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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举办朗诵大会优秀作品展演活动

本报讯（记者张丹）近日，由长春市文广新局主办，长春

市群众艺术馆、长春市图书馆承办的“2018长春朗诵大会

优秀作品展演”活动在长春市群众艺术馆举办。

来自长春市中小学校、高等院校和社会团体的100多名朗

诵爱好者参加了展演，《祖国万岁》《长春的微笑》《新少年中国

说》等11部作品，表达了对党、对祖国、对家乡、对生活的热爱，

赢得现场听众阵阵掌声。2018长春朗诵大会是今年市民读书

节的一项重要活动，旨在通过朗诵比赛的形式推动全民阅读。

吉林省网络诗会举行

本报讯（记者李梦溪）日前，省新诗学会举行了别开生

面的吉林省网络诗会。此次诗会通过微信群举办，10余位

会员诗友和特邀表演嘉宾送上了诗歌朗诵、歌唱、乐器演奏

等节目，与100多位会员诗人进行了热烈互动。

诗会在省新诗学会会长李铁龙作曲的《青春舞曲》中拉

开帷幕。诗人于文怡率先朗诵了李铁龙的诗歌《思想者》，主

持人徐文靖朗诵了诗人吴文昌的诗歌，几位副会长也朗读了

自己创作的诗歌。手风琴演奏家刘信和吉他演奏家孙绚绚为

诗会演奏了经典乐曲助兴添彩，得到诗友们的热烈赞赏。

两部影视作品同时在长春开机

本报讯（记者马璐）日前，电影《爱是一场温柔幻觉》、电

视剧《站在你的角度看我》在长春开机。

据了解，两部作品均由编剧、影视制作人费颖丽和顾奕

担任总策划，制片人梁润为担任总制片，马臻执导，朱圣祎

领衔主演。电影《爱是一场温柔幻觉》讲述了主人公雷鹏，

经过一番啼笑皆非的经历后被爱情拯救的故事。该片将于

2019年情人节档期在院线上映。电视剧《站在你的角度看

我》则通过当下火热的直播话题，描述了年轻一代拼搏成长

的故事。该剧预计年底在电视及网络平台与广大观众见面。

白城市洮北区举办广场舞大赛

本报讯（记者张丹）为进一步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

度融合，近日，由白城市洮北区委、区政府主办，洮北区宣传

部、洮北区文体局承办的2018年“新城市 新生活 新风貌”广

场舞大赛在洮北区举行。大赛共有来自7个街道办事处的14

支舞蹈队参赛，经过激烈的角逐，舞蹈《鸿雁》获得一等奖。

辉南县首部微电影《真情调节》杀青

本报讯（记者李卓林 通讯员邓连芳 张建华）近日，辉

南县自拍的第一部微电影《真情调节》正式杀青。

微电影《真情调节》由辉南县委政法委牵头，由辉南县

作家协会名誉主席宋文涛编剧，辉南县田心影视摄制组拍

摄，剧中的演员都是本地土生土长的老百姓。为了保证电

影质量，剧组聘请了我省知名导演李有明为总导演。该片

讲述了辉南县楼街乡板石河村书记“新时代最美法律人”李

兴元的故事，影片笑中带泪，让人感动，给人启迪。

影视广播评论集《银屏散论》出版发行

本报讯（王文）邢文国影视广播评论集《银屏散论》，近

日由团结出版社出版、南京远东书局发行。

《银屏散论》是作者继《荧屏三原色》《阅览银屏》之后，又

一本影视广播评论集。书中分为“影视艺谭”和“声屏杂议”两

大部分，对一些电视剧特别是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电视剧和

我省制作的当代农村电视剧的思想深度、精神境界、时代特色

等进行了深层次的推介和解读；同时从观众角度，对电影、电

视纪录片、电视文艺（晚会、专题、栏目等）、广播电视新闻、广

播文艺、广播电视报编辑工作等诸多方面进行了评述。

邢文国曾任我省《视听导报》社总编辑、《吉林声屏》杂

志主编。

长春市武协召开会员代表大会

本报讯（记者张政）长春市武术协会近日召开了第七届

会员代表大会，这次会员代表大会是在长春市体育总会的

具体指导、提议下召开的。在本届大会筹备期间，长春市体

育局、市体育总会从组织机构建设、人员组成、工作部署、发

展方向等方面都提出了明确的建设性意见。

会上，根据新时代武术运动的发展形势和人们对武术健身

运动的美好向往地需求，确立了长春市武协今后一个时期的工

作新理念、新目标。同时，根据政府购买服务的职能转变，提出

了尽早完成市武协一级法人协会的过渡，这次会员代表大会也

是为成立武术一级法人做好组织和工作形式的准备。这次会

议还选举产生了新一届长春市武术运动协会领导机构。

炎炎夏日的造浪池里，人

工模拟的海浪让游客体验了在

海中戏水的感觉。儿童游乐池

内孩子们滑滑梯，过水帘，玩得

起劲，“许多孩子玩不够都不想

走。”据工作人员介绍，室内水

上乐园不仅能玩耍消暑，而且

还不怕像是在海边那样暴晒。

近日，记者走进长春同乐海之

恋广场，这里涌进了许多尽享

水中清凉、参与游泳运动的人

们。

“今天带孩子来体验一下，

没想到他特别喜欢。以前想游

泳要跑很远，现在家门口就有

了。”正在带着孙子体验的尹少

杰说。夏日里，在享受水上清

凉的时候，安全就是家长考虑

的首要问题。“我们配备了定点

安全员和巡逻员，还在全园安

装了监控预警设备。”随着工作

人员的介绍，记者看到场外的

救生员时刻观察水乐园中每个

孩子的动态以确保安全。在大

厅墙壁上，还悬挂着一块牌子，

上面公布了当天泳池检测结

果，具体包括检测时间、水温、

室内温度、PH值等项目的数据

信息。

据了解，海之恋水乐园占

地3万多平方米，是长春海之恋

广场项目的一部分。长春海之

恋广场坐落于长春市合隆经济

开发区，建筑面积近100万平方

米，计划打造成全国首座海洋

旅游主题商业综合体。

水中运动乐趣多
本报记者 景洋

遗 失 声 明
●长春工业大学肖君豪将学

生证丢失，学生证号为20162573，
声明作废。

●长春师范大学续英馗学位
证 丢 失 ， 证 件 号 ：
1020542012P00340，声明作废。

● 于 刚
（220183198709026616）将货运
上岗证丢失，声明作废。

●展宝华将吉林工学院机械
制造工艺与设备专业毕业证书丢
失，证书号：86155，声明作废。

●长春市利通制泵公司将财
务章丢失，声明作废。

●二道区云超锡纸花甲粉店
将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正副本丢
失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220105MA14QW6C8J，声明作
废。

●寇敏娜将医师资格证书丢
失 ， 证 号 ：
20122211022021119860102092

9，声明作废。
●吉林敖建建工集团华宇建

筑安装有限公司将安全生产许可证
副本丢失，编号：（吉）JZ安许证字
[2015]003816-2，发证日期 2015
年5月6日，有效期至2018年5月
6日，声明作废。

●郑羽彤将台湾居民来往大

陆 通 行 证 丢 失 ，证 件 号 码 ：
06527712，声明作废。

●朝阳区情情家烘焙坊将营
业执照正、副本丢失，注册号
220104603094819，声明作废。

●闫秀英住院收费专用票据
17002598156号遗失，声明作废。

●于长斌将人民警察证丢失，

警号108494，声明作废。
●梅喜亮将榆树市亚汶翡翠

城3-3-605室，面积：79.88平方米
所有票据丢失，声明作废。

●刘海亮将医师资格证书丢
失 ， 证 号 ：

20112221022022319790218391
7，声明作废。

●李季涛，长春工业大学软件
技术专业，毕业证书不慎遗失，证书
编号101901201006004224，特此
声明。

减资公告
长白山保护开发区讷殷文化研究开发有

限公司（注册号91220000316756488E），经股
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
本，注册资金由人民币6072万减少至人民币
3150万，请债权人自见报起45日内向公司提
出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联系人：王庆龙 联系电话：13944006161

遗 失 公 告
张星亮所持房屋所有权证（房屋坐落：江

源区森工街三委，建筑面积：120.21平方米，
产权证号：112348）丢失，声明作废。

注销清算公告
长春亮迈迪经贸有限公司因经营不善，经

公司股东会决议决定，于2018年7月3日停止
经营，进入清算阶段，拟依法注销，本公司清算
组也于同日成立，请本公司债权人，于公告发
布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债权，办理
相关手续。

公司（清算组）地址：二道区自由大路北吉
祥苑小区2号楼甲119号

联系人姓名：李宝亮
联系电话：15144052196

长春亮迈迪经贸有限公司

遗 失 公 告
产权人（长春盛世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将长房权证字第20140689号的《房屋所有
权证》丢失，特此声明作废。

补发公告
经长岭县不动产登记中心审核，相关权利

人从公告之日起，15日内无人提出异议后，将
予以补发新的《不动产权证书》。

长岭县不动产登记中心
2018年7月11日

遗 失 公 告
产权人（长春盛世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将长房权证字第20140962号的《房屋所有
权证》丢失，特此声明作废。

补发公告
经长岭县不动产登记中心审核，相关权利

人从公告之日起，15日内无人提出异议后，将
予以补发新的《不动产权证书》。

长岭县不动产登记中心
2018年7月11日

遗 失 公 告
房屋所有权人秦宝义将坐落在磐石市宝

山乡南胜利屯043，建筑面积：77.70，结构：砖
木，所有权证号：2208160407010430000000的
房屋所有权证遗失，现声明作废。

申请人签字：秦宝义

白 师 赋
——庆祝白城师范学院六十华诞

巍巍瀚海，莽莽鹤乡。任尔飞翔，彼在四方。雄居塞外，
天老地荒。斯是白师，日月同光！

壮哉白师！承载天道，化育图强。六十载，育得七万学子
遍山河；数代人，薪火相传以情孕未央。引八方英才汇此地，
筑九尺垒台映朝阳。风烈烈，天苍苍。先哲已去，斯人芬芳。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其道可循，其迹弥裳。

美哉白师！厚德明辨，广育栋梁。一枝独秀凭君品，两星
相融傲沧桑。三省辅地，集射边疆。融合发展，更筑辉煌。博
学笃行，志在弥坚。文明单位，五一奖状。花园校园，美在鹤
乡。三全育人，桃李呈祥。转型发展，再次引航。

大哉白师！爱的教育，千古流芳。党的建设，无尚荣光。
一廊一石师说吟，百花百草学子心。阅尽千帆终执手，引育并
举更弦张。应用建设，再谱华章。教学科研，相得益彰。静湖
常伴思泉湧，健身铸就英雄郎。

鸣哉白师！改革开放四十载，祖国繁荣昌盛；荜路蓝缕六
十年，白师日新月异。几望盛世，新时代思想启征程；中孚治
学，大未来宏图更辽畅！

斯是白师！ （王刚）

公 告
张立宏：在近一个月工作考勤中，你已3天早退、9天旷工，根据

《吉林大邦会计师事务所考勤制度》，予以辞退。限你7日内到单位办
理离职手续。 吉林大邦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2018年7月12日

招标公告
项目全称：65367部队库房新建、营房整修及附属配套工程 项目

地点：吉林省通化市东昌区 招标规模：一标段（BL78J48lv2018-Ⅰ
01SG）营房整修2栋6351平方米；整修公寓4栋1095平方米；二标段
（BL78J48lv2018-Ⅰ02SG）库房新建3栋410平方米、新建装载平台240
平方米，营房整修2栋915平方米；配套防爆墙、避雷针、蓄水池、道路、
挡土墙、护坡、小桥等；合同估价：一标段：约190万元；二标段：约470
万元。投标报名截止时间为2018年7月12日15时。详情请登录中国
采购与招标网站http://www.chinabidding.cn查询。联系人：高慧
超 15344391686 电话：0435—3435833

65367部队 2018年7月3日

寻求地产项目合作伙伴
我公司在吉林省长春市绿园区有一房地产开发项目，位置东至互

助街、西至洛阳街、南至锦西路、北至绥中路，该项目总占地面积50851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24936.4平方米,其中一期建筑面积67330.3平
方米(已建完)，二期拟建筑面积57606.1平方米。现寻求二期开发建
设的合作伙伴，要求必须有独立法人资格和一定经济实力的房地产开
发企业，诚邀有意向单位实地考察。

联系人:邓士清 电话: 13331771775 85075752
李 岩 电话: 18686522496

吉林省地矿建设集团合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剔 除 公 告
根据长春市朝阳区人民政府2017年9月29日《关于朝阳区夹馅棚

户区改造项目确定征收范围的公告》，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据国务

院《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和《长春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

与补偿暂行办法》的有关规定，根据《长春市保障性安居工程领导小组

2017年第一次棚改项目审批会会议纪要》（长安组《2017》1号）文件精

神，拟对朝阳区夹馅棚户区改造项目范围内的房屋实施房屋征收。其

中桂林街道辖区内9个征收地块由桂林街道办事处负责实施征收，在

征收工作实施过程中食品厂平房7户、外贸化工平房4户、吉大宿舍锅

炉房2户、隆礼路与立信街交汇泵站1处、车库3个、偏厦1户，由于部

分居民、单位不同意征收，在用锅炉房、泵站不符合征收条件，致使上

述地块的征收工作无法继续进行，故经朝阳区人民政府批准，我办事

处决定将上述地块从此次征收范围内予以剔除，特此公告。

长春市朝阳区桂林街道办事处

2018年7月9日

解除劳动合同公告
常天龙同志因连续旷工3天以上，已严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劳

动合同法》第四章第三十九条和《吉林省高速公路管理局合同制人员管
理办法（试行）》第四章第二十八条规定，我单位决定于2018年6月15日
解除此人劳动合同，请其于见报后一周之内到单位办理解除劳动合同相
关手续。逾期未办理视为同意单位代其办理解除劳动合同及终止各项
保险的相关手续，逾期产生的一切后果责任自负。特此公告。

吉林省高速公路管理局伊通管理分局
2018年7月10日

中国银行吉林省分行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
神，持之以恒整风肃纪，积极推进廉洁文化建设。

始终保持整治的韧性。该行把监督落实中央八项规
定精神、解决“四风”问题，特别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
题，作为政治任务和长期重点工作来抓，拿出恒心，拿出
韧劲，加强部署推进。坚持“不止步、持续抓、扎实抓、盯
住抓”，盯紧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新形式、新动向，盯
紧“四风”问题新脸孔新变种，把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融入岗位职责和日常管理之中。重点加强对不作为、慢
作为、乱作为的专项治理。

始终保持执纪的刚性。建立通报曝光制度，加大通报
曝光力度，对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定期处理一
批、约谈一批、通报一批，曝光一批。运用科技手段，设立
曝光平台，织密群众监督网。加大问责力度，发现问题不
手软，坚决依规依纪严肃处理，在纪律面前人人平等。

加强廉洁文化的导向性。坚持落实中央八项规定

精神和反“四风”与廉洁文化建设相结合，多点发力、多
管齐下，引导各级机构和干部员工增强反“四风”的内
在自觉。该行制定了《廉洁文化建设实施方案》，结合
中国银行“担当、诚信、专业、创新、稳健、绩效”的全球
一流银行价值观，积极培育与中央精神和时代要求相
符合、与银行健康发展相适应的廉洁文化，运用“廉洁
中行”平台，做好廉洁文化品牌推广，
促进中行廉洁文化融入业务、融入基
层、融入干部员工生活，逐步使“规矩
安全、文明干净”理念成为广大员工
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追求。

中国银行吉林省分行：

贯彻八项规定精神 加强廉洁文化建设

简 讯

质感的材料、立体的造型以及引人思

考的主题——雕塑，以更直观而具冲击力

的空间艺术形式，受到公众越来越广泛的

接受和欣赏。在我省，有这样一方阵地，汇

聚青年雕塑人才，展示优秀雕塑作品，致力

于雕塑艺术的推广和繁荣，为提高公众的

艺术鉴赏水平营造了良好的氛围，这就是

由林田远达集团组建运营的“青年雕塑家

网”。

打开“青年雕塑家网”，一股浓郁的艺

术气息扑面而来。一幅幅富有创意的雕塑

作品，才华横溢的40余位国内外青年雕塑

人才，还有最新的业内赛事、活动以及前沿

的学术理论，彰显着网站的专业性和青春

创新的特色。“青年雕塑家网”组建于2016

年，是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青年雕塑家

作品网络推广计划》的具体落地形式。网

站旨在为青年雕塑家搭建公益性展示与交

流的网络平台，给予优秀的年轻人更多关

注和支持，为其快速成长提供更肥沃的土

壤。网站开辟了“在线展厅”“艺术交流与

提高”“个人培养计划”“作品收藏”等服务，

实现艺术资源共享，全面呈现青年雕塑家

作品的不同艺术视角和艺术风格，为年轻

艺术家提供展示和学习的机会，鼓励和引

导青年雕塑家创作出植根现实生活、表现

时代精神和民族气派的新时代作品。

负责“青年雕塑家网”运营的林田远达

集团是我省一家知名文化企业，曾荣获国

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实践育人创新创

业基地、吉林省城市形象与雕塑艺术示范

基地和吉林省旅游商品研发中心等荣誉称

号。多年来，集团在城市雕塑方面，成绩斐

然。围绕“塑造城市名片”“点亮城市”等专

题，集团与中国雕塑家协会、中国城市规划

设计院、吉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吉林建

筑大学、吉林艺术学院、长春雕塑协会等学

术机构积极交流，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

此外，集团还为省内长春、四平多个城市设

计完成了大型标志性主题雕塑，如《英雄

城》《腾飞广场》《百舸》《开拓者》等。2011

年，成功主办“第十二届中国长春国际雕塑

作品邀请展暨城市形象与雕塑艺术发展论

坛”，与来自102个国家的雕塑家交流了经

验，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提出了城市雕塑

的创新理念。

截至今年 6月，“青年雕塑家网”共上

传40名雕塑家及其近200件作品，浏览人

数达 15 万人次，个人作品最高点击量为

1100人次，网站已经成为青年雕塑家的孵

化器。以人才和资源为基础，网站还先后

举办参加了“吉林省传统工艺及现代文化

创意产品设计大赛”“中国国际城市形象与

雕塑文化产业基地”、首届“中国工美行业

艺术大师吉林专家评审”等活动，大力宣传

推动青年雕塑家网及其作品。

空间艺术开启思考之门
——我省“青年雕塑家网”发展小记

本报记者 孟凌云

本报讯（记者纪洋）为扩大全

民阅读活动的社会影响，助推我

省“健康生活·悦动吉林”活动，

作为 2018 书香吉林阅读季活动

的重要内容，7月 8日，由省新闻

出版广电局、樊登读书吉林省授

权点主办，省图书馆、FM96.3吉林

教育广播、省全民阅读协会、长春

图书馆等单位协办的《我是讲书

人》国际讲书大赛（第二季）省赛

区总决赛在省图书馆举行。活动

由2017“我是讲书人”国际讲书大

赛（第一季）全国百强选手王一

涵主持，来自全省的读书爱好者

们济济一堂，共同参与了本次活

动。

《我是讲书人》国际讲书大赛

（第二季）吉林省赛区海选历经7

场海选和复赛，最终有12位选手

成功进入省内总决赛，他们为广

大书友带来了丰富多彩的主题分

享。选手施璠的《外婆的道歉

信》、李美锡的《如何让你爱的人

爱上你》、张玉的《目送》、吴京京

的《人生永远没有太晚的开始》、

张鹏的《百年沧桑话长春》、常昊

的《张居正》等，每位讲书人都结

合自己的阅读理解，通过个性化

地讲解，使得一本本好书深刻地

烙印在观众的脑海中。

经过激烈比拼，吴京京、张

鹏、栾鸽、王洋、常昊 5名选手胜

出，他们将代表我省冲击全国百

强争夺战。

据主办方介绍，《我是讲书

人》国际讲书大赛（第二季）全国

总决赛将沿用文化类选秀综艺模

式，通过一季度共计12场甄选阅

读牛人，聚焦讲书。通过多种讲

书形式展现节目的竞技感与内容

丰厚度，让讲书人成为明星，让阅

读成为时尚潮流。

享书香之美 扬阅读之风
《我是讲书人》国际讲书大赛吉林省总决赛举行

本报讯（记者李卓林）作为一家省级文艺院团，省

曲艺团不仅时刻牢记“红色文艺轻骑兵”的责任与使

命，积极送演出下基层，更注重加强内部党建工作，用

党的思想理论武装演职人员头脑。近日，省曲艺团举

行了一场特殊的党日活动，将党组织生活会与送文艺

下基层紧密结合起来，既让本团党员受教育，又让基

层单位得实惠。

省曲艺团全体党员及部分演职人员走进了长春

市苇子沟强制戒毒所，在那里，他们接受了禁毒宣传

教育，并与长春市苇子沟强制戒毒所党支部联合开展

了一次党组织生活会。会上，他们谈体会，说感想，进

一步强化了禁毒的思想意识。

除了开会学习，党日活动中，省曲艺团还携手长

春市苇子沟强制隔离戒毒所举行了一场精彩的文艺

演出。演出以“健康人生 绿色无毒”为主题，弘扬正

能量，倡导主旋律。省曲艺团老中青三代艺术家纷纷

登台献艺，用妙趣横生的曲艺节目向全体干警及戒毒

学员们献上了真挚的祝福。其中，青年演员王文龙、费

晓峰合作的相声《欢歌笑语》，将现代流行歌曲与传统

相声融为一体，博得现场掌声一片；老艺术家武福星与

青年演员岳飞表演的相声《语言礼貌》在一张一弛，一捧

一逗中营造出无数笑点，让现场笑声不断；老艺术家李

宗义的一段《绕口令》，节奏明快，技艺精妙，展现出快板

书独有的艺术魅力，让观众叹为观止；著名曲艺表演艺

术家王大海也参加此次演出，他表演的滑稽京东大鼓

《占座》以独树一帜的风趣，别具匠心的幽默，让现场干

警与戒毒学员大开眼界，热烈的掌声此起彼伏。

艺术家们的精彩表演让现场戒毒学员深受鼓舞

和感动，他们也走上舞台进行了才艺表演。他们用舞蹈《鼓舞中华》、群口快板

《戒毒工作谱新篇》、中华传统文化《重回汉唐》等节目表达了内心对美好生活的

热爱与向往，表达了戒掉毒瘾，早日回归社会的坚定决心。据长春市苇子沟强制

隔离戒毒所教育科科长李文龙介绍，“这些节目都是戒毒学员们自编自导的，我

们希望通过文化活动来提振学员们的精神，激发他们戒除毒瘾的信心。”

此次活动的圆满完成给省曲艺团团长李壮带来新的思考与启示。李壮表

示：“宣传禁毒思想是每个公民的义务，作为党和人民的‘红色文艺轻骑兵’，我们

更应该发挥自身的优势，为宣传禁毒，营造良好社会风气贡献出一份力量。今

后，我们将在条件充分的情况下，组织艺术家再来戒毒所采风，希望可以创作一

批宣传禁毒的曲艺作品在全社会演出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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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梅河

口市牛心顶学

校举办了第五

届校园文化艺

术节，独唱、合

唱、情景剧、小

品、舞蹈、器乐

表演等轮番登

场，既丰富了校

园文化生活，同

时也通过活动

给孩子们以心

灵的启迪，达到

了立德树人的

目的。

本 报 记 者

隋 二 龙 通 讯

员 李颖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