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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玉米之乡”公主岭，在提高农业生

产技术，提升农业产业层次，提高土地利用

率、产出率，实现农村经济快速增长方面做了

很多有益的探索与尝试。

一组数据佐证了公主岭农业的发展与进

步：1978年，公主岭玉米年产量仅11.6亿斤；

如今，粮食总产多年稳定在60亿斤以上。

在公主岭市刘房子街道山前村，万欣农

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薛耀辉一边带领我们参

观一边介绍相关情况。作为我省首批代培农

民大学生，从他的气质、谈吐及眼神中，已看

不出一点传统农民的印记。

在薛耀辉的办公室，他拿出几个两指粗

细的小圆柱体说：“玉米秸秆就是没有开发出

来的摇钱树。这是合作社经过4年不断尝试

改进生产出的秸秆颗粒燃料。这种燃料产生

的能量高于普通的煤，1吨的价钱却比普通

的煤低200元，未来大有前景。”

万欣农民专业合作社成立于2007年，如

今成员已达1120多户，拥有各类耕种收农机

具222台套，农机装备维修改装车间5900平

方米。2013年、2014年连续被农业部授予

“全国农机合作社示范社”。合作社现已建设

成数个循环农业示范园区，示范区占地面积

约9000亩，分为粮油生产区、绿色果蔬采摘

示范区、休闲度假区、畜禽养殖示范区、农机

作业区、农产品深加工区、仓储物流区（物流

中心）、农业科技城和绿色循环产业研究中心

区。

在山前村，我们见到了村民李春富和于

洋。李春富在万欣合作社打工，年收入5万

元，过去全家5口人种1公顷地，每年毛收入

只有2万元左右。土地流转给合作社后，家

里人都在外打工。如今，全家年收入是过去

的七八倍。

“3年前，我承包了20公顷地种玉米，春

翻、播种、打药、秋收全雇机械，就春播时雇俩

人施肥，我平时管理一下，种完地基本就没啥

事了！一年收入七八万元，过去一个人种这

些地想都不敢想！”于洋轻松地对记者说。

在公主岭市陶家屯镇，在由吉林中农吉

星现代农业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中

农吉星现代农业服务中心项目基地里，数百

台农机设备带着泥土在院里整齐排列着。

公司农服项目经理李文博介绍说：“公

司于2016年8月在公主岭注册成立，现在主

要提供托管和订单托管农业服务。2018年

托管农户耕地、玉米水稻大豆收割作业、深

翻作业、秸秆打包作业等共计15.7万亩，无

人机植保作业58.5万亩，累计为农服务面

积达到100万亩，实现了农服作业全产业链

覆盖。”

返程的车上，采访团聊的话题是未来的

地由谁来种、怎么种的问题，而这个问题，仿

佛已经有了答案。

“中国玉米之乡”的探索与尝试
——“黄金玉米带”上的公主岭蹲点手记（二）

本报记者 刘桂云

本报讯（记者粘青 实习生王千硕）近日，

长春市南关区人民法院、梅河口市人民法院

分别公开宣判两起涉恶案件。

长春市南关区人民法院对蒋某澄等10

人恶势力犯罪集团案进行公开宣判。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7年7月至11月，

被告人蒋某澄、王瑞、梁某童等10人多次参

与以周珈硕为首要分子的恶势力犯罪集团所

组织的聚众斗殴，其中一起聚众斗殴案件中

被告人蒋某澄持械直接致使一人重伤。该恶

势力犯罪集团严重扰乱了社会治安秩序，造

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蒋某澄系周珈

硕涉恶犯罪集团骨干分子，犯聚众斗殴罪、故

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8年；其他9名被告

人犯聚众斗殴罪，分别判处5年至2年6个月

不等的有期徒刑。

梅河口市人民法院对于某通、付某楠等

恶势力集团犯罪案件进行公开宣判。

法院经审理查明，被告人于某通、付某楠等

6人为扩大非法影响、谋取不法利益组成较为固

定的犯罪组织，该组织成员多次实施寻衅滋事、

敲诈勒索、非法占用农用地、强迫交易和妨害

公务等犯罪行为，为非作恶、欺压百姓，扰乱经

济、社会生活秩序，造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于某通犯寻衅滋

事罪、敲诈勒索罪、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实行数

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金人

民币53万元；被告人付某楠犯寻衅滋事罪、敲

诈勒索罪、强迫交易罪、妨害公务罪，实行数罪

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3年，并处罚金人民

币51.5万元；其他4名被告人犯寻衅滋事罪，

分别判处4年至6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

长春梅河口两地公开宣判两起涉恶案件

本报讯（记者张丹）6月8日，由省文化和旅游厅、长春市

政府主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长春市文化广播电视

和旅游局承办，长春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等协办的

2019年吉林省“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场城市活动在长春举

办。

今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活动的主题为“非遗保护，中国

实践”“保护革命文物，传承红色基因”，口号为“见人见物见生

活”“在生活中弘扬，在实践中创新”“传承文化根脉，共筑民族

未来”“非遗保护，你我同行”。为展示非遗保护工作成果，增

强全社会的文化遗产保护意识和知识，我省举办了非遗演出、

传统工艺非遗作品展、非遗讲座、重要革命文物图片展等活

动。

2019年吉林省“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场城市系列活动

在长春水文化生态园启动后，非遗演出正式开始。来自全省

的优秀非遗项目表演团队带来了包括蒙古族安代舞、朝鲜族

农乐舞等民族特色鲜明的非遗节目，盛大的舞蹈场面、精彩的

呼麦演奏，赢得阵阵掌声。咔戏演奏《百花齐放》、舞蹈《剪纸

姑娘》等具有东北地域特色的非遗节目，更是让观众回味过

往，守望传统。整台演出气氛热烈，通过歌舞、器乐、戏曲等表

演形式普及了非遗知识、推介了非遗项目，让市民和非遗成果

进行了一次“亲密接触”。来自长春市的30个非遗项目在现

场进行了展示。

本次活动还在长春市群众艺术馆、长春市文庙博物馆、巴

蜀映巷商街设置了3个分会场，与主会场同时举办活动。

非遗保护 你我同行
全省“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活动在长举办

本报讯（记者李樊）为持续深化吉浙两省文旅产业交流合

作，进一步夯实“千万游客互换计划”，6月8日，由省文化和旅

游厅主办的“相聚盛夏·相约冰雪”吉林文旅宣传推广活动周再

次在杭州拉开帷幕。作为活动周的“敲门砖”，“投石问道——

松花百砚巡展”首次亮相杭州，在浙江展览馆免费对公众展示

至12日。

此次展出的108方松花石砚，均由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彭

祖述创作，分为宫廷砚、微刻砚、篆刻砚、书法砚、天籁砚、奇石

砚、文玩小砚、传统砚等8个系列。展厅里，不少观展者围聚

在彭祖述身旁，聆听这位86岁老人娓娓道来一方方松花砚背

后的吉林故事。

“松花石是吉林省宝贵的资源。我希望尽绵薄之力，用松

花砚的艺术美学联结吉林文旅产业，来吸引更多的人走进吉

林。”彭祖述动情地说。

杭州市民张浣泽领着上小学的女儿到现场体会松花砚的

博大精深，他盯着“论语砚”赞叹不已，“将古典名著用石头的微

刻技艺表达出来，太精湛了。推荐大家都带孩子过来看一看。”

省文旅厅市场推广处处长贾鑫告诉记者，从2017年的

“政府互动年”，到去年的“企业互动年”，今年吉浙两省文旅合

作已步入第3个年头。此次，带着我省名贵的文旅特色商品

来到浙江，用更加贴近百姓生活的方式吸引人们多角度了解

吉林，重新认识吉林文旅产业，正是吉林文旅品牌推广探索的

一条新路。

108方松花砚亮相杭州

本报讯（记者闫虹瑾）近日，省查干湖水生生物增殖放流

活动在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举行。松花江、图们江、鸭绿

江、嫩江、东辽河等水域放流活动同步启动。

活动以“养护水生生物资源，促进生态文明建设”为主题，

旨在大力推进渔业绿色发展，加强渔业渔政管理，养护渔业资

源、保护水域生态环境。活动由省农业农村厅、松原市人民政

府联合主办，省渔政渔港监督管理站、松原市农业农村局、前郭

县人民政府承办，前郭县农业农村局、前郭县查干湖渔场协办。

省、市、县有关方面代表、当地渔政人员和渔民群众共计

1000多人参加此次活动，放流鱼苗85万余尾。

据悉，6月是水生生物生长繁殖的关键时节，也是养护水

生生物资源的黄金时期。每年6月6日，在农业农村部的统一

部署下，全国各地都会组织开展“放鱼日”活动。

全省水生生物增殖放流活动启动

本报讯(董广辉）“今年6月是全国第18个安全生产活动

月，本次安全生产活动月的主题是‘防风险、除隐患、遏事

故’”。在农安县滨河大街，农安县城郊供电所工作人员一边

向来往行人发放用电安全宣传单，一边介绍安全生产活动月

的主题。国网农安县供电公司组织27个供电所在不同地点

同步开展安全用电宣传和用电隐患排查治理，标志着该公司

2019年度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

国网农安县供电公司将“安全生产月”活动作为当前安全

生产工作的重要抓手，制定、印发了活动方案，明确并压实各

级责任，并将“安全生产月”活动与迎峰度夏工作、庆祝新中国

成立70周年保电等安全生产重点工作有机结合，推进安全月

活动扎实开展。

围绕“防风险、除隐患、遏事故”这一主题，该公司组织职

工通过“电子显示屏”“手机屏幕”“电脑屏幕”开展专题学习，

学典型案例、学理论知识、学操作技能，提升全员安全生产的

思想和行动自觉，努力防范和化解企业、学校等重点领域安全

用电风险。与此同时，组织共产党员服务队稳步开展“安全四

查”活动，即针对重点企业开展大型供电设备运行状态检查、

深入各专业开展迎峰度夏备用物资检查、走进基层供电所开

展安全生产月暨迎峰度夏期间领导到岗到位及值班值宿情况

检查、到大型农用机械用户家中开展用电安全隐患排查。截

至目前，进企业89户、进农户207户，排查安全隐患12处，全

部立查立改。为提高企业本质安全水平，该公司共产党员服

务队在义务为各类企业培养1300多名“安全用电明白人”的

基础上，组织开展安全生产月集中“复训”活动，创新学习载

体，增强实战经验，受到企业的一致赞誉和好评。

安全生产月活动开展以来，该公司共产党员服务队自发

成立10个安全用电宣传小分队，利用微信、条幅、宣传彩页、

小喇叭等方式“进社区、进田间、进企业、进农户、进校园”开展

防农触宣传。截至目前，出动宣传车辆54辆次，悬挂条幅140

个、发放宣传彩页50000份、通过微信、短信、小喇叭播放安全

用电常识100条次，受众人群达到70万人。

国网农安县供电公司：

扎实开展安全生产月活动

本报讯（记者缪友银 通讯员于武 唐慧

宇）6月8日下午，随着英语科目考试的结束铃

响，我省16.2万名考生顺利结束高考。在适当

休整后，考生将为下一步填报志愿做好准备。

今年，我省高考各类考生报名总人数为

162787人，比去年增加1万多人，全省共设59

个考区、151个考点。全省教育、公安、保密、工

信、工商、卫生、电力、环保等部门共选派3万余

人，在高考的组织管理、试卷安全保密、打击考

试作弊、电力保障、噪声防治，以及考生集中食

宿场所卫生安全等方面提供保障。仅公安部

门就抽调12个警种，全力做好试卷运送、保管，

以及考点周边交通疏导和安全保卫等工作。

各考点还为考生提供了防雨防晒、更衣室、医

疗室等设施设备；为行动不便考生提供“绿色

通道”；今年我省还为45名有听力、视力等障碍

的特殊考生提供了相应的便利服务。我省各

部门通力合作，很好完成了高考保障任务，赢

得了考生和家长的一致好评。

高考结束后，阅卷工作随即展开，预计6

月24日可查询成绩，随后开始填报志愿。今

年，我省继续实行网上填报志愿。特别提醒

考生，在填报志愿时，要保管好密码，不要错

过填报时间。

我省16.2万名考生顺利完成高考

预计 6 月 24 日可查询成绩

本报讯(李月安 魏静 记者陈沫)6月3日1点13

分左右，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辖区内，地处延边珲春

林区的一处红外摄像机，拍摄到了1只雌性东北虎携

带2只幼虎外出觅食的画面，并通过新一代自然资源

监测系统将画面实时传送到了当地研究站。

据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东北虎豹监测与研究中心

副主任冯利民博士介绍，这只雌性东北虎在2018年

冬天产下一胎2只小虎。今年1月8日，红外摄像机

首次拍摄下了母虎带着2只幼虎的视频，此后每周

都传回雌虎为抚育幼虎而忙碌的镜头。5月23日，

镜头中又出现了母虎带着2只小虎的身影。小虎已

经长大了许多。6月3日的视频中，小虎体型已经接

近母亲的一半大小。

据珲春东北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科研中

心主任郎建民介绍，近年来，在珲春林区的监测相机

里发现野生动物已经成为常态。现在珲春每个大的山

沟里的红外相机都能拍摄到东北虎的身影，东北豹也

经常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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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3日的视频显示，一只幼虎走在母虎的前面。

5月29日，记者见到汪清县关心下一代

工作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崔锦哲时，他正在办

公室里忙碌着。

“这是即将出版的《东满地区的抗日战

争大事记》初稿，刚刚发现一些资料，我要

补充进去。”崔锦哲将发现的资料仔细地抄

到稿纸上，再粘贴到大事记初稿中所对应

的位置。翻开这份初稿，几乎每一页都有他

作的标注。古稀之年的崔锦哲，已沉浸在了

历史中。

崔锦哲曾先后任汪清县党校副校长、党

史办主任，退休后担任了关工委常务副主任。

崔锦哲之所以要做这些，是因为党性和

48年的党龄。“在汪清县，我是了解汪清党史

和地方史的人中年纪最大的，我觉得自己应

该做点什么。”

14年来，崔锦哲与关工委班子成员一起

坚持为英烈树碑立传，建设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先后在全县各乡镇建立起93处抗战遗

址、抗战遗迹地和纪念碑。只要听说哪里有

遗址，崔锦哲会马上赶到现场，为的就是历史

资料不被湮没于荒野。

“再过几天，汪清县境内将立起第100座

纪念碑！而且这个数字还在延续。”崔锦哲骄

傲地说。

除此之外，崔锦哲还义务担任全国党史

国史教育基地、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省级

国防教育基地、省级党史党性现场教学点的

讲解员。多年来，崔锦哲为省内外5万多名

大中小学生及社会参观团体义务讲解近千

场，同时在全县各级各类学校开展爱国主义

教育、民族团结教育、传统教育等知识讲座。

“去年6月至7月间报告会不断，最多时

一天需要讲4场，在小汪清抗日游击根据地

遗址的红色旅游线路上，从头走到尾有近3

公里的路程。”汪清县关工委副主任兼秘书

长任克学和崔锦哲一起共事近4年，一直以

来，崔锦哲都是他的榜样。“别看崔主任年岁

大了，但浑身都是干劲，我从未听过他喊过

累。”

崔锦哲说，“关工委的工作需要奉献精

神，一旦投入，就不愿意离开。”每当有人对他

的工作不理解时，崔锦哲总会耐心解释，“汪

清县有2700多处革命遗址和遗迹，这是先烈

用生命为我们留下的精神财富，我们有责任

整理好、留存好。”

“这是我们为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制作的

连环画《民族英雄童长荣》，还有其他几本也

在筹备中。”离开关工委前，拿着巴掌大的连

环画，崔锦哲仍然兴致勃勃地和记者聊着。

在如今的岗位上，崔锦哲干得津津有味，源源

不断释放着自己的力量。

发 挥 余 热 尽 显 担 当
——记汪清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崔锦哲

本报记者 王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