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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退休了，天天都到文化长廊走走看

看，娱乐休闲与增长见识两不误。”“我经常带着

孩子来，让他看每一个展窗的内容，还会给他讲

一些有关的知识。”“工作压力大时，我就去文化

长廊转转，有时解不开的难题，在这儿能找到答

案。”

为了将文化与城市发展、百姓生活、经济建

设等有机结合，双辽建设了全长460米的文化

长廊，传递一种文化、一种精神。如今，文化长

廊已经成为双辽的“形象使者”，独具特色。

据了解，双辽市文化长廊于2018年6月开

始建设，10月份全部完工，是一个集城市景观、

文化教育、市民休闲于一体的综合性建筑。长

廊中展示了历史文化、特色文化、红色文化、传

统文化、廉政文化、法治文化、党建文化、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双辽精神和志愿服务精神等内容。

以文化滋养人 浸浸润心灵润心灵

当清晨第一缕阳光洒向双辽西善街，文化

长廊在柔和的阳光映衬下，如同从历史中走来，

浓厚的文化气息扑面而来。

双辽文化长廊将历史、文化、人物、精神等

定格设计于景观中，将古代的门、亭、八角窗等

元素融入到设计中，使聚贤门、纳善门和思源

亭、崇德亭、清风亭、畅新亭成为文化长廊的节

点，将长廊内呈现的内容划分开来。

“双山纳善，仁爱致诚循大道；辽水融春，复

兴追梦证初心。”悬挂于纳善门两侧的这副楹

联，是由著名楹联家叶子彤撰写，书法家王庆新

书写的。文化长廊的门、亭、窗上均有楹联，共

30副，是邀请全国各地的22位楹联家创作、15

位书法家书写的，小篆、大篆、隶书、简书、楷书、

行书，笔走龙蛇，苍劲有力。值得一提的是，这

30副楹联全部由中国楹联学会名誉理事、吉林

省楹联家协会副主席李俊和手工雕刻而成。“楹

联的悬挂，不仅增加了文化长廊的核心点缀，更

重要的是为长廊注入了文化因素，对提高双辽

人民的文化素养和增加双辽的文化内涵起到了

提升和引领的作用。”李俊和说。

一座城市，有历史才有底蕴，有文化才有内涵。

在文化长廊“早期文明”展窗中，详细描

述了东明镇后太平遗址群，展示了在遗址中

挖掘出的文物图片，佐证了双辽在2800年前

就出现了农耕文化、渔猎文化和游牧文化，并

且三种文化互相借鉴、互相融合的地域文化

特征。

“放牛娃栓柱和灵云洞童子合力将伤人的

老虎除掉，乡亲们都能回到家乡，为了纪念栓柱

和仙童，就命名为‘卧虎屯’了。”在“民间传说”

的展窗前，一位爷爷抱着小孙子，给他讲家乡的

传说，孩子听得津津有味。民间传说是双辽文

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你看这里把双辽太平鼓的历史介绍得多

详细啊，小时候我听爷爷说过，他就盼着过年，

因为只有过年才能看见太平鼓的表演。”和朋友

一起来长廊散步的王佳嘉说。太平鼓是双辽的

一种民间艺术形式，2007年4月成为吉林省第

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妈妈，这幅画为什么是阿姨给老奶奶梳

头，叔叔给老奶奶洗脚，在家不都是妈妈给我

梳头洗脚吗？”在文化长廊内的一幅剪

纸画前，4岁大的小女孩仰着头问。“因

为老奶奶年纪大了，她的孩子们长大

后就要好好照顾她，就像妈妈照顾你

一样。”“那我以后长大了也要好好照

顾爸爸妈妈。”在传统文化板块，文化

长廊将“传统八德”与“新八德”分别用

故事与剪纸的形式同时展现，生动有

趣。

同时，文化长廊还是双辽市的文化活动阵

地，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各种文化演出都集中

在文化长廊的广场上。每当夜幕降临或者节假

日，就有很多市民来到这里，在休闲娱乐的同

时，学习知识，陶冶情操。

“这样的文化长廊寓教于乐、寓教于美，更

容易让人接受。”文化长廊不仅扮靓了双辽，更

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观念，传递着

传统文化、道德风尚、文明礼仪等文化元素，也

在悄然改变着大家的文化理念和生活方式，成

为了“会说话”的文化长廊。

以文化激励人 提振士气提振士气

走在文化长廊外的小石阶上，手指轻轻滑

过长廊外部的铸铜浮雕，用指尖去感受岁月的

温度，用心去体会圣哲名师、文史大家、民族英

雄的满怀豪情。39个铸铜浮雕分别展示了39

位名人的理念和传世经典，屈原勇投汨罗江、李

白举杯邀明月、绘画大师齐白石、土木工匠的始

祖鲁班、神医华佗、包青天包拯、抗倭名将戚继

光、张骞出使西域、郑和下西洋、林则徐虎门销

烟……他们承载的思想和精神，虽历千载，亦不

能掩其光华。

双辽自古就以“辽河航道要冲”“兵家必争

之地”和“东北重镇”而闻名，留下了老一辈无产

阶级革命家李富春、陶铸、黄克诚、吕正操、邓

华、阎宝航等人的光辉足迹。在他们的领导下，

双辽在解放战争时期有过一段非凡岁月，红军

干部何光、邹日贵、王奔、刘玉楷等长眠在双辽

这片红色的土地上。“红色重镇”的展窗内，不仅

介绍了这段历史，还展示了英雄们和中共辽西

省委旧址的照片。

红色文化板块中的最后一个展窗讲述的是

抗日英雄于海川的故事，“九一八”事变后，日本

在郑家屯的驻军越来越多，于海川牵头成立了

抗日义勇军，救民于水火。

一个个人物、一则则故事、一段段历史穿起

战争年代双辽的轨迹，用红色文化为百姓送上

一份精神食粮。每一块展板上的老照片都像一

位时光老人无声地讲述着过去的故事，勾起大

家对那段艰难岁月的回忆，也提振了双辽人民

建设美好双辽而努力拼搏的士气。

将目光拉回到现在，在“学党史、知党情、

跟党走”展窗内，从1921年南湖曙光，到1934

年万里长征，再到1949年开国大典……直至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每一个

重要历史阶段、每一个重大事件都在这里充分

展现。

“看完这部分，让我对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

程有了更加系统的了解，这里写得言简意赅，好

记易懂，对我帮助很大。”刚刚成为党校教师的

马艺嘉说。

以文化凝聚人 形成合力形成合力

对于双辽，文化长廊亦是重要的宣传教育

阵地。

辽河水运兴起于清咸丰十一年，西辽河的黄

金水道呈现出一派舳舻千里、帆影相望、货畅其流

的兴旺景象，被誉为“沙荒宝路”……“一段段文字，

记载的是双辽商贸初兴时的样子，读来让人热血

沸腾，双辽有这样深厚的经济基础，我们现在更要

努力建设它。”刚刚参加工作的赵毅说道。

历史总是由一个个“过去”构成，也总是由

一个个“现在”组成。双辽文化长廊中的“现在”

板块涵盖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新时代双辽精神。

现在，双辽用“实干、敢拼、创新、图强”的新

时代双辽精神凝聚人。推进“生态立市、产业强

市、改革活市、裕民富市”的实践，是双辽人民共

同的追求和目标。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为双辽

振兴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一廊一文化，一廊一创意，一廊一风景。文

化长廊不仅是一条纽带，更是一种血脉相连，一

种精神传承。时空流转，历久弥新，厚重的历史

文化中所潜藏的艺术滋养和文脉搏动依然丰富

强劲，并积淀成这座城市的文化和精神，成为双

辽延续发展、保持凝聚力的动力。

（本栏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本报讯（于萍）东丰农商行有这样一群志愿

者，他们从2010年至今坚持每年为乡村的孩子

捐赠图书。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的爱心坚守，永

合小学这所乡村学校的贫困儿童每年都能汲取

到他们送来的精神营养。

日前，东丰农商行党团青年志愿者一行6

人又来到永合小学，为贫困孩子们捐赠图书，送

去温暖。志愿者们来到贫困学生雷宇彤和李宏

栩家，在送上精神食粮的同时，不忘记为他们送

来米、面、油等必备生活物资。现场教孩子如何

使用，并与孩子一起翻开书本，品读书香。

虽然家庭生活困难，但李宏栩积极上进，在

班上学习优秀，面对亲切热情的志愿者，腼腆地

表达了自己对志愿者叔叔阿姨们的感谢，还敬

了一个标准的队礼。

书香温暖贫困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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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长廊一角

市民在文化长廊参观

本报讯（实习生祁兰）日前，由长春市富裕

街道党工委主办，长春市富裕街道中海南溪社

区党委、长春中海物业党总支承办的以“退伍不

褪色 中海铸辉煌”为主题的文艺汇演在南溪湿

地公园举行。

文艺演出在红色歌曲串烧中拉开序幕。百

位退役军人大合唱气势磅礴点燃了整个汇演的

气氛；红领巾宣讲团表演的诗朗诵《红领巾永远

心向党》表达了少年儿童热爱祖国热爱党的赤

子情怀；由退役军人们带来的内务比赛《那一年

的样子》以及军体拳表演《雄风依在》展现了军

人的精神风貌。

中海南溪社区党委邀请到高慧林和王振茂

两位抗美援朝老兵，为红领巾宣讲团的少先队

员们讲述了那段峥嵘岁月。活动现场还为参与

活动的退役军人颁发了证书和纪念章，鼓励他

们继续发扬部队优良传统和革命精神，发挥余

热为辖区的经济建设贡献力量。

文艺汇演展军人风貌

日前，由长春市委宣传部、长春市文广旅局主办，长春

市图书馆、长春市少年儿童图书馆及长春市各大书店共同

协办的“仲夏夜换书大集”活动圆满落幕。全新升级的换书

大集以“绿色阅读、文化共享”为主旨，变身文化夜市，点燃

了夏夜、惊喜了读者。

作为今年长春市民读书节首次推出的亮点活动，“仲夏

夜换书大集”自7月18日启幕共举办了4期，由长春市图书

馆、长春市少儿图书馆、长春市新华书店、学人书店、吉林省

外文书店、长春书嗜书店以及300多组家庭书摊及汽车后

备箱摊位组成。活动涵盖了图书互换、以旧换新、买书不买

单、文具玩具置换、文艺表演、小型音乐会等丰富多彩的阅

读推广活动，吸引了6000余名读者参与，互换图书7500余

册次，读者捐书500余册。

换书大集上，不仅有家庭摊位进行图书互换，还有长春

市内各大书店进行现场“喜阅荐书”服务，不花一分钱，即可

将新书带回家。“长春市民换书中心”在换书大集中设立了

独立摊位，参与活动的读者将家中闲置的书籍拿出捐赠或

参与交换。换书大集通过书籍流动传递书香，为大众提供

以书会友空间，让阅读充盈读者的休闲生活。

看表演、做游戏、猜谜语、互交换……活动现场，大人孩

子都玩得不亦乐乎。本届换书大集首次使用“虚拟币”进行

易物流通，让参加活动的孩子们增加了更多的乐趣。孩子

们在讨价还价中对金钱的概念有了认知，还结交了新的伙

伴，培养了爱阅读、愿分享的好品质。

仲夏之夜的换书大集遇上音乐“趴”，也是长春市图书

馆在公益服务与阅读延伸活动中的一次新尝试。夜色温柔

中，喷泉池水畔，吉他演奏、古筝表演、专业合唱团，让人们

体验着阅读与音乐碰撞之美。

随着换书大集启幕，长春市民换书中心正式成立。长

春市民换书中心设立在长春市图书馆，已开始常态化服务，

读者手中的旧书可捐赠、可换书、可兑换积分，图书馆统一

整理后，还会将爱心捐助图书送给有阅读需求的偏远地区

与学校，最大限度盘活读者手中的闲置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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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一棵大树乘风凉，编一把笤帚扫

炕墙，编一张席子地当床，编一个包包伴

新娘。”

“编一个梦想五代堂，编一个画卷万

里长，编一个年月响当当，编一个时代好

乐章。”

点草成金，变废为宝。在这个追求

快节奏的时代，有这样一群人，坚守传统

工艺，专注于靠一双巧手让不起眼儿的

秸秆“七十二变”，她们就是“吉林巧

姐”。一双双巧手，一颗颗爱美之心，聪

颖好学、自强自立的她们，将一片片、一

缕缕叶子编织成了一件件精美的作品，

开拓出一条脱贫致富之路，展现出新时

代乡村女性的巾帼风姿。在“一个也不

能少”文艺扶贫原创歌曲创作项目中，李

大鹏作词作曲的《草编歌》是一首富有特

色的优秀作品。歌曲以轻快的节奏，生

动的唱词，唱出了“吉林巧姐”的豁达淳

朴与自信乐观。

助力扶贫，为家乡做点儿实事，这个

创作念头一直在词曲作家李大鹏的心头

萦绕。有一次逛农博会，李大鹏无意中

看到了草编大赛，接触到草编这项技艺，

了解到我省对这项事业的扶持与鼓励，

他找到了创作源泉。

“十多年前，欢快活泼的藏族歌曲

《洗衣歌》让我印象深刻，此次恰逢省文

联‘一个也不能少’文艺扶贫原创歌曲创

作项目的邀请，让我联想到‘吉林巧姐’

在草编过程中心情也是十分愉悦的，它

代表着一种美好的生活状态。所以，我

决定把歌曲题目定为《草编歌》。”李大鹏

告诉记者歌曲题目的创作灵感。

“一次正开着车，马上要进小区门

了，一段很好的歌词突然出现在我的脑

海里。”李大鹏迅速在路边停好车，没有

纸张，他就掏出车里的一个纸盒，蹲在路

边记下。一气呵成地写完，情致却意犹

未尽，赶紧回家谱好了曲。不到两个小

时，一首旋律轻松、节奏明快、特色鲜明

的《草编歌》就这样诞生了。

“巧儿的手像飞在田野上，巧儿的心

像在春风里荡”，正如歌词中所唱，“吉林

巧姐”在李大鹏的歌词中，变成了具象的

“巧儿”，她代表着许多自立自强、勤勉向

上的乡村妇女。“乡土的味道是暖暖的

黄，勾得远方的人啊早归乡。”歌词恰如

其分，具有厚重的暖色调，不仅展现着

“吉林巧姐”醉心于草编工艺的发展，还

蕴含着浓郁的家国情怀。乡村妇女在家

积极创业，利用闲暇时间学技艺编作品，

不仅给家庭带来经济实惠，还让自我价

值获得了提升。她们中有些人的丈夫和

孩子正在外地努力打工拼搏，她们思念

亲人却又自强不息，这首歌正是新时代

农村勤劳女性的真实写照。

在曲风上，李大鹏特意规避了传统

东北风情的音乐元素，淡化了地域性，但

仍保留着“乡土味”，是一首中国式的乡

村民谣。

传承民族文化，彰显地域特色，体

现自身价值，如今的“吉林巧姐”已成为

新时代乡村女性一张亮丽名片。她们

通过勤劳的双手，编织出美好幸福生

活，实现着自己的人生价值，已然成为

脱贫致富路上的生力军。“从事音乐创

作20多年，我想为家乡做点实实在在的

事儿。我希望通过这首歌展现新时代

乡村创业女性的风采，助力脱贫攻坚。”

李大鹏说。

《草编歌》：

巧手编出致富路 编出时代好乐章
本报记者 王皓

图为换书大集一角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