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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考条件

（一）基本条件

1.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拥护中华

人民共和国宪法、法律、法规，拥护中国共产

党。

2.已取得全日制统招本科及以上学历、

学位的毕业生（海外留学归国人员应通过国

家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学历学位认证）。

3.品行端正、身体健康，土建辅助管理

岗位、电气辅助管理岗位、暖通辅助管理岗

位年龄要求在 18周岁以上、35周岁以下

（1983年 10月 10日至2000年 10月 10日期

间出生），其他岗位年龄要求在18周岁以上、

30周岁以下（1988年10月10日至2000年10

月10日期间出生）。

4.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员不得报考：

曾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曾被开除公职

的人员；被辞退未满五年的国家机关、事业

单位公职人员；在读的非应届毕业生；现役

军人；按照法律法规规定不得聘用的其他情

形的人员。

（二）回避情形

考生与招聘单位在职人员有夫妻关系、直

系血亲关系、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以及近

姻亲关系的，应予回避，不能报考该招聘单

位。

二、报名办法

本次招聘的报名、缴费确认和下载打印

准考证均通过网络方式进行。

报名时间：2018年 10月 16日 9时—18

日14时30分。

报名网址：吉林人才网（网址：http://

www.jlrc.com.cn）

缴费确认和下载打印准考证时间以

网站公告为准，请考生及时查看。笔试的

时间、地点及相关要求等在准考证上注

明。

三、信息发布及政策咨询

具体招聘工作人员岗位、资格条件及录

用信息等相关事项请登录净月高新区官方

网站（网址：http://www.jingyue.gov.cn）、

吉林人才网（网址：http://www.jlrc.com.

cn）进行查询。

咨询电话：0431-84533743

长春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公开招聘 113 名工作人员

在平昌冬奥会上为中国队勇夺短道速

滑男子500米金牌的武大靖，时隔大半年再

度亮相赛场。12日，中国杯短道速滑精英联

赛首站在长春进入第二天争夺。武大靖在

比赛间歇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眼下正值

2022年冬奥会备战周期，一天都耽误不起。

“今年对我来说，是储备体能的一年。

通过尝试新的训练模式，去平稳度过这几

年。”武大靖说，目前的小阶段目标是通过参

加全国联赛去了解国内对手水平，找出自己

不足之处，接下来的大任务就是短道速滑世

界杯及2022年冬奥会。

11日进行的首日比赛中，武大靖参加了

500米、1500米、2000米混合接力等项目的预

赛及四分之一决赛，且轻松晋级。12日，他

还将参与1000米的争夺。两天来，他始终是

赛场内外的头号焦点。

谈到眼下的状态，他说挑战自己非常

难，首先要调整精神压力和来自各方各界的

压力。其次要挑战自己的极限，还要从训

练、生活、精神方面不断去充实自我，更要学

会接受挑战，这才是突破自我的关键。“距离

2022年冬奥会还有不到4年时间。把4年拆

开来算，要给自己设定数个阶段性小目标。”

他说。

平昌冬奥会结束后，武大靖几乎一直在

忙着训练，业余时间少之又少。在有限的业

余时间里，他的主要娱乐活动是读书。他把

读书作为精神放松的方式，进而帮助自己产

生更多动力。

对于此次和众多年轻小将同台竞技，武

大靖表示，在冰场上他已经算是一名老队员

了，要面对很多人的挑战，自己也是从不断挑

战别人成长起来的。所以，他要学会接受挑

战，这样的良性竞争能营造一种特别好的训

练氛围。

“年轻选手有自己的想法，他们想超越

我们，而我们也站在赛场上等待挑战。我

们需要更多‘黑马’站出来，去赢得2022年

冬奥会。”他说，未来备战中，自己不会过分

计较成败。“只有经历过一次次失败，才会

更期待下一场比赛。所以，不要浪费每一

天。”武大靖说。

（新华社长春10月12日电）

“一天都耽误不起！”
——专访短道速滑奥运冠军武大靖

新华社记者 徐子恒

吉林省国际象棋锦标赛开始报名

本报讯（记者景洋）由吉林省棋牌运动管理中心

主办的吉林省国际象棋锦标赛将于11月3日在吉林

省棋院开战。目前已开始报名。

据了解，此次比赛有国际象棋男子、女子个人赛

和男女混合团体赛三种竞赛项目，分为7岁组至18

岁以下组等8个组别进行。比赛采用国家体育总局

审定的最新《国际象棋竞赛规则》，根据报名情况决

定赛制及比赛轮次。男子个人赛各组别将录取前8

名；女子个人赛各组别将录取前6名；男女混合团体

各组别将每队3名棋手名次分相加，少者列前，如果

名次分相同，则以男子个人最好名次录取。吉林省

内国际象棋培训机构、2018年备案的国际象棋特色

学校均可报名参赛。

“文化吉林”漫谈国学的当代价值

本报讯（记者孟凌云）本周日（10月 14日）13时

30分,省图书馆“文化吉林”讲坛第125期将邀请吉

林农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崔永军

做客讲坛，与读者共同探讨《读天地之书 悟人生大

道——漫谈国学的当代价值》。将从“什么是国学”

出发，详解国学的当代价值及启示。

湖人对勇士创NBA季前赛收视纪录

新华社纽约10月11日电 勒布朗·詹姆斯领衔的

湖人队对阵勇士队的比赛吸引了近200万观众，成为

ESPN有史以来观看人数最多的NBA季前赛。

10日举行的这场比赛湖人队以123：113获胜。据

统计，共有约198万观众收看了这场比赛。ESPN的新

闻发言人表示，这是自1994年以来NBA季前赛在所有

传播网络上观看人数最多的一次。

在骑士队时,詹姆斯曾与勇士队连续4次在总

决赛对决。

简 讯

本报讯（记者王洪伟）为进

一步推动教育和体育事业蓬勃

发展，不断提高青少年校园足球

运动水平，10 月 11 日，长春市

“二道区校园足球腾飞计划”专

项发展基金捐赠仪式在二道区

东盛小学隆重举行。省教育厅、

省足协、团市委、市教育局、市体

育局、市足球运动管理中心、市

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二道区委、

区政府及力旺集团相关领导应

邀出席了捐赠仪式。来自全区

31所中小学的近千名校园足球

队队员参加了活动。捐赠仪式

还通过视频连接的方式，特别邀

请了原国家足球队队员姜峰、黄

勇两位毕业于二道区的莘莘学

子向故乡的校园足球事业送上

他们的祝福。

捐赠仪式中，力旺集团向长

春市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捐赠了

“二道区校园足球腾飞计划”专

项发展基金100万元，深切表达

了支撑教育事业和校园足球发

展的情怀和决心。二道区校园

足球腾飞计划从活动背景、指

导思想、活动目标、活动时间、

主要措施、实施步骤6方面对二

道区校园足球工作进行了细致

的部署与规划，坚持以“全面普

及、因地制宜、改革创新、统筹

协调、久久为功”为工作导向，

建立健全二道区青少年校园足

球振兴工作机制，推动二道区

校园足球运动全面稳定健康持

续发展。

二道区是教育部2018年授予的全国青少年校园足

球试点区，自2009年启动校园足球活动以来，经过近十

年艰苦的努力取得了长足发展，在省市区各级比赛中

获得好成绩。仪式结束后，二道实验小学和春城小学

两支校园足球劲旅在操场上进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友

谊赛，向大家展示了二道区以足球课程与文化为核心

的体育工作丰硕成果。从本月12日起，2018-2019年度

长春市中小学校园足球联赛二道赛区比赛将在 4个场

地同时开赛，来自全区 30所中小学校足球队报名参加

了本次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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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李梦溪）近日，省新诗学会举办了我省诗人九荒诗

歌研讨会暨诗歌朗诵会。省新诗学会、公主岭市作协及我省30余位

诗人参加了活动。研讨会上，诗人们对九荒的作品各抒己见，畅所欲

言，谈了各自对诗歌和文学的看法，气氛十分热烈。

九荒是公主岭市作协副主席，在《诗刊》等国内一流诗歌刊物发

表过大量作品，出版有《谷子地》等诗集。研讨会上，与会的诗人们评

价九荒的诗接地气、写心声、诗意浓、境界高。很多诗使用借喻、暗

喻、代喻的手法，经常用诗歌的心理来描述大自然，许多诗句需要思

考后才看得真切，很有深意和内涵。诗歌语言尤为干净，又通俗易

懂。也有诗人建议九荒建立更多语言的独特性，树立起自己更加鲜

明的风格。

九荒对自己的诗歌创作经历进行了简要回顾，讲述了2008年正

式投稿和使用“九荒”这个笔名的起源。他说，诗歌创作首先要树立

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在正确的“三观”里找到爱、找到自

我，营造独特的诗歌氛围，这样才会触及诗歌的真正内核。他将认真

思考汲取大家的观点和建议，再上创作的新台阶。

九荒诗歌研讨会暨诗歌朗诵会举办
近日，吉林农业科技学院开展“百米画卷致敬改革”系列活动。吉林经开区书画爱好者和学院1000余名师生参加活

动。活动现场，师生们和吉林经济开发区书法家协会的书法家们现场挥毫泼墨，绘制一幅长达100米、宽1.2米的“致敬改

革40年百米画卷”，“中国桥、中国路、中国车、中国港”跃然于画卷之上，蔚为壮观。 付晓东 本报记者 石雷 摄

“看惯云舒云卷，纵江湖笑傲，换个逍

遥。如今一身绝骨，名利空抛。归情万里，寄

苍茫、烟水渔樵。狂啸去，风流笔底，江山如

此多娇。”这是著名书画家潘文良对人生和艺

术的感慨和感悟。从中我们不难看出，书画

家宁静而致远，淡泊以明志，醉耕艺术沃土不

言苦、不言累、不言悔的乐观思想和明达心

境。由是在创作中，文良先生向以对生活的

感性、对中国文化艺术的参悟和实践，以其久

久为攻生发出的创作激情和艺术的厚重力量

为人们展示出了一幅幅既具国之历史传统精

髓又具现代审美意识特点的精工之作。

先看看潘文良先生的山水画作品吧。不

论是走进《春深逢饮图》还是《望岳》《涧水源长

图》等，在远近高低各不相同的山水苍茫中你

总会发现这里面有许多的真意在其中雄浑漫

溢，那大山里青松的劲拔，那峰岭处烂漫的山

花，那万壑深涧中奔淌的清泉，那氲氤云雾的

灵动升腾……皆让人观之则荡气回肠，思之而

思接千载，品之愈感佩匠心。在那灵巧构图、

精细敷彩中，你既可以找到古代宋元范宽、王

蒙的笔意笔境，也会寻到明清石涛、弘仁等诸

多国画大家的山影水形。就这样，多年来，凭

着有志潜心于丹青之艺之技的不断探索和前

行，潘文良才形成了今天自己独特的“诗境山

水”艺术风格。其作品禅机画理融会贯通，诗

意盎然，传承正雅，笔墨精到，淡寂高古。由是

使画面气息的充沛的元气和生命活力得到了

理性贯注和诗性抒发，合乎新时代人们对美的

口味、对美的热爱、对美的神往追求。

再看看潘文良先生的书法作品。他的每

一件书法作品在笔墨点线之间，都始终充满

着犹如春江流水般痛快前进的激情与生命活

力。墨韵如大江东去一般气势磅礴，奔放潇

洒。点划结合、对衬呼应间可以看到包罗万

象的书法风景——有的运笔跌宕，气流通达；

有的笔道遒劲，骨力弥满。各类美作，都很好

地吸纳和融合了“二王”、颜真卿、米芾、王铎

的遗韵，以帖融碑，内藏血肉筋骨，外露拙朴

之象；既雄强豪迈、浑厚宽博，又旷达坦荡、刚

毅潇洒。其大字庄重，小字清劲，行笔流畅，

结构稳健，整体自然洒脱，字里行间无处不透

露着文人的气质和修养，显示着书家自由挥

写、落落大方的艺术风貌。

尤其是先生的行草可谓是“形、神、意、

理”的有机统一，恣情率性处出锋痛快，庄重

大方时稳如泰山，生机盎然，正大中和，往往

令观者不得不发出“美”的感叹。人生贵在拼

搏，从艺贵有创新。潘文良先生的书法作品

就格外注重在创作上时出新意，故其每书皆

做到了虽布白宽博但守规而不守矩。墨韵横

溢却凝重而有风韵，潇洒而又有况味，成为一

些人向之学习的对象和师者。而他的作品也

缘“好”因新而飞翔出了国门，成为海外华人

和热爱中国文化艺术的外国政要及国际友人

竞相收藏的爱物。

丹青墨意呈大美
——潘文良书画作品小记

潘洪伟

本报10月 12日讯（记者董博）2018-2019赛季 VHL-丝路杯超

级冰球联赛继续进行，吉林市城投队今晚在吉林市体育馆迎战来

自俄罗斯的迪纳摩队。经过激烈争夺，城投队最终以1比2惜败

客队。

在上一场比赛中，吉林市城投队以大比分输给了涅瓦河队，

而这一轮他们的对手迪纳摩队依然是很有实力，对于城投队来

说，也依然是一场硬仗。两队在第一节比赛就打出火药味。比赛

开始后第13分钟，迪纳摩队率先进球，激起了城投队的斗志，在

发动了几次猛烈的攻势后，终于在距首节比赛结束还剩6分钟时

将比分追平。进入第二节，比赛更加火爆，双方动作幅度很大，迪

纳摩队先后有两名球员因犯规受罚。两队继续以平局进入第三

节。这最后一节比赛是双方毅力与耐力的比拼，由于城投队53号

与 91号队员没能参加比赛实力稍减，迪纳摩队最终还是打进一

球，以2比1赢得比赛。

本月14日，吉林市城投队将继续在主场迎战俄罗斯尤格拉队。

吉林市城投队1比2惜败于迪纳摩队

据新华社布宜诺斯艾利斯10月

11日电（记者高鹏 倪瑞捷）体育不

止有竞争，还有合作、分享与交流。

允许跨国（地区）甚至跨洲际组队参

赛的独特设计，让青奥会的赛场不

断闪现团结、友谊、进步的奥林匹克

光辉。

11日，铁人三项洲际混合团体接

力赛，获得冠军的欧洲一队，4名队员

分别来自丹麦、葡萄牙、意大利、瑞士，

赛前大家互不相识。但比赛一开始，

他们团结得像一个人。丹麦选手梅德

森在完成自己的赛段后，又跟着队友

陪跑了1千多米，边跑边加油。“我看

到大洋洲一队在后面追得很紧，心想

应该鼓励队友一下，于是就在赛道外

跟着跑了一段。”梅德森赛后激动地

说，“团结让我们更强大。”

中国小将卢恺曼与斯洛伐克选手

维格利尼联手出战10米气手枪混合

团体赛。虽然最终成绩不理想，但卢

恺曼坦言，这种新颖的比赛形式对她

也是一种锻炼。

比起铁人三项和射击，街舞混合

团体赛对团队默契程度的考验更高。

每队一男一女，根据排名高低混搭组

合（排名最高的男选手与排名最低的

女选手搭档），比赛时两人同时上场表

演，同步性、表现力俱佳者才能得到高

分。“你们之间得产生一点化学反应。”

谈到自己与意大利舞伴莱克希的成功

秘诀，获得银牌的阿根廷男选手布罗

利说。

各式各样的混合团体赛，无疑让原

本陌生的年轻运动员们，有了更多相互

接触、深入了解的机会。青奥会不重竞

技不重奖牌，但是奋力拼搏、追求卓越

永远是体育人身上的宝贵品质。

青奥赛场 流行混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