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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 失 声 明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公主岭市支行将开户许可
证 丢 失 ， 核 准 号 ：
J2434000129106，开户行：中国

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公主岭
市 支 行 ， 账 号 ：
421001040004532，声明作废。

● 冯 殿 君 将 证 号
1508031901400153 的中式烹调
师证丢失，声明作废。

●吉林财经大学新闻与传播
学院1712班杨硕将学生证丢失，
学号0316011701228，声明作废。

●吉林财经大学新闻与传播
学院1608班秦筱德将学生证丢
失，学号0316021600803，声明作
废。

●朝阳区摆渡人桌游店将长
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朝阳分局
2017年3月8日颁发的营业执照
正副本丢失，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220104MA142H6B89，声明作

废。
●辽源市龙山区医疗门诊

部 ，负责人：韩廷伟，个人独资企
业 营 业 执 照 副 本（注 册 号 ：
220402000000994）丢失，声明作
废。

●集安市集旅假期旅游有限
公司将法人小印鉴丢失，声明作废。

●集安市吉聚参业有限公司

“开户许可证”原件丢失，开户银
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集安市支
行 ，开 户 许 可 证 帐 号 ：
20322058200100000135811，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码 ：
J2455000143401，声明作废。

●公主岭市十屋镇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事务所将公章丢失，声
明作废。

●肖昱竹于 2004 年 1 月至
2006年1月毕业于吉林广播电视
大学会计电算化专业，毕业证丢
失 ， 证 书 编 号
512305200606093343，声 明 作
废。

●大安市綦国军客运运输将
出租车个体户营业执照正副本丢
失，注册号：220882600666419，

声明作废。
●长春长影微视影视制作有

限公司将机构信用代码证丢失，代
码：G10220104032237507，开户
行：浦发银行长春湖西路支行，声
明作废。

●冯庆忠，特诊卡丢失，卡号
220105196904221419，特 此 声
明。

万江程，男，汉族，延边州林业管理局专员办工作人员，已长期不
上班。现通知其人务必于2018年7月13日前到延边州林业管理局
人事处报到。逾期未报到，延边州林业管理局将根据相关规定，依法
解除与万江程签订的聘用合同。

特此声明。
延边州林业管理局

2018年6月28日

声 明

桦甸市2017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已竣工，现面向社会公开招

聘具备资质的单位分别承担工程复核及工程检测工作。有意向的单

位请于公告之日起3日内到桦甸市国土资源局报名。

联系人：张晓辉

联系电话：0432-66244159

公 告 吉林华联农业机械有限公司于2018年3
月23日在《吉林日报》刊登的注销清算公告广
告，内容有失误，现做更正，更正内容：联系人：
赵志辉，停止经营日期：2018年3月20日，其
他不变，特此公告。

更 正

吉林省日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建设的长春国际会展商务综合

体项目，现进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前公示，公示期不少于7个工作

日。现场公示地址位于长春市经开区东至会展大街和北海路交汇

处。网上公示网址为：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网（http://

www.cetdz.gov.cn）。项目周边利害相关人如有意见与建议，请按照

公示牌和网上公示所提供的方式向我局反馈。

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规划局

2018年6月22日

公 示

2018年 6月 9日 9时,在
松原市乌兰塔拉乡大什门屯
的树林带中捡拾男性弃婴一
名，取名王泽涵，出生日期（或
者估计年龄） 2018年 6月 9
日，身体胎盘未经处理，身体
多处感染。随身携带物品有
蓝黑色运动上衣 。

请孩子的亲生父母或者
其他监护人持有效证件与松原市儿童福利院
（联系电话13894955704，联系地址松原市儿
童福利院。）即日起60日内无人认领，孩子将
被依法安置。

松原市儿童福利院
2018年6月27日

公 告

关于征收办办公楼大厅装修情况说明
我办计划推进“综合窗口”一站式服务，设置咨询、签约、发款等窗

口式服务，为此拟将一楼大厅设计装修自助办公、窗口服务一体的格局。
由于我办大厅面积较小，装修资金未达到政府采购标准，特申请

登报邀约方式选择装修公司，将采用具有资质的装修公司、具备独立
设计，电脑设备安装等技术的公司。

我办将按照装修公司出具的设计图纸和报价进行综合选定。装
修公司将按照要求完成排尺、设计、装修等服务。

报名时间：7月 2日-7月 4日上午9：00-11：00，下午13：30-16：
00。 联系电话：0431-81979928 联系人：陈俊宇

长春市绿园区房屋征收工作管理办公室
2018年6月27日

招标公告
吉林大学口腔医院病理科医疗设备采购项目、项目编号：

JRC2018S194(S01)，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进行公开招
标。项目概况：一标段：摊片机、烘片机、烤箱、刀片；二标段：低速金刚
石切割机、手动快速切割机。供货时间：合同签订20天到货交付使
用。供货地点：吉林大学口腔医院。质量目标：合格。

投标人资格要求：国内注册的生产商或经销商，具有有效的医疗
器械生产许可证、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或备案证，并在设备、资金、人
员组织等方面具有完成合同的能力。凡有意参与者请于2018年06月
28日至07月04日持营业执照副本、医疗器械生产许可证或经营许可
证或备案证及竞标货物本注册周期内的注册证及注册表、法人授权委
托书、被授权人身份证到招标代理机构报名并购买文件，文件售价
1000元，售后不退，递交投标文件的截止时间及地点详见招标文件。
公告同时在中国政府采购网、中国采购与招标网、中国招标投标公共
服务平台和吉林日报上发布。招标人：吉林大学口腔医院 招标代理
机构：吉林瑞成工程招标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长春市前进大街
2000 号阳光大厦 1208 室 联系人：孙智乐 李晓莹 电话：
0431-85112321-802

炎炎夏日，中国银行为您送上一丝清凉。即日起至

2018年7月31日，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客户（没有手机银行、

没有中行卡的客户，可以在线开户在线注册哦）通过中行手

机银行充值话费，可享受充值随机立减，最高可减10元！每

名客户每月最多享受一次话费立减。

攻略一：

1.打开中国银行手机银行首页，进入【生活】频道。

2.【充话费】板块，点击想要充值的金额，付款即可。

攻略二：

1.打开中国银行手机银行首页，进入【生活】频道。

2.点击【话费充值】板块。

3.选择想要充值的话费金额，付款即可。

【温馨提示】话费充值成功后，可在交易结果页面，了解

立减金额哦！

如有问题，请拨打中国银行客服电话95566或到各营业

网点咨询。不要犹豫了，马上去开通

一个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吧！更多精彩

等着您！

中国银行手机银行话费充值送优惠

（上接第一版）即便“文革”期间多次被当

作“走资派”批斗，回忆起那段坎坷岁

月，郑德荣依然没有怨言、初心不改，

“虽然挨过斗，但对党的感情、对马列主

义的信仰，从来没有动摇过。”

上世纪80年代初，郑德荣曾借调中

央党史研究室工作两年，担任“土地革

命战争时期编写组”主持工作的副组

长。这一步，成为他学术研究上的重要

转机，使他有机会进入中央档案馆，亲

手翻阅最原始的革命资料。

每天早去晚回，一条板凳坐到黑。

郑德荣如饥似渴地吸收着珍贵史料的

营养。

“触摸那些泛黄的纸张，就仿佛看

到了坚贞的烈士流下的鲜血、付出的生

命。”这份对先烈的崇敬之情和由衷的

责任感一直激励着他，在马克思主义理

论研究道路上执著前行。

“党史研究，必须注重科学性与政

治性的统一。”郑德荣提醒自己，也告诫

学生，“我们党史工作者，是在为中国共

产党写‘红色家谱’，是为党做学问。入

了这扇门，就必须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

义信仰者，不管什么情况，都要立场坚

定、对党忠诚。”

郑德荣这么说，更这么做。多年

来，不管处于哪个年龄段、本职工作忙

不忙、身体状况好不好，每逢庆祝建党

以及老一辈革命家的重大纪念活动，他

都看作是研究、宣传党的理论、回应社

会关切的重要契机。而每一次，他都积

极著文、参会、宣讲。

2001年7月，纪念建党80周年。长

春的不少党员干部聆听了郑德荣的党

课。台上，75岁的郑德荣声如洪钟、神情

激扬，讲得振奋人心。然而，很少有人知

道，他早已患有冠心病和糖尿病。

“都这么大年纪了，身体咋受得了？”

好心人劝他歇一歇。

“我这一上讲台啊，就啥都忘了。只要

还能动，就一定要参加！”炎炎夏日，这位

年逾七旬的省委理论宣讲团成员，奔波6

县市、宣讲12场。

学生看着心疼，建议他别再接受一

个基层单位的邀请，孰料郑德荣一脸正

色：“这正是党和国家需要我们的时候，

也是党史专业知识发挥作用的时候，怎

么能推托呢？”

“是什么让您毕生求索、沉浸于党史

研究？”有人好奇。

“工作需要，就是我的志向。做什么

爱什么，干什么学什么，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是铭刻在

心的信条。”几十年来，郑德荣把个人融

入时代、将信仰融入生命，在知识的海洋

里劈波斩浪，人生的征帆始终沿着正确

的航向，驶向理想的彼岸。

担 当

干顶天立地事，做举旗亮剑人

书生报国，唯有道德文章。

留校仅4年，郑德荣就出版了第一部

学术著作《中国共产党是怎样诞生的》。

漫长的学术生涯，郑德荣似一棵党史

研究领域的常青树，苍翠挺拔。67年来，他

共撰写具有重要影响的学术著作和教材

50多部，发表高水平论文260多篇。

1983年，他成为全国高校中共党史

学科最早的4位教授之一；

1986年，他成为全国高校中共党史

学科首批3位博士生导师之一；

1991年，他带领的东北师范大学毛

泽东思想研究所，在教育部直属院校147

个社科研究机构的评估中名列第一；

……

“史论结合、以史立论、以论见长”，他

的很多成果，提出独到见解，填补学术空

白，匡正传统观点，曾得到胡乔木、胡绳等

著名党史学家的充分肯定。他撰写的《毛

泽东思想史稿（修订本）》，更是开创了研

究毛泽东思想史科学体系的先河。

教材，师生间最有力的纽带。学过中

共党史的人，对“郑德荣”这个名字一定

不陌生——

他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

是改革开放后最早推出的全国高校通用

党史教材，再版5次，发行百万余册；

他编写的《毛泽东思想概论》，被全

国高校和中央党校采用，加印13次，发行

突破百万册；

……

几十年来，这些教材广为传播，深深

地影响了几代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

值观。

“别小看教材啊！这可是件大事。它

覆盖面广、影响力大，直接关乎社会主义

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培养。”他常对学

界同行说，“党史教材更非同小可，政治

要求高、导向性强，每一个论断、每一个

细节都要一锤子一锤子地敲定，容不得

半点儿含糊，必须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而今，郑德荣撰写、主编的著作在国

家图书馆馆藏有30余种，在美国国会图

书馆、哈佛大学图书馆等海外图书馆也

有馆藏。

郑德荣的学术研究，烙有鲜明的时

代印记。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到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郑德

荣的研究视野一直与时代同步。

有人质疑：“是不是形势跟得太紧

了？”

“老师对此不以为然，反而告诫我

们，离开现实语境搞党史研究，那是孤芳

自赏。党史研究要解决问题、为党的事业

服务。”学生程舒伟教授回忆。

干顶天立地事，做举旗亮剑人。除了

著书立说，郑德荣还善用真理的力量捍

卫真理。

“现在研究毛泽东思想还有用吗？”多

年前，在参加一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术

会议时，一名外校青年教师向他请教。

发问者不是老百姓，而是从事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教学研究的理论工作者

——这让郑德荣深感忧虑。作为回应，他

在大会上作了针对性的长篇发言，随后

又发表了《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与当

代价值》等多篇论文和著作，系统阐述了

毛泽东思想的时代意义，在学术界产生

了强烈反响。

无独有偶，在湖南参加“现代化视野

中的毛泽东思想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

时，一名学者主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应该包括毛泽东思想”的大会发

言，又让郑德荣愕然，感到有必要从学理

上及时回应。正值酷暑，82岁的老人抛开

准备好的讲稿，利用午休时间重新撰写发

言提纲，阐述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

关系。这一发言观点鲜明，论证有力，廓清

了模糊认识，与会学者高度认同。

离开湘潭的那天清晨，天蒙蒙亮，郑

德荣专门来到毛泽东塑像前，献上鲜花，

伫立良久，语重心长地对随行学生说：

“我们参加学术会议，既要虚心接受各种

学术观点，也要有政治鉴别力和敏锐性，

关键时刻要敢于正面发声。”

学生王占仁教授至今还记得郑德荣

第一次带他申报课题时的情形。2008年，

郑德荣带领课题组选择“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基本问题研究”作为申报选题，

这在当时可是国家高度重视、学界广泛

关注的前沿热点问题。

“太难了，换一个容易中的题目吧！”

有课题组成员心里打鼓。

“中与不中不是目的，关键看课题对

党和国家有没有价值，党和国家需要才

是我们的选择。”郑德荣坚持不换。

“老师的坚持，让我第一次体会到党

史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王占仁回忆。

郑德荣还有个“永久牌”与“飞鸽牌”

的论断广为流传。

“我们做教师的，尤其是文科教师，

无论课堂教学、学术研究，还是资政建

言，都要做‘永久牌’，就是持之以恒地用

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作指导，不

要做‘飞鸽牌’，不能当‘墙头草’。”

2001年，政法学院增设公共管理专

业，对培养目标和课程体系几次讨论后，

有的老师不耐烦：没必要搞得这么复杂，

国外大学这个学科发展很成熟，找几个

培养方案翻译过来改一改就行了。

“借鉴国外大学的有益经验，这没异

议，但中国的高校是共产党领导的，培养

的是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新增的公

共管理专业，是为党政机关、国有企事业

单位培养管理人才的，政治性同样鲜明，

一定要在培养目标和课程设置上体现出

来！”郑德荣态度鲜明、语气坚定。最后，他

的意见得到一致赞同，写入培养方案。

薪 传

既为“经师”，更为“人师”

“才者德之资，德者才之帅。”这是郑

德荣经常挂在嘴边的话，“中共党史学科

的特殊性，要求研究者必须在政治上有坚

定的理想信念，在思想道德上有高尚的情

操，否则，就不配为一名中共党史教师。”

他的博士生，都忘不了先生的第一

堂课。

“出乎意料，老师并不直接谈专业知

识，而是问怎么看待党史专业、为什么选

这个方向、将来有何打算？”王占仁回忆，

先生重点谈了对“理想”“勤奋”“毅力”

“进取”这四个词的理解，“这四个词是我

的座右铭，每个人都有理想，作为党史专

业博士生，理想一定要和党的事业联系

在一起，这样才不枉费党和国家的培养；

有了理想，还要靠勤奋去实现、靠毅力去

坚持、靠进取去推动……”

原来这第一堂课，是堂“举旗定向”

“壮骨补钙”的课，解决的是“总开关”问

题，为同学们系好为学为人的“第一粒扣

子”。

红色理论家，大爱筑梦人。在郑德荣

从教65周年学术思想研讨会上，他曾动

情地说道：“我人生最大的快慰有两件

事：一件，是科研成果给人以启迪，服务

于社会；另一件，是学生的成长成才，青

出于蓝胜于蓝。”几十年从教生涯，他始

终传承“红色基因”，以大爱情怀教书育

人。

眼不离书，手不离笔，心不离教。

郑德荣的书柜里，满满的都是党史

书籍，地上也堆着上年头的党史资料，有

些图书馆难见的党史书籍，在他家都能

找得到——这里，是个名副其实的“党史

资料室”。

“只有大量占有第一手资料，才能做

到论从史出、言之有据、严谨求实。”郑德

荣要求学生有计划地大量阅读文献，一

年至少阅读1000万字以上，并要求用马

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分析文献资料。

学生，是郑德荣所钟情“红色事业”

的一部分，也是他精神与感情的寄托。

郑德荣极为重视指导博士生的时间

和精力投入，平均每周要指导低年级博士

生12学时以上。每天早上，从南湖锻炼回

来，郑德荣不是去吃早饭，而是操起电话，

跟学生交流读书心得，“时间一长，我们的

作息习惯都随他了。”学生邱潇笑言。

善于联想、富有启发性，是郑德荣的

教学风格。全脱稿讲授，他的课堂生动而

深透，思想的火花时时迸发。他的“提示、

讨论、小结、作业”四段授课法，使博士生

处于课前独立准备、课上独立思考、课后

独立钻研的良性循环；他实行的“读书、

思考、讨论、答疑、交流”的开放式教学模

式，逼着学生多思考、多提问、多视角分

析问题。

带学生，他还有一个绝招——任务

带动——师徒一起攻坚写论文。“一篇论

文，磨上几个月。最后，论文发表了，你也

出师了。”学生刘世华教授直叹“受益匪

浅”。

由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吉

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等院校教授组成

的优秀教学成果鉴定委员会，曾对郑德

荣作过考核鉴定：“……教学水平居于国

内领先地位。该同志既教书，又育人；既

能严格要求，又多方关怀学生的成长与

进步；以身作则，为人师表，事迹突出，效

果卓著，堪称教师中的佼佼者。”这一评

价，是郑德荣既为“经师”更为“人师”的

真实写照。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郑德荣培养的

49名博士，绝大多数都耕耘在马克思主

义理论学科的沃土上，并成为这一领域

的学术骨干和领军人才。他们犹如一颗

颗红色的种子，在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

的广袤原野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鹤发仍伏枥，丹心励后学。在政法学

院院长尹奎杰看来，郑德荣一直是学院

学术的支撑，“考虑到先生年事已高，近

年来学院不再给他安排本科课程，他坚

决不同意，最后达成一致：定期给本科生

作专题讲座。”

党的十八大闭幕后一个月里，郑

德荣就为本科生作了两场宣讲；党的

十九大闭幕不久，行动已不便，就请同

学们到家里，在客厅做了一个多小时

的讲解……

黑格尔说过，同一句格言，在一个饱

经风霜、备受煎熬的老人嘴里说出来，和

在一个天真可爱、未谙世事的孩子嘴里

说出来，含义是根本不同的。

“很多道理以前都听过，但由郑先生

说出来，让人信服！”本科生刘强回忆，请

先生作辅导，他从不拒绝；不管多疲惫，

只要登上讲台，他就异常兴奋、底气十

足！慈祥的眼神里，流露着对理想信念的

自信和对后辈深深的爱。每次报告结束，

先生都和学生们握手，理想、信念、知识、

情感就这样在代际间传递着……

勃 发

“干活，干活，‘干’中才能‘活’嘛”

60岁后，能够干什么？

多数人是退休回家，含饴弄孙，悠闲

自适。但60岁，在郑德荣眼中，则是焕发

生机活力的又一个起点，迎来学术生命

的“第二春”。

1986年，郑德荣从副校长的岗位上

退下来时，曾激情满怀地“规划”未来：

“要用10年时间，到我70岁时，培养出10

个博士、出版10部专著。”现场掌声一片，

也不乏私下的怀疑：“怎么可能？”

老骥伏枥，耄耋勃发。这一干，就是

30多年！

随着年岁的增长，郑德荣非但没有

放缓学术科研节奏，反而“大弦嘈嘈如急

雨”“大珠小珠落玉盘”，新见迭现、新作

频出。

一生50多本著作和教材，有40本是

60岁后出的。80岁到90岁的10年间，光

个人专著就有5部，承担国家项目3项，

发表论文70余篇，每年都要外出参加学

术交流，并以高质量的文章参会。

仅2011年一年，他就发表文章14

篇，这是一个中青年学者都难以企及的

成果数量，也远远超过了之前他规划的

目标。

不吃老本、超越自我，郑德荣对党的

十八大以来的研究成果，堪称“人生黄昏

时间的彩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真

谛和要义论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纵横

观》……一系列论文、论著，闪烁着最新

的思想火花。

2017年10月25日，党的十九大胜利

闭幕第二天。一大早，东北师大党委副书

记王延就接到郑德荣的电话，内容就一

条：如何更快更好地宣传党的十九大精

神的核心要义，并主动请缨为全校师生

作宣讲报告，“言语中充满了振奋、激动

和喜悦，完全不像一位90多岁的老人。”

王延说。

更让人没想到的是，91岁的郑德荣

还抱病组织团队，申报了“研究阐释党的

十九大精神”国家社科基金专项课题，几

番论证、数易其稿，每次他都在学生的搀

扶下到会，全程主持研讨。

不抽烟，不喝酒，生活规律，几无嗜

好，郑德荣最大的享受，是思考。

“干活，干活，‘干’中才能‘活’嘛！”

老先生乐观豁达，在他看来，让老人发挥

余热，属低层次要求，“应当把有限的时

间活得更有意义，一年当成几年过。”

有必要这么拼吗？

“我这个年纪，不可能再通过别的方

式回报党了，多写一篇文章，就是多作一

份贡献。”于是，常常上一篇论文刚刚寄

出，又开始着手下一篇文章了。

2013年12月，郑德荣又一次住院。

医生要求静养，但对视时间如生命的郑

德荣来说，这简直和病痛一样难受：“静

养，静养，把我看书做学问的权利都夺走

了，这样干待着，太浪费时间，也静不下

来啊！”

“思考学术，就是最好的止疼药！”不

到万不得已，郑德荣拒绝吃止疼药。“他

怕止疼药的麻醉作用影响脑子思考。”在

多次接诊他的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

医生王春艳的印象中，这个“病号”与众

不同，手边全是书，一直挺忙活。

好不容易“熬”到2014年元旦前夕，

医院同意他出院，郑德荣兴奋得像个孩

子：“我早就好了，这回可自由了，终于可

以回去给学生上课、搞研究了！”

生命的最后几天，虽极度虚弱，但

他还在反复修改入选“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周年理论研讨会”的论文。看不了，

就让学生念，他听。最后一次修改时，坚

持听完9000多字的论文后，他拔掉氧气

管，一个字一个字地说出修改意见。好

几次，他试着站起来，但刚一用力就大

汗淋漓——他实在太想参加这个会了。

繁霜尽是心头血，洒向千峰秋叶丹。

2018年5月3日，92岁的郑德荣离开了这

个世界。去世前，他对学生留下的最后一句

完整的话是：不忘初心，坚持马克思主义！

悟初心，守初心，践初心。郑德荣常

以毛泽东在1939年延安庆贺模范青年大

会上的讲话教育学生，要“永久奋斗”。这

句话，他做到了。

90岁生日时，郑德荣曾满怀豪情地

抒发宏愿：“再过5年，当我95岁时就到

了我们党建党100周年，到那时，我和你

们一起庆祝党的百年华诞！”

现场的弟子无不为之震撼：原来，先

生的学问、勤勉、成就乃至高寿，皆源于

这样的情怀与追求——把自己的生命与

一个伟大的党融为一体，达致永恒……

忠诚，写在信仰的旗帜上

本报讯（记者孟凌云）日前，文化和

旅游部公布了“第十二届全国舞蹈展

演”入选作品名单。我省申报的舞剧

《人·参》、群舞《心之所念》《转山》《莎

莎·拉醉了女儿情》《雪妞》5部作品成功

入选，将于7月赴云南参加由文化和旅

游部、云南省政府主办的“第十二届全

国舞蹈展演”。

此次我省申报工作由省文化厅统

一组织选拔、报送，申报作品大力倡导

以改革开放40周年为主题，反应时代精

神和现实生活，具有中国精神、中国气

派、中国风格的作品。舞剧《人·参》由省

歌舞团有限责任公司创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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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选了“2018

年度全国舞台艺术重点创作剧目名录”

和“2018年度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创作扶

持工程重点扶持剧目”。该剧以吉林大

地流传的人参传奇故事为底蕴，将长白

山文化、吉林富饶的生态资源与新时代

发展理念有机融合，彰显信仰和崇高之

美，弘扬奉献精神和人间大爱。

群舞《心之所念》《转山》由东北师范

大学音乐学院舞蹈系创排，该系曾创作

出群舞《中国妈妈》《汉宫秋月》《南京·
亮》等多部优秀舞蹈作品。2015年该系师

生创作团队打造的原创大型舞剧《浮生》

获批“国家艺术基金年度舞台艺术创作

资助项目”。本次入选的作品《心之所念》

演绎了在生命的征程里，人们怀揣梦想

踏上旅途，纵然脚下的路坎坷不平，千回

百折，但梦想的火光终将指引人们迈向

心念的征程。该舞蹈以独特的舞蹈形式

和情节内涵，展现了新时代中国人民不

忘初心，砥砺前行的精神面貌。

《转山》是一部原创西藏题材舞蹈

作品，2017年 12月在国家大剧院进行

了首演。在创作该作品前，该舞编导曾

多次深入西藏地区采风，积累了深厚的

创作背景。《转山》将爱与信仰结合，讲

述了转山途中发生的故事，在成长、成

熟、故去、新生中感受生命轮回之美。

群舞《莎莎·拉醉了女儿情》《雪妞》

由吉林艺术学院舞蹈学院创排。近年来，

该院多部原创舞蹈作品在省级以上各大

赛事中获奖，打造的精品课“沙拉鸡”在

第十一届全国“桃李杯”舞蹈教育教学成

果展示中位列前三。此次该院入选“第十

二届全国舞蹈展演”的群舞作品《莎莎·
拉醉了女儿情》将东北二人转小调《送情

郎》融入舞蹈音乐中，实现了对“沙拉鸡”

非遗道具这一古老艺术形式的传承与创

新。舞蹈分为情窦初开、载歌载舞、文化

传承三部分，展示了东北地域非物质文

化遗产传统舞蹈的艺术魅力。

群舞《雪妞》以东北地区特有的冰

雪天气为主要背景及创作前提，透过舞

蹈的视角来传递东北地区特有的“冰雪

文化”，将东北秧歌的“热闹气氛”与长

白山的“寒冷空气”相碰撞，勾起一代人

对于家乡的思念之情。

倡导时代精神 展现中国风格
我省《人·参》等五部作品入选“第十二届全国舞蹈展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