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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强则中国强”，为加强校园体育活

力，强壮青少年健康体魄，推动在校学生德

智体美育全面发展。7月25日上午，由长白

山旅游和文化体育局与长白山教育科技局

联合主办，鸿宇体育承办的2020年长白山

青少年篮球排球暑期训练营正式开营。来

自池北区小学、初中、高中，三个年龄段190

余名青少年踊跃参加训练营活动。

为期15天的训练营，每天从早上6点开

始，到下午16点30分结束，分为四个时间

段，训练不同年龄段的学生，并且分别为篮

球与排球各安排了4名教练员组织授课。

小学员们身穿训练营橙黑两色的球服，认真

听教练员讲解动作要领以及需要注意的事

项，随后开始训练。

篮球训练区的学员们每人一个篮球绕

着篮球场的边线，边运球边向前走，排成了

一条长龙，随后又聚在一起，跟随教练学习

传球以及上篮的动作，不一会儿已是汗流浃

背，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学员们学习的热情。

正在训练的学员王奕博气喘吁吁地说：“没

打球以前体质不是很好，现在感觉身体结实

多了，我参加这次训练营活动，是想借此提

高篮球的各种技巧，培养自己的团队意识，

因为这项运动带给我很多快乐。”

排球训练区的学员们大部分是女孩子，

在教练的指挥下，正在分组训练基础动作，

看起来很乏味，可学员们仍全神贯注地揣摩

着每个动作要领，并在体会中充分享受着运

动带来的快乐。来自东北师范大学长白山

实验中学的李雯感慨地说：“通过这次训练

营，让我改掉了每天睡懒觉的习惯，前辈们

说‘少年强则中国强’，作为祖国的未来，我

们不仅要学习好，更要有强壮的身体，尤其

通过这次训练让我意识到了团队精神的重

要，使我们懂得了合作、团结、拼搏，我非常

珍惜这次训练机会，也非常喜欢我们临时组

建的训练团队……”

鸿宇体育有限公司负责人刘成祥在采

访中说：“这次活动主题是“用汗水诠释‘少

年强则中国强’”，以此培养学员们热爱祖国

从强壮身体做起，发扬体育运动的拼搏精

神，利用半个月的时间力求学员们能够了解

篮球与排球项目，打下良好的身体基础，互

相之间结下深厚的友谊。”

本报讯（记者韩金祥 李少元）7

月25日，长白山景区晴空万里，绿水青

山映照下的每个景点，都吸引着游客纷

至沓来，使游客数量再次不断上升。上

午10点过后零散游客突然骤增，山门

大厅验票机顿时忙碌起来，景区运营

车辆全力以赴投入到工作中。烈日

下，游客们兴致不减地穿梭在各个景

点，这里不乏网络直播的身影，尤其在

天池主峰，参加全国美术名家长白山

采风活动的画家，现场作画吸引着游

客围观拍照……在高温下，景区内各

个环节的工作人员都恪尽职守，引导

游客安全出行。截至下午四时整，长白

山景区共接待游客10092人，其中，北景

区接待游客7054人，西景区接待游客

3038人，这是疫情以来长白山景区游客

首次突破万人大关。它标志着长白山

景区已摆脱疫情影响，游客恢复自信，

旅游人数呈现稳步增长的状态。

在素质教育飞速发展的当下，培养学生的思

维水平动手实践能力越来越重要。7月24日上

午7时许，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各小学的400余名

师生齐聚长白山青少年业余体校体育馆，隆重举

办首届“长白山杯”思维运动会。“思维”如何进行

较量？运动会进行了哪些比赛项目？老师和孩

子们表现如何？我们一起走进赛场了解一下。

上午8时，运动会举行了开幕式。全区各小

学参赛选手们精神抖擞地走向主席台，一声声响

亮的必胜口号，迅速点燃了整个体育场。随后长

白山教育科技局局长王常光致开幕辞，向本次运

动会承办单位长白山池北区第二小学校授予了

“2020首届长白山思维运动会”杯，裁判员、运动

员代表分别表态发言。开幕式最后由来自课题

组实验校的4只代表队，进行了特色益智器具表

演。

上午9时，第一个比赛项目个人单项魔方比

赛正式开始。这是一场思维与速度的较量，在最

短的时间内将任意打乱的三个魔方复原，就能获

胜。参赛小选手们经过多轮激烈比拼，最终来自

池北区第二小学六年级一班的张泽峰获得“魔

方”项目个人单项第一名。赛后，刚刚领完奖的

阳光男孩张泽峰面对镜头兴奋地说：“我能够获

得首届‘长白山杯’思维运动会首个单项第一名，

感到非常高兴和荣幸，这与我们平时学校开展的

益智课程和针对性训练是分不开的，自从接触了

魔方，我就便深深爱上了它，享受着它在我手中

的旋转、变化和复原带来的成就感，同时很少再

去玩手机或电脑了。希望这样的比赛能够多多

举办，让我们在玩中学、学中玩。”

记者在现场看到，此次益智比赛器具主要

有：飞碟杯、汉诺塔、九连环、华容道、魔方、孔明

锁、百鸟蛋、六宫数独、魔尺9款器具。以学生个

人赛、小组赛、花式接力赛、亲子赛、教师个人赛、

学生创意比拼赛等形式进行。这是一场速度和

智慧的比拼，选手们通过手、眼、脑并用地激烈

角逐，每到精彩之处，全场都会响起阵阵叫好声。

池北区第三小学方队里，只见教师杜静茹正

带领着学生们为参赛小选手助威打气，在比赛间

隙，她讲述了作为一名基层老师同时也是参赛小

选手家长的感受：“为了筹备参加此次运动会，我

们老师、家长和学生都做了许多准备，我们将竞

技的形式带进了每一节益智课堂，孩子们的思维

在碰撞中得到不断提高。特别是在益智器具的

操作过程中，不仅锻炼了孩子们的眼力、手力、耐

力等，还在比赛中考验着他们的反应能力和心理

承受能力。作为一名学生家长，我的孩子也十分

喜欢益智器具，亲子之间有了更多的互动，家庭

的幸福感满满！”

下午17时许，经过一天的激烈角逐，六项比

赛的好成绩被勤学苦练的勇者摘走，大会落下帷

幕。小选手们相互鼓舞着、祝贺着，感受思维运

动带来的快乐。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过：

“手和脑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手使脑得到

发展，使它变得更加明知，脑使手得到发展，使它

变成思维的工具和镜子。”

相信在长白山教育科技局的引导下，必将推

进益智课程的研发与深入开展，让师生们的指间

闪耀着智慧的光芒，使它真正成为思维的工具和

镜子！

今天，《话说长白山》栏目组邀

请到一位高产音乐作词人，她，没有

音乐世家的遗传，也没有经过艺术

殿堂的熏陶，更没有得到名师的真

传，可她凭借着长白山给她的灵感，

使其文思泉涌，笔耕不辍，退休至

今，已经创作出歌词二百余首，其中

不乏在国家获奖的作品和KTV以及

网络炙手可热的精品。她，就是大

山里飞出的“金凤凰”——中国音乐

协会会员、原创音乐作词人韩传芳

老师。

从走进演播室伊始，韩传芳老

师就一直紧紧地抱着一摞看起来有

些微微泛黄的歌词手稿，落座后，她

小心翼翼地展开其中一张《情系美

人松》歌词手稿，讲起了创作这首歌

的心路历程……

今年63岁的韩老师，是土生土

长的长白山人，从小不知何谓音乐，

年轻时喜欢和大家一起唱歌，参加

工作后就全身心扑在工作上，一干

就是30多年，直到退休，都与音乐

创作无缘。

2012年退休后，韩传芳有了大

量可支配的时间，于是她开始涉猎

自己感兴趣的唱歌领域。尤其是

《我的中国心》“洋装虽然穿在身，我

心仍然是中国心，我的祖先……”这

首歌的歌词始终在她脑海中萦绕。

“多么感人的歌词呀！于是，我就暗

下决心，想通过自己手中的笔，把家

乡的壮美写出来……”说干就干，韩

老师自己学习电脑，开始在网络上

同一些音乐人、词作家学习歌词创

作。就这样，带着对家乡的热爱，韩

传芳开始尝试着作词搞原创了。

创作的灵感从何而来？韩传芳

底气十足地说道：“长白山就是我创

作的源泉，也是我创作的动力，作为

吉林省旅游的一张标志性名片，这

些年长白山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

化，我作为亲历者，有责任和义务将

这些变化记录下来，写成歌词，用音

乐的形式将长白山宣传出去……”

然而歌词创作的路并不是一帆

风顺的，韩老师创作的第一首歌词

是陪伴她一起长大的长白山美人

松，但是当《情系美人松》的创作歌

词发表后，网络上却有很多批评的

声音。然而，有着大山般坚韧不拔

性格的韩传芳，不但没有退缩，反而

越挫越勇，继续潜心修改润色，将对

美人松的爱全部倾注于歌词的字里

行间，“你是仙女从天而降，亭亭玉

立长白山上，浓浓的秀发纤纤的玉

臂，披着那一身青翠的霓裳……”就

像流动的旋律、飘逸的舞姿、多彩的

画面一样，充溢着人们的感官，沁润

着人们的心灵。

功夫不负有心人，《情系美人

松》很快红遍网络，从此，韩传芳的

创作一发不可收。截至目前，由她

作词的音乐作品多达二百余首，其

中不乏荣获省内多项音乐赛事的奖

项，特别是由她作词的《壮美长白

山》这首歌，更是荣获了国家级词、

曲、唱三项金奖。

提起《壮美长白山》这首歌的创

作初心，韩传芳感触颇深地说：“《壮

美长白山》这首歌词我反复推敲了

两年，为了创作出最富有情感的词

句，我几乎走遍了长白山的每一寸

土地，因为在我心中长白山是我的

母亲山，它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不灭

的灵魂，我全部的创作源泉都来自

于这神山圣水……”

采访中，韩传芳重复最多的一

句话就是“艺术创作源于生活”，她

说正是长白山给了她源源不断的创

作灵感。如长白山景区内的驾驶

员，每天不辞辛苦、任劳任怨地载着

游客安全往返于各景点之间，他们

本身就是长白山一道最美的风景，

所以我被他们这种奉献精神所打

动，故创作了《长白山上老司机》这

首歌曲。

歌曲是一个民族的情感倾诉，

也反映了作者的家国情怀。在韩传

芳心中，始终装着在长白山镇守祖

国边疆的边防警察，他们在高海拔

山上，饮冰卧雪地往返巡逻，保卫国

家、守护百姓，他们的身影，让韩传

芳看在眼里，感动在心上，于是她专

门创作一首《长白山边防警察之歌》

送给这些最可爱的人。

结束《话说长白山》的访谈后，

记者专程陪同她来到长白山天池之

巅，慰问正在此执勤的边防警察们，

并记录下韩传芳与边防警察们同唱

《长白山边防警察之歌》的精彩瞬

间。长白山边境管理支队民警王春

阳兴奋地说：“《长白山边防警察之

歌》旋律激昂，唱起来铿锵有力、朗

朗上口，使我们精神振奋，备受鼓

舞。作为一名公安警察，我们感到

责任重大，使命光荣，在今后的工作

中，我们将高唱这首歌曲，牢记使

命，忠诚履职，守好祖国的边境线，

为长白山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保驾护

航。”

本报讯（记者韩金祥 曹莲智）为有效预防和及时

控制长白山景区可能发生的山洪灾害，迅速采取正确

和有效措施，最大限度减小其危害和影响。7月24日

上午9时，由长白山开发建设集团主办的2020年长白

山景区地质灾害应急处置演练在北景区瀑布举行。

长白山管委会应急管理局、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旅游和文化体育局等单位领导，在景区指挥中心，通

过大屏幕共同观看这场由长白山全域旅游发展有限

公司和长白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百余人参加的实战

演练。

演练以长白山汛期为背景，地点设定在有针对性

的长白山北景区瀑布，该处是二道白河U型谷起点，两

侧山崖陡峭，山石疏松，一旦发生山体滑坡、泥石流等

地质灾害，极有可能危及到人员生命安全。

9时3分，演练正式开始。现场模拟瀑布景点持

续降雨，山体出现“小瀑布”现象，有碎石滚落出现，已

威胁游客生命安全。接到报告后，景区立即启动应急

预案，迅速封闭瀑布、温泉景点，由景区工作人员组成

的应急救援队迅速集结，携带扩音器等装备在瀑布景

点周围拉网式搜索疏散游客，并由应急车辆依次将游

客运送到安全地带……从启动应急预案到所有游客

疏散完毕仅用了12分钟。

演练结束后，长白山全域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运营

管理部负责人任昌龙表示，保障游客人身财产安全是

长白山旅游的第一使命，为切实做好景区内各类突发

事件的预防和救援工作，最大限度降低突发安全事

故造成的危害，公司有针对性地制定了各类事故应

急预案，并结合每年灾情特点组织开展演练。通过

此次演练，锻炼了景区应急救援队的快速反应能力，

提高了景区各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能力，增强了员

工安全意识，为广大游客的生命财产安全提供了有

力保障。

本报讯（记者韩金祥 刘旭源 曹莲智）7月

19日晚，由长白山登山户外徒步运动协会主办

的 2020 年首届长白山攀岩挑战赛决赛在长白

山池北区举行。经过7天的激烈角逐，少年男

女组、青年男女组、成年男女组6个组别共18名

选手成功进入决赛。决赛现场，选手们有着怎

样的精彩表现，让我们走进赛场一探究竟。

比赛尚未开始，天空就下起了淅淅沥沥

的小雨，但即使这样的天气也丝毫阻挡不住

观众和参赛选手的激情，大家冒雨向比赛场

地聚集，并议论着攀岩冠军究竟会花落谁

家。随着所有选手签到就位，2020 年首届长

白山攀岩挑战赛决赛在雨中拉开了帷幕。

首先出场的是少年男女组和青年男女组

的选手，在上场前每个人都仔细地在手上擦

好“镁粉”，带好防护装备，聆听注意事项，随

着裁判员宣布开始后，选手们意气风发地向

上攀登起来，此时他们的身体爆发出惊人的

力量，手脚并用全神贯注地向上发力，眼晴紧

盯着头上悬挂的铃铛，因为只有当铃铛响起

的那一刻，才意味着成功攀上终点、成绩有

效。

选手们在峭壁上，敏捷如蜘蛛侠，争先恐

后地向前，向前！而观众们则被这场面所吸

引，纷纷拿起手机，一边在雨中为选手们拍摄

精彩的画面，一边高喊着“加油！”为他们精彩

的表现助力，此举将比赛推向了高潮。紧随其

后出场的成年女子和成年男子组的选手，早已

摩拳擦掌，做好了热身准备。他们比赛中攀爬

的岩点间距要比青少年组大许多，这也为选手

们增加了难度。没想到选手们在各岩点之间

左右腾挪，身手矫健不时地展现出力量的美，

赢得了观众们阵阵喝彩和惊叹……

经过激烈的角逐，成年男子组的3名选手

都以 10 秒左右的好成绩，证明了自己的实

力。以8.34秒的好成绩取得成年男子组冠军

的盛利平在采访中表示：“我接触攀岩运动没

多久，没有想到在长白山参加攀岩这项比赛

能夺得冠军，非常高兴，如果以后能加入长白

山攀岩队，为长白山比赛争光的话会感到无

比骄傲。”

随着户外运动在全国的风靡，攀岩运动

已经家喻户晓，特别是在 2016 年攀岩运动正

式成为奥运会的比寨项目之后，人们对攀岩

的关注度与日俱增。虽然攀岩运动在长白山

起步较晚，但通过长白山登山户外徒步运动

协会自 6月 5日于池北区开展为期一个多月

的攀岩公益推广月活动，目前已有 1000 余人

次进行了攀岩体验活动。为此项运动提供了

更好的竞技环境，为长白山攀岩队的组建提

供了肥沃的土壤。

本报讯（记者韩金祥 刘旭源) 7月 22日下午，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二

十次集体学习的重要讲话精神，扎实做好民法典

学习宣传教育，加快推进长白山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长白山党工委在管委会会议中心召

开2020年度第四次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

议。长白山党工委、管委会、各直属企业单位等

230余人参加。

此次会议荣幸邀请到了现任吉林大学副校

长，博士生导师蔡立冬为大家作《走进民法典时

代》专题讲座，长白山党工委、管委会副主任陈鸿

罡主持。在现场蔡立冬校长深刻围绕“民法典编

纂的过程以及重要意义、体系结构、实施要求”等

方面，对民法典进行了解读，案例鲜活、数据详实、

高屋建瓴，既有理论高度又有现实针对性，为在场

人员学习贯彻民法典提供了重要遵循。

长白山司法局法制宣传科负责人王宗友在采

访中说道：“今天听了蔡立冬教授对民法典的精彩

解读，受益匪浅，他的讲座让我对民法典有了新的

认识，民法典是一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它涉及

长白山地区每个人的方方面面，我们不仅要加强

对民法典的学习，还会采用多种形式，加强对长白

山广大居民的宣传，使更多的人了解民法典。”

长白山民政局副局长王春燕听完讲座后感慨

地说：“民法典和我们民政工作密切相关，特别对

社会组织的相关规定，婚姻登记，收养登记，还有

监护人认定等很多方面的工作，都提出了新的要

求，对于民政部门今后更好地实施民法典，提出了

更高行政执法能力水平要求。民法典在长白山民

政领域的施行，会更好地利民、惠民。”

长白山的司法系统与宣传系统也将民法典作

为“十四五”普法工作的重点，着力推动家喻户晓、

深入人心，让民法典走到群众身边、走进群众心

里，教育引导群众养成自觉守法的意识，形成遇事

找法的习惯，培养解决问题办法的能力，推动营造

全区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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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白山景区——

举行举行20202020年地质灾害应急处置演练年地质灾害应急处置演练

合作 团结 拼搏
——长白山青少年篮球排球暑期训练营见闻

本报记者 韩金祥 刘旭源 曹莲智

本报讯（记者韩金祥 李少元）浓浓鱼水情，军民一家亲。在

“八一”建军节即将来临的7月29日下午，长白山管委会领导和

相关单位负责人带着全区人民对子弟兵的深情厚谊，分别走访

了驻军通信连、雷达站、双目峰哨所、主峰哨所等慰问驻区军警

部队，带着真情厚意向官兵们致以节日的祝福和诚挚的问候。

每到一处，长白山党工委、管委会领导一行都与各军警部队

官兵进行深入交流，介绍长白山地区社会发展情况，并将一如既

往地大力支持驻区军警部队建设，并认真听取军警部队建设发

展介绍，同时对广大官兵为长白山经济社会各项事业稳定发展

所给予的大力支持和帮助表示衷心感谢。

部队官兵对长白山管委会领导的慰问表示感谢，纷纷表示

将继续抓好部队全面建设，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地方经济和社

会事业发展，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加油助力。

长白山景区单日游客量突破万人大关长白山景区单日游客量突破万人大关

长白山管委会慰问驻区军警部队官兵长白山管委会慰问驻区军警部队官兵

峭 壁 舞“ 芭 蕾 ”
2020首届长白山攀岩挑战赛圆满收官

个人单项魔方比赛前三名的选手正在颁奖台展示自己获得的奖状与礼品个人单项魔方比赛前三名的选手正在颁奖台展示自己获得的奖状与礼品。。

来自课题组实验校的代表队正在进行特色来自课题组实验校的代表队正在进行特色

益智器具表演益智器具表演。。 长白山教育科技局局长王常光在大会上致开幕辞长白山教育科技局局长王常光在大会上致开幕辞。。

首届长白山攀岩挑战赛总决赛青少年女子组首届长白山攀岩挑战赛总决赛青少年女子组

前三名在领奖台上十分喜悦前三名在领奖台上十分喜悦。。

首届长白山攀岩挑战赛总决赛上成年女子组首届长白山攀岩挑战赛总决赛上成年女子组

前三名在领奖台上高举奖杯前三名在领奖台上高举奖杯，，向观众们问好向观众们问好。。 首届长白山攀岩挑战赛总决赛上少年女子组的参赛选手即将登顶首届长白山攀岩挑战赛总决赛上少年女子组的参赛选手即将登顶。。

长白山管委会领导认真听取驻区军警部长白山管委会领导认真听取驻区军警部

队发展建设情况队发展建设情况。。
带着真情厚意向官兵们致以节日的祝福和诚挚的问候带着真情厚意向官兵们致以节日的祝福和诚挚的问候。。

长白山各相关单位领导在景区指挥中心长白山各相关单位领导在景区指挥中心，，通过大屏幕共同观通过大屏幕共同观

看实战演练看实战演练。。 景区工作人员组成的应急救援队正在紧急疏散游客景区工作人员组成的应急救援队正在紧急疏散游客。。

看到天池全貌的一家三口正兴奋地用手机记录着美好瞬间看到天池全貌的一家三口正兴奋地用手机记录着美好瞬间。。

↑↑参加全国美术名家长白山采风活动的画参加全国美术名家长白山采风活动的画

家们在天池合影留念家们在天池合影留念。。

韩传芳老师和边防警察们在天池主峰合唱韩传芳老师和边防警察们在天池主峰合唱《《长白山边防警察之歌长白山边防警察之歌》。》。

中国音乐协会会员中国音乐协会会员、、原创音乐作词人韩传芳原创音乐作词人韩传芳

老师做客老师做客《《话说长白山话说长白山》》栏目栏目。。

长白山青少年篮球排球暑期训练营的教长白山青少年篮球排球暑期训练营的教

练与学员共同合影留念练与学员共同合影留念。。

学员们认真观看教练演示上篮动作学员们认真观看教练演示上篮动作。。
→参加全国美术名家长白山采风活动的画

家正在主峰描绘天池美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