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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花江文化季 城市的文化名片

松花江文化季是吉林市为适应社会

主义文艺、文化繁荣发展的新形势，丰富

群众文化生活而创新开展的特色文化载

体活动，是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坚定文

化自信、弘扬地域文化的重要举措，是响

应市委、市政府提出的建设旅游文化名

城的号召，充分发挥历史文化资源优势，

建设文化强市的具体行动。

7月5日，由吉林市委宣传部、吉林

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市美术家协

会、市书法家协会、东北电力大学、市女

子学校承办的第五届吉林省市民文化

节吉林市系列活动暨首届吉林市松花

江文化季启动仪式在吉林市艺术中心

开幕。

首届吉林市松花江文化季活动以

“弘扬松花江文化 展现吉林市风采”为

主题，旨在丰富城市文化内涵、提升文

化品位、扩大城市影响。活动本着“人

人参与文化，人人享受文化”的原则，于

今年6月至9月间，采取市县两级联动

的方式，在全市范围内广泛开展文艺演

出、文化赛事、展览展示等群众喜闻乐

见的系列文化活动60余项400余场，营

造浓厚的文化氛围。

本届松花江文化季以“满韵清风”

第五届成扇邀请展作为系列活动的开

门大戏，共展出1000余幅成扇作品。

随后各项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将陆续

开展，全市文艺工作者将为全市人民奉

献一道道文化大餐，全力打造“松花江

文化季”这一文化品牌项目，使其成为

城市发展的一张“文化名片”。

“松花江之夏”群众文化的品牌

作为江城百姓耳熟能详、喜闻乐见

的品牌性群众文化活动，“松花江之夏”

广场文化活动周已连续举办了20年，共

为市民奉献了200多场大型公益演出。

由吉林市委、市政府主办，吉林市

委宣传部、吉林市文广新局承办的第五

届吉林省市民文化节吉林市系列活动

暨吉林市第二十届“松花江之夏”广场

文化活动周活动，从7月1日起至5日

结束，每晚19:00-20:20，在松江中路

市政府门前广场连续举办5场大型文

艺晚会、戏曲晚会。

本次活动以推动吉林市现代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为主旨，以普及高雅

艺术、塑造优秀文化品牌为载体，开展

一系列丰富多彩、寓教于乐的广场大型

文艺演出，弘扬主旋律，凝聚正能量，实

现高雅艺术接地气、惠民生、聚人心、促

发展，引导江城百姓积极追求健康文明

的生活方式，进一步提升江城文化品位

和人居幸福指数。

人人参与文化 人人享受文化
——吉林省市民文化节吉林市系列活动见闻

本报记者 张丹 通讯员 白凤国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认真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加快推进文化小康建设，进

一步营造全面振兴发展的文化氛围，提升广大市民的文

化获得感，长春市委宣传部围绕“放歌新时代，喜庆四十

年”这一主题，积极举办第五届吉林省市民文化节长春

市系列活动。

6月21日下午，由长春市委宣传部、长春市文化广

电新闻出版局主办、长春市广播电视台、长春爱乐乐团、

欧亚卖场承办的第五届吉林省市民文化节长春市系列

活动启动仪式暨“我们在长春相遇”交响音乐会在欧亚

卖场大西洋厅盛大启幕。90分钟的演出时间里，长春爱

乐乐团的演奏者们在著名指挥家史志有的激情指挥下，

演奏了《我心永恒》《梁祝》等10余首中外经典曲目。自

此，连续相约第5个年头的夏日文化盛宴再度登场，作为

吉林省市民文化节的重头戏，长春市系列活动让高雅艺

术走进市民生活，真正实现了与民同歌、与民同享、与民

同悦。

各级活动组织者把举办市民文化节作为加强公共

文化建设、实施文化惠民的一项重要任务，高度重视，精

心组织，在落实、覆盖和创新上下功夫，充分调动本地文

化资源，科学安排、协调推进，上下联动、合力实施，积极

主动扎实开展各项活动。两个多月来，组织开展精品文

艺展演、主题音乐会、文化名家走进新时代传习所、文艺

名家公益演出等活动192场。充分利用各种文化广场和

文化活动室，广泛开展多种形式的群众文化活动，举办

舞蹈（含广场舞、体育舞蹈）159场，摄影、书法、美术、诗

文朗诵等形式多样、便于群众参与的文化活动63场。举

办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反映新时代、弘扬主旋律、推动

建设幸福美好新长春的主题展览及其他各种文化艺术

展览、展示活动56场。充分发挥各级艺术馆、图书馆、文

化馆、美术馆的功能和作用，组织文化艺术培训、辅导达

上万人次。

长春市双阳区一名参与活动的群众表示，吉林省市

民文化节已成为我省群众文化活动中的一个品牌项目，

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特色文化名片，是群众

展示才艺、分享快乐、歌颂家乡的大舞台。不仅大大丰

富了广大城区群众的文化生活，也壮大了城区群众文化

活动的骨干力量，推动了文体事业繁荣兴盛，提升了群

众的幸福指数，为建设幸福长春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和文化支撑。

与往年相比，第五届吉林省市民文化节长春市系列

活动立足新时代，突出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新时代中

国梦等重点创作题材和重要时间节点，坚持弘扬和培育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

立足亲民、悦民、惠民，保障和改善文化民生，推进文化

小康建设，实现千万市民共参与、同享受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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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吉林省市民文化节期间,白

山市围绕“放歌新时代，喜庆四十年”这

一主题，依托新时代传习所、社区文化

活动室、文化广场、剧院等，设计安排了

“群众性文艺演出”“展演朗诵培训”“群

众性赛事”“特色品牌文化”4大板块共

64 项特色活动，目前已开展活动 48

项。这些活动接地气、有特色、聚人气、

见成效，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欢迎和喜

爱。

6月22日，在临江市江心岛公园和

白山市体育场设立的2个会场，分别举

办了2018中国·白山“长白山之夏”文化

旅游节开幕文艺演出和2018中国·白山

“长白山之夏”文化旅游节开幕文艺演

出暨第五届吉林省市民文化节系列活

动启动仪式，前来观看群众达10万余

人。同时，依托“六一”“七一”“八一”

“改革开放40周年”等重大节庆活动，白

山市开展了“花儿朵朵向太阳”“扬民族

精神 铸中国军魂”“放歌新时代 喜庆

四十年”等群众性文艺演出8场，为群众

送去了文化、送去了温暖。“湖州—白山

文艺演出系列活动”也于8月份举行,湖

州市选派文艺演出团体赴靖宇县、浑江

区开展交流演出3场，受益群众达2万

余人，这种互相登台唱戏的演出方式，

使两地文化交流融合，共同发展进步。

白山市还通过开展展览、朗诵、培

训等活动，全方位满足人民群众精神和

文化需求。组织党的十九大精神进校

园、进村屯、进企业活动，1000余人次受

益。以“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为主题，

在全市各学校开展了诗词诵读活动20

余次，深情讴歌了党的丰功伟绩和辉煌

成就。组织湖州“视觉艺术”书画展和

湖州、白山两地文化产业交流活动，依

托两地书画家的优秀作品，展示了两地

的先进文化成果，促进了文化的交流和

合作。

为充分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让

更多的人参与到市民文化节中，白山市

举办了多场形式新颖、内容丰富的群众

性赛事。“寻找最美白山”手机摄影作品

征集大赛活动自从启动以来，征集各类

摄影作品千余幅，评选出第一期典藏作

品、人文作品、精品作品等。“2018年白

山市太极拳比赛”“全国第十个全民健

身日”“中小学生篮球、足球、乒乓球、跳

绳、轮滑锦标赛”“市直机关排球赛”等

活动，报名群众达2万余人，前来观战群

众达20万余人。在各中小学校组织“新

时代·春日”——白山首届小学生诗词

诵读比赛和小学生诵读经典比赛，吸引

了百余名小学生参加比赛。

此外，为进一步打响特色品牌文化

战役，彰显白山市的生态文化、民俗文

化、红色文化等方面资源优势，在开展

2018中国·白山“长白山之夏”文化旅游

节之外，白山市举办了2018“印象长白

山·筑梦十三五”百所高校进白山大学

生暑期社会实践活动、“第32届中国抚

松长白山人参节”“第二届长白山道地

药材交易会暨第四届矿泉节”“第十届

长白山松花石文化旅游节”系列活动、

“长白山蓝莓节”“2018中国·长白高山

草原露营节”“枫韵临江·红动中国 第

五届中国临江枫叶节”等系列品牌文化

活动，通过开展经贸洽谈、项目签约、产

品展示、红色研学、高峰论坛、文化旅游

等多种活动，使白山地域文化被深入挖

掘、广泛认可。

突出地域优势 调动群众热情
——吉林省市民文化节白山市系列活动小记

本报记者 纪洋

第五届吉林省市民文化节松原市系列活动自启

动以来，秉持“以文化人，以文惠民，以文强市”的宗

旨，深耕厚植“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各方支持、群众受

益”的长效办节机制，充分发挥广大市民的创新创造

能力，以市民文化节为载体，打造松原市群众文化的

“升级版”，开通广大百姓参与文化活动的“直通车”，

扩大松原市文化事业的“朋友圈”，刷新百姓文化体验

消费的“新页面”，积极巩固展示近年来市民文化节

“社区大展示、团队大竞技、社会齐参与、市民共享受”

的丰硕成果。截至目前，市直及各县（市、区）已经举

办群众性文化活动60余项，参演人员千余人次，观众

超过10万人次。市民文化节已成为丰富松原广大市

民文化生活、深受老百姓喜爱的年度文化盛宴，点缀

着松原市民的美好生活。

鼓励群众参与，扩大文化舞台

为充分满足市民的文化需求，第五届吉林省市民

文化节松原市系列活动搭建多个赛事平台，真正体现

“开放性、大众化、零门槛”的特点，设置项目广泛，涵

盖了市民才艺大比拼、精彩团队大展演、广场舞大展

示等项目，城市广场、专业剧场、社区平台，草根舞台

处处可见，文化达人无处不在。面向不同群体的群众

声乐大赛、艺术汇演别有一番风景；广场舞大赛、社区

舞蹈大赛释放出群众饱满的激情和心中的欢快。

市群众艺术馆的全市文艺精品展演、宁江区社区

文化节是市民文化节的一大亮点。参演团体是全部

来源民间、活跃在松原的各个街道社区，他们中有的

已参加过多次松原市民文化节的演出。由吉林油田

职工、音乐爱好者组成的中国石油吉林油田宝石花合

唱团、松原市群众艺术馆新松之韵合唱团、松原市音

乐家协会合唱团和松原市金之声合唱团就是从市民

文化节中脱颖而出的百姓团队。2018年5月长白之

声合唱节，他们分别荣获了参花·金奖、参花·银奖。

宁江区社区文化节依托市民文化节，已经开展了3

届。今年，其以社区为单位，演出达40余场次，以居

民为主角，月月有主题，周周有演出，让每位参与的市

民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

突出时代主题，担当文化使命

今年时逢建党97周年、改革开放40周年，各项活动

的开展、文艺作品的创作都紧紧围绕这一时代主题展开。

第五届吉林省市民文化节松原市系列活动利用

城市广场、群艺馆剧场、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等场地，先

后开展了“欢歌新时代”文艺演出、“庆祝改革开放40

周年少儿专场”文艺演出、松原市诗歌朗诵会、松原市

文化精品展演、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7周年暨庆祝

改革开放40周年松原市书法、美术、摄影、民间工艺

作品展、扶余市庆祝建党97周年暨改革开放40周年

楹联书画作品展等20项大型群众文化活动，组织社

区开展“不忘初心，永远跟党走”“温馨社区·幸福家

园”“书韵情怀”“唱响新时代·共筑中国梦”“永远跟党

走·唱响新时代”等专题文艺演出活动30余场次，这

些活动围绕“筑梦新时代，欢歌40年”这一主题，通过

艺术作品的丰富展示、群众演员和文化志愿者们的精

彩演绎，为广大群众呈现了精彩纷呈的文化盛宴，充

分展示了松原市群众奋发向上、开拓创新的精神风

貌，实现市民同参与、共分享的目标，营造了欢乐祥

和、健康向上的节日氛围。

弘扬志愿精神，展现文化情怀

第五届吉林省市民文化节松原市系列活动中出

现了一个新的变化——市民除了自己演、自己看，同

时还以文化志愿者的身份积极投身到活动的组织策

划、后勤保障工作中，和市民文化节活动的融合度越

来越高，文化志愿者发挥出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文化志愿者的大规模参与极大提高了活动的质

量。从活动前期策划到活动举办期间协助文化部门

催场、搬运道具、分发盒饭、撰写报道、摄影宣传等，文

化志愿者成为松原市民文化节活动的一股新生力量，

让公共文化服务效能大大提升。这些文化志愿者来

自各行各业，有教师、医生、记者、单位职员、学生等。

他们因志而行、因愿而动，尽管本职工作各有不同，年

龄跨度也很大，却有着同样的追求，热爱志愿工作、热

爱文化事业。

扩大群众文化“朋友圈”
——吉林省市民文化节松原市系列活动走笔

本报记者 王瑞 通讯员 孙忠超

辽源市把开展市民文化节活动作为丰富市

民文化生活、提升幸福指数的重要载体，在全市

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上进行了安排部署。第

五届吉林省市民文化节辽源市系列活动以“奋进

新时代、展现新气象”为主题，以为全市人民奉献

丰富、欢乐、有温度、有热度的市民文化节为宗

旨，重点围绕“文艺演出”“文化赛事及广场活动”

“展览展示”“讲座培训”“评先选优”等方面计划

开展32项活动，涵盖歌舞、京剧、戏曲、书画、摄

影、艺术鉴赏、文艺培训等多个文化艺术门类。

群众文化开展有声有色

第五届吉林省市民文化节辽源市系列活动

力求与群众的文化需求精准对接。截至8月末

共开展庆“五一”——“劳动者之歌”广场演出、小

记者团文艺汇演、庆“六一”文艺演出、庆“七一”

第十届社区文艺汇演、琵琶文化艺术周辽源分会

场专场文艺演出等近30余场大型广场文艺活

动。开展庆“五一”女劳模风采摄影展、庆“六一”

少儿书画展、纪念“文化遗产日”宣传展览活动、

“弘扬宪法精神·建设法制辽源”书画展、庆祝建

党97周年摄影展、“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书

画摄影艺术展等10余场展览展示活动。开展舞

蹈、演讲、合唱、二人转、书法（软笔）、拉丁舞、国

画（工笔山水）、葫芦丝、农民画等文艺骨干培训

班30余场，千余人参加了培训。

文化品牌发展硕果满枝

在省委宣传部和省文化厅的大力支持和扶

持下，辽源市委、市政府于7月26日至30日在北

京成功举办以“文化吉林、魅力辽源”为主题的

“第三届辽源琵琶文化艺术周”和第三届“辽源

杯”琵琶艺术展演活动。本届琵琶文化艺术周不

但是辽源第3次举办的国际性文化艺术交流活

动，也是目前全球规模最大、层次最高的琵琶文

化艺术盛会。艺术周活动包含开幕式暨《丝路随

想》大型琵琶组曲首演音乐会、两场专家论坛、两

场作品赏析、3场专家讲座、10个组别琵琶大赛、

闭幕式暨颁奖音乐会等活动。

大型琵琶组曲《丝路随想》首演音乐会于7

月26日在国家大剧院举行。《丝路随想》琵琶组

曲的创作和首演是辽源市贯彻落实国家“一带一

路”倡议，推动吉林文化走出去，扩大和提升辽源

琵琶影响力的重要举措。《丝路随想》由中央音乐

学院交响乐团担任协奏；中国著名指挥家、中央

音乐学院指挥系主任、教授陈琳出任指挥；国家

顶级琵琶演奏家吴玉霞、杨靖、张强、陈音，辽源

籍琵琶演奏家于源春、张雅迪和历届“辽源杯”金

奖获得者联合担任主奏。

市民共享文化盛宴

8月16日晚上，由省文化厅、辽源市委、市政

府共同主办的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健康生活·
悦动吉林”走进大美辽源——百姓大舞台演出在

辽源市人民广场举办。本次活动是文化和旅游

部文化共享工程“百姓大舞台”项目，也是辽源普

通百姓用自己的方式为改革开放40年献礼的一

次重要展示。同时，本台晚会也是对辽源市群众

文化活动品牌辐射力和影响力的极大肯定和鼓

舞。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行业的500名群

众演员参与了本次汇演。

为歌颂家乡改革开放40年来发生的巨大变

化，辽源籍全国著名男高音歌唱家、星海音乐学

院声乐教授王永春，携战友男高音歌唱家王宏伟

等国内知名歌唱家、演奏家，于8月27日在辽源

市体育馆举办“放歌辽源，回报家乡”独唱音乐会

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义演晚会。

且听一曲琵琶语 群众文化“走出去”
——记吉林省市民文化节辽源市系列活动

本报记者 王瑞 通讯员 周丽波

第三届辽源琵琶文化艺术周开幕式现场演出

第五届吉林省市民文化节松原市少儿专场文艺演出长春市二道区举办“文体惠民、幸福二道”演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