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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黄相接的稻子邂逅延边九月

的艳阳，田间便有了收获的味道；葱

茏苍翠的山脉邂逅和畅的秋风，乡

野便有了绚丽的秋色；延绵不绝的

边境线邂逅文化的盛宴，幸福和快

乐便洋溢在延边父老乡亲的脸上。

9月18日至9月 22日，由省委

宣传部、省文联主办，延边州文联

承办，省文艺志愿者协会、省音乐

家协会、省书法家协会、省杂技家

协会、珲春市文联，安图县文联协

办的“文化惠农直通车·边境行送

欢乐下基层”活动，走进延边州珲

春市和安图县，为生活在边境村的

百姓带来了一场生动有趣的视听

盛宴。

9月18日下午4时，艺术家们跨

越490多公里，从长春到来珲春，刚

一下动车，便直奔演出现场进行彩

排。当晚6点30分，珲春的夜空繁

星点点，靖和街世纪广场座无虚席，

人们将广场围得水泄不通。随着群

舞《三疆古韵》的威风锣鼓，拉开了

“送欢乐下基层”演出的帷幕。我省

著名女歌唱家金子演唱了一首《金

达莱》。本次演出为将更好的歌声

带给观众，她从宾馆到广场短短十

几分钟的时间里，听着音乐不断跟

唱。优美的旋律响起，阿妈妮们身

着缤纷艳丽的朝鲜族传统服饰纷纷

踏歌而舞。由国家一级演员左辉、

冯福伟表演的《与你同乐》，是文艺志愿服务团的保留节目，走到哪都

能掀起一阵欢笑的热潮，本场演出他们幽默滑稽，与台下观众频频互

动，引得观众捧腹大笑。男高音歌唱家金勇演唱的《红太阳照边疆》

《长鼓敲起来》听得观众意犹未尽，又加唱了一首，观众才让他走下

台。青年演员梁艺馨、陈思言表演的《软功》，动作高难，让人在清柔

的音乐中屏息凝神。

当晚的演出，亮点纷呈，靖和街世纪广场掌声不断，笑声四起，往

日宁静的边陲小城变得热闹非凡。结束演出，艺术家们回到宾馆已

是晚上9点。

在珲春为期3天的演出中，演员们不顾劳顿，克服低温冰雹天

气，赴春化镇西土门子村、敬信镇二道泡村、板石镇板石村倾情为父

老乡亲送去文化大餐。尤其是在9月20日这一天，冰雹过后气温骤

降，演员们在敬信镇二道泡村敬信镇学校演出时，大风掀翻了红毯，

有的演员被风吹得眼睛红肿，直流眼泪，可为了让父老乡亲们能够享

受一顿美好的文化大餐，大家都倾尽全力。大风不停地刮着，夹杂着

欢歌笑语声，传向延边大地。

直至演出结束，仍然有村民赶来。村民与演员挥手惜别，大声

说着：“谢谢你们！辛苦了！”有人特地跑到后台，紧握着延边歌舞

团歌唱家廉寿元的手，激动地说：“经常在电视里看到你，现在见到

了真人，感觉特别高兴特别幸福！”“他们看一场演出特别不容易，

所以这次省里和地方的演员联合表演，他们感觉特别幸福。”廉寿

元说。

结束了敬信镇的表演，艺术家们又赶忙踏上去往板石镇的路。

在板石镇，同样有很多热情、可爱的乡亲们翘首期待着。演员和村民

一同载歌载舞，笑声洒遍每一处角落。时光就在歌声和笑语声中悄

然流逝，大家临别时，又是同样的依依不舍。

当天下午4点30分，艺术家们圆满结束了在珲春的演出，坐上开

往安图县的动车，准备为那里的村民带去幸福和快乐。

安图县素有“长白山下第一县”的美称，南与朝鲜接壤。9月21

日早，寒气袭人，大雾笼罩整个安图县。8点，艺术家们乘车赶往二

道镇奶头村。大巴在深山里穿梭，山路狭窄而颠簸。随着大雾消散，

蔚蓝的天空和色彩缤纷的远山跃然眼前。一路看过青黄相接的麦

田，红艳欲滴的枫林，辗转3个半小时，一座青砖黛瓦的小村落豁然

出现在眼前。奶头村——“长白山下第一村”，是典型的朝鲜族村，村

里常住人口60多人。

面对仅有的20位观众，艺术家们认真化妆、调试设备，毫不含糊。

工作人员为了让村民能在阴凉处观看表演，特地调整了舞台朝向。

随着音乐声起，素日宁静的小山村热闹起来。延边歌舞团歌唱

家印香子一曲《长白姑娘》刚结束，席地而坐的村民异口同声地说：

“再来一首！”于是歌曲《长鼓敲起来》接着响起，伴着印香子悠扬抒情

的歌声，阿玛尼们面带幸福的微笑，起身伴舞，甚至拄着木棍的老奶

奶也加入其中。

印香子的歌声为乡亲们带来满满的喜悦，可谁又知道，她因前一

天的异常低温和连续两场演出，导致高烧，打点滴到深夜。“其实下乡

说简单也不简单，我们都有义务让乡里乡亲们享受一下文化大餐。

他们特别纯朴，看着他们高兴的脸，我也特别高兴。明天石门镇茶条

村的演出，将是我今年最后一场下乡演出，所以我觉得应该坚持下

来，并希望以此为句号圆满结束。”印香子说。

滑稽幽默的《与你同乐》表演让村民蔡义善笑得前仰后合，她

说：“我50多岁了，第一次看这样的节目，有意思！他们要是总来演

出，多好啊。”她2岁的孙子还特地采了路边的两朵野花，献给唱歌

的演员。

石门镇茶条村作为本次演出的最后一站，艺术家们不顾前几天

的劳顿，更加抖擞精神全力以赴。演出结束，有村民拿着演员们送的

气球，朝演员深深鞠了一躬：“谢谢你们了！我要送给我大孙子。”

国家一级演员左辉说：“我是快50岁的老演员了，能到最边远的

边境村送演出，感觉很高兴。这里虽然闭塞，但人都很淳朴善良。他

们虽然没见过我们的表演，但是却很热情。我们今后一定带来更多

正能量的节目，让他们更快乐。”

祖国寂寥绵长、壮阔苍茫的边境线与一场文化盛宴的邂逅，激荡

出阵阵欢歌笑语，幸福快乐。至此，从5月23日在龙井市三合镇三合

村启动的“文化惠农直通车·边境惠民百村行”“送欢乐下基层”活动

完美收官。活动历时4个月，以点带面辐射近100个边境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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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9 月 26 日讯（记者裴雨虹）今

晚，由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厅主办，省歌

舞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省歌舞团）

演出的大型民族舞剧《人·参》在东方大

剧院精彩上演，用一段蕴含着牺牲与奉

献的爱情故事串联起历史、现在与未来。

民族舞剧《人·参》是省歌舞团历经两

年精心筹备的反映我省优秀地域文化的

大型剧目，是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厅指

导、支持的全省“十三五”时期重点文艺

创作项目，2016年8月获得国家艺术基金

立项资助，同年9月获得吉林省省级文化

发展专项资金扶持。

为将这部舞剧打造成思想性、艺术

性、观赏性俱佳的精品力作，该剧邀请了

著名导演何利山、唐文娟，著名编剧梁戈

逻，著名作曲家刘彤，著名舞美设计师戴延

年，著名灯光设计师周正平，著名服装设计

师崔晓东，高级造型设计师王璇等国内著名

艺术家加入主创团队，优秀青年舞蹈演员庞

妮娜、郑南、倪凯、何将担任本剧主演。

在序篇中，一条红线将故事延续至今

天，也将故事中的年轻医者、人参女、老

把头、小货郎一一串起，更将故事中的生

离死别、爱恨情仇一一串起。春到人间，

万物复苏，山林中人参花开，澄澈的音

乐、空灵的舞蹈，人参姑娘与年轻医者一

见钟情，第一幕“人间岁月”将观众从悠

久的历史带入现实，展现吉林大地上多姿

多彩的民风、民俗、民情；变换交错的灯光

配合着设计巧妙的布景，第二幕“山林之

梦”将长白山文化、丰富的动植物资源整合

为舞台表演，为观众打造出了一个如梦如

幻的神奇世界；在第三幕“舍生取义”和第

四幕“唯爱永恒”中，灾难袭来，人们在瘟疫

中倒下，医者与人参女的爱情也由此升华，

在牺牲与奉献中，人参女向人类展现了大

爱。磨难过后，人最终与自然达到了和谐

与平衡，尾声中，一个全新的代表吉林的

符号——“人参”诞生了。

人参是吉林特产，更是吉林文化重要

的符号和象征，舞剧《人·参》深入挖掘了吉

林深厚的地域文化，省歌舞团有限责任公

司董事长王明华表示，“大型原创民族舞剧

《人·参》将吉林的长白山文化、青年医者与

人参姑娘的爱情传说、吉林富饶的生态资

源与绿色发展理念有机融合在一起，打造

面向全国、面向国际传播的吉林文化品牌，

积极推动吉林文化走出去，发出吉林声音，

讲好吉林故事，扩大吉林影响。”

大型民族舞剧《人·参》首演

长白山之恋震撼人心

本报讯（记者李卓林）为充分发挥省图

书馆公共文化服务阵地的作用，省图书馆社

会教育培训部将以“赞颂新成就 喜迎十九

大”为主题，以展览展示、公益讲座、朗读比

赛等形式，举办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

喜迎十九大的胜利召开。日前，多项活动已

陆续开展，预计整体活动将持续至10月末。

在展览展示方面，“白山松水·美好吉

林”摄影作品展已于9月14日率先举办，展

览展出的100余幅摄影作品，用镜头讲述吉

林故事、塑造吉林形象、弘扬吉林精神，给人

们以思想启迪、精神鼓舞和艺术熏陶。此

外，省图书馆还将于9月28日举办“铭记历

史，开创未来——喜迎党的十九大”图文展，

于10月10日举办“喜迎十九大 忠诚保平

安”主题书画摄影展。前者以图文结合的形

式介绍中国共产党一大以来取得了辉煌成

就，通过图片带领读者回顾党的历史，永远

铭记革命先辈的英名和丰功伟绩、缅怀他们

的精神和风范；后者以展示吉林公安边防总

队近年来在维护吉林省边境地区社会稳定，

打击跨境犯罪，助推地方经济发展、实施爱

民固边战略等方面取得的丰硕成果为内

容。展览分为“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

公正”“纪律严明四个板块，将充分展现吉林

公安边防部队良好形象和过硬作风。值得

一提的是，图文展为线上展览，将通过省图

书馆微信平台发布。

在公益讲座方面，省图书馆将借助“文

化吉林”讲坛这一平台，于10月8日、10月

15日、10月22日持续推出喜迎十九大系列

专题讲座活动。讲座将以时间为切入点，对

党的历次代表大会进行全面梳理，通过时间

脉络向民众讲述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及

对未来的展望。

此外，为丰富全省民众精神文化生活，

推进我省全民阅读工作，省图书馆还举办了

“氤氲书香”朗读比赛。比赛自今年5月在

全省启动，得到了全省公共图书馆、学校和

读者的大力支持，社会各界踊跃报名、积极

参赛。比赛经过初赛、复赛，于9月18日在

省图书馆举行了决赛。

省图书馆举行系列活动喜迎十九大

本报讯 体彩大乐透自

2007年上市以来，得到了彩民

朋友们长久的信任和鼓励，同

时，体彩大乐透也为彩民朋

友们创造了无数的奇迹和可

能。体彩大乐透携手彩民朋友

走过10年，成就了一段深厚的

友谊。为感谢彩民朋友10年来

的支持和陪伴，国家体育总局

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将在体彩大

乐透上市10周年之际，围绕“友

谊”主题开展“乐透对对碰，百万

好礼送”活动，为彩民朋友们带

去更多的好运和财气。

本次活动于2017年 9月

19日至30日在体彩超级大乐

透官方微信进行。活动期间，

彩民朋友们只要关注体彩超

级大乐透官方微信，点击底部

“乐透有礼”菜单即可进入活

动页面，或扫描活动二维码直

接进入页面参与。在活动首

页点击“碰碰运气”，输入与好

友的相识时间，根据相关信息

生成一注缘分号码。活动根

据缘分号码10年来历史累计

中奖奖金进行排行，每日根据

排行榜派发相应奖品。同时，

彩民朋友们还可在每周一、

三、六体彩大乐透开奖当期，

到线下体彩投注站购买自己

相应的缘分号码，并通过活动

平台上传该注号码的彩票序

列号赢取更多奖品。

（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供稿）

“乐透对对碰 百万好礼送”活动火热来袭

缤 纷 体 彩

本报讯（记者李梦溪 通讯员窦静）为

开阔儿童文学作家创作视野，培养儿童文

学新生力量，日前，省作家协会儿童文学

委员会组织老中青三代儿童文学作家深

入大安地区进行采风创作交流活动。

采风团走进了大安市农民工子弟小

学——慧阳小学，作家们将图书赠送给孩

子们，并与他们进行阅读方面的互动交

流。每位作家不仅送出自己的作品，也捐

赠了其他适合小学生阅读的图书，为孩子

们送去了营养丰富的精神大餐。捐赠的

图书得到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的倾情支

持。出席本次活动的省作家协会主席张

未民为孩子们写下了“儿童是文学之心，

世界很大，通过文学去看看”；著名儿童文

学作家钱万成为孩子们写下了“文学是人

生最美味的精神食粮，每天都吃点，天天

都健康”的寄语。

我省儿童文学作家采风活动举行

珲春市艺术团在敬信镇二道泡村
进行慰问演出。 （资料图片）

本报讯（记者张政）2017赛季中超预备队联赛9月25日

展开第26轮争夺，长春亚泰主场4比1大胜河北华夏幸福，斩

获3分。此役战罢，长春亚泰战绩为15胜2平9负，积47分，

稳居积分榜第4位。

此役，长春亚泰派出了由殷亚吉、王金良、积施利、郭亮、

李尚、吴亚轲、周大地、程长城、万亮、金成龙、崔京明组成的首

发阵容。上半场，程长城梅开二度，将个人在预备队联赛的进

球数提高到18粒，位列射手榜第2位，也为长春亚泰早早确立

领先优势。

易边再战，刘宇、曹紫珩、关昊、李光、赵明宇、张文俊先

后替补登场，长春亚泰也持续对对手施压。第49分钟，小将

赵明宇突入禁区横传门前，崔京明抢点破门将比分改写为3

比0。第60分钟，金成龙为殷亚吉送出助攻，后者头球破门。

第86分钟，河北华夏扳回一球，比分最终定格为4比1。值得

一提的是，本场比赛，赵明宇、崔京明、金成龙、张文俊、万亮

等亚泰“97年龄段”球员均有着不错的发挥，展现了亚泰梯队

极具潜质的后备力量。

中超预备队联赛第26轮

长春亚泰战胜河北华夏幸福

通化市二道江

区五道江镇矿山社

区加大文化工程和

文化基础设施建设，

经常组织开展形式

多样的文体活动，丰

富了群众的精神文

化生活，荣获省文化

厅嘉奖。图为参加

全国大秧歌表演比

赛骨干成员风采。

静祝林 赵玲 摄

本报讯（记者李信 实习
生盖卓威）第二届“翰墨杯”全

国青少年书画大赛9月23日

在长春新华文化图书城举行，

来自全国各地的600多名青少

年书画爱好者在决赛现场参加

比赛。中国翰墨国际书画院院

长许锋致辞，省和长春市相关

领导及书画名家莅临大赛。

大赛在“墨舞”表演中拉

开帷幕，许锋在现场表演悬

纸书法为参赛者助威加油。

据悉，本次大赛共吸引了 5

万多名青少年书画爱好者报

名参加海选。作为一次全国

范围内的公益性比赛，大赛

旨在为广大青少年学习交

流、提高书画技艺搭建一个

常设平台，为具有潜质的青

少年书画爱好者提供展示才

艺的舞台，带动更多的青少年

学习书画艺术，弘扬中华民族

优秀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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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南瓜苗要多久才能结出南瓜

啊？”“老师，东北虎每天都要吃多少东西

呀？”……这个暑假，在吉林省自然博物馆

里，博物馆奇妙夜、达尔文试验站、3D科普

电影、科普夏令营、营救虎星人等主题活动

吸引了不少前来参观的孩子们。博物馆的

老师们每天都要回答孩子们许多问题。在

博物馆老师们的带领下，许多孩子在自然

博物馆里“认领”了植物，享受着快乐农耕

的乐趣。满兜的高粱、谷子、南瓜……秋分

时节，他们的种植活动收获颇丰，孩子们都

学到了不少知识。

在通化杨靖宇陵园、高志航纪念馆，总

能看到中小学生们缅怀的身影。他们在老

师或家长们的带领下，诵读《少年中国说》，

聆听爱国教育宣讲，传承革命意志。

在松原市前郭县博物馆，前来感受历

史文化的中小学生真不少。在这里，他

们能更深入地了解前郭县的历史、近距

离地欣赏稀世文物，获得文化熏陶和精

神启迪。

在长春伪满皇宫博物院，爱国主义宣

讲团的成员们异常忙碌，因为他们不仅要

在博物院里进行宣讲，还要通过“流动大课

堂”“红色记忆故事会”等相关活动，将爱国

主义教育送进社区、学校、部队、机关单位

等地。而在博物院的“智慧空间”活动室

里，“智慧姐姐”则每周都会根据“红色故事

会”“历史可以这样讲”“抗日小英雄”等不

同主题，变“走进博物馆参观”这种传统的

灌输模式为“亲身参与”的互动模式，引领

青少年在娱乐中学习。

观看红色电影、聆听国学讲座、走进博

物馆、参观抗日纪念基地，畅游在自然、历

史、文化的殿堂，从7月至今，全省的中小学

生及广大市民可谓享受了一场酣畅淋漓的

爱国主义教育盛宴，而这均得益于吉林省

开展的全省“服务重点人群 服务基层群

众”主题季活动。

作为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长影旧

址博物馆在暑假期间迎来送往众多中小学

生及广大市民。暑假期间，成群结队的孩

子们来到长影旧址博物馆，跟随着讲解员

的脚步，了解长春电影制片厂发轫、繁荣、

变迁的过程，感受爱国主义教育的洗礼。

在这里，最受孩子们喜欢的是红色经典电

影展映区，他们可以通过大屏幕、海报、照

片、视频资料和互动表演来了解新老电影，

让历史立体地呈现在他们面前。63岁的长

春退休老人耿洪波带着他12岁的孙子看完

红色经典电影展区后说：“我是退伍军人，

对这里展示的《铁道游击队》《平原游击

队》《鸡毛信》《地道战》这些老电影都非常

熟悉。这次带孙子来，就是让小孩了解今

天的幸福生活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

命换来的，来之不易。”耿大爷听记者说这

个暑假省里还有很多纪念馆和博物馆对中

小学生免费开放，表示一定趁此机会带孙

子多去一些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让他多受

一些教育。

长影旧址博物馆营销策划部徐昭告诉

记者，他们每年都会利用长影影片资源优

势，组织开展爱国教育、感受经典电影文化

展映活动，为爱电影的观众提供了一场跨

越时空的视听盛宴，在光影中，重温长影影

片的经典和力量。“红色经典电影，是国防

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教

材。观众中有许多少年儿童，对于他们而

言，这些老电影海报是非常陌生的，但听完

讲解后，孩子们对红色经典电影有了初步

的了解和印象，对图文并茂老电影海报如

痴如醉。每到寒暑假，还会有不少家长带

着孩子从外地赶过来参观，他们对这项活

动给予非常高的评价。”她说，针对全省“服

务重点人群服务基层群众”主题季开展了

多项主题活动，在博物馆临展进行电影艺

术家专题作品展；关注社会弱势群体，邀请

残疾人、70周岁以上的老人免费感受红色

电影文化、了解中国革命光荣历史；9月至

12月举办“铭记历史、勿忘国耻”展，通过展

示长影拍摄的抗日影片及相关道具、实物，

对观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以关注农民工

子女、留守儿童等为主题，组织爱国主义大

讲堂活动，同时针对12岁周岁以下少年儿

童成立“小小讲解员”社团。徐昭说：“我们

通过对一部分学生的培训，对优秀传统文

化资源进行整合。再通过小讲解员的讲

解，把爱国红色文化带回各自的学校，发挥

以点带面的宣传教育作用。”

自7月11日，由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厅

等多家单位联合组织开展的全省“服务重

点人群服务基层群众”主题活动季启动至

今的两个多月时间里，全省9家国家级爱国

主义教育示范基地、88家省级基地、207家

市县级基地，同时面向重点人群和基层群

众实施门票减免或优惠政策，组织专题活

动、巡回展览等文化服务。像长影旧址

博物馆、长春文庙、伪满皇宫博物院、吉

林省博物馆及东北师大民俗博物馆这样

的文化场所，纷纷敞开胸怀，融优秀传统

文化于一炉，这些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无

不成为激发爱国热情、凝聚人民力量、培

育民族精神的重要阵地和主要场所。以

长影旧址博物馆为例，自7月起至今，共接

待免费参观的中小学生、老年人、残疾人等

达到了1.4万人次，起到了良好的宣传教育

作用。

此外，在全省300余家主题突出、门类

齐全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围绕青少年等重

点人群，针对学校、社区、农村等基层单位，

集中开展的“服务重点人群 服务基层群

众”主题季活动中，全省的中小学校还以

“圆梦蒲公英”暑期行动为依托，采取乡村

学生进城市、城乡师生结对子等多种形式，

利用教育基地开展暑期爱国主义教育活

动。通过开展主题班队会、致家长的一封

信、征集“观后感”等配套活动，吸引和鼓励

中小学生利用暑假等时间走进教育基地，

在参观中学习中华传统文化，了解革命光

荣历史，推动了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激发了

广大青少年对党、对国家、对人民的热爱，

促进他们形成了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

值观，培养他们成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

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一场酣畅淋漓的精神盛宴
——全省“服务重点人群 服务基层群众”主题活动季综述

本报记者 马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