改革局以图发改字[2016]53号文件批准建设，项目业主为图
们市石岘镇人民政府，建设资金来自中央补助2015年传统村落保护
资金和2015年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资金。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
现对该项目进行公开招标。2、工程概况与招标范围。本工程位于图
们市石岘镇水南村。2.1工程名称：图们市石岘镇水南村传统村落保
护项目。2.2招标内容：新建入口广场及民俗广场，入口广场占地面积
为2000㎡，民俗广场占地面积为900 ㎡。入口广场绿化面积为1300㎡，场地硬化面积为650㎡，摔跤场占地面积为50 ㎡，设置朝鲜族传
统围墙150m，设置民俗体育设施1套。民俗广场绿化面积为98.16㎡，
场区硬化面积为680㎡，维修房屋的建筑面积75.6㎡，凉亭的建筑面
积为46.24㎡，设置3处长丞群，翻新加固1座古井。2.3计划工期:
2016年09月30日至2016年11月30日。2.4工程质量要求符合合格
标准。3、投标人资格要求。3.1投标申请人须是具备市政公用工程施
工总承包叁级及以上资质，具备安全生产许可证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近三年至少有一项类似工程业绩，并在人员、设备、资金、业绩等方面
具有相应的施工能力。3.2投标单位拟派出的项目经理或注册建造师
须是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相关专业二级建造师及以上资
质。3.3拟派出的项目管理人员，应无在建工程，否则按废标处理；投
标单位的项目经理或注册建造师中标后需到本项目招投标监督主管
部门办理备案手续。根据吉建管〔2016〕1号文件规定，凡是进入我省
从事建筑业活动的企业，均应按照《吉林省入吉建筑企业信息登记管
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办理入吉企业信息登记。3.4 本次招标不接受
联合体投标。3.5 拒绝列入政府禁止投标期间的企业或个人投标。4
．招标文件的获取。4.1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16年8月26日至
2016年9月1日（公休日除外），每日上午8 时30分至11时30分，下午
13 时00分至16 时00分,到吉林省同欣原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延边分
公司）（延吉市延西街35号万隆酒店319室）购买招标文件。购买招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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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新
版资质证书的投标人可提供与新版资质证书副本同样大小并加盖投
标单位公章（鲜章）的复印件，复印件与原件效力等同）、安全生产许可
证、项目经理建造师证书（以上证件需原件及复印件加盖公章）和企业
法定代表人签名真迹的授权委托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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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9月20日上午9:30时，地点为图们市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图们市友谊街858号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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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有效投标人不足三家时，
招标人另行组织招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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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采购与招标网上发布。7．联系
方式。招标人：图们市石岘镇人民政府，联系人：沈君利，电话：
04333-869911。招标代理机构：吉林省同欣原工程咨询有限公司，联
系人：楚女士，电话：0433-2357005，13304489028。招标监督管理部
门：图们市建筑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管理站。

招标公告
招标项目编号：JLTXY-[2016]-F0812

一.招标条件。本招标项目延边龙井市供电公司东盛供电所新建
项目已由国网吉林省电力有限公司后勤工作部以后勤【2016】16号批
准建设，建设资金来自企业自筹资金。招标人为国网吉林龙井市供电
有限公司，招标代理机构为吉林省同欣原工程咨询有限公司。项目已
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进行公开招标。二.项目概况与招标范
围。2.1工程名称：延边龙井市供电公司东盛供电所新建项目。2.2建
设内容：新建的国网吉林延边龙井市供电公司东盛供电所总用地面积
1308㎡，供电所总建筑面积500㎡。2.2 工程建设地点：龙井市东盛涌
镇。2.3 计划工期：2016年10月15日至2017年10月30日。 2.4 工
程质量要求符合合格标准。三.投标人资格要求。3.1投标申请人须
是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及以上资
质。及安全生产许可证（副本）原件及复印件的法人或其他组织，并在
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施工能力。3.2投标单位拟派出的
项目经理须是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相关专业二级建造师及
以上资质。3.3拟派出的项目管理人员，应无在建工程，否则按废标处
理；投标单位的项目经理中标后需到本项目招投标监督主管部门办理
备案手续。根据吉建管〔2016〕1号文件规定，凡是进入我省从事建筑
业活动的企业，均应按照《吉林省入吉建筑企业信息登记管理办法》的
相关规定，办理入吉企业信息登记。入吉企业相关信息在“吉林省建
筑市场监管与诚信信息管理平台”网址上公布后，方可在吉林省从事
建筑活动。3.4 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3.5拒绝列入政府禁止
投标期间的企业或个人投标。四.招标文件的获取。4.1凡有意参加
投标者，请于2016年8月26日至2016年9 月1日(法定节假日、公休
日休息)，每日上午8：30 时至11：30时，下午13：30时至 16:30_时(北
京时间，下同)，凭本人身份证、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资质证书副
本、安全生产许可证、项目经理建造师证书（以上证件需原件及复印件
加盖公章）和企业法定代表人签名真迹的授权委托书。到吉林省同欣
原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延边分公司）（延吉市延西街35号万隆酒店319
室）购买招标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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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
为 2016 年9月23日上午9 时30 分，地点为龙井市公共资源交易服
务中心（房产局一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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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规定提供人民币叁万伍仟元的投标保证金或投标保函。5.4有效投
标人不足三家时，招标人另行组织招标。5.5当投标人的有效投标报
价超出招标人设定的拦标价时，该投标报价视为无效报价。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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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省建设项目招标网上发布。七.联系方式。招标人：国网吉林龙井
市供电有限公司，联系人：崔先生，电话：13844706777。招标代理机
构：吉林省同欣原工程咨询有限公司，联系人: 楚女士，电话：
0433-2357005，13304489028。招标监督管理部门：龙井市建设工程招
投标办公室。

招标公告
招标项目编号：JLTXY-[2016]-F0804

1．招标条件。图们市月晴镇白龙村传统村落保护项目已由图们
市发展和改革局以图发改字[2016]52号文件批准建设，项目业主为图
们市月晴镇人民政府，建设资金来自中央补助2015年传统村落保护资
金和2015年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资金。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
该项目进行公开招标。2、工程概况与招标范围。本工程位于图们市
月晴镇白龙村。2.1工程名称：图们市月晴镇白龙村传统村落保护项
目。2.2建设内容：项目改造房屋3栋，改造面积为370㎡。新建朝鲜
族民俗房屋3栋，总建筑面积为250㎡。新建石塔4座，新建长丞6根，
铺设给水网1500m，修建蓄水池120m³。新建一处面积20㎡的公共厕
所。2.3计划工期: 2016年09月28日至2017年03月31日。2.4工程
质量要求符合合格标准。3、投标人资格要求。3.1投标申请人须是具
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及以上资质，具
备安全生产许可证的法人或其他组织，近三年至少有一项类似工程业
绩，并在人员、设备、资金、业绩等方面具有相应的施工能力。3.2投标
单位拟派出的项目经理或注册建造师须是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
发的相关专业二级建造师及以上资质。3.3拟派出的项目管理人员，
应无在建工程，否则按废标处理；投标单位的项目经理或注册建造师
中标后需到本项目招投标监督主管部门办理备案手续。根据吉建管
〔2016〕1号文件规定，凡是进入我省从事建筑业活动的企业，均应按照
《吉林省入吉建筑企业信息登记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办理入吉企业
信息登记。3.4 本次招标不接受 联合体投标。3.5 拒绝列入政府禁
止投标期间的企业或个人投标。4．招标文件的获取。4.1凡有意参
加投标者，请于2016年8月26日至2016年9月1日（公休日除外），每
日上午8 时30分至11时30分，下午13 时00分至16 时00分,到吉林
省同欣原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延边分公司）（延吉市延西街35号万隆酒
店319室）购买招标文件。购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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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新版资质证书的投标人可提供与新版
资质证书副本同样大小并加盖投标单位公章（鲜章）的复印件，复印件与
原件效力等同）、安全生产许可证、项目经理建造师证书（以上证件需原
件及复印件加盖公章）和企业法定代表人签名真迹的授权委托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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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9月20日下午13:30
时，地点为图们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图们市友谊街858号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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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有效投标人不足三家时，招标人另行组织招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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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采购与
招标网上发布。7．联系方式。招标人：图们市月晴镇人民政府，联系
人：赵斌，电话：13844729225。招标代理机构：吉林省同欣原工程咨询有
限公司，联系人：楚女士，电话：0433-2357005，13304489028。招标监
督管理部门：图们市建筑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管理站。

招标公告（资格后审）
招标项目编号：JLZZ-16-156

一.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农安县合隆镇合隆大街方砖步道及302
国道-赵粉坊乡道排水改造工程已由农安县财政局以政府采购计划表
的方式批准招标，建设资金为自筹资金，项目出资比例为100%，招标人
为农安隆达基础设施建设有限公司。现对施工进行公开招标。二.招
标内容及规模 2.1 招标内容及规模：合隆大街方砖步道改造工程及
302国道-赵粉坊乡道排水改造工程；2.2 工程建设地点为 农安县合
隆镇；2.3 计划开工日期为2016年9月25日，计划竣工日期为2016年
10月25日；2.4 符合国家标准的合格工程。三.投标人资格要求 3.1
资质要求：投标申请人须是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市政公用工
程施工总承包三级或以上资质的独立法人单位。并在人员、设备、资
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施工能力，近三年有类似工程业绩。拟派项目经
理具备市政公用工程专业二级或以上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和有效的
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技术负责人须具备相关专业中级或以上职
称。3.2 拟派出的项目管理人员，应无在建工程，否则按废标处理；投
标单位的注册建造师中标后需到本项目招投标监督主管部门办理备
案手续。3.3 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3.4 外地企业需办理入
吉备案手续。（详见吉建管【2015】50号、吉建管【2016】1号文件）3.5
拒绝列入政府取消投标资格记录期间的企业或个人投标。四.招标文
件的获取 4.1请于2016年8月26日至2016年9月1日(法定公休日、
法定节假日除外)，每日上午8:30时至11:00时，下午13:00时至16:
00时(北京时间，下同)，在长春市硅谷大厦1118室持法人授权委托
书、被授权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副本、资质证书副本、安全生产许可证
副本、拟派项目经理的执业资格证和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
业绩原件及复印件购买招标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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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
止时间，下同)为2016年9月19日9时30分，地点为 长春市政务中心
三楼第三开标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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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标人不足三家时，招标人另行组织招标。六.
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吉林省建设信息网、中国采购
与招标网、吉林日报上发布。七.联系方式 招标人：农安隆达基础设
施建设有限公司 联系人：唐刚 招标代理机构：吉林中筑工程建设
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地址：长春市高新区硅谷大厦1118室 联系人：
姜雨欣 0431-85118118 2016年8月26日

公告
长春市绿园区同心街道双丰村村民：

位于长春市绿园区双丰村富民大街以北、双丰西路以西、丁三十

八路以南地区已经在2009年由长春宝雍阁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宝雍阁公司）予以拆迁整理完毕，现宝雍阁公司将上述地块

拆迁整理资料全部移交给长春西部新城重点项目建设管理中心。上

述被拆迁地块所有被拆迁户如对拆迁补偿事宜持有异议，可在2016年

8月24日起至2016年10月25日17时止，到长春西部新城开发区管理

委员会（长春市绿园区富民大街 1888 号）经合局（429 室，电话：

0431-81925836）予以登记备案，过期后果自负，将不予接待。

特此公告

长春西部新城重点项目建设管理中心

2016年8月23日

招标公告
项目全称：沈阳军区联勤部吉林干休所房屋整修、附属配套及供

电设施改造工程；
项目地点：吉林省吉林市；
招标规模：共三个标段，一标段（SJZB16060-Ⅰ01SG）屋面整修

5700.52平方米、外墙整修14430.59平方米；二标段（SJZB16060-Ⅰ
02SG）附属配套工程、三标段（SJZB16060-Ⅰ03SG）供电设施改造;

合同估价：一标段约543万元、二标段约614万元、三标段约115
万元；

投标报名截止时间为 2016年8月30日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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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守来 电话：15304321566
招 标 办：贾金刚 电话：024-28867453

沈阳军区联勤部吉林干休所
2016年8月23日

招标公告
招标编号：JLZC-16101

吉林省龙井市农业综合开发2016年华龙农场高标准农田建设项
目，已由国家批准兴建，项目招标人为延边州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建
设资金来自财政资金。现对该项目进行公开招标。一、招标的项目
为：吉林省龙井市农业综合开发2016年华龙农场高标准农田建设项
目。二、工作内容：机耕路工程、塘坝工程、蓄水池工程、泵房工程、机
电井工程、管道工程。三、资格审查条件。具有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
承包叁级以上（含叁级）资质。四、招标文件发售。1、凡有意参加投标
者，请于2016年9月7日至2016年9月13日（法定公休日、法定节假日
除外），到邮箱（用户名：jlzczb@126.com，密码：vip888888）自行下
载。2、招标文件成本费为1000元整，投标人在递交投标文件时交纳
给招标代理机构。五、投标要求。1、投标人投标时应附交招标文件规
定的投标保证金。2、接受投标文件的截止时间为 2016年9月28日
上午9：00时 。六、开标时间及地点。开标时间为2016年9月28日上
午9：00时。 开标地点为延边州政务服务中心六楼（吉林省延吉市河
南街759号）。 建设单位：延边州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地址：延吉市
延龙路608号，联系人：许凤虎，联系电话：0433－2876062。招标代理
单位：吉林省中诚招标有限公司 ，地址：延吉市长白路28号，联系人：
张红艳，联系电话：0433-2908793、2908769。

8月24日，曼城队球员德尔夫（右二）进球瞬间。当日，在2016-2017赛季

欧洲足球冠军联赛附加赛第二回合比赛中，曼城队主场以1比0战胜布加勒斯

特星队，以总分6比0晋级。 新华社/路透

本报8月25日讯（记者裴雨虹）今晚，由东北师范大学

音乐学院舞蹈系创排的现代舞剧《浮生》在长春市群众艺术

馆精彩上演。此次演出是第三届市民文化节的一项内容。

舞剧《浮生》从繁华的东北市集场面展开，焦点聚集

在小人物身上。在抗日战争的历史大背景下，清晰的脉络

和深刻的演绎让每个小人物的角色都立体丰满起来。四

幕十三个舞段，每段标题画龙点睛地刻画出本段的精髓：

浮生“忆”，母亲在弥留之际忆起曾经温馨美好的生活画

面，与眼下的凄凉鲜明对比；浮生“口”，哥哥与抗日队伍一

道，在腥风血雨中寻找着一丝翻身的光亮；浮生“却”，偷袭

的计划由于叛徒出卖而失败，剧情跌宕，遗憾与悲愤用一

个“却”字巧妙诠释；浮生“梦”，舞剧进入尾声，兄弟战场相

遇，并肩抗敌，眼前幻化出兄妹三人团聚的温馨场景，“梦”

字点出了乱世之中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小成本，大制作，90分钟的舞剧，内容恢弘庞大，其

间既有战争时期中华民族的觉醒抗争，又有和平年代中

华民族的宽容气度；既有对军国主义的强烈谴责，又有对

善良民众的友好感念；既有大难临头各自分飞的浮生众

相，又有团结一致抵御外辱的家国情怀。

自公演以来，舞剧《浮生》巡演多次，广受关注并深受

喜爱。据了解，此次舞剧《浮生》将持续演出到28日。

现代舞剧《浮生》精彩上演

本报讯（记者王世军）8月22日，由《人民

文学》杂志社和广东观音山国家森林公园共同

主办的第四届“观音山杯·美丽中国”全国游记

征文活动落下帷幕，评选结果揭晓。白城市作

家丁利凭借长篇游记散文《鸟知道》荣获佳作

奖，这也是我省唯一获奖作者。

本届《人民文学》征文的应征体裁包括散

文、诗歌、赋，共收到海内外作家和文学爱好者

来稿6000多份，征文活动经历了半年时间，来

稿先后经过《人民文学》编辑部筛选、初评委复

评，以及7位高评委终评三个阶段。经过评委

们反复讨论、多轮投票，最终评选出第四届“观

音山杯·美丽中国”全国游记征文的获奖作者

61名、获奖作品61篇。丁利创作的长篇散文

《鸟知道》，是一篇立足吉林西部“河湖连通，鸟

居白城”的独特视角，讴歌白城向海、莫莫格、

牛心套保等湿地景观恢复生态，人鸟相亲的佳

作。这篇作品的获奖，不仅是作者个人的荣

誉，更重要的是以此为契机，提升了白城生态

在国内外的影响力。

丁利散文《鸟知道》获奖

本报讯（文力）国际举重联合会24日在官

网发出公告，在国际奥委会对2008年北京奥

运会运动员检验样本的重新测试中，15名举

重运动员药检结果呈阳性，当中包括三位中国

运动员、当时的金牌得主：陈燮霞(女子48公

斤级)、刘春红(女子69公斤级)、曹磊(女子75

公斤级)。

从6月15日到8月24日，国际举联连发五

道“公开披露”，这些信息无一例外，都是在国

际奥委会针对2008年和2012年奥运会运动员

尿样的复查行动中，被查出的举重领域的“中

招者”，前后合计46人次，实际人数41人。

两届奥运举重查出41人涉药

“魅力白山——金秋文艺汇演”临江专场落幕

本报讯（记者李卓林 通讯员刘彦宏）日前，魅力白

山——金秋文艺汇演临江专场演出在白山市长白山广

场拉开帷幕。此次演出，是按照白山市文广新局的工

作部署，从8月18日开始至8月24日，每个县（市、区）

及白山市直分别组织一场专场演出。

临江专场演出精彩纷呈，一个个经精心编排的歌

舞、诗朗诵、情景剧等极具地方特色的节目令白山观众

耳目一新。

东丰在全国传统武术比赛中创佳绩

本报讯（王华荣 刘永来）日前，在江西省九江县举

行的2016年全国传统武术比赛中，东丰县代表队全体

参赛队员不畏强手，奋力拼搏，取得骄人战绩，共获8枚

金牌、16枚银牌和11枚铜牌。同时，东丰县代表队被

大会组委会授予“武德风尚奖”，陈百文被大会组委会

评为“武德风尚奖教练员”，韩丽华、孔玉梅被大会组委

会评为“武德风尚奖运动员”。据了解，这次比赛是东

丰县被授予“全国武术之乡”之后，第一次参加的国家

级大型武术赛事。

“国学大讲堂”讲解《西游记》之唐僧取经路线分析

本报讯（记者龚保华）由省社科联、长春市孔子研

究会、长春市文庙博物馆联合举办的“国学大讲堂”公

益讲座，将于8月 27日（周六）上午在长春文庙明伦

堂报告厅继续开讲。本期大讲堂由中国传媒大学文

学院教师子奇博士讲授“《西游记》之唐僧取经路线

分析”。

本期讲座将着重分析小说作者安排唐僧师徒取

经路线的历史依据和高妙之处，让大家重新认识

《西游记》中的取经之路。主讲嘉宾子奇，中国传媒

大学文学院博士、文学院教师、成长文学堂创始人

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