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年7月中旬，在长白山西坡的高地上，百花争

艳，花朵之多，面积之广，无不令人称奇。由于这里人

迹罕至，景色绝佳，常被人们比喻为天堂里的花园、天

使散步的地方。7月13日入伏的第二天，记者在西景

区花海盛开的时节，专程来此用镜头捕捉这鲜花盛开

的世界。

驱车走进西景区，直奔高山花园。盛夏时节，汽

车驶进半山腰的平缓地带，放眼望去，一片五颜六色

的花海，蔓延山巅沟谷、林下溪旁，一直绕道长白山主

峰，整个高山上仿佛铺了一层厚厚的花毯，漫山遍野

的花儿用最婀娜的形态演绎着生命的精彩。

在梯子河边的鸢尾花园，记者看到成群结队的游

客兴奋地拿着手机拍照，发抖音，忙得不亦乐乎。此

时，蓝紫色的鸢尾花在蓝天白云和绿树的衬托下显得

格外艳丽、骄贵。西景区政务接待组组长周妍利对记

者介绍：“鸢尾花是法国的国花，而长白山的鸢尾花为

蓝紫色，尤其珍贵，叶片呈剑形，像一种猛禽鸢的尾

巴，因而得名鸢尾花。西方人对此花情有独钟，它的

拉丁文名字是‘艾丽丝’，在希腊神话中把它说成是

‘彩虹女神’的象征。在身后还有成片白色的唐松草，

被百姓称为‘七月雪’，当我们夏季手心特别热的时

候，放在唐松草的花瓣上面会有凉凉的感觉。还有即

将开放的，蓝紫色的婆婆纳、长白龙胆、高山龙胆等一

些鲜艳的花，他们会随着季节的变化，不同时间对游

客展示着自己的风采。”这时，几位女士站在护栏前请

求正在讲解的周妍利给拍一张合影，于是我们把镜头聚焦在赏花的游客中。

离开鸢尾花园，我们来到道边的高山花园，在栈道观赏花园的观景台上，几位女士正兴

高采烈地围着一个颇有气质的女士转，拍照、赏花、跳舞等，原来她们正在为这位女士庆祝生

日。

来到王池花园，这里的鲜花比往年格外茂盛，蓝紫色的鸢尾花、黄色的蔷薇点缀在有着“七

月雪”之称的成片白色唐松草中间，显得格外的浪漫。放眼望去，百余种成片的鲜花争先绽放，

远眺长白山山脉，看到白色的火山灰，近观游客，正在栈道上边走边欣赏眼前的鲜花。一幅幅

诗和远方一样的画面呈现在眼前。周妍利兴致勃勃地介绍道，因为这里风景独好，所以我们今

年打出：“以花为媒，以山为证，情定长白山”这亘古不变的主题。

正在花园拍照的陶传金夫妇开心地对记者说：“第一次来高山花园，鲜花都是野生的，

大自然赐予的花与自己种植的就是不一样，在这拍了很多照片回去给家人看。长白山自

然保护得非常好，空气清新、鸟语花香，以后还会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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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徐玲）为推进“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深入开展, 7月 13日，长白山管

委会教科局党支部组织开展了“听先烈功绩、温

入党誓词、走抗联之路”主题党日活动，长白山

保护开发区党工委、管委会分管领导，以及教科

局机关三十余名党员参加了此次活动。

他们首先参观了东北抗联学院展览馆 ，

认真聆听了杨靖宇 、周保中 、赵尚志 、赵一

曼等优秀共产党员的英烈事迹，感受深刻的

爱国主义教育。

随后，面对鲜红的党旗，现场党员高举右

手，重温入党誓词。铿锵有力的声音，激发了党

员们对中国共产党的崇敬、忠诚、热爱之情。

重温入党誓词后，大家齐唱《我和我的祖

国》，有的党员朗诵了自编现代诗《长白山下》，

激发大家凝心聚力求发展、殚精竭虑育栋梁，砥

砺前行开创长白山教育的新天地；形式多样的

文艺演出，表达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思想

共识。

在走抗联之路活动环节，教科局党员干部，

体验到了先烈们艰苦卓绝斗争的不易，纷纷表

示，要牢记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

兴的初心，担负起发展高质量、现代化长白山教

育事业的使命，立足本职岗位，做好每一份工

作，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落到实

处、融到心中。

7月 10日正值盛夏时节，长白山西景区湛

蓝的天空中飘着洁白的云朵，地面上五颜六色

的鲜花争相斗艳，这里绽放着的是独属长白山

的夏日色彩。记者走进西景区，用镜头记录下

了这里面向游人开放的景点。

走进服务大厅，只见游客们正排着队，在检

票员的微笑中走过闸机，向着各个景点进发。

记者从西景区政务接待组组长周妍利那里了解

到，现在西景区对游客开放5个景点，天池、锦

江大峡谷、王池、高山花园和鸢尾花园，而在此

期间，高山花园和鸢尾花园属于季节性景点，根

据它的花期对游客开放。周妍利说：“旅游旺季

即将到来，我们景区的每一名员工都以饱满、热

情的工作状态，用长白山人最好的礼物、最好的

名片——我们的微笑，迎接来自五湖四海的宾

客。”

不登长白山终身遗憾。每个人到长白山

游览的第一站一定是天池。攀登过西景区的

“天梯”，一面石碑映入眼帘。石碑上刻有国

徽，那是我国与朝鲜的界碑，几名边防卫士正

全副武装地屹立在那里。走上天池观景台，

长白山最具风姿、最为壮丽、最具神秘色彩的

自然景观——天池映入眼帘，世界上海拔最

高的火山湖，犹如一面镜子把蓝天白云尽收

湖中。

第二站是鸢尾花园，蓝紫色的鸢尾花正

随着微风翩翩起舞，在蓝天、白云和绿树的衬

托下，显得格外华丽、骄贵。记者偶然间遇到

了长白山旗袍协会的五名成员，她们正用手

机记录着游览花园的美好瞬间。交谈中了解

到，今天是好伙伴蔡艳丽的生日，姐妹们邀请

她一起到西景区赏美景、看雪山、观花语，为

这个平凡的生日留下一段美好的记忆。蔡艳

丽激动地说：“我从心里感谢姐妹们，这个生

日特别开心。希望姐妹们像这里的花一样越

来越美丽！”

当记者来到锦江大峡谷时，被眼前鬼斧神

工般的奇峰怪石所震撼，一簇簇岩体拔地而起，

有的似驼峰、有的似石笋、有的似利剑，仿佛一

组组巨大盆景展现在游人面前。在这里，盛传

着松树与桦树谈恋爱的故事。最具代表性的松

桦恋，是一棵松树和一棵桦树根连根，盘根错

节、相依相偎、难舍难分的生长在一起，它们就

像一对情人幽会在长白山中，共同度过了三百

多个春秋。

西景区最具特色的景点当属高山花园，7

月份正是长白山野生花卉盛开的时节，吸引

着无数中外游客的目光。记者抵达的最后

一个景点是王池，远观王池湖水碧透、清澈

见底，近看湖面一平如镜、波光如银、美不胜

收。池不大而秀雅，水不深而清澈，远远望

去，宛如一轮皎洁的明月镶嵌在茫茫的林海

之中，与远处的长白山之巅构成一幅美丽的

画卷。

游览过西景区景点后，来自长春的宫柏艳

意犹未尽地说：“现在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了，

我们想到各个景点走一走，散散心。今天是第

一次来到长白山，遇到了这么好的天气、这么美

的景色，实在是太棒了！如果有机会，我一定会

再来长白山游玩……”

7月 16日，为迎接新中国成立70周

年，长白山池北区举办以“梦幻长白夜,

炫彩新时代”为主题的 2019“长白山之

夏”灯会嘉年华活动。这个由国际一流

设计制作团队，经过四个月精心打造制

作而成的艺术作品，共分为龙腾盛世、时

尚梦幻、童年追梦、长白山民俗、水幕激

光秀五大板块。本月11日开放以来，游

客如织，好评如潮。是什么吸引着游客

纷至沓来？让我们随着项目经理杨继超

一起探个究竟。

走进园区，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个

巨型红色中国鼓，鼓高14米，宽24米，上

有祥云、巨龙、长白山等图案，具有中华

民族文化气息和长白山特色。鼓身上还

镶嵌着“天然天成、尚德尚美、创业创新、

自立自强”十六个大字，完美诠释了长白

山精神。进入园区的游客第一时间就被

这精美的造型、绚丽的灯光所吸

引，纷纷驻足观赏，拿出手机、照

相机合影留念，留下一片欢声笑

语。

在中国鼓后面，是一条踏云

而来的中国龙，龙长 70 米，龙头

硕大而威严，目光如炬，龙鳞刻画

精美，真有一种“神龙”下凡的感

觉。

紧随其后的就是梦想家园区

域，映入人们眼帘的是勤劳的人、

美丽的家园在明月中，周边还有星

星作为点缀。杨经理告诉记者：

“梦想家园，象征着长白山人民通过

这些年的努力，不仅仅白天有青山

绿水，夜晚也有日月星辰。”而在其

东南方向的梦幻森林区域，梅花鹿、

东北虎等灯光画面形成了一幅自然

和谐的景象。在这里，我们遇到了来

自哈尔滨的游客马越，她说：“来到这个灯会，感

觉这里很漂亮，特别是灯光开启的一刹那，像来

到梦幻王国一样。灯会的举办，给这座小镇的

夜晚增添了一道绚丽的色彩。”她兴奋地说：“我

最喜欢的就是梦想家园，因为那里就像我的家

一样，感觉很温馨、很优雅，而且那里有我非常

喜欢的星星、月亮，我刚把这里的美景发到朋友

圈。”

向南走20米就是灯会的民俗板块，这里不

仅有一池蕴三江、三仙女的故事，同时也融入了

抗联精神，包括中国鼓东面的林海雪原。在此，

杨经理情不自禁地吟诵起余秋雨先生对长白山

的评价……

在灯会项目的最南端，是水幕激光秀区域，

演出水幕高20米、宽30米，整个水幕激光秀给

我们带来美轮美奂、充满科技的视觉。从杨经

理那里了解到，水幕激光的所有作品都是由他

们团队设计制作的，他们曾参加过国内国际很

多大型的演出，具有较高的制作水平。

针对本次嘉年华的优惠

政策，杨经理坦言道：“此次

灯会活动，对 70 岁以上老

人、1.4 米以下儿童及现役

军人实行免票入园政策。

尤其是每销售一张门票，

我们就会向区域内的贫

困儿童及孤寡老人捐赠 1

元……”

本地居民张磊兴奋地

说：“这次的灯会，真的是丰

富了我们当地百姓的夜生

活。尤其是灯会主办方，

从卖出的每一张票中，留

出一元钱，捐献给当地的贫

困人员，此举真的是让人太

感动、太温暖了，这样的公

益活动，我们都伸大拇指点

赞……”

7月12日，入伏第一天，对于一些亚健

康人群来说，恰恰到了治病的最佳时节。记

者在朋友圈看到一条“长白山中心医院冬病

夏治‘三伏贴’免费贴”的信息，于是带着好

奇，驱车来到医院中医馆一探究竟。

记者在一楼贴敷现场看到，中医馆和

社区的工作人员正在忙碌地进行“三伏

贴”的制作。很多老人和孩子都在排队等

待对症贴敷，中医师们正在认真地了解每

位投医者的原因，根据每个人不同的症

状，在相对应的穴位上进行贴敷。正在排

队的池北区居民刘唯一告诉记者：“这两

年每到三伏天，就能接到医院发出的免费

为当地百姓发‘三伏贴’的通知，我一直坚

持用胃贴，感觉免疫力有一定提升，效果

还不错，今年医院又有这样的活动，我就

又来用关节贴了。”

对此，中医馆主任孟强介绍说：“‘三伏

贴’是‘冬病夏治’的重要手段之一，是‘灸’

法的一种，也是中医治疗疾病的一种外治

方法。即在夏日三伏天内，通过药物和穴

位共同调节，从而增加人体免疫功能和抗

病能力，预防冬季旧病复发，或减轻其症

状。因为长白山天寒地冻，哮喘、咳嗽、胃

痛等一些疾病比较多。所以中心医院就想

通过免费给百姓贴‘三伏贴’这样的活动，

为有需求的居民进行‘冬病夏治’，达到了

防病、治病的效果，使医院惠民、便民工作

落到了实处。”

爱心凝聚“三伏贴”，长白山中心医院开

展免费“三伏贴”的惠民活动已经有4年时

间了，主要针对关节、脾胃、肺所制作的中药

贴，每个药贴都是医务工作者用双手制作而

成，这里凝聚着医院的爱心奉献，因此受到

广大居民的认可。截至当天，有500余人贴

敷，贴出“三伏贴”4000多张。

本报讯(记者韩金祥 李少元)近日，在长白

山池北区二道白河小镇的街道上，不时看到成

群结队的竞走选手，在身边擦肩而过……记者

从长白山管委会旅游和文化体育局获悉，2019

年长白山全国竞走冠军赛将于7月20日至21日

在长白山池北区举行。届时，将有各行业体协、

国家少年队和各省竞走队及各竞走项目后备人

才基地选手，其中包括 2012年伦敦奥运会男子

20公里竞走冠军陈定、2016年里约奥运会女子

20 公里竞走冠军刘虹以及约 500 余名运动员、

上百名裁判员等齐聚长白山。

据了解，长白山以独特的自然条件和日臻

完善的训练设施，成为中国田协耐力项目备战

世界大赛的夏训首选之地。国家体育总局田径

运动管理中心授予长白山管委会为中国田径

协会“竞走训练基地”和“马拉松训练基地”。

2013-2016 年连续 4 年承办了全国竞走锦标赛

和冠军赛各两届，备受瞩目，每年都吸引来自

全国各地的田径训练队在长白山长期驻扎开

展训练。

2012年伦敦奥运会上，曾在长白山训练两年

多的陈定获得男子20公里竞走冠军，实现了中

国田径奥运史上男子竞走项目金牌和奖牌零的

突破，陈定担任了为期四年的长白山形象大使。

而被国际田联官方认可的中国竞走女王刘

虹正在这里进行紧张的赛前训练。她今年创造

的 3小时 59分 15 秒的女子 50公里竞走世界纪

录，令世界刮目相看。现在刘虹已是世界仅有

的手握女子 20公里和 50公里竞走世界纪录的

保持者。

再次来到长白山，参加竞走冠军赛的陈定

表示：2010 年就来长白山训练，中间（退役）停

了一年，到现在已经有九年时间了，长白山池

北区是个非常美的地方，夏天非常凉爽，气候

环境好，所以每年夏天都会来长白山训练。本

次比赛是对他的一个考察，看看实力恢复的怎

么样。希望能有一个比较好的表现，恢复到巅

峰状态，争取再参加一次奥运会。

本报讯（记者韩金祥 王瑞）7月 12日上

午，省相关部门及长白山管委会相关负责人

专程来到敦白客运专线白河特大桥施工现

场，考察敦白客运专线项目的施工进展情况，

现场获悉白河特大桥施工进入倒计时。

上午9时20分，考察组一行10余人抵达

距长白山管委会7公里处的施工现场，通过

工作人员的讲解和查看相关工程的平面设计

图、施工步骤等，详细了解了敦白客运专线的

整体线路、白河特大桥的搭建进展情况及计

划完成时间。

据了解，敦白客运专线是沈佳高速铁路

的一部分，北起吉林省敦化市，南至安图县

二 道 白 河 镇 ，全 长 102 公 里 ，设 计 时 速

250km/h，全线设长白山、永庆、敦化 3 个

站。其中，白河特大桥跨延蒲高速处，主跨

全程 128 米，全长 1.9 公里，是高速公路的

交界处，也是高铁通过此处减速进入长白

山高铁站的重要位置。2018 年 4月 26 日打

下第一根桩，1200 余名劳务人员夜以继日

地搭建。截至目前，白河特大桥 56 个墩台

已经完成 53 个，完成工程的 90%；动车左线

白河特大桥设计墩台 38 座，已经完成 37

座，仅剩 1座即将完成。目前正在进行 B1、

B2 节段钢筋绑扎施工，11 号、12 号主墩挂

篮模板调试，以及 20 号主墩连续梁 3 号块

钢筋绑扎施工，在 6 台塔吊、3 台吊车以及

一个 900吨的重型提梁机共同运作下，计划

于 2019 年 10 月 31 日前完成白河特大桥连

续梁全部施工。

随后，考察组一行来到桥墩下，查看了桥

墩的外观构造及周围环境。负责此标段的中

铁七局敦白高铁一标项目部三工区书记王庆

明表示，白河特大桥是一座拱形景观桥，未来

建成后可以称之为长白山地区的景观之一，将

为乘客带来长白山独具特色的视觉享受，同时

将成为长白山地区与外界沟通的桥梁。从二

道白河到长春的时间，将从原来的5小时缩短

至2.5小时，从敦化到二道白河所用的时间也

会缩短至28分钟左右，为长白山旅游发展再

助力。

本报讯（记者韩金祥 李少元）7月16日，为了进

一步推进森林环境与人体健康的研究工作，深度挖

掘吉林省独特的林业资源环境，将长白山森林环境

对人体健康的科研结果就地转化，在联合国人与生

物圈自然保留地长白山和平小镇，由长白山管委会

和北华大学联合举办了长白山森林环境与健康实

地研究新闻发布会。长白山管委会领导、北华大学

专家、首批受试者以及课题组成员等参加了本次新

闻发布会。

森林康养是以森林生态环境为基础，以促进大

众健康为目的，利用森林生态资源、景观资源、食药

资源和文化资源，并与医学、养生学有机融合，开展

保健养生、康复疗养、健康养老的服务活动。发展

森林康养产业，是科学、合理利用林草资源，践行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有效途径，是实施

健康中国战略、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措施，是林业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必然要求，是满足人民美好生

活需要的战略选择，意义十分重大。

项目组组长、北华大学副校长杜培革表示：目

前，德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等国都在做

森林康养，德国已经把森林康养纳入基本医疗，并

有效减少了国民医疗支出10%。国外的科学研究数

据已经显示，森林的特殊环境，比如，它的光、色、声

音，特别是植物精气，对人体的免疫细胞还有内分

泌调节、体内激素调节、nk 细胞都起到积极作用。

所以他们想利用好长白山独特的自然环境，利用吉

林省特殊的宝藏，开发新的健康医疗模式、新的产

业形态，积极促进林业产业升级和吉林省科学研究

的发展。

首批受试者高先生会后表示：森林康养是与国

际接轨，森林康养代表着新的理念和未来，所以愿

意参加这次受试。呼吁大家进行绿色的疗养，减少

日常的医疗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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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诗和远方。

近日，长白山高山花园百余种天

然花卉陆续绽放，争奇斗艳，吸引游客

纷至沓来。 韩金祥 摄

鲜花中怎能没有摄影爱好者的身影。

鲜花、栈道、游客形成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在高山花园欢呼。
长白山管委会教科局党支部组织开展了主题党日活动。

2019年长白山全国竞走冠军赛将于20日鸣枪，前奥运冠军陈定正在紧张训练中。

↑灯光下的森林动物王国吸引人们驻足。

←同一个梦想。

↓风景这边独好。

在
童
年
追
梦
园
区
里
，
孩

子
们
快
乐
地
嬉
戏
。

喜看麦熟灯光亮，唤醒游客盘中餐。 水幕激光秀成为最火的表演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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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韩金祥 王瑞）为响应国家《关于

推进中小学研学旅行的意见》号召，让更多学生通

过在野外实践中学习丰富知识，7月8日至11日，

长白山迎来北京一零一中学50余名师生，开展

2019年暑假长白山科学考察活动。

据悉，科学考察活动是国家科学院发布的研

究计划，通过定期安排学生研学，达到提高学习能

力、拓展课外知识的效果。而长白山是中国建立

较早的自然保护区之一，区内分布有野生植物

2540多种，野生动物364种，其中东北虎、梅花鹿、

中华秋沙鸭、人参等动植物被列为国家重点保护

的物种，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具有极为重要的

意义，因此吸引了北京、上海等地多所学校，在暑

期组织学生前来参观学习，丰富学生的生态知识。

7月9日，北京一零一中学50余名师生前往

长白山科学院，由科学院退休研究员朴正吉为同

学们讲解了动物足迹的辨认方法、长白山自然保

护区中的野生动植物种类，以及红外线摄像机的

使用方法。随后，朴老师带领同学们共同走进原

始森林，实地检验授课成果。学生赵之煊表示，长

白山的森林很狂野，能让人清晰地感受到源自大

自然的力量，置身其中能体会到人类的渺小。薄

薄的土层下，树根生长得像个大圆盘，但是它们依

然长得那么茂盛，他被深深地震撼了，希望长白山

永远郁郁葱葱。

北京一零一中学政教组长曹贵胤老师表示，

长白山的地理环境、动植物都对拓宽学生的视野

有很大的帮助，在城市中成长的孩子没有见过大

自然，多涉足这样的生态环境对他们的成长有很

多好处。同时，他也期待通过这样的学习，让长白

山的品牌更加耀眼夺目。

7月 10日，在北京教育科技高级研发工程

师焦鹏伟的带领下，师生们走进长白山自然博

物馆，在这里学习长白山生态种群知识，更深层

地了解物华天宝的长白山。焦鹏伟表示，长白

山给人最直接的感受是美，由于保护得好，生态

种类齐全，是一个非常难得的地方。通过让学

生接触动植物、微生物，以及环境、地质等知识，

使他们形成保护生态的观念和意识，真正把他

们培养成为祖国的栋梁，为国家的长远发展作

出贡献。

野外生态课 实践助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