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是时代之

需、民族之要、文化之求、人民之盼。

评剧，长春传统文化中的一朵瑰

丽奇葩，在近日“清莲雅韵”全国评剧

展演中，长春评剧院大放异彩，充分

展示了长春传统文化特色。近年来，

长春市大力推动文化产业与旅游等

产业融合发展，以文化为灵魂、以旅

游为载体，评剧等一批传统文化获得

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

长春评剧在京演出大放异彩
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再铸辉煌

本报记者 韩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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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编现代评剧《春回桃湾》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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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城1730美食店“双12”亮相口碑“封神榜”

一份只推荐地道美食的全新榜单来了！

12月2日，口碑饿了么正式发布餐饮行业“江湖封神榜”。这份

以全新标准排名制作的美食榜单以个人喜好和数据智能为核心维

度，真正实现了用户与商户精准、有效、便捷地对接。

据了解，在今年“双12支付宝生活节”启动之初，首期“江湖封

神榜”已经有13座城市的1730家店铺入围，它们都是各城市当地居

民真正心仪的地道美食商家。

随着阿里本地生活“新服务”战略的提出，商户个体的价值被越

来越重视，“江湖封神榜”的推出，既让它们有了全新增长、尝鲜数字

化的可能，也让它们首次拥有了定义美食标准的“话语权”。

1730家市井店铺入选“江湖封神榜”

每到一处，吃货必然先开启美食搜索雷达。

有很多口味极佳的市井小店，可能是小巷深处的老面馆，也可

能是“只此一家”的糖水铺。备受当地人的喜爱，却未必出现在各大

榜单、达人分享或者网红推荐的名单中——“江湖封神榜”就是要找

到这样的好店，精准推荐给喜好不同的用户。

据悉，首批入选的1730家店铺，分布在北京、杭州、成都、广州等

13座城市。消费者通过口碑APP上选择相应的城市坐标，点击“江湖

封神榜”，就可以找到推荐好店。

在入围店铺中，有口味数年如一日，发挥一直稳定的“神口味”店

铺，比如开了近40年的“李小老烧饼”，至今仍是老北京最爱，不求做

“大”。还有装修设计特别，能让吃货来了不想走的“神体验”店铺，比

如重庆渝味洞藏洞子火锅，把防空洞改成了火锅店，入口别有洞天，

越往里走越凉快；还有店家手艺一绝的“神技艺”店铺，比如广州的竹

园竹升面，传承老技艺，用竹子作为杠杆碾压面团，口感更筋道。

用户喜好+大数据计算首推数字化排名体系

在各类线上平台，找到一家“热评好店”不难，难点在于，是否够

地道，是否真的“合我口味”？

现有评价体系，不少美食榜单为流量和变现服务，海量优质店

铺被淹没其中，选出的美食也难以满足消费者个体体验。

“江湖封神榜”一改单一平台“流量式”评价体系，按神口味、神

技艺、神体验三个维度为用户寻找好店。

入围店铺先由美食体验者、观察家、媒体团在内的本地评审团

先提名，再经过阿里本地生活大数据进行智能评分，同时邀请众多

消费者投票验名“真身”。此外，基于大数据能力，榜单还会根据消

费者日常口味和消费习惯，生成个性化的推荐。

在这样的评价体系下，“江湖封神榜”选出来的必然是极具“烟

火气”的市井好店。商户上榜不靠流量，不用刷单，也不必担心恶意

差评影响流量和排名。消费者就算没有本地人带路，参考“江湖封

神榜”就能找到地道美食。

新服务建立新口碑

在提出“新服务”战略不久，2019年“双12”前夕，阿里本地生活

服务公司推出“江湖封神榜”，被行业认为是在传递一种明确的信

号：探索新服务战略下，对行业每一个角落，进行数字化改造和升级

的路径和可能性。

在入选江湖口碑榜的商户中，不少是店铺规模数十年不变，只

是初步上线互联网平台的夫妻店。现象背后，正是本地生活行业面

临的现状：数字化渗透率只有15%。很多中小商家、夫妻老婆店已

凭手艺获得了认可，却被流量所裹挟；渴望获得数字化运营能力，却

没有更好的通道。

过去一年，肯德基、星巴克等本地生活服务的领先商家，和口碑

饿了么一起证明了“数字化”对行业的巨大推动作用。全新的阿里

本地生活“商业操作系统”，将会为广大商户搭建全新的数字化“小

中台”，帮助他们提升经营效率，让做生意更简单。

“未来的本地生活，是以人为核心的。”阿里巴巴集团合伙人、阿

里本地生活服务公司总裁王磊表示，在数字化升级的持续推进下，

本地生活服务行业的变革正从各个角落向前推进。

遗失声明
● 尹 花（ 身 份 证 号:

222406198511190045）将医师资格

证 书 （ 编 号:

201122110222406198511190045）

不慎丢失，特此声明作废。

●长春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志

成分公司 431901151810929 在招

商银行大经路支行的银行预留印

鉴法人章刘利志 2201971499177

丢失，声明作废。

●长春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兴

运分公司221000661018150063126

在交通银行新曙光支行的银行预

留 印 鉴 法 人 章 张 平 文

2201031015505丢失，声明作废。

●长春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吉

泰分公司221000661018150017172

在交通银行新曙光支行的银行预

留 印 鉴 法 人 章 刘 亚 林

2201031710315丢失，声明作废。

●长春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兴

翔分公司221000661018150035565

在交通银行新曙光支行的银行预

留 印 鉴 法 人 章 孙 振 斌

2201041234800丢失，声明作废。

●长春建工集团有限公司裕

通分公司221000661018150009150

在交通银行新曙光支行的银行预

留 印 鉴 法 人 章 朱 志 鹏

2201041235790丢失，声明作废。

●长春建工集团有限公司第

六分公司221000661018150012433

在交通银行新曙光支行的银行预

留 印 鉴 法 人 章 柏 清 泉

2201041232221丢失，声明作废。

●闫鑫将部队驾驶证丢失，证

号：07180294，声明作废。

●榆树市禹信商贸有限公司

财务专用章现已遗失，特此声明作

废。

●杨润泽将部队驾驶证丢失，

证号：07180309，声明作废。

●王睿遗失吉林师范大学学

生证，编号：201931010227，现声

明作废。

●邱芸霄将吉林警察学院

2018 级 学 生 证 丢 失 ，学 号 ：

1805210119，声明作废。

●刘泉源将吉林大学2017级

硕士研究生学生证丢失，学号：

2017822095，声明作废。

●抚松县翔麟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将注册登记号为JFK-F0101

的资质证书（正本）不慎丢失，声明

作废。

长春阔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因经营需要，
经公司股东决议，依法减资，从2400万元减至
2200万元，请本公司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
日起45日内到本公司申报债权，办理相关手
续。

公司地址：长春市高新区达新路888号
联系人姓名：于丽鑫
联系电话：13610718178

减资公告 公 告
当事人：王涛（货运单标识姓名，手机：18995954603，货运单号：

A0366503），为调查了解你委托北京铭岳物流有限公司托运现存放于
长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鑫磊物流园二期仓库内标识“洋河海之蓝”白
酒（外包装标识：配件，内包装物品：洋河海之蓝白酒，规格型号：
480ml）相关事项，限你于2020年1月30日之前到长春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接受询问调查。

该询问通知书（长市监询字〔 2019 〕610 号）在直接送达和邮寄
均无法送达的情况下，现根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暂行规
定》第七十四条第五款之规定，现予以公告送达。通知书内容详见长
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公告栏（网址：http://gsj.changchun.gov.cn/
viewb970b6fcdce64b48a6ce98e0afea5f2c651a015d5c1c4518a8fe8d8
d41b53077.html）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逾期未接受询问
调查则视为自动放弃上述托运物品所有权。（联系地址：吉林省长春市
深圳街896号，联系电话：0431-81291575）

特此公告。
长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九日

滑过雪的人都知道，滑雪爽，一直滑雪，一直爽。在雪
道里自由穿行，每一个弯道都是不一样的风景。

五大滑雪场倾力打造“2022通滑卡”助你将爱好进行
到底。仅需2022元，即可通滑三大区域的万龙度假天堂、
吉林北大湖滑雪度假区、陕西鳌山滑雪场、新疆丝绸之路
国际度假区、亚布力阳光度假村五家雪场，为雪友提供新
颖、舒适、贴心的滑雪体验。

一、发售时间
第一期2019年 11月 22日 9:00-12月 15日 23:59
二、产品内容
2019-2020 雪季整季本人吉林北大湖、陕西鳌山、新

疆丝绸之路、亚布力滑雪场不分平日、周末、节假日
畅滑。

三、购买路径
1.中国银行手机银行APP:登陆中国银行手机银行【生

活】-【中银e商】-【冰雪频道】；
2.中国银行微银行公众号：关注微信公众号，点击菜

单“微生活”，进入【中银e商】-【冰雪频道】；
3. 中国银行手机银行 APP:登陆手机银行

APP【生活】-优惠券；
4.缤纷生活 APP:登陆“缤纷生活”APP-【精

选】页-惠聚中行日/优惠券；
5. 中 国 银 行 信

用卡公众号：关注微
信公众号，点击菜单
【特色服务】-优惠券
6折起。

2022 通滑卡上线啦
——一卡畅滑五大雪场

11月23日至24日，“清莲雅韵”全国评剧展

演如火如荼，在中国评剧院的全国地方戏演出

中心，来自长春市的评剧劲旅——长春评剧院

的两台大戏点燃了观众的热情。长春评剧院为

全国观众献上了令人惊艳的作品，也为吉林戏

剧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完美演出完美演出 响彻全国响彻全国

在演出中，原汁原味的传统戏《三女除霸》、

新编现代评剧《春回桃湾》让现场戏迷、专家体

验了长春评剧独特的艺术魅力，长春评剧院演

员们功力深厚的身段表演、高亢清亮的演唱风

格、手眼身法步的动静结合无不体现长春评剧

艺术的感染力。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现代剧《春回桃湾》紧

握时代脉搏，以“解决好农村、农业、农民问题是

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为主题，诠释了作为第一

书记的青年共产党员李春燕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勇于担当、甘于奉献的高尚情操，感染力极

强。李春燕的扮演者，长春评剧院著名评剧表

演艺术家刘亚丽，用她富有张力的表演、游刃

有余的演唱，征服了现场观众和专家。30年演

艺之路，刘亚丽塑造了众多鲜活的人物形象，

每个角色也都赋予她不同的人生体验。为了

演好这个角色，刘亚丽不仅对剧本反复研读，

甚至还走进偏远乡村体验生活，与当地的第一

书记深入交流，了解第一书记的苦辣酸甜。在

当天的演出结束时，著名白派评剧表演艺术家

刘萍现场收徒长春评剧院演员刘亚丽，著名新

派评剧表演艺术家刘淑琴收徒长春评剧院演

员陆春燕，这意味着璀璨的中国传统文化艺

术——评剧的薪火相承。演出落幕后，现场观

众叫好不断，长春评剧院的演员们三次返场，

三次谢幕，独特的唱腔与现场热烈的掌声不断

回响在剧场当中。

这不是长春评剧院第一次在全国评剧界

大放异彩。2013年，长春评剧院参加“国粹传

承”首届评剧电视（北京）邀请赛中，荣获最佳

组织奖，演员刘巧云、刘亚丽、孙伟、焦春煦、李

宝众分别在花旦、青衣、花衫、老生等行当中荣

获金奖；2018年，长春评剧院现代评剧《春回桃

湾》参加唐山第十一届中国评剧艺术节，受到

了观众和专家的好评。在中国评剧艺术节剧

目评论会上，中国评剧院原院长王亚勋如此评

价《春回桃湾》：长春评剧院演员好，要味有味，

要字有字，要情有情，要劲儿有劲儿，要“技”有

“技”。著名导演李学忠在评价《春回桃湾》时

说，“一台好演员，一台好嗓子，一把好年纪！在

全国也不多见。”

始往今来，长春评剧院形成了自己独特的

艺术风格，在全国评剧界产生了深远影响。长

春评剧演员能力强，演出时高唱腔、音嘹亮，似

浓茶，如烈酒，将北方文化特点展现的淋漓尽

致。除了演员独特的演绎外，音乐是完成整部

剧无可替代的重要手段。长春评剧院拥有着出

色的乐队，在邀请著名评剧表演艺术家来长春

交流时，部分艺术家要求自带鼓师、琴师，已达

到最高的艺术水平。但考虑到过于麻烦，最后

由长春评剧院乐队来配合，演出中，长春评剧院

乐队出色的能力让艺术家们感叹连连。除此

外，长春评剧院演出中的舞台美术与灯光，也是

备受赞赏的一大亮点。

长春评剧的发展，更离不开求真和坚守。

在撰写《春回桃湾》剧本时，长春评剧院院长、导

演、演员多次斟酌，多次排演，反复修改两遍，历

经一年多时间才最终定稿。“两次修改，基本把

情节、角色全部更改。在定稿之后，还再不断润

色一些细节。”长春评剧院演员张永言向记者介

绍，长春评剧发展，永远在路上，只有不断打磨，

才能继续往前走。

薪火相传薪火相传 永葆本色永葆本色

首场演出的传统戏《三女除霸》中，长春评

剧院青年演员张开妍、郭天宇把两个闺中少女

饰演的清纯可爱、天真无邪且刚烈，两位青年演

员的演唱沁人心脾，身段表演更显功力深厚，用

戏曲独有的表演形式诠释了活灵活现的剧中人

物。评剧院资深演员孙伟演唱功力深厚，表演

沉稳而精彩，感染力极强，大段唱腔结合人物特

点情韵悠长。

一场重要演出，三个关键角色，一位资深

演员带领着两位青年演员演绎出了精彩的故

事，更彰显了长春评剧老带新的薪火传承。

“这次表演，老演员们主动担任配角，将主要

角色让给了青年演员，这是长春评剧院一直

以来的传统。而且剧院中的青年演员实力不

俗，未来，他们会拥有越来越大的舞台。”演员

孙伟在谈到长春评剧传承时说，评剧作为中

国传统艺术文化和长春的艺术瑰宝，要不断

给年轻演员传输知识、提供舞台，才能让这门

艺术形式发扬光大。

“在评剧院学习的日子里，老师们总是不断

指导、鼓励，知无不言。学习有苦有乐，但随着

对评剧的了解，评剧已经渐渐成为了我的根。”

演员张开妍14岁来到长春评剧院，至今已有10

年时间。从青涩到成熟，从对评剧的知之甚少

到撑起一方舞台，如张开妍般的青年演员们在

长春评剧院不断成长、收获，这一传统文化也得

以传承发扬。

2018年，长春市开展了100场戏曲进校园

活动，为小学、初中、高中的学生们讲解戏曲知

识，寓教于乐，生动诠释了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

博大精深，也赢得了师生们的一致好评。师生

们深深沉浸在浓郁的艺术氛围中，感受着戏曲

的无穷魅力。“我们准备十分充足，针对不同年

龄段的孩子采用了不同的教育方法，从表演展

示到知识讲解，充分将评剧的魅力展现出来，让

孩子们了解评剧，爱上评剧。”长春评剧院演员

刘亚丽向记者介绍说。

继往开来继往开来 谱写新章谱写新章

12月3日，长春市旅游中心门前格外热闹，

一箱箱乐器“鱼贯而入”，崭新的长春评剧院牌

匾熠熠生辉。长春文旅融合后，长春评剧院成

为了受益人，更换了办公场所，面积大，环境优，

解决了训练场地问题，而且最新的剧院也已经

完成选址。

长春演艺集团评剧院有限责任公司（前身

长春评剧团、长春评剧院），始建于 1952 年，

1987年正式建院，被誉为全国五大院团之一。

2017年更名为长春演艺集团评剧院有限责任公

司。多年来，长春评剧院风雨兼程，曾陷入低

谷，却又不断涅槃重生，重塑辉煌。

面临着时代发展转型、文化多样多元、艺术

欣赏变革变迁的挑战，近年来，长春市始终高度

重视戏曲艺术的传承与发展，不断采取有效措

施保护和继承这一笔优秀的文化遗产。

长春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文艺处处长

李广宇向记者介绍，助推评剧发展，长春市一直

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长春市通过购买服

务，不断给长春评剧院提供演出机会，进校园，

下基层，参加全国活动，同时也为剧目创作提供

一定扶持资金。除此外，长春市多次邀请知名

评剧艺术家来长演出，交流研讨，学习经验，提

升长春评剧知名度。

“坚守本体，传承下去；培养人才，引进人

才。”长春演艺集团评剧院有限责任公司经理、

长春评剧院院长张明军谈起长春评剧院未来发

展信心十足，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发展，一代代评

剧人将继续秉承老一辈艺术家的精神，整装待

发。长春评剧院将创作新的现实题材文艺作

品，真情书写，唱响新时代最强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