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山杜鹃惹人醉。6月以来，正值长白山西景区苔原带高山杜鹃盛

开的季节，在欣赏神秘天池水天一色壮观美景的同时，更能领略到乳白

色的高山杜鹃花的绽放。

每年春夏之交，高山杜鹃顽强地度过低温天气迎风怒放，形成一片

乳白色花海，漫步其中，别有一番情调。6月16日，记者专程前往长白山

西景区，用镜头记录下这如痴如醉的美景……

放眼望去，整个山脊铺上了一层厚厚的“花毯”，融汇了大自然的美，

远观令人心旷神怡，近看使人心花怒放。高山杜鹃不仅是长白山海拔最

高的高山花卉，而且它们开放时间最早，生命力最顽强。

每年的四月末，长白山顶的冰雪尚未完全融化，高山杜鹃顶风斗雪，

傲然怒放在白雪皑皑的山巅。在长白山积雪中绽放的山花有很多种，红

色的百合、蓝色的龙胆、黄色的金莲、紫色的越橘等，但是最耐寒、最秀美

的还是要数长白山最高处的高山杜鹃。

茎横卧，枝斜升，花色乳白或淡黄，娇嫩艳丽，晶莹欲滴，在寒风中摇

摆挺立，显出无限生机。与近处残雪和山巅银色世界连为一体，相映成

趣，形成壮丽景观。

“高山杜鹃竟能顶雪盛开，实为奇迹，它有什么特殊的基因达到如此

不畏寒冷的程度？”面对记者的提问，长白山维东保护站副站长张代民

说：“这种植物本应生长在北极圈内较为寒冷的地区，之所以在长白山盛

开，是因为长白山独特的地理环境和高海拔优势。”“巡护员们为何如此

重视保护高山杜鹃？”“高山杜鹃覆盖在地表植被上，有效防止了水土流

失的发生，同时高山杜鹃在沟谷山坡上成群成片地竞相开放，铺满了整

个坡谷，对来此游玩的游客来说是一处非常漂亮的景观……”

“我热爱长白山，也为自己能成为森林保护者而感到骄傲自豪，因为

长白山这片神圣的山水，是我生命的根。生态保护匹夫有责，只有全民

提高保护意识才能使绿水青山造福子孙后代。”张代民说。

高山杜鹃的顽强精神、强大的生命力令人赞叹，寒冷的气候和劣质

的土壤条件下生长，令人称奇。它默默地绽放，等待与您的邂逅……

晨曦微露，刺穿云朵的阳光就像根根金

线，纵横交错。树影婆娑在晨风中发出簌簌

的声响，露珠在草尖上滚动，林间初醒的鸟儿

发出清脆欢快的鸣叫。6月9日，在晨练者矫

健的跑步声中，酣睡了一夜的二道白河小镇

轻轻张开眼睛，一首清晨圆舞曲随之在小镇

奏响。

5点30分的街道，天色渐明。身穿黄马甲

的环卫工人正在天伦广场清运垃圾，拖桶、挂

桶、翻转、倾倒、归位，再一锨锨除起散落一地

垃圾，一下下扫净每一点残渣。在“刷刷”的扫

地声中，他们带走了小镇的垃圾，还这个世界

一个清新亮丽，也让晨起的人们眼前一亮，心

随境转，连内心都感觉豁达敞亮了。

6万多平方米的碱水河国家湿地公园笼罩

在花海的馥郁芬芳里。年轻的情侣、一家三

口、老人们迎着晨风，沿着窈窈窕窕的木质栈

道，欣赏着周边的风景，洋溢着惬意与幸福。

正在此处晨跑的齐长明说：“咱们长白山的空

气好，负氧离子丰富，早晨起来锻炼一下，对于

提高心肺功能非常好。”

长白山自行车协会的10多位骑行爱好者

们，已经骑行环长白山365慢行绿道系统至长

白山大街，在初夏的清凉中尽情挥洒着汗水

与激情。沿街直走，《云水禅心》的音乐似天

籁般徐徐飘入耳际，美人松公园中遇见了一

群在清晨坚持练太极的人们，他们淡定、从

容，谦和而又自信，在各色人群中自成一道别

样的风景，让人仰慕、着迷。吉林省武术协会

副主席、陈式太极拳第十二代传人王贵才说：

“感谢长白山管委会开展基础建设，这里之前

只是一个普通的广场，现在将地面美化成了

太极图案，对我们晨起练太极的人来说真的

是一种惊喜。同时，长白山是个天然氧吧，早

上我们来到这里，鸟鸣伴着松香特别舒心。”

早点铺前已经有三五成群的上班族在等

候热气腾腾的包子出炉；卖菜的两口子正勤快

地把车上的各式蔬菜送往饭店；校门口的家长

们或骑车送行，或手牵着手把孩子送过马路；

“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莘莘学

子们在教室内传出琅琅读书声，为长白山的晨

曲增添律动的音符。

早安早安 二道白河的清晨二道白河的清晨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韩金祥韩金祥 张书萁张书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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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6月 11 日的长白山，碧空万

里。圣洁的长白山天池，在经历六月之久

的冰封后，经过之前的一场“春风”，终于开

始破冰融化。

长白山天池位于长白山主峰火山锥的

顶部，是世界上海拔最高、面积最大、积水

最深的活火山口湖，其夏融池水湛蓝，冬冻

冰面皓白，像一块瑰丽的碧玉镶嵌在雄伟

的长白山群峰之中，是我国每年最后一个

开冰的湖泊。

此刻被群山环绕的天池，正上演着冰

水交融的盛况，泛着银光的湖水，透着蓝光

的冰块，彼此交融，彼此相守……远处已有

近一半的湛蓝湖水露出芳容，微风吹过，平

静的湖面泛起涟漪……

天池开冰分为文开、武开两种方式，“文

开”是指湖面上的冰逐渐变薄、破碎、融化；

“武开”是指随着气温升高，湖上的冰在大风

和湖水合力作用下瞬间破碎成无数小块后，

逐渐融化消失。现场，景区工作人员告诉我

们，今年天池开冰基本断定为“武开”。

长白山景区从11日开始全面安全有

序开放，并从当日起至6月27日，面向全国

游客免景区门票进入。大量来自五湖四海

的游客和摄影爱好者蜂拥而至，共同欣赏

领略天池开冰这一壮美奇观。

长白山天池开冰啦长白山天池开冰啦！！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韩金祥韩金祥 曹莲智曹莲智

东西升日月，昼夜如转珠。

6月12日凌晨两点，月亮还高悬在夜空，记者一行已登上天池，等待

日出……

淡淡的月光洒在高耸的山峰上、落在瑰丽的天池中，此时天地一片静

谧，一颗流星拖着长长的“尾巴”划破夜空……

不知不觉间，黎明悄然到来。长白山脚下的二道白河小镇依然有着

几点光亮，远处的天边已经映出一线红晕，东方渐渐露出鱼肚白。时间一

分一秒地向前推移，一阵劲风奋力地将厚重的云层撕开一条缝隙，太阳顽

强地探出了头，半冰半水的天池在清晨暗弱的光线下隐约可见，冰面似乎

比昨天又缩小了一些……

3点40分，一大片云彩遮住了刚刚露头的朝阳，等了许久仍不见一

丝好转。忽然，遮住太阳的大片云彩被一阵风吹散，橘红色的朝阳一点

点露出笑脸，天池也完全揭开了神秘的面纱。紧接着，太阳光线的强弱

也在变幻，由橘红到橘黄，再到后来的金色，整个长白山呈现出令人窒息

的壮美。

5点半，太阳逐渐升高，光线强烈起来，壮美辽阔的长白山和云蒸霞蔚

的天池又一次清晰地呈现在眼前。

壮美壮美！！凌晨三点的长白山凌晨三点的长白山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韩金祥韩金祥 曹莲智曹莲智

六月骄阳，长白山上的冰雪逐渐消融，天池

出现了破冰奇观，伴随着景区免门票优惠的全

面实施，天池也迎来了2020年享受免门票的第

二批游客。

为了能够拍摄到天池“开冰”这一壮美奇

观，6月13日上午8时，记者从紫霞峰出发，同

景区工作人员和白山保护站的巡护员们一道，

沿着陡峭的山坡向天池进发。

当记者们终于气喘吁吁地抵达天池水面

旁，看着岸边已经融化的湛蓝湖水时，大家激动

不已，抖落身上的沙土，匆匆洗把脸便立刻投入

到紧张地拍摄采访工作。

岸边架好三台摄像机、调试好设备，天池开

冰的水面情况被实时传输回主峰上的直播终

端。此时，天池水面的冰层正逐渐开裂，冰与冰

之间相互摩擦、碰撞、重叠。由于气温较低，这

也意味着此次“开冰”时间会有所延长，只有等

到中午，阳光正烈的时候，才会有较为明显的融

化迹象。

“我拍了三段延时，你那拍的怎么样？”大家

兴奋地展示着自己的拍摄成果，不知不觉间两

个小时悄然流逝，大家恋恋不舍地收起已经用

光了电量的设备，踏上回程之路。

伴随着冰雪消融，山间的各种花卉也都相

继开放，有的生长在苔原带，亭亭玉立，绵延数

里，有的则绽放在怪石嶙峋间，开在了云天相接

的地方。一朵朵鲜艳的高山杜鹃和紫皮杜鹃，

随着山风摇曳，盛开在岸边与峭壁之上，仿佛是

一张五彩缤纷的花毯，为天池增添了一丝俊秀，

给原野带来了一丝靓丽。让人不禁赞叹长白山

的美，是大自然赐予的一份珍贵礼物。

回程的路上，记者们需要攀登长达1000多

米的火山灰形成的悬崖峭壁，伴随着无数砂砾

与浮石，每一脚下去，都要使出全身的力气，找

支点、抓岩石，手脚并用向上攀爬，还要不断躲

避着山间滑落的滚石，这一切对于媒体人都是

一种考验，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终于在15时

安全到达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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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6月14日，长白山天池已整体破冰，完

成蜕变，一汪碧水呈现在游客面前，《话说长白山》

栏目组记者用镜头记录下这一壮美时刻……

上午 9时，前往天池主峰的路上狂风大作，

雨水夹杂着黄豆粒般大小的冰雹砸在车窗上，

发出噼里啪啦的响声；快到达黑风口时，太阳出

来了，阴晴不定的天气，让人捉摸不透，远处的

景观在若隐若现的雾气弥漫下，显得十分神秘

……

9时40分，天池主峰上游客往来频繁，工作人

员在维护着现场秩序，在大雾的笼罩下，只能看

到天池的角落，游客们裹着厚厚的棉大衣，套着

雨衣，静静期待着一阵强风将这片大雾吹开，在

等待中，雨不厌其烦地下着……经过近一个小时

的等待后，突然狂风席卷乌云，瞬间，一湖碧水呈

现在众人面前，湛蓝的湖水泛着涟漪，夹带着碎

冰块上下翻腾，岸边少许未

融化的冰块与湖水交织在

一起，形成一幅美丽的画面

……

“哇，好美！”“真漂亮

啊！”……游客们纷纷发出

赞叹声，并拿出手机拍摄留

念，并不时地发着抖音。

此时，几名景区工作人

员正用力推着一位坐轮椅

的游客向主峰走来，旁边还

伴有一年轻女子，记者随即

上前与她们攀谈起来。“我

是在报道中看到长白山管

委会向全国游客免景区门

票，才带着母亲来看天池

的，没想到赶上开冰这等好

事，看到这么美的景色，真

的太幸运了！”安图县居民

刘莲春说。

10点10分，《话说长白山》栏目组在主峰观景

台上开始了实景采访，长白山北景区主峰管理部

经理吴金明成为采访对象 ，畅谈今年开冰的经

过，节目刚开始，冰雹就来凑热闹了……

“为什么今年是‘武开’？”面对提问，吴金明回

答：“今年因风的作用使冰面在短时间融化，就是

武开。其特点是时间短，融化快，今年3天就完全

融化了。”

“今年破冰与往年有哪些不同？”“今年，长白

山管委会推出了免门票政策，因为疫情，百姓待在

家很长时间没怎么出门，推出这个惠民举措后，游

客纷至沓来，昨天达到了3500余名游客，今天即使

风雨交加也突破了2000人。这充分体现了长白山

管委会决策精准，疫情防控到位，敢于担当，在全

省率先推出免门票的优惠政策……”

天 池 破 冰 游 客 旺
本报记者 韩金祥 邓祥林

本报讯（记者韩金祥 张书萁）为加快复苏

文旅（体）产业，依托“环长白山”的全域旅游资

源，提高全民健康水准。6月14日上午，由长

白山管委员会主办的“池北骑迹”自行车定向

大众体验赛在池北区T20广场举行，围绕池北

区城区慢行系统步道开展自行车电子竞赛、独

木桥挑战、慢骑比赛、曲线闯关等一系列趣味

活动。

9点30分，随着现场笛声的响起，来自各

地的近500名骑行爱好者同时出发，环绕4A级

景区二道白河镇慢行绿道骑行一周，以骑行的

方式找到地标性建筑和网红打卡地完成闯关

任务。

沿途的桃花朵朵开，参赛选手们迎着微风

互相鼓励向前，并不时被路上的风光深深吸

引，纷纷拍照留念。骑行分为骑山地自行车的

专业骑友组与绿色环保自行车的大众组，他们

交织前行，形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不少居

民也骑上公共自行车加入其中，共同在初夏的

清凉中挥洒着汗水与激情（本次活动最大年龄

73岁，最小年龄7岁）。经过一个多小时的骑

行，参赛者先后抵达终点——长白山自行车骑

行公园。

据悉，活动围绕长白山“骑”缘、“骑”迹、

“骑”游、“骑”乐无穷的主题开展，形式多样、内

容丰富，设置了“环长白山骑行”抖音短视频大

赛、“我眼中的长白山骑世界”主题摄影大赛、

长白山“池北骑迹”自行车定向赛、“共享骑行

季，同游长白山”线上骑行等一系列活动，让来

长白山的骑行爱好者以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维

度，全方位游览大美长白山。后续，在“致敬最

美逆行者”集体婚礼期间还将推出长白山“骑”

缘活动，在环长白山365慢行系统中推出“背

包骑行去旅行”露营骑游活动，举办“环长白

山”骑游大会等。

参与此次体验赛的51岁池西区居民王忠

军表示，感谢长白山管委会为大家提供骑行

健身的机会，全程风景好、空气好，还有交警

在各个路段疏导交通，让大家感到很惬意、畅

快，希望以后这种活动多多举办。同时，欢迎

全国各地的骑友们来到长白山一起感受这里

的美。

骑出自信 骑出健康 骑出快乐
“池北骑迹”自行车定向大众体验赛圆满落幕

本报讯（记者韩金祥）“太感谢了，如果不

是你们，我们现在都还在到处找……”6月14

日，长白山边境管理支队池南边境派出所救助

一名走失3天老人，几经周折成功帮其找到家

人，其家人赶来后连声感谢民警的热心帮助。

2020年6月14日10时许，清水河边境检

查站执勤卡点发现一名走失老人。接到报警

后，池南边境派出所迅速出警到达现场后发现

老人浑身湿透、体力不支，民警立即将老人接

到所内，并联系支队医生对其进行医疗救治，

为其清除身上的草爬子（蜱虫）、换下湿透的衣

物。老人含糊的话语中表达他已经3天没有

进食，民警在医生的指导下给老人补充了热糖

水和食物，同时将老人的手机充电后联系其家

人。家属在电话中得知情况后，对池南边境派

出所民警的暖心帮助表示万分感谢。

在等待期间，民警细心陪老人聊天缓解其

紧张情绪，经询问了解，走失老人姓秦，于6月

11日从白山市出发上山采摘山野菜时与同行

人走散，在山里走了3天 2夜到G331国道附

近，被执勤民警发现。

长白山池南边境派出所：

倾情救助走失老人

高山杜鹃在长白山绽放高山杜鹃在长白山绽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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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长白山警方远赴新疆乌鲁木

齐，将潜逃26年的“1994.2.5”持枪杀人

案逃犯王某杰抓获归案，为吉林省命案

积案攻坚再添新战果。

开展专项攻坚

目标锁定命案积案逃犯

今年年初，吉林省公安厅部署开展

了扫黑除恶“六清”专项行动，提出了对

涉黑恶逃犯“清零”目标，因辖区没有涉

黑涉恶逃犯，长白山公安机关把工作目

标锁定在命案积案攻坚上。

长白山公安机关成立命案积案攻坚

领导小组，落实一案一专班，对命案积案

进行重新梳理，多措并举搜集完善命案

逃犯基础信息，充分发挥大数据实战作

用，综合运用新技术、新手段助力侦查。

在短短的 5 个月时间里，先后攻克了

“1994.5.9”雇凶杀人案、“1991.2.17”高

某刚杀人案、“1994.2.5”王某杰持枪杀

人案3起25年以上命案积案。

公安大数据显神威

查出已死14年的命案逃犯

1994年5月9日，长白山保护区砖厂

年仅16岁的临时工秦某前后胸被刺23

刀而死。警方迅速抓获雇凶杀人主犯徐

某，“杀手”刘某利畏罪潜逃。由于当时

技术水平有限，破案手段较单一，可用于

侦查破案的信息少之又少，警方持续追捕未果。

随着近年公安大数据的发展，特别是吉林省公安厅大数据平台

的建设和深度应用，为基层实战单位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长

白山警方充分利用大数据筛查命案逃犯各项基础信息，并根据数据

反馈开展相关档案调取工作，使“1994.5.9”雇凶杀人案尘封多年的

隐藏线索逐渐浮出水面。

2019年12月，长白山警方通过大量基础信息调查，获取了刘某利的

一枚清晰指纹，正是这枚珍贵的指纹，成为了打开凶手隐身之处的钥

匙。围绕这枚指纹警方通过大数据平台开展研判分析，凶手多年来的

行踪逐渐清晰，最终筛选出秦皇岛市一具2006年无名尸体与凶手的指

纹及其它基础信息相匹配。

今年1月，根据吉林省公安厅物证鉴定中心对指纹、DNA进行鉴定以

及刘某利亲属辨认，警方确定无名男尸就是刘某利。至此，26年前雇凶

杀人案宣告破案。

与山东警方合作

攻克临沂29年命案积案

近年来，长白山警方在侦办命案积案时多次赴山东等省，与当地警

方配合默契，建立了深厚友谊，共享命案积案和网逃信息。今年两地警

方协同作战、合力攻坚，成功侦办临沂“1991.2.17”故意杀人案，将潜逃

29年的命案逃犯高某刚抓获归案。

1991年2月17日，山东临沂,高某刚在与同村村民厮打过程中，将

上前拉架的高某交用刀砍死，后畏罪潜逃。29年来，山东警方虽千方百

计破案，但始终未取得突破。

今年4月，长白山警方在配合山东临沂警方合作研判高某刚下落

时，发现安图县居民凡某刚与高某刚的山东亲属有联系往来，且二人外

貌特征相似，怀疑凡某刚即为高某刚。两地警方进一步利用公安大数

据对凡某刚进行深入调查分析，基本确定凡某刚与高某刚为同一人。

长白山警方经进一步工作，于5月1日查清了凡某刚的落脚点。5

月2日凌晨，办案民警通过对凡某刚3处落脚点进行分组蹲守，成功将

其抓获。当民警追问其真实姓名时，凡某刚如同紧绷多年的弦突然放

松了，自言自语道“啊，我知道了，山东的事，我叫高某刚”。长白山警方

在进一步审讯核实后，将高某刚交由山东临沂警方依法处理。

战“疫”期间 战役不停

远赴外地擒获26年积案真凶

春节后，长白山警方在战“疫”同时始终未停下侦查办案的步伐，办

案民警多次赴异地抓捕涉疫犯罪嫌疑人，往往是落地即隔离、归来再隔

离。面对此情况，办案民警把研判工具和资料带在身边，利用隔离时间

继续工作，“1994.2.5”持枪杀人案逃犯线索就是民警在隔离期间研判

发现的。

1994年2月5日，长白山发生一起持枪故意杀人案，二道白河镇居

民王某杰用私藏的枪支将张某勇打死，后畏罪潜逃。26年来，追逃民警

换了一茬又一茬，侦查工作开展了一轮又一轮，但王某杰始终未抓获。

赴异地办理案件被隔离的专案组民警，根据前期搜集到的与王某

杰有关的痕迹、物证和线索，充分利用公安大数据，对其头像、指纹、亲

属DNA等信息和社会关系网进行研判分析，努力查找王某杰的蛛丝马

迹。5月中旬，长白山警方经过大量分析研判，终于获取了王某杰（化名

李某）在新疆乌鲁木齐生活的线索。

5月24日，长白山警方派出专案组奔赴乌鲁木齐开展抓捕工作。专

案组民警在新疆医学隔离期间，继续做好对王某杰活动轨迹的掌控分

析工作，锁定其现实位置，于6月1日解除隔离当日将王某杰抓获。经

突审，王某杰如实供述了其在26年前持枪杀人的犯罪事实以及犯罪后

化名长期在新疆隐匿的事实。

长白山警方侦破的3起命案积案，告慰了死者，让家属走出至亲被

害、凶手在逃的阴影，回应了人民群众的期待，维护了法律尊严，彰显了

公平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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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名侦查员远赴外地将潜逃26年的逃犯抓获归案后凯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