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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5月18日讯（记者李晓静 实习生

刘奥琪）今天，2019年吉林省科技活动周启

动仪式在中科院长春光机所举行。省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车秀兰、副省长安立佳、省政

协副主席支建华等出席开幕式。

本届科技活动周以“科技强国 科普惠

民”为主题，其间，我省各科研院所、高等

院校、科普场馆、科普基地等单位将向公

众开放，充分利用自身的科研、人才和资

源优势，面向广大科技爱好者开展科普教

育、宣传科学思想。中科院长春光机所是

本次科技活动周的主会场，以4个活动区

集中展示了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省科技

创新取得的重大成果和突出成就。医药

健康科技区、绿色环保科技区、青少年机

器人竞技体验区、数字化智能化体验区、

科技扶贫区等，让参观者近距离接触科

学、体验科学，感受科学的魅力。还有可

以让观众亲身体验的人脸识别、仿生机械

手、多旋翼飞行器、VR虚拟现实等多项智

能科技，展示了我省新成果、新技术、新产

品、新服务。围绕光的世界，主会场还举

办了3场生动的主题科普报告，进一步培

养青少年的创新意识和科学精神，提升综

合素质。

活动周期间，我省还将举办全省科普

讲解大赛、科技创新政策宣讲“进校园”及

市州行等活动。各市州相关部门也将同步

举办省科普摄影大赛、公众科学素质大赛、

天文观测、第三届美丽化学展、“农业科技

支撑乡村振兴”系列科普活动、科技进社区

等各具特色的群众性科技活动。

科技强国 科普惠民

2019年吉林省科技活动周启幕

本报讯（记者范英龙）黑土地保护是农

业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硬措施。为大

力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发展战略，落

实省委、省政府关于推进农业绿色发展、保

护生态环境和耕地质量的总体要求，改善土

壤质量、提升农业效能，让黑土地能永续利

用，农安县结合自身实际，积极探索秸秆覆

盖还田保护性耕作技术，为耕作制度改革探

索出一条新路。

农安县农机局副局长赵连仲向记者描

述道，“实施免耕播种，就是将玉米秸秆全量

留在田间，使秸秆覆盖的地表水分蒸发降

低，免耕播种给水或者免耕播种后实施浇灌

要比起垄后坐水种省水50%以上；还有就是

保墒，从今年播种情况看，秸秆覆盖量大的

平地或者洼地，秸秆归行后直接播种可以达

到出苗状态。”

同时，农安县还探索形成了秸秆全覆盖

保护性耕作全程机械化“农安模式”，即改归

行、免耕播、药剂防、深松施、机械收、科学

储。采取机械化收获—秸秆全覆盖—机械

化搂草归行—机械化免耕播种—机械化深

松施肥—机械化植保—机械化收获，宽窄行

倒茬种植，玉米秸秆全量留在田间，有效解

决了全量还田免耕播种机、深松机作业“拖

堆”堵塞和苗期地温低的难题，解决了东北

黑土区玉米连作、秸秆移除焚烧导致土壤退

化以及衍生的生态环境问题。

据悉，自年初以来，农安县便将150万亩

秸秆覆盖还田保护性耕作任务指标落实到

各乡镇，并在22个乡镇建设90个示范片，示

范面积20250亩，在377个村建设11个示范

点，示范面积825亩，按照“村建点、乡建片、

县建区，梯次推进”的发展布局，通过“滚雪

球”式建设和“地毯式”推进方式推进发展，

当前免耕播种任务已经基本结束，预计有望

突破160万亩。

农安县计划在2年的时间里，实现3个

100万亩的奋斗目标，即秸秆全量还田保护

性耕作、部分还田保护性耕作和高留茬保护

性耕作各100万亩，占全县玉米种植面积的

70%左右，实现耕地质量、耕作生态、耕作效

益“绿色增长”。

为东北地区耕作制度改革探索新路

农安县持续推进秸秆覆盖还田保护性耕作

近日，白石山林区人民检察院第二检察部积极协

调林业部门，对去年监督执行的公益诉讼案件涉及

的垃圾场进行植树复绿，彻底整治环境问题。图为

干警在播撒草籽。 郝思程 吴泽敏 摄

在同事眼中她是个“拼命三郎”型的班

主任；在家人眼中她是“穆桂英”式的好媳妇

儿。22年来，她因爱而默默守护着幸福的大

家庭，用实际行动践行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

德，感动着身边的每一个人。她，就是东辽

县甲山乡中心小学校教师田雪峰。

1997年，田雪峰与丈夫组建家庭，开启了

平凡而普通的婚姻生活。与大多数家庭不

同，田雪峰丈夫家关系比较复杂，公公早逝，

婆婆改嫁。婚后，夫妻俩住在叔公家，与奶

奶、叔公、婶婆以及3个小姑子生活在一起。

起初，家里氛围并不融洽，田雪峰的第

一个心愿就是“建立和谐大家庭”。于是，她

在家中扮演起“老好人”的角色，经常在家庭

成员间化解矛盾。

每天，田雪峰回到家里做完家务，还要

给两个小姑子辅导功课，再为第二天自己的

教学做准备，经常忙活到凌晨才能休息。

田雪峰的第二个心愿就是让家里的孩

子们都能完成学业。结婚至今，丈夫家几位

亲属先后将孩子送到田雪峰家中。田雪峰

每天在学校照顾50多个学生，回家后又要辅

导8个孩子的功课。

侄女赵芙告诉记者:“我从7岁就来到这

个家，现在已经8年了。大娘对我特别照顾，

晚上辅导作业，早上起来做饭，这些年我自

己从来没洗过衣服。我觉得她特别累，很心

疼她，希望长大后可以好好报答这份恩情。”

2011年春天，田雪峰的妈妈突发高烧，希

望能见见女儿。可田雪峰学校家里忙得团团

转，仅抽出一天时间去看望了生病的母亲。

哪成想，那一别竟成了她和母亲的永别。

2015年至2017年，田雪峰先后被查出4

处良性肿瘤，一处病变。先后做过3次大手

术，最严重的一次医院下了病危通知。可即

便这样，她也从来没有放弃对事业的担当和

对家庭的热爱。

几次手术后，身体虚弱的田雪峰向学校

提出不再担任班主任，没想到，刚和学校领

导说完，学生家长们便知道了，纷纷找到田

雪峰，希望她能坚持把孩子带到毕业。看到

家长和孩子们渴望的眼神，田雪峰决定留下

来，继续陪伴她的孩子们。

在学校，本身就不富裕的她，心里还牵

挂着困难学生。她的第三个心愿就是——

帮助更多的困难学生。为此，田雪峰节衣缩

食，每一分钱都精打细算。从业至今，为多

名困难学生垫付书本费、伙食费，并长期资

助2名贫困学生。如今，多名被她帮助过的

学生已成为社会的栋梁。

从教22年，田雪峰先后被授予省级骨干班

主任、辽源市优秀教师、辽源市德育先进个人等

荣誉称号。多年来，田雪峰用大爱诠释着作为

一个好媳妇儿、好嫂子、好老师的责任和义务，

她始终坚信：只要心中有爱，生命将无限精彩！

用 爱 守 护 幸 福 之 家
——记“最美家庭标兵”田雪峰家庭

本报记者 隋二龙 赵蓓蓓

本报5月18日讯（记者裴雨虹 陈鑫源 实习生汪艺）今天

是第43个“国际博物馆日”，由省文化和旅游厅与长春市政府共

同主办的吉林省“5·18国际博物馆日”主会场活动暨长春博物

馆开馆仪式举行，长春博物馆面向观众试运行。

今年“国际博物馆日”主题为“作为文化中枢的博物馆：传统

的未来”。博物馆日前后，全省各地博物馆举办博物馆宣传日主

题活动、馆藏精品展、图片展览、展览进校园、进军营、进社区等

100多项系列活动。

今天，在主会场有多项活动同时进行：“长春遗址博物馆一

日游”组织文博爱好者游览了长春的多处旧址博物馆；“溯源长

春——长春早期文明”“丝路遐想——戈沙丝绸之路艺术作品”

“伊通河畔冰河巨兽的乐园”等展览则向公众展示了长春博物馆

约400件馆藏精品；爱我中华故事汇、文化创意产品展示制作、

文博知识宣传、“欢聚长博——博物馆之夜”等特色活动内容丰

富，让群众亲身参与、互动体验。

与此同时，吉林省博物馆协会城市博物馆专业委员会也在

今天的开馆仪式上宣告成立。

我省举办国际博物馆日活动

长春博物馆开馆试运行

本报5月18日讯（记者张宽 董博 付林楠）2019全国徒步

大会“我要走”徒步联动日（长春站）今天在长春市伊通河畔启

幕。活动以“拥抱母亲河、丈量大发展、迈进新时代”为主题，这

是伊通河畔首次举行高规格大型的全民参与徒步活动。

来自全国徒步爱好者约5000人齐聚于此，参加此项全国

大众健身活动。本次徒步全程20公里，分别设置5公里迷你

组、10公里体验组和20公里挑战组，以长春市伊通河段治河纪

念公园作为起点和终点，徒步爱好者们途经百里生态长廊风

光带和五岛十园等景观，沿河岸健身步道行走，在欣赏伊通河

两岸风光和长春市美景的同时，也体验到了徒步健身带来的

乐趣。

2019全国徒步大会“我要走”活动（长春站）启幕

本报5月18日讯（记者张宽）中甲联赛第10轮今天迎来东

北德比之战，长春亚泰队主场对阵辽宁沈阳宏运队，最终，双方

1比1战平。亚泰队最近3轮两胜一平保持不败，本场战罢，亚

泰队积15分排名第6位。

上半场第30分钟，亚泰队谭龙得球原地抽射，皮球直奔球

门左下角，亚泰1比0领先宏运队。

下半场第54分钟，宏运队王皓抢射破门，VAR视频助理裁判

确认进球有效，宏运队扳平比分。最终长春亚泰队主场1比1与

辽宁沈阳宏运队战平。

长春亚泰主场战平沈阳宏运队

本报5月18日讯（记者李文瑶）经国家教育部批准，

吉林建筑大学城建学院转设成功，更名为吉林建筑科技学

院。今天，吉林建筑科技学院举行成立大会，标志着我省

高等教育系统又增添了一所应用型民办普通高等学校。

吉林建筑大学城建学院成立19年来，培养了大批应

用型人才，为地方经济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更名后，吉

林建筑科技学院仍将聚焦“培养人”这一根本使命，坚持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全面实施“内涵发展、特色发展、开放

发展和高质量发展”战略，为实现新时代吉林全面振兴全

方位振兴提供强大的人才和智力支持。

吉林建筑大学城建学院
更名为吉林建筑科技学院

本报讯（记者隋二龙 赵蓓蓓）5月17日晚上，东辽县安石镇

朝阳村人头攒动、热闹非凡。“中国旅游日”辽源市主题宣传推介

活动在这里进行，以此迎接第9个“中国旅游日”的到来，引领广

大群众爱家乡、爱生活、游辽源，快速掀起夏季旅游热潮。

作为本次活动的主会场，东辽县围绕“文旅新融合·美好乡

村行”的活动主题，不断加大旅游产品、特色文化旅游商品的宣

传推介力度，还邀请山杏艺术团助阵，为大家献上了一场精彩的

文艺演出。

舞蹈《东北那嘎达》拉开了文艺演出的序幕。二人转《包公

断后》、小品《社会人》、原创歌伴舞《我的家乡，东辽河之源》……

一个多小时的演出高潮迭起，掌声阵阵。

为了让群众进一步了解辽源旅游特色，演出过程中还穿插

了有奖问答。朝阳村村民王春生说：“能在家门口看到这么精彩

的演出真是大饱眼福，节目接地气，贴近生活，希望以后还能多

举办这样的活动。”

据了解，下一步辽源还将陆续开展送文艺演出、旅游法律政

策、旅游信息线路、旅游安全常识进社区、进乡村活动，方便和满

足广大群众的旅游需求。

辽源旅游日主题宣传有声有色

本报讯（李殿彬）近日，国网龙井市供电公司党员服务队先

后到辖区各村屯育秧大棚和稻田地，向农户进行安全用电、节约

用电等知识宣传讲解。

时下正值春耕时节，为配合广大农户做好春季生产，满足春

耕春灌用电需求，该公司自4月中旬起先后组织共产党员服务

队深入到供电区内各春耕生产村屯，检查农户春耕春灌用电线

路，协助农户排查水泵等用电设备隐患，把用电知识讲堂搬到田

间地头，解答村民关于春耕生产中遇到的用电问题，帮助指导农

户安全用电，为农户春耕春灌提供“零距离”服务。

国网龙井市供电公司：

把用电服务送到田间地头

本报讯(魏静 王文 记者陈沫)近日，记者从省林草局和省

气象局获悉，我省开展精细化人工增雨作业，有效缓解全省森林

草原火险等级持续偏高的态势。

今春以来，我省森林草原防火形势极为严峻。去年冬季少

雪，林内可燃物极其干燥。今春持续大风高温少雨的天气，导致

森林草原火险等级一直处于攀升的状态。

从3月下旬开始，省气象部门就提前布置，抓住有利气象条

件实施人工增雨。按照“保春耕、保森防、每个过程不放过”的原

则，省气象局将天气监测、潜势预报、增雨作业形成联动链条，组

织省内飞机及地面火箭、高炮作业力量，随时根据天气情况集中

开展空地协同作战，同时开展空中增雨飞机增雨作业和地面发

射增雨弹增雨作业。

我省针对高森林火险区域开展的精细化人工增雨作业成效

显著，增雨区域及影响区火险等级明显下降，对缓解林区高森林

火险态势发挥了积极作用，有效保护森林草原生态安全和人民

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我省开展精细化人工增雨作业
有效缓解森林草原火险等级

本报讯（王诗月）2018年以来，长春市殡葬中心工会把着力点放

在整合资源、加强优势互补、发挥作用联动上，创造性地开展“三融

合”工作，将党、工、行政建设“绑”在一起，把广泛的群众基础转化为

党建和行政工作的根基与保障，把强大的号召力转化为党建的重要

力量与单位文化建设的重要阵地，成效显著。长春市殡葬中心工会

专职副主席赵浩说：“这种融合是一种创新尝试，犹如一粒火种，为殡

葬中心工会工作指明了方向。”

2018年年初，工会工作以服务标准化建设为契机，发挥优势，抓

培训、勤练兵、促竞赛“三步走”，引导员工立足岗位学知识、转化本领

为手段，以赛促练，以练带学，激励职工熟练掌握服务技能，开展了一

系列的技能比赛，涌现了一批优秀员工，其中5人获得“长春市高技

能职工”荣誉称号。

实现组织队伍建设互相融合也是工会面临的课题之一。工会决

定，凡是建立党组织的部门，都要及时建立工会分会，做到党组织建

设和工会组织建设同步落实。工会还积极开展“培带”活动，即在党

员中培养技术中坚力量，党员带群众、劳模带高徒，充分发挥榜样作

用，大力宣传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的事迹，打造精品、样板的高层次

追求，锤炼职工在业务能力上的快速成长。

“融合”一年多来，工建促党建、工建助行政取得了显著成果：收

到合理化建议近百条；仅一个火化班组就为中心节省开支近10万

元；开展了10余场培训与业务练兵竞赛，服务水平显著提高，工作效

率同比提升20%。多名党员获得“五一劳动奖章”、市劳动模范等称

号，其中市特级劳模刘洋经市总工会向组织部门推荐，光荣当选为省

第十三届人大代表。

长春市殡葬中心工会开展“三融合”工作

工建促党建 工建助行政
送法进企业

本报讯（郭新宇 郭志义）近日，

靖宇县司法局组织律师团队，来到吉

林天士力矿泉饮品有限公司开展“送

法进企业”活动。他们通过召开座谈

会、发放法律图书、现场法律咨询等

形式，为企业送去普法宣传资料。

强化线索核查

本报讯(张娟 王一伟)集安市纪

委监委在扫黑除恶工作中科学调配

精干办案力量，形成联合办案工作模

式。对扫黑除恶线索优先办理，重点

向“打伞破网”倾斜，加大查处力度，

做到“保护伞”问题线索应挖尽挖、应

查尽查，快查快结，确保件件有着落。

创新党建活动

本报讯（记者袁松年）近日，吉林

师范大学机关党委开展了“初心·传习

走基层”党建品牌活动。机关每个党

支部与校内一个教学单位教师党支部

开展党建“1+1”活动，与部队、学校、企

事业单位、农村、社区等单位开展传习

活动，加强新形势下党的建设。

加强党风廉政建设

本报讯（邱海英）长春市宽城区

群英街道始终坚持把压实“两个责

任”作为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党风廉

政建设的首要环节来抓，坚持在抓常

抓细抓长上下功夫，做到党纪法规入

心入脑、制度执行有力、廉政风险防

控措施到位，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向纵

深开展。

农厕改造技术培训班开班

本报讯（丁晓云 记者闫虹瑾）近

日，全省农村户用厕所改造技术培训

班在长春开班。培训会后，参训人员

现场观摩了农博园和玉潭镇东升村

改厕产品使用效果。

开好“三个课堂”

本报讯（李艳 秦守波）露水河镇

党委立足实际，以党风廉政警示教育

助推扫黑除恶；精心开好“三个课

堂”——理论课堂、警示教育课堂、廉

政文化课堂，全面提升干部队伍整体

素质，筑牢思想道德防线，坚决打击

黑恶势力。

（上接第一版）人们都希望这一道风

景能保存下来。在经历了2000年、

2005年、2006年、2008年的4次升级

改造后，2012年，54路、55路车更换

了最新的车型，一共47辆，单线行驶

里程分别是7.64公里和9.87公里。

唐河说，现在有轨电车线路修

到哪，居民区、商业区就建到哪，以

前轨道两边只有几家大型企业，现

在都是高楼大厦。按照规划，未来

长春市的有轨电车将形成“一横三

纵”4条线路构成的棋盘式线网，总

长度将提升至38.16公里，与长春市

的轻轨、地铁实现无缝衔接。

闲聊间，道路两侧的新绿映入

眼帘，惬意中更感受股股生机。唐

河说，现在轨道两侧很多都是四五

十年树龄的大树，一到夏天，电车在

林荫道中的铁轨上穿行，长长的树

条垂下来，随风摆动，可美了。尤其

近几年，每到10月份，许多来自全国

各地的媒体记者和摄影爱好者来到

有轨电车沿线的几个著名景点拍

照，不少到长春的游客也都会坐一

次有轨电车感受一下。

老树新枝，如今，有轨电车已成

为长春的一张名片，成为这座城市

一道跨越时空的风景线。

跨越时空的风景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