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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日上午，记者来到位于长春市朝

阳区开运街的欧亚超市。在超市里记者看

到，消费者都自觉佩戴着口罩，排队称重，交

款时秩序井然。

室外是零下20多摄氏度的严寒，超市

生鲜区却像丰收的果蔬园：鲜红的草莓、樱

桃，散发着清甜气息的西瓜，品种多样的苹

果、梨；蔬菜品种也特别丰富，茄子、豌豆、青

笋、芋头……这里集纳南北、融合四季，使节

日消费市场分外热闹。

“麻烦让一下！”一位工作人员推着满满

一车青菜走了过来。“今天上午已经补了好

几轮货了。”他忙里偷闲地对记者说，“过节

了，我们备货非常充足，保证让消费者都能

买到新鲜的蔬菜水果。”新上架的黄瓜非常

新鲜，立刻吸引了周围好几位消费者。

“新鲜的广西砂糖桔，三块九毛八一斤！”

随着响亮的吆喝声，记者看到一处货架前围着

很多消费者。销售人员告诉记者，这些砂糖桔

都是欧亚超市的产地自采产品，省去了很多中

间环节，成本可控，在节日期间让利消费者。

此外，超市还准备了搭配丰富的精美水

果礼盒，以满足不同消费需求。

“新鲜的黄花鱼，特价、特价！”海鲜售卖

区也非常热闹。鲜活的青虾、螃蟹、贝类应

有尽有。消费者采购了鲜活海鲜后可以直

接在旁边的剖鱼间处理，还可以由这里的厨

房代加工，直接把“海鲜大餐”带回家。

随后，记者又来到长春市前进大街的沃

尔玛超市。虽然距离春节还有一个多月的时

间，但超市里已经是满满的年味儿：牛年的吉

祥物、春联、福字等商品摆满货架，人气最旺

的依然是生鲜区，水果蔬菜新鲜充足、酱卤熟

食品类丰富，塞满了消费者的购物车。

“我感觉这个元旦特别热闹，大家好像

都有一种盼着过年的心情。”长春市民周女

士对记者说。她的购物车里装满了新鲜的

食材，虽然隔着口罩，记者依然能感受到她

的喜悦和满足。守着丰盈的“米袋子”“菜篮

子”，百姓们满怀希望迎接新年……

供应足 节味浓 消费旺
——元旦期间长春消费市场见闻

本报记者 徐慕旗

本报讯（记者裴雨虹 实习生孙

东旭）2020年 12月 30日，由省交响

乐团演奏的“2021吉林省新年音乐

会”在省图书馆音乐厅奏响，向全省

人民送上美好祝福。

本场音乐会由青年指挥家孙

鹏执棒，青年古筝演奏家苏畅、青

年小提琴演奏家吕晓雷等国内优

秀演奏家助阵，为观众带来了一场

中西合璧、丰富多彩的音乐体验。

音乐会精选了备受人们喜爱的曲

目，既有《斯拉夫舞曲》《流浪者之

歌》等世界经典曲目，也有《大宅门

写意》《茉莉花》等深入人心的中国

曲目。

省交响乐团奏响新年音乐会

本报讯（记者王雨）1 月 1 日，

第八届延吉国际冰雪旅游节启

幕。中国朝鲜族民俗园内，生动有

趣的冰雕雪雕、炫彩夺目的灯光

秀吸引了众多市民前来游玩观

赏。据了解，本届旅游节的主题

为“边城雪乡，动爽冰河”，设立一

个主会场和两个分会场。主会场

设在中国朝鲜族民俗园，第一分会

场设在布尔哈通河及万达广场，第

二分会场设在梦都美民俗旅游度

假村。活动时间从1月 1日持续至

2月28日。

元旦当日，还举办了第二届中国

朝鲜族民俗灯光节。据相关负责人

介绍，2021年灯光节以森林为背景，

融入声光电元素，打造出“点亮民

俗、乐享新年”为主题的梦幻森林灯

光秀。主会场设有冰雪景观区、民

俗展示区、冰雪运动区等区域。第

一分会场将举办第四届东北亚（中

国·延边）冰雪汽摩运动嘉年华、速

度滑冰比赛、万达冰雪嘉年华、中国

朝鲜族上元节等活动，第二分会场

将举办高山大回转挑战赛和中国延

吉（梦都美）国际旅游文化艺术节暨

管乐艺术展演等文体活动。

第八届延吉国际冰雪旅游节启幕
本报讯（记者李婷 丁美佳）2020年12

月30日，第26届中国吉林国际雾凇冰雪

节系列活动之第五届“乌拉满族过大年”

活动在吉林市龙潭区雾凇岛开幕。

开幕式现场，身着满族服饰，手拿抓

鼓、扇子、手绢的韩屯村村民在锣鼓声中

跳起了满族大秧歌。歌伴舞《美丽中国

年》、歌曲《美丽中国》等精彩节目吸引了

众多游客驻足。“我和朋友是第一次来吉

林市欣赏雾凇，正好赶上这次活动，充满

民族特色的服装和表演让我感受到了东

北独具特色的美景和文化。以后有机会，

我还要带家人来！”来自广州的游客陈晓

晔兴奋地告诉记者。

龙潭区“乌拉满族过大年”活动已连

续举办 5届。今年的活动围绕“吃住行

游购娱”推出一系列特色游览体验活

动。“吃”可品正宗的乌拉火锅、杀猪菜等

美食，“住”可体验满族特色三合院、东北

火炕，“游”可赏雾凇冰挂、观看民俗表

演、看趣味冬捕，“购”可买非遗传承的白

小米、乌拉御酒及太平鼓等特色农产品

和文创产品，“娱”可坐爬犁、玩冰车、扭

满族大秧歌。活动将一直持续到2021年

2月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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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杨悦）记者近日从

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

获悉，为积极应对雨雪冰冻等自然

灾害对供电、供排水、供气、供热、通

讯、交通等基础设施的影响，维护正

常生产生活秩序，保障人民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我省制定出台了《吉林

省加大城乡基础设施“补短板”力度

提升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的实施

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了我

省城乡基础设施建设的目标是“补

短、强弱、提质”，从“十四五”开始分

三个阶段推进，即完善城乡水电气

热通讯交通设施薄弱环节，实现补

短、补断、补缺；对标国家标准体系

和质量要求，实现全面达标；深化提

质提标，实现全面提升，达到国内先

进水平，逐步推进城乡均等化。

《意见》聚焦供电、供排水、供

气、供热、通讯、交通六大领域，提出

了基础设施建设、运行维护、应急保

障等方面的主要任务。加快推进庆

德500千伏输变电新建工程、中部

网架完善工程等项目建设，实现

220千伏电网分区分片供电，持续

推进农村电网改造升级；提升供电

应急保障能力，进一步强化国网和

地方电网的统一协调、调度、管理。

提高城乡供水保障能力，重点实施

中部城市引松供水二期等城镇水源

工程，持续推进农村供水工程建设，

实施老旧饮水工程改造及并网联网

工程，加快东水西引工程前期工

作；提升排水设施系统化水平，加

强排水防涝传统基础设施建设。

实施油气增储上产工程，推动中石

油长岭双坨子储气库、长春市城市LNG应急调峰储配站项目尽

快投产，加快天然气长输管道和城市燃气管网建设进度，全力推

进“气化吉林”重大工程。推广大型燃煤锅炉的清洁高效开发与

利用技术，扶持发展利用弃风电能、生物质发电和背压机组供

热；建立应急发电设备、送水车辆、煤炭等储备体系及调度机制，

提高应急处置能力。实施应急通信保障能力提升工程，加强通

信线路、关键设备、重要设施建设，保障恶劣气候、突发事件等极

端情况下基本通信畅通。加快敦化至白河高铁建设进度，实施

长春至白城铁路设备补强工程建设；重点推进集安至桓仁等7

个续建高速公路项目，新开工松江河至长白等5个高速公路项

目，有序实施白旗松花江大桥等22个项目，加快公路自然灾害

信息监测等9个信息化项目建设；加快建设“一主多辅”机场群，

完善龙嘉机场区域枢纽功能，提高运输机场地级城市和通用机

场县级城市覆盖水平。

《意见》的制定出台，是省委、省政府积极回应群众期待和关

切的重要举措，各项任务举措的推进落实，将进一步加快基础设

施建设进程，提升防范应对极端自然灾害能力，有利于构建基础

设施建设长效机制，提高基础设施承载能力，改善基础设施运营

维护以及提升基础设施应急保障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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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雪纷扬时节，吉林广播电视大学正式

更名为吉林开放大学。此次更名是吉林省

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建设

高质量教育体系”要求的重要举措，是吉林

省构建全民终身教育体系，建设学习型社会

的生动实践，标志着吉林省开放教育踏上新

征程。

2010年以来，国家开放大学批准设立国

家开放大学吉林分部，依托“六网融通”人才

培养模式，吉林广播电视大学整体转型，逐

步形成了以开放教育本专科学历教育为主

体，中等职业教育、网络教育、成人教育齐头

并进的办学格局，初步形成了“互联网+教

育”的新模式，电大远程开放教育成为吉林

省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远程教育

的骨干力量、推进全民学习和终身教育的重

要支撑。

开放：敬学广惠 有教无类

多年来，学校秉承“敬学广惠，有教无

类”的教育理念，面向行业、农村、少数民族

地区，开展多层次学历教育，累计培养46.4

万名毕业生，超过70%的毕业生工作在生产

一线。

学校按照“两级统筹、分级办学”要求，

建成了覆盖全省城乡的系统办学体系。在9

所市（州）分校（含长白山管委会分校）和34

所县（市、区）县站，共有1700余名教职工通

过远程教育为学生授课。学校还积极融入

乡村振兴战略，努力开展与政府、高校、行

业、企业合作办学，开设36个本科专业、56

个专科专业、45个成人教育专业和18个中

职教育专业，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学校在开展学历教育的同时，还积极开

展行业企业培训、职业资格培训、新型农民和

产业工人培训，努力服务全民教育和终身学

习。2016年，省教育厅依托学校成立吉林省

社区教育指导服务中心；2018年，经国家开放

大学批准，学校成立吉林老年开放学院，并与

国家开放大学、抚松县政府签约共建国家开

放大学长白山老年学院；2019年，学校又与长

春市高新区13个社区签约，启动了文化养老

试点工作，目前开设有舞蹈、声乐、书法、中西

面点、茶艺插花等专业课程。

学校设立特殊教育学院，与省残疾人联

合会共同实施“扶残助学——教育圆梦”残

疾人教育扶贫项目。作为吉林省职业技术

教育集团成员，与26所技校开展“技能+学

历”的深入合作，开拓了旅游文化、助残公

益、教师资格培训等新项目。通过积极探索

“校企政”合作的新模式，吉林开放大学多层

次、多元化的办学格局已经形成。

联通：资源共享 服务社会

教育教学与现代信息技术深度结合，是

开放教育的显著特色。学校利用近20年的

时间，打通省市县三级教学平台，打造“数字

化校园”，建立现代化音像制作演播室、数字

图书馆、网络直播教室和纯软件双向视频系

统等多媒体教学设施，把中心机房改造成为

数据中心，完成了覆盖全省的“云教室”建设。

这一系列举措为开放教育办学提供了

有力支撑。目前，学校网络在线教学平台的

1037门课程、15万条视频资源、30万册电子

图书，涵盖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社区教育、

老年教育、终身教育多个领域，可满足15万

人同时参加学习、10万人同时参加考试。平

台还特别开设频道，为全省18万公务员、

1.5万领导干部和2.9万微信平台用户提供

信息服务。

学校还为学员积极搭建学习成果互认“立

交桥”，完善我省终身教育“学分银行”建设。

使命：党建引领 服务振兴

在吉林开放大学正式更名之际，学校党

委认为，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对新时代吉林

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的指示精神和对教育

工作的总要求，是全校在新时代转型发展的

责任和使命。要切实发挥党的全面领导，保

证转型发展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深刻

认识吉林振兴对“构建服务全民终身教育体

系”的新期待，落实好开放大学建设“一个目

标、两个重点、三个关键”的工作思路，建设

好“六大工程”，主动融入吉林人才优先发展

战略，在服务全民终身学习和建设学习型社

会中发挥重要支撑作用。

从“电大”到“开大”，41年的积淀，见证

的是一场深刻的教育革命——吉林开放教

育实现战略转型，吉林开放大学办学职能、

办学模式、服务社会能力全面提升。站在新

的起点上，吉林开放大学将积极主动适应数

字化、智能化、终身化、融合化教育发展趋

势，努力实现从以量图大向以质图强转型，

实现从学历补偿向知识补偿转型，从文凭提

高向技能提升转型，由线上为主向线上线下

融合发展转型，使吉林开放大学成为吉林终

身教育的主要平台、在线教育的主要平台；

努力铺建一条符合吉林特色的开放大学发

展之路，为吉林省构建全民终身教育体系，

建设“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学

习型社会作出应有贡献。

只争朝夕再创业 乘风破浪开新篇
——写在吉林广播电视大学更名为吉林开放大学之际

本报记者 李文瑶

本报讯（付新明 郑博文 记者王子阳）近日，吉林通化边境

管理支队为期3天的贯彻学习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培训班

在杨靖宇干部学院结束。该支队500余名党员民警分3批在此

接受思想洗礼。据悉，此次培训旨在让全支队民警掌握全会精

神实质，从杨靖宇将军不畏艰苦、百折不挠的顽强奋斗中汲取精

神力量。

多年来，该支队将红色教育作为党建工作的重要一环，与集

安老岭抗日根据地、榆林镇治安村红色教育基地、杨靖宇干部学

院、杨靖宇烈士陵园、榆林镇复兴村老岭会议遗址等红色教育基

地建立长期合作关系，2020年以来，累计举办党建征文、精品党

课、祭扫先烈等活动50余场（次）。

通化边境管理支队——

红色力量积蓄工作动能

本报讯（李承育）近日，集安市纪委监委向全市党员领导干

部、乡镇（街道）站办所、村（社区）干部发送了廉洁过节提醒短

信，并精心制作生动形象、形式新颖、易于接受的“两节”廉洁提

醒动画微视频。

集安市纪委监委紧盯重要时间节点，做到早部署、早提醒、

早预防，以“严”的要求和“实”的举措，坚决防止“四风”问题反

弹回潮，及时下发了《关于廉洁过“两节”的通知》，重申纪律红

线，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向社会公开电话举报和

网上举报方式，进一步畅通拓宽监督举报渠道，并及时组织全

市副乡科级以上领导干部签订《廉洁过“两节”提醒函》，明确了

“十二个严禁”相关要求，向全市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发信号、

打招呼、提要求，确保绷紧“纪律弦”、不碰“高压线”，切实做到

严格遵守纪律规定，自觉抵制不正之风。

此外，进一步强化节前警示教育力度，集安市纪委监委公

开曝光两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案例，要求各级领导干

部引以为戒，严格自律，突出本地典型案例的震慑警醒作用。

同时，积极组织党员领导干部观看警示教育专题片《镜鉴》和

《覆鉴》，并认真开展专题研讨，撰写心得体会，做到检视反思、

防微杜渐，进一步敲响廉洁自律警钟，确保元旦、春节期间风清

气正。

集安市纪委监委严抓节日防腐不松懈

乾安县第一书记代

言产品旗舰店自运营以

来，带动了县内农户庭

院经济快速发展，取得

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图

为百姓正在店内选购农

副产品。

本报记者 丁研 实

习生 姜雯惠 摄

（上接第一版）

近年来，光东村通过产业带动、完善社会保障、安全住房提

升等政策，落实“两不愁三保障”目标任务。2016年，还投入350

万元实施“旱厕改造”计划，全村210户室外旱厕都“搬”进了屋

里。现在家家都用上了室内卫生间、水冲厕所，还安上了热水

器。2018年，全村77户127名贫困人口全部实现脱贫。

逐梦路上，光东村奋斗的脚步从未停歇。眼下，村里投入

了70万元，租赁原光东小学校址，开办村集体饭店，打算聘用村

民从事接待服务工作，解决部分村民就业问题，从而增加他们

的收入。此外，投入2500万元谋划实施的光东村朝鲜族水上人

家项目也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预计2021年6月投入使用。

深耕沃野逐梦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