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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王子阳）元旦期间，全省公

安机关树立底线思维，坚持问题导向，切实

抓好各项安保维稳措施落实，努力为人民群

众欢度佳节创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

元旦前夕，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公安厅

党委书记、厅长胡家福多次主持召开会议，深

入研究部署元旦假期安保维稳工作，提出明确

要求。全省公安机关不折不扣抓好各项安保维

稳措施落实，切实维护全省社会大局持续稳

定。消防部门严格落实人员密集场所和重点部

位消防安全监管责任，持续推进高层建筑消防

安全隐患排查治理，集中检查社会单位1820

家，发现并督促整改火灾隐患2746处，全省没

有发生较大以上火灾事故。交警部门落实交通

应急管理措施，启动执法站191个、临时执勤

点301个，投入路面执勤警力1万余人次、车辆

2700余台次，没有发生长时间大范围交通拥

堵和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

各地公安机关坚持专项打击与整体防

控相结合，全面强化社会面整体防控，确保

全省社会治安大局平稳有序。严格落实公安

武警联勤武装巡逻、重点部位定点武装执

勤、公安特警屯警街面动中备勤、人员密集

场所高峰勤务等4项机制，全省共投入巡逻

警力2.3万余人次、车辆6000余台次。严格

散装汽油、易制爆原料、二手车等相关要素

管理，加大对在逃人员缉捕力度，有效防止

暴力恐怖袭击事件发生。深入推进“三打击

一整治”专项行动，始终保持对严重刑事犯

罪的高压态势，集中整治群众反映强烈的突

出违法犯罪问题，快侦快破重大刑事案件，

坚决维护良好社会治安秩序。

元旦期间全省社会治安大局平稳有序

本报讯（记者王法权 田婕 张玉琦）一
元复始，万象更新。2018年1月1日，珲春市

举行以“新时代迎曙光·开创珲春新局面”为

主题的新年祈福活动。地处三国交界的珲春

防川国家级风景名胜区龙虎阁汇聚了来自

四面八方的游客，6000余名国内外游客在此

迎接新年的第一缕曙光，为新的一年许下美

好的愿望。

凌晨5时许，珲春防川景区的夜空还处

在一片黑暗之中，但龙虎阁上彩灯闪烁，灯

火通明，从珲春市区驶来的各式车辆停满了

景区的停车场，来自国内外的游客汇聚到龙

虎阁，观看新年焰火。5时50分，龙虎阁前开

始燃放烟火，五彩缤纷的烟火照亮了三国交

界的夜空，人们欢呼着拿出手机拍下这美好

的瞬间。

随着东方的夜空逐渐呈现一抹紫红色，

大家聚集在龙虎阁的各层观景台上，等待新

年的第一缕曙光的乍现。6时48分，在人们

的欢呼中，东方天空的云霞，从紫红变成金

色，一轮红日从天际冉冉升起，人们默默地

许下了新年的美好愿望。恰在此时，一群喜

鹊从防川风景区的树林中飞起，在空中盘旋

欢叫，更为新年增添了吉祥和喜气。

迎接新年的第一缕曙光后，游客们又来

到素有东方第一哨之称的防川哨所观看了

边防部队的升旗仪式，当庄严的国旗在祖国

的边防线上升起的那一刻，全场的游客都庄

严肃穆，面向国旗行注目礼，祝福祖国繁荣

富强。

仪式后，游客们又来到珲春首届国际冰

雪嘉年华活动现场，观看激烈欢快的冰上龙

舟大赛，体验滑雪、滑冰等冰雪娱乐项目带

来的乐趣。据了解，珲春是“21世纪第一缕阳

光首照地”，从2010年至今，珲春市已连续九

年举办“望三国观日出迎新年祈福活动”，这

一活动已经成为吉林省十佳旅游品牌和全

国知名的旅游品牌。

又讯（记者田婕 张玉琦）2017年 12月

31日晚，珲春各大酒店张灯结彩，宾客爆满。

来自俄罗斯的4000余名游客齐聚在此，欢度

新年。

当日20时，珲春华春酒店活动主会场内

灯火辉煌，40余桌丰盛的酒席摆满了整个大

厅，近500名身着节日盛装的俄罗斯人欢声

笑语，陆续走进大厅在酒席间就坐。这些人中

有情侣、老人、孩子，很多人都是全家一起来

珲春过年的。来自俄罗斯海参崴的导游兼主

持人斯塔尼斯拉夫表示，他已经是第八次来

中国了，但还是第一次既当主持人又当游客，

虽然大家来自俄罗斯的不同地区，但是大家

能齐聚在珲春过新年，感觉特别有意义。

在珲春市盛博酒店活动分会场内，俄罗

斯游客边观看演出边品尝具有中国特色的

美食。台上台下互动频繁，一位老人戴着新

年礼帽和两个孩子在欢快的乐曲中跳起了

舞蹈，还有很多家庭成员集体上台表演，具

有中俄两国风情的精彩节目赢得了观众的

欢呼和掌声，很多俄罗斯游客抑制不住欢快

的心情，也走上舞台翩翩起舞，为现场的观

众带来了欢乐。

北京时间2017年12月31日22时是俄

罗斯海参崴时间的2018年1月1日零时，倒

计时之后，新年的钟声敲响，全场俄罗斯人

都起身举杯，共庆新年的到来，晚会的气氛

被引向最高潮。真可谓“一夜两跨年，换国过

新年”。

近年来，珲春市不断提升旅游服务能

力，全力打造东北亚旅游目的地城市，旅游

产业得到了快速发展，全力营造让俄罗斯人

放心的消费环境，得到俄罗斯游客的青睐。

在每个新年前，珲春口岸都会迎来俄罗斯游

客入境的高峰，都会有数千名俄罗斯游客入

境旅游度假，在珲春过新年已经成为俄罗斯

人的时尚选择。

齐聚珲春 共迎新年

图为珲春防川国家级风景名胜区龙虎阁上空燃放烟火喜迎新年。 张明 摄

元旦假期期间，为给广大出行、返程市民提供安全有序的出行

保障，长春市地方道路运输管理局在长春市各大重点区域集中部

署执法力量，进行出租车排查、巡查等工作。

按照打非治违稽查领导小组统一调度，2017年12月30日至

2018年1月1日，稽查队在各自区域高校周边巡查，保证学生顺利

返程；机动一队、机动二队、机动三队、机动四队分时段驻守火车

站、凯旋路客运站、高速客运站及龙嘉机场，重点打击区域黑车及

维护场站地区出租汽车运营秩序。

2017年12月30日，打非治违组共出动执法队员77人，执法车

辆19台，检查车辆193台。当日机动二队、机动四队、场站大队32名

执法队员执勤至晚22时。其中机动四队、场站大队负责火车站出租

车待租区及铁北二路沿线出租汽车运营秩序维护工作；机动二队

负责高速客运站及市内重要点位巡查工作。

2017年12月31日，打非治违组出勤执法人员77人次，出动执

法车辆19台次，排查车辆175台次。当日机动一队、机动三队、场站

大队35名执法队员执勤至晚23时。其中机动三队、场站大队负责

火车站出租车待租区及铁北二路沿线出租汽车运营秩序维护工

作；机动一队负责龙嘉机场出租车待租区驻点检查工作。

2018年1月1日，打非治违组共出动执法队员75人，执法车辆

19台，已检查车辆100余台，巡查还在进行当中。

今日，机动二队、机动四队、场站大队33名执法队员执勤至今

晚22时，做好保障工作。机动四队、场站大队负责火车站出租车待

租区及铁北二路沿线出租汽车运营秩序维护工作；机动二队负责

高速客运站及市内重要点位巡查工作。

据悉，元旦三天，长春市地方道路运输管理局共出动执法人员

229人次，执法车辆57车次，排查出租车预计近600辆。

综合执法支队副支队长许天海表示，市运管局开展的出租车

营运秩序整治行动只有开始的日期，没有结束的日期，直至长春市

出租车市场秩序有好转的那天，执法人员也绝不松懈。对于即将来

临的学生假期、春运等客运高峰，我们将严防死守，投入更大的力

量来维护广大乘客和出租车从业者的合法权益。

集中执法巡查 保障旅客出行
本报记者 马贺 吴茗

我在长春文庙博物馆工作10年了，做

基层宣讲工作也有近10年的时间，非常热

爱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十九大报告提出，

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

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

继承创新，让中国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

时代风采。当听到这样的论述，我感触良

多，十分兴奋。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当

今国家间的竞争已经不仅局限于以经济、

军事为代表的硬实力竞争，以文化、科技为

代表的软实力竞争更是愈演愈烈。也正因

如此，我国高度重视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

和发扬。如今，孔子学院在全球范围内遍

地开花，不仅使国学在国内掀起学习热潮，

更使中国传统文化走出国门，影响全世

界！作为中国人，我要讲好、学好自己的优

秀传统文化，做有文化自信的中国人，为我

国文化的繁荣兴盛，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中国文化引领人民创造中国辉
煌，振奋国人精神

如果说过去的5年，中国文化一直在

“长肌肉”，那么未来的5年则是实实在在

地在“长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文化

自信”，是对优秀传统文化、传统思想价值

体系的认同与尊崇，强调文化的引领作

用。2017年，上映了一部超级火爆的国产

电影《战狼2》，票房高达50多个亿，好评如

潮。为什么这部电影能好评如潮呢？我看

过后，找到了答案。当吴京扮演的主人公

高擎五星红旗的一刹那，我的内心被深深

地震撼了。我想，这个感觉跟所有观影者

都能发生共鸣，因为电影用中国文化诠释

了中国精神，激发了国人的民族自豪感！

今天的中国，天宫遨游、蛟龙潜海、天眼探

空、墨子通讯、悟空探秘等一大批重大科技

成果相继问世，拥有国之利器；今天的中

国，“一带一路”建设、亚投行、雄安新区的

设立，中国智慧不断焕发时代活力；今天的

中国，面对偏见、责难甚至敌意，以海纳百

川、自强不息的大国外交彰显大国风范。

当别人还在用武力秀“肌肉”、争利益的时

候,我们在用中国智慧包容着世界。几千

年，中华民族生生不息，饱受挫折又浴火重

生，离不开优秀传统文化的引领与传承，它

代表着中国老百姓普世的价值观,这就是

我们的中国心、这就是我们的民族魂、这就

是我们的文化根。

中国智慧融入百姓生活，提升国
人自信

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

化，源自于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历史所

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然，优秀传统

文化深深融入国人血液，处处彰显着“中国

智慧”。先说中国孝道中体现的中国人文关

怀。俗话说：“百善孝为先”，什么是让父母

最开心的事呢？是子女的每一个微笑、每一

句问候、每一份理解。有孝心有爱心必有和

气，有和气必有愉色；有愉色必有婉容。

我们常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我们

回想人生，发现有许多矛盾、纠结和遗憾都是

因为没有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而造成的，我

们若能保持一种拿人心比自心,推己及人的

处世态度，换位思考，多一点理解和包容，相

信我们的工作、生活会豁达很多,快乐很多。

再来谈谈交友的智慧。朋友对我们每

个人来说都很重要，中国智慧给了我们什么

启示呢?孔子说我们要交正直的朋友,诚实

守信包容的朋友，心胸开阔学识广的朋友，

这样的朋友会开拓你的视野，提升你的格

局，有助于培养我们“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浩

然正气。中国智慧就在我们身边，我们一代

代人从小就在“三人行，必有我师”“天行健，

君子以自强不息”等等这些经典言论的滋养

下长大，这些思想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的

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正是这样的精神内

核，才能让我们的生活更自信、更美好、更充

满希望！

中国道路需要文化自信，把控发
展方向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道路形成与

发展之根。中国文化中知行合一、实事求是

的大众认知，已融入中国道路的思想精髓；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德政”文化，融入中

国道路的价值取向；小康社会、大同世界的

理想追求，融入中国道路的主要内涵；自强

不息、厚德载物的民族精神，融入中国道路

的精神品格；锐意变革、革故鼎新的智慧勇

气，融入中国道路的发展动力。十九大报告

提出，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既是中国

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当

代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应该而且一定

能够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在实践创造中进

行文化创造，在历史进步中实现文化进步！

在与世界文化交流和学习中，我们要坚定文

化自信，把牢文化话语权，推进中国文化的

国际传播能力，为世界讲好中国故事，展现

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促进国家文化软实

力进一步增强。近年来，我国主流媒体相继

举办了“中国汉字听写大会”“中国成语大

会”“中国谜语大会”“中国诗词大会”“汉语

桥”等益智文化推广节目，带领带动全世界

都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和营养，

滋润心灵，掀起了全世界学习汉语及中国传

统文化的热潮。

十九大报告提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

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

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

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

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建设社会主

义文化强国。“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

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

量。”“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

望。”中国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

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

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

大提供了丰厚的营养。潮平两岸阔，风正

一帆悬。瞩望新时代新征程，文化建设者

胸怀理想、信心满满，文化建设必将阔步向

前、行稳致远。

（作者系长春市南关区草根宣讲团成
员）

讲好中国文化 做好自信国人
李丹

草根宣讲

本报讯（记者孟凡明）日前，《长春市人民政府关于长春经济

圈环线高速公路九台至双阳段建设工程范围内土地征收的通告》

对外发布，这标志着长春经济圈环线高速公路正式启动建设。该

项目的建设，将完善全省交通大格局，进一步连通长春市对外交

通大通道。

“十二五”期间，为进一步做大做强中心城市，加快建设长春

周边的县城、卫星城和中心城镇，强化产业支撑和基础设施建

设，吉林省谋划了长春经济圈环线，途经九台、岔路河、双阳、伊

通、公主岭、怀德、农安、德惠等地，规划长度377公里。其中，东

半环为长春经济圈环线高速公路农安至伊通段，由长春市推进

建设，项目地处长春、吉林、四平境内，起于农安县迟家店，主要

经德惠、九台、双阳、止于抚长高速公路伊通北，路线全长207公

里，采用双向四车道标准建设，总投资135亿元。进入“十三五”，

长春市不断加快推进长春经济圈环线高速公路（东环段）建设，

目前项目前期工作全力推进，已取得所有前期批件合计23项，

完成了项目实施方案报审，并准予实施。

当前启动征拆的九台至双阳段计划于2018年第二季度开

工，起于九台市山咀村，经太平、岔路河镇、长岭镇，终点为双阳

区后于家屯，主线全长79.6公里，2021年竣工。另外，东半环的

农安至九台、双阳至伊通段待完成前期工作后，也将启动开工，

与九台至双阳段同步竣工。

据了解，长春经济圈环线高速公路是东北区域骨架公路网

“五纵、八横、两环、十联”的“两环”之一，项目建成后将有力推进

交通基础设施互通互联，进一步完善区域路网功能，构建全省交

通大格局。同时，将推进长吉一体化加快发展，进一步释放城市发

展空间。

完善全省交通大格局 连通城市对外大通道

长春经济圈环线高速公路建设启动

本报讯（记者孟歆迪 通讯员杨柳）2017年12月31日23时01

分，从上海浦东飞至长春的CZ6554航班平稳降落在长春龙嘉国

际机场，标志着南航吉林分公司连续实现第25个航空安全年。

在2017年，南航吉林分公司按照民航局、东北管理局、南航

集团股份公司的部署和要求，紧紧围绕安全、经营、服务、战略转

型等中心任务，安全品质持续巩固，整体服务水平有了新的提

升，全面建设取得了新的进步。全年实现安全飞行逾7.45万小

时，保障航班28734架次，运输旅客328.56万人次。

据悉，2017年，按照吉林经济发展的实际需求，南航吉林分

公司新增3架飞机，执管飞机达到22架，是吉林省大机队基地航

空公司安全运行的第一个整年。2018年，该公司还将引进2架空

客系列飞机，执管飞机数量将达到24架。

南航吉林分公司实现第25个航空安全年

本报1月1日讯（记者张政 张宽）由长春市体育局、长春

市园林局、长春市直机关党工委主办，长春市体育总会、南湖

公园管理办公室、长春市直机关党工委工会承办，各相关市级

体育类社团、俱乐部共同协办的迎新年“2018年长春市冰雪嘉

年华暨长春市全民健身运动会启动仪式”于今日在南湖公园

隆重举行。

本次活动以“玩冰踏雪·多彩冬日”和“健康长春·体育先行”

为主题，旨在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活

动”重要指示，充分展示长春市冬季全民健身冰雪活动特色，引

导社会公众参与、扩展参与人群，促进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冰

雪休闲体育与冰雪旅游的深度融合，在全社会营造良好的冰雪

运动氛围。

活动共设4项冰雪体育比赛、6项冰雪体育展示和1个集体

参与项目，分别为2018年吉林省大众雪合战挑战赛、2018年长

春市冰爬犁比赛、2018年长春市“冰陀螺王”比赛、2018年长春

市庆元旦万米长跑团体赛等四项比赛；长春市第30届冬泳表演

大会、速度滑冰、业余冰球、雪地足球、雪地风筝、雪地球等6项

展示活动；以及全民共同参与的集体项目徒步走。来自全市机

关企事业单位及各体育类社团的4000余名健身爱好者参加了

本次活动。

长春市全民健身运动会启动仪式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