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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赵乃政）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

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日前，伪

满皇宫博物院举办了“铭记与传承——向东北

抗战英雄致敬”主题展览。

展览分为“东北抗联将士篇”“东北爱国志士

抗战故事篇”“传唱抗战歌曲篇”3个篇章，通过文

字、图片、实物、舞台剧等，生动传神地讲述了八女

投江等革命故事和杨靖宇、赵尚志等抗联英雄的

英勇事迹；展现了爱国人士和各界民众支援抗战、

与敌人斗智斗勇的故事；传唱了《露营之歌》《义勇

军进行曲》等抗战歌曲，全方位、多角度展现中华

民族同仇敌忾、不畏强敌、英勇不屈的斗争精神。

在讲解员绘声绘色的讲述中，前来参观的人

们致敬抗联英雄，聆听红色故事，传唱抗战歌曲。

特别是由讲解员组成的伪满皇宫博物院文博艺术

团，深入挖掘抗战英雄事迹，通过沉浸式宣讲展演

形式，把展板上的故事和英雄形象搬上舞台，重现

了一幕幕英勇悲壮的历史场景，将抗战英雄生动

鲜活地展现在观众面前。观众在耳濡目染中，深

刻铭记那段艰苦卓绝的斗争历史和革命故事。

展览开放以来，预约党建活动的团体爆满，

纷纷组织党员来此开展红色文化教育主题党日

活动。许多市民也自发前往参观。

“聆听革命故事，重温入党誓词，唱响红色

歌曲，今天我接受了一次生动的党性教育，经受

了一次深刻思想和精神洗礼。”刚参观完展览的

长春市民王女士如是说。

伪满皇宫博物院相关负责人表示，革命先

烈身上凝聚着的伟大的爱国精神、不朽的爱国

情怀、不屈的民族魂魄，成为激励广大党员和人

民群众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凝聚力量、砥砺奋

进的强大动力，激发出中华儿女为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的巨大精神力量。

铭记光辉历程 传承红色基因
伪满皇宫博物院举办“向东北抗战英雄致敬”主题展览

本报讯（记者王法权 相文婷）近几日，一段东北虎在山林

间马路上趴卧的视频在朋友圈里传播着，视频中的东北虎旁

若无人，对车辆视而不见，只管自己享受，不管路人是否受到

惊吓，珲春市民风趣地称之为“路虎”。

记者费尽周折找到了拍摄视频的目击者之一——珲春市

出租车司机郎利剑。在谈到当天与东北虎邂逅的经历时郎利

剑说：“当时真的给我吓坏了，第一次这么近距离地看到一只

野生老虎，我毫无心理准备，手都发抖了。”郎利剑向记者讲述

与东北虎奇遇的经过。

7月17日17时30分左右，出租车司机郎利剑载着3名乘

客，从珲春市区经哈达门乡前往雪岱山某地。当车行驶到哈

达门乡三道沟村北的山间公路时，坐在副驾驶的一名乘客突

然大喊：“快看前面，有老虎！”这时，郎利剑也立即反应过来，

在他车行方向的正前方，趴着一只东北虎。

郎利剑马上停下车，不敢再往前开，生怕惊动了东北虎。郎利

剑他们看到，眼前的东北虎距离他们的出租车只有30余米的距

离。他们看到：这只东北虎身上有明显的黑、黄色花纹，体型要比家

养的成年猪还要大很多，目测有两米多长，头有洗脸盆那么大。虽

然它并没有攻击人的意思，甚至都没正眼儿往这边的出租车方向

看，但是面对这么一只野生动物，车里的几个人都很紧张。

出租车上的人就这样与老虎在路上和平相处着，谁也没有

打扰谁。公路上的老虎，时而悠闲地懒洋洋地张开大嘴打着哈

欠摇摆着尾巴；时而用嘴咬着臀部“蹭痒痒”；时而漫不经心地

趴在地上，好像这路就是它的卧榻一样；时而起身信步游走，一

副悠然自得的样子。在郎利剑与乘客们在车里焦急地等待并

观看了老虎近20分钟时，他们对面又开过来一辆黑色的轿

车。那辆车里的人显然也是看到了这个“不速之客”，将车停在

了原地。此时，被两辆轿车夹在中间的老虎在路旁来回踱步转

圈，后来慢慢地走进了出租车行驶方向右面的树林里。

珲春司机路遇东北虎
和谐“对峙”20分钟

本报讯（记者赵梦卓 孟凡明 代黎黎 王
瑞）按照省委统一安排，省领导分别以普通党

员身份认真参加所联系党支部的活动，与支

部党员进行党建工作交流，讲认识、谈体会。

7月8日，省委常委、长春市委书记王凯

到榆树市于家镇长岗村第一党支部工作联

系点参加主题党日活动，讲党课，与大家一

起学习《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

并观看《小乡精神永放光芒》专题片。王凯

说，党的基层组织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

的基础，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加强基层党建工作的重要论述，牢固树

立“党的一切工作到支部”的鲜明导向，充分

发挥坚强战斗堡垒作用，全面提升基层党建

工作水平。他强调，要坚定信仰信念，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锻造坚强的组织体系，用

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关心的实际问题，切

实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宣传党的主张、贯

彻党的决定、领导基层治理、团结动员群众、

推动改革发展的坚强战斗堡垒。

6月29日，省委常委、延边州委书记田锦

尘以普通党员身份参加州委办公室第一支

部主题党日活动，并就进一步解放思想、做

好“三服务”工作上了一堂生动的党课。活

动中，支部党员紧密联系思想和工作实际，

交流学习心得和体会。田锦尘边听边记，同

大家深入交流，现场气氛热烈。田锦尘强

调，州委办公室的党员干部要紧紧围绕习近

平总书记对党委办公系统提出的“五个坚

持”重要要求，把思想解放作为服务全局工

作的大事来抓，在强化理论武装、强化政治

历练、强化大局意识、强化党性修养、强化纪

律观念上下真功夫，努力在解放思想上领先

一步，在创新思路上敢为人先，在转变作风

上当好表率，真正把办公室打造成州委的

“坚强前哨”和“巩固后院”。

7月3日，省委常委、统战部长李景浩来

到省侨联机关第二党支部，调研了解支部建

设情况，并参加“践行党的组织路线，争当排

头兵建功新时代”主题党日活动。他指出，

党的基层组织是党执政的组织基础，是党的

战斗力的基础。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如何、作

用发挥如何，将直接影响党的执政能力，影

响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的贯彻执

行。他强调，要加强支部学习，在学懂弄通

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上下功夫。要加强支部政治建设，不断提高

政治站位，强化政治意识，始终坚定正确的

政治方向。要加强支部制度建设，提高组织

建设的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要以

“党建带侨建”，通过加强支部建设带动侨联

工作高质量发展。

7月20日，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

委主任张忠来到长春市宽城区纪委监委第

四党支部工作联系点，了解党支部总体情

况，围绕加强支部建设，与大家深入研讨交

流。张忠指出，要不断推动学习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往深里走、往心里

走、往实里走。要把加强政治建设摆在首

位，严肃组织生活，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

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把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落实到“两个维护”具

体实践上。要通过加强党建，提升政治站

位、做实政治监督，密切联系群众、弘扬党的

优良作风，推动党建业务双促进双融合。他

强调，党支部和党员要切实发挥作用，把支

部建强，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监督，保证党员

干部忠诚干净担当。

全面提升基层党建水平 充分发挥坚强战斗堡垒作用
省领导参加党支部联系点活动

开栏语

铭记是为了砥砺前行，
弘扬是为了更好传承。今
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5
周年。本报今起推出“铭记
抗战历史 弘扬民族精神”
专栏，通过系列报道，讲述
抗日战争的伟大历程、抗战
烈士的英雄壮举、抗战精神
的时代内涵，铭记历史，追
思先烈，弘扬民族精神，为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
战脱贫攻坚，实现“两个一
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
聚磅礴力量。

近日，集安市老干部局组
织退休老党员和各级党支部书
记来到榆林镇治安村，重走抗
联路，学习抗联精神，重温入党
誓词。

杜兴武 白红佳 摄

阵阵鸡鸣，打破寂静，隐在盐碱地里的

大兴村渐渐醒来。6月29日清晨，当第一缕

阳光洒向长岭县大兴镇大兴村，已见户户炊

烟袅袅，村路两侧草木“披金”，屋舍院落焕

然一新。

“远处黑色屋顶的栋栋大棚里，西红柿、

葡萄等果蔬长势正好，食用菌也开始采摘

了。旁边红色屋顶是村民住房，曾经的灰瓦

泥墙早成过往。”第一书记韩文利自豪地告

诉记者。

大兴村位于我省西部干旱地区，土地沙

化碱化严重，十年九旱，低产低收，全村703

户2404人中，有贫困户190户422人，是省级

建档立卡贫困村。

过去，尘土飞扬的泥泞土路，外下大雨

内漏小雨的泥草房，就是大兴村的真实写

照。如今，白墙红瓦相映的美丽庭院，管理

得当丰收在望的蔬菜大棚，洋溢着幸福笑容

的父老乡亲……这里再难看到昔日省级贫

困村的落后痕迹。

抓党建筑堡垒，留下一笔“政治财富”

在史文杰家的庭院里，韩文利手捻沙

土，察看墒情，细心观察土豆长势。就是这

块小庭院，在韩文利的帮助下，让史文杰一

年额外多了4000多元收入。

73岁的史文杰曾是贫困户，也是一位拥

有50年党龄的老党员。在韩文利的支持与

帮扶下，他重燃热情，成了村里年龄最大的

脱贫攻坚政策宣讲员。

做过多年基层组织工作的韩文利因势

利导，让村里十几位老党员、老干部齐上岗，

并在大兴村两个屯分别建立了党员议事大

院，给党员设岗位、定责任、分片区。

他协调10余万元资金完成了村级党组

织办公场所升级改造，提出了老党员做参谋

队、年轻党员做冲锋队、致富能手做后备队，

建设“党员三支队伍”的想法。实施了党龄

荣誉证书发放、党员先锋典型评选等活动，

不断激发党员干事创业热情，全村党员的责

任感和使命感得到极大地提升，有效增强了

党组织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兴产业强经济，留下一笔“物质财富”

“韩书记还有三个‘头衔’，推销员、采摘

员、质检员……”驻村干部王志强告诉记者，

去年，因大兴村地处偏远，信息闭塞，当地的

“冰美人”红提销售遇阻，第一书记韩文利托

关系、搭“人情”、找销路，终于为1万多斤“冰

美人”找到买家，为村集体进账20多万元。

三年前，大兴村在省委组织部的帮扶下

建起49栋蔬菜大棚，承担全村贫困户三分之

一的产业分红。经过多方调研论证，韩文利

提出并实施了内引外联、种养并举的产业发

展方略。

他先是动员大兴村双星果蔬种植合作

社承包蔬菜大棚22栋，实现年租金收入14.6

万元；又协调中粮家佳康（吉林）有限公司实

行村企联建，承包了剩余27栋蔬菜大棚，实

现年租金收入19.6万元。

如今，大兴村已形成以光伏、养牛、棚

菜、庭院种植为主的扶贫分红保障产业，每

年可产生分红性收益120多万元。以养鸡为

主的集体经济创收产业，每年可为村集体增

收20万元。以经济作物为主的种植结构调

整新兴产业，每年可创造效益500多万元。

聚民心树新风，留下一笔“精神财富”

“兄弟来了，快进屋。”29日下午，贫困

户孙有付在家中看见韩文利，迎上来就是

一抱。他叫来孩子，为“韩叔”倒水致谢。

在孙有付眼中，韩文利不是亲人，胜似亲

人。

孙有付的儿子上大学，韩文利送来学

费；为了让他过上好日子，韩文利送鸡雏、送

猪仔，帮他解决生活难题。孙有付说：“刚开

始，韩书记来了5次，说实话，我都不太愿意

搭理他，但他不计较，用真心感化了咱，温暖

了百姓的心窝……”

51岁的贫困户肖峰拉着韩文利的手，和

他一同走进牛棚。去年，韩文利帮他贷款买

了3头牛，如今，肖峰的牛圈里已经发展到了

8头牛。

“赶上了好时代，遇到了韩书记，碰上了

好行情，定能卖个好价钱。”提到脱贫致富，

肖峰信心满满。

扶贫必扶智，治贫先治愚。驻村以来，

韩文利为全村24名贫困学生争取社会救助

10万多元，实现了义务教育阶段和高中阶段

贫困学生社会救助全覆盖。他利用村集体

经济收入为全村1900多名非贫困人口每人

补助新农合参保资金120元，总计23万多

元。

在大兴村，80岁以上老人有“祝寿金”，

新招录大学生有“励志金”，发生重大疾病和

意外伤害有临时救助金，无论是贫困户和非

贫困户都能享受来自村里的政策红利。

2017年，大兴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

困村摘帽。2019年，已摘帽贫困户人均收入

达到9169元，与2016年相比增加了3000多

元，大兴村先后获得松原市十大最美乡村、

省级卫生村等荣誉称号。

目前，韩文利正带领全村党员群众将工

作重点由脱贫攻坚向乡村振兴转移，等待他

的，将是一个新的挑战……

筑梦大兴村“三笔”绘蓝图
——记长岭县大兴镇大兴村驻村第一书记韩文利

本报记者 张力军 任胜章

本报7月20日讯（费祥 记者任胜章）今天上午，省防指

召开全省防汛救灾工作视频调度会议,要求各地切实把防汛

各项工作抓细、抓实、抓到位，打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这场硬

仗，确保全省安全度汛。

会议强调，要坚持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时不备，全面做

好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救大灾各项准备。扎实做好预案

准备、转移准备、物资准备、队伍准备等各项工作；加强监测预

报预警，打通预警信息“最后一公里”，实现全覆盖、无盲区、无

死角；加强应急演练躲灾避灾，实现安全避险，不死人、少伤人

目标；加强物资装备储备调配，做到合理布局、科学调配；加强

抗洪救灾队伍集结，确保拉得出、顶得住、打得赢。要宁可重

复、不可漏项，重点防范超限洪水、水库溃坝、山洪灾害、城市

内涝等风险隐患。突出病险水库防御，严禁违规超汛限水位

运行，坚决避免垮坝失事；突出薄弱河段防御，落实巡查防守

责任，确保堤防稳固、行洪顺畅；突出山洪灾害防御，坚决防止

群死群伤；突出城市内涝防御，做好人员疏散、交通管制和安

全警戒等工作；严防旱涝并行、旱涝急转。要压实责任、落实

任务，形成通力协作的防汛救灾格局。加强组织领导和责任

落实，确保落实到防汛救灾全过程、各层级，到岗到人；严格落

实防汛抗旱属地责任制，逐级压实防汛抗旱责任；各级防指要

进一步加强横向纵向协调配合；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入一线、靠

前指挥，在防汛救灾第一线体现责任担当。

努 力 确 保 安 全 度 汛
省防指召开全省防汛救灾工作视频调度会议

根据统一部署，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赴吉林省督

查组近期开展脱贫攻坚实地督查。督查期间为2020年7月

21日至27日，每天上午9-12点，下午2-5点受理举报，电

话：12317，特此公告。

公 告

本报讯 吉林省能源局原党组书记、局长，省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原党组成员、副主任、巡视员罗亦非涉嫌严重违纪违

法，目前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吉林省能源局原党组书记、局长

罗亦非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本报讯（记者李婷 姜岸松）7月17日18时30分，“大美吉

林·魅力江城”文艺演出实况录像，在“吉林云直播”等网络平

台同步直播，吸引了超过15.1万观众在线观看。

这台大型实景户外文艺演出在吉林市朱雀山国家森林公园

拍摄，通过“云端”播出，正式拉开了第七届吉林省市民文化节吉林

市系列活动暨吉林市第22届“松花江之夏”文化活动周的大幕。

按照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和旅游厅、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等部门通知要求，吉林市委宣传部、市文广旅局、市文联等部

门精心设计了今年全省市民文化节吉林市系列活动。

此次活动的主题是“唱响小康、助力脱贫”，活动采取市、

县、乡三级联动方式进行，包括文艺演出、文化赛事、展览展示

和讲座培训共4个方面71项。

作为全省市民文化节中吉林市的重要活动，“松花江之

夏”广场文化活动周从1999年开办，已坚持20余年，成为江

城市民的一道文化大餐，并荣获过我国群众文化艺术最高

奖——国家群星奖。

本届活动周由吉林市委、市政府主办，市委宣传部、市文

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承办，按照“互联网+文化+旅游”的总体

思路，采取线下录制、线上播放的方式进行。活动周从7月17

日开始，到21日结束。

吉林市组织专业院团等团队，分别走进朱雀山国家森林

公园、北大湖滑雪度假区、神农温泉度假村、富饶农场和万科

松花湖度假区，将文化与山、水、园、田、林等自然元素融为一

体，打造5场不同主题和形式的文艺专场演出，充分诠释兼具

文化特色与生态文明的文化节品牌内涵。

“松花江之夏”文化活动周大幕开启

15.1万观众观看“云”演出

铭记抗战历史 弘扬民族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