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初 ，755 名青年主动

请缨迅速集结，他们中有机关干

部、返乡大学生、个体业主、复员

军人、自由职业者等，他们有一

个共同的名字——长白山青年

志愿者。记者近日跟随这群年

轻人记录下他们青春的足迹。

在长白山中心医院核酸检

测 点 ，穿 着 防 护 服 ，胸 口 贴 有

“吉林省青年志愿者”标签的崔

东旭和任鹏博负责协助医护工

作者 ，引导前来进行核酸检测

的人员进行挂号和信息登记 。

他们都是因为春节单位放假比

较早 ，到家后想为家乡做点事

而走进志愿者队伍的。

在全区车辆集中消杀点，青

年志愿者赵涵和姜文静正在给

一位出租车司机测量体温和登

记 ，随后来到室外对出租车进

行全面消杀。消毒后志愿者姜

文静告诉我们：“我们俩都是大

二学生 ，放假返乡希望为家乡

贡献自己的力量。作为当代大

学生，我们自有青年人的担当，

有责任和使命来参加志愿者服

务。”

与此同时，还有许多像他们

一样穿着印有“长白山青年志

愿者”红色马甲的志愿者，在集

中 隔 离 点 、社 区 等 地 忙 碌 着 。

他们还在线上开展“学伴 +”活

动 ，为 32 名疫情防控一线工作

人员子女以及留守儿童等辅导

学习。

长白山团委书记朱先宁看

着走向社区开展排查登记的志

愿者背影感叹：“疫情防控我们

每个人都有责任和义务，新时代

的长白山青年应该有这种责任

和担当。通过一段时间的志愿

服务工作，我看到也感受到了他

们这种可贵的精神。春节期间

依然有一些志愿者继续工作，发

挥哪里有需要，哪里顶上去的作

用。我们相信通过大家共同努

力，一定会打赢疫情防控这场阻

击战、歼灭战、保卫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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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家万户乐团圆，欢天喜地过大年。大年三十，在阖

家团圆过大年的时候，记者专程探访那些仍然坚守在工

作岗位上默默付出的人。

9时 30分，记者来到长白山北景区，在这里工作人员

如往常一样有序工作。检票口，工作人员正在对游客进

行扫码、测温和安全检查。运营车已经列队，等候游客乘

车。大家都在各自岗位上忙碌着。

正在山门安排工作的长白山景区公司副总经理于德

海告诉记者：“长白山景区在春节期间全面开放，仍然实

行一票游三天的政策。可以赏雪、玩雪、滑雪、戏雪，乘

坐雪地摩托穿越林海雪原，景区所有员工欢迎广大游客

在春节期间来长白山体验冰雪的魅力。”

10时 20分，在红松王滑雪场，大量滑雪爱好者聚集

在此，呼吸着森林氧吧里的新鲜空气，驰骋在白雪皑皑的

滑雪道上，体验长白山独特的粉雪魅力。

11时，在池北区西公安交通服务站，长白山团委书记

朱先宁正和长白山青年志愿者们一起，为方舱贴对联，并

把准备的瓜子、糖、桔子等食品摆放到方舱内。

朱先宁告诉记者：“今天是一个万家团圆的日子，我

们希望将方舱布置成家的感觉，让坚守在一线的人民警

察休息的时候感受到家的温暖。”

长白山公安局巡特警支队勤务二队大队长葛忠鑫告

诉记者：“感谢志愿者为我们所付出的努力，感觉很温

暖，我们会坚守自己的岗位，保障节日安全。”

13时 30分，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消防救援支队，支

队领导正在通过视频向春节坚守岗位的全体指战员致以

节日的慰问。同时，长白山应急管理局的领导也来到了

消防救援支队，局长贾东朝对节日期间还坚守在岗位的

消防指战员说：“今日探访消防支队，全体指战员在岗在

位，确保辖区安全。大家辛苦了！”

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徐鹏程告诉

记者：“春节期间长白山消防救援支队全员在岗，就地过

年。执勤力量前置，指挥中心实时调度，一有险情及时出

动。”

15时，在长白山供热供水有限公司，长白山池北区森

林消防二大队大队长将一面写有“一锹煤寒风送温暖，一

滴汗情系指战员”的锦旗送给供热公司，感谢供热公司在

寒冷的冬天为保证全体指战员的生活所需不辞劳苦。

19时 14分，在长白山中心医院，进门的大屏幕上凸

显了新年的气息，医生和护士有条不紊做着手中的工

作。门口的护士为每位进入医院的人进行扫码登记和体

温检测，长白山中心医院副院长路金山告诉记者：“由于

疫情防控的原因，今年值班人数在往年的基础上增加了

10人，达 50人。我们会不断努力，为全区人民的健康事

业保驾护航。在这辞旧迎新的时刻，祝全区人民新春快

乐，身体健康。”

走出医院，千家万户灯火通明，天空中礼花绽放，噼

里啪啦的鞭炮声在大年三十的夜空里此起彼伏、连绵不

绝，人们都在家享受着美好的团聚时刻……

2021年 2月18日，也是春节后上班的第一天，新年新气

象，新年新希望，带着对未来的期望，长白山人踏上新征程。

记者在景区内外用镜头聚焦那些返回岗位的工作者。

镜头一

8时30分，伴随着雄壮的国歌，鲜艳的五星红旗迎着朝阳

冉冉升起。国家税务总局长白山保护开发区税务局全体税务

干部百余人，身着制服以崭新的面貌、昂扬的精神、奋进的姿

态，迎接新一年的工作。

池北税务分局副局长马兆祥说：“作为基层税务干部，我

将以崭新的状态投入到新一年的工作中，努力夯实征管基础，

高质量落实减税降费，提升服务纳税人的本领和水平，助力

‘六稳’‘六保’，为推动长白山经济社会发展贡献税务力量。”

镜头二

在长白山管委会会议室，长白山党工委党组成员和各机

关企事业单位主要领导，正在通过视频参加全省营商环境建

设大会。新的一年经济建设是重中之重，优越的营商环境是

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突破口和核心竞争力。

镜头三

10时14分，在长白山盛源供热供水公司热源厂，“心系百

姓冷暖，服务千家万户”的宣传语格外醒目，冒着热气的炉渣

顺着除渣机而出。正在核对数据的厂长李占君手指着温度

表介绍：“现在四台锅炉正在满负荷运行，出水温度是83.6

摄氏度，回水温度是39.9摄氏度。目前可以保证居民家室

内温度……”

镜头四

10时50分，在松花江大街上，7名环卫工人正在清理道路

上的积雪。他们用铲雪锹将积雪清理到旁边的铲车车斗里，

使道路保持畅通。班组长钟波说：“清理路边的积雪特别累，

但是能为居民出行提供畅通的道路，再累也值得。”

镜头五

11时30分，在池北区公路客运站，返程的旅客拉着行李

箱有序排队进站，运管员正在列行扫码测温、登记和站内消

杀，并对运营车辆进行检查，保证乘客乘车安全。据介绍，自

1月28日春运以来，为加大监督力度，运管处增加了驻站工作

人员，全力保证春运正常。每天早餐和午餐都是用盒饭解决。

正在吃盒饭的运管处副处长范凌志说：“今天是节后上班

第一天，一切归零，从头开始，我们现在的重点工作是做好疫

情防控和春运的安全保障工作……”

镜头六

12时15分，正值午休时间，但在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长白山支公司，工作人员仍在有序地忙碌着，经理谷元

杰介绍：“春节期间，为了给业主带来更好的服务，我们做了很

多的功课。节后我们正在竭尽全力为业主带来更暖心的服

务。”

13时，在卡森·长白天地度假酒店，前台正在为客人办

理入住，总经理带领两名高管正在巡视酒店公共区域卫生和

员工服务情况。总经理刘兆阳告诉记者：“为克服疫情影

响，作为辖区企业，2021年我们酒店将联合周边各景区特色

景点进行促销活动，做好省内旅游项目，打造好长白山的旅

游名片。”

13时45分，在薄利东北农家菜馆，正在收银台理账的老

板娘刘颖接受采访时说：“在新的一年，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

用东北特色菜接待好来长白山的游客。同时，也会根据用餐

人数推荐客人点餐数量，做好节约，减少浪费，为打造长白山

的旅游名片作出自己的贡献。”

镜头七

14时50分，在长白山北景区，连续几天的降雪使长白山

的景色更加迷人，吸引了游客驻足拍照。正在通往天池主峰

的道路上驾车清理积雪的景区运营一部副经理王立军告诉记

者：“今天迎来了好天气。我们清雪防滑队天不亮就开始工

作，经过连续作战现在已将通往主峰道路的积雪清理完毕，如

无天气变化，能确保明天游客游览天池。”

正在清理积雪的全国劳动模范、北景区主峰管理部经理

吴金明说：“2021 年，我要发挥劳模带头作用，用‘三牛精

神’，带领身边的同事，为公司‘十四五’期间的发展发光

发热……”

镜头八

上午，在池西区东参村，驻村工作队返岗后第一时间组

织召开近期工作落实会，并同村班委入户看望了建档立卡脱

贫户蔡兴福、姜佩柱。蔡兴福高兴地说：“我今年要种3个蔬

菜大棚，并和周边村民商量一起种植绿色有机蔬菜。过了二

月二，扣蔬菜大棚还要找丛书记帮忙。”姜佩柱说：“感谢党

的好政策和各级党委的关心，以及包保领导、驻村工作队、

村书记的帮助，我搬进了新房，春节过得很开心，也很幸

福。”

镜头九

下午，在长白山机场，进出港旅客按照规定有序扫码测

温。在现场的吉林省民航机场集团长白山机场分公司规划

经营室经理毛宏宇说：“2021年，是长白山机场二期建设投

运的起步元年。站在历史新征程上，长白山机场全体工作人

员必将锚定新坐标，逐梦‘十四五’，全面落实建设‘四型机

场’，统筹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和安全运行，推动区域经济

和长白山机场高质量发展。”

新起点、新梦想、新未来。在2021年，长白山保护开发区

将发扬“三牛精神”继续做好保护这篇大文章，为长白山全域

旅游再上新台阶夯实基础，向建党一百周年献礼。

有这样一个人，他个子不高，不善

言语，但干起工作来却是“拼命三

郎”，为长白山自然保护开发区的森林

防火和保护事业作出了贡献，十余年

来一直从事森林防火无线电通讯工

作。他就是长白山自然保护中心防火

处的王波。记者来到保护中心，在和

他采访交流的过程中，解读他的心路

历程。

王波刚到这个岗位时，保护中心

的森林防火通讯设施存在很多问题，

对设备进行检查后，他主动与中心领

导说明详细情况和具体解决办法，利

用工作之余对全区的设备进行升级改

造。当时临近秋季防火期，时间紧，任

务重，而且基站都安装在高山瞭望塔，

山高路远，于是他每天早出晚归，往来

于各基站之间进行安装调试。经过近

半个月调整，终于在防火戒严期到来

前顺利完成了森林防火通讯设施的系

统改造。由原来的季节性开通电台改

为全年不间断工作，实现了防火通讯

全区覆盖，为长白山森林防火和自然

保护工作提供了良好的保障。

以前瞭望台上老式的火场定位装

置由于定位不准确，时常会传递很多

错误的定位信息。巡护员出身的王波

深知定位系统的重要性，2010 年夏

天，他发明了新式火场定位装置。开

始不断往返于各保护站的十五座瞭望

台之间，对瞭望台火场定位进行精确

改造，并对每个瞭望员及扑火队员进

行专业培训。最终他的发明从根源上

改变了老式指南针定位误差过大，火

情不能准确定位等问题，减轻了扑火

队员的劳动强度，减少火灾蔓延造成

的损失，为森林火情扑救赢得战机。

以前，保护中心有很多保护站和

瞭望台都没有有线电视信号。自

2015年年末，国家为偏远地区配发户

户通后，王波联系了文广新局的负责

人，连接线路，调试设备。为各保护

站、瞭望台、扑火队安装了户户通接收

系统，丰富了职工的业余文化生活，让

职工可以在闲暇之余，放松身心。他

还经常利用休息时间，去各瞭望台和

保护站对接收设备跟踪维护。

2016年，省防火办要求全省进行

防火通讯设备数字化改造。王波提前

做出了施工框架，并在60多天的项目

施工期间内，每日都到现场积极配合

各单位解决技术问题。最终，在保证

质量的前提下，提前完成了这次升级

改造。

2020年初，面对疫情，王波每日都

驾驶车辆，在维护信息传输设备的过

程中，在小镇内进行防疫宣传。休息

时间更是跟随专业人员下沉社区，协

助排查。

王波无怨无悔地奔走在各保护站

和瞭望台之间，维护设备设施运转，培

训设备使用。为长白山自然保护区保

持无重大森林火灾奉献自己的技术力

量。

长白山各保护站常年都在保护区

进行巡护，电台是他们最有效的通讯

手段。为保证春秋防火季与反盗猎等

行动能顺利实施，十多年来，王波经常

往来于各瞭望台之间。确保电台出现

故障时能够第一时间到达现场检查维

修的同时，积极配合各单位解决技术

问题。每年冬天到瞭望台，都要趟着

齐腰深的雪，回来鞋子和棉裤都湿透

了，但他也毫无怨言。

麟趾春深千岁酒，莺声日暖四时花。辛丑牛

年春节期间，记者在长白山脚下用镜头记录“岁月

静好，是有人负重前行”的画面。是他们的坚守，

才有了万家灯火的祥和、阖家团圆的笑声和就地

过年的温暖。让我们重温这难忘时刻，品味精彩

瞬间。

镜头一

在长白山自然保护中心野生动物救助站，饲

养员正在处理冻鱼、鸡肉和猪肉等食物，为野生动

物们准备了丰盛的春节盛宴。我们的老朋友“熊

大”兴奋地趴在笼子栏杆上，伸出熊掌与饲养员进

行互动，张大嘴巴享用着美食，快乐享受着在救助

站的第二个春节。

镜头二

假日往往是非法盗猎的高发期，为确保区内

野生动物及栖息地安全，长白山保护工作者们舍

小家为大家，始终走在森林巡护的第一线。他们

穿越林海，踏雪前行，守护长白山这片森林，为长

白山保护区内野生动物提供安全舒适的生存环境。

为保障巡护工作在没有通讯信号的原始森林

中，也可以随时与外界取得联系，12 瞭望台的瞭

望员们和防火处技术员王波，在每次降雪后，都会

按时来到 12瞭望塔清理积雪，以维护电台中转机

的运转。他们背着所需装备，在齐膝的积雪中艰

难前行。他们通过拿工具敲击框架震动、拿绳索

拍打清理太阳能板上的积雪，将气温下降后的结

冰细心清理干净。再由王波对设备进行检查，确

认运转正常后才离开。

镜头三

长白山青年志愿者在长白山中心医院核酸检

测点，引导前来进行核酸检测的人员进行挂号和

信息登记。协助医护工作者为春节返乡的居民能

够早日拿到核酸检测报告而奔波忙碌。

在全区车辆集中消杀点，青年志愿者为出租

车司机测量体温和登记，并对出租车进行全面消

杀。为全区人民安全出行，放心乘车奉献一份爱

心。

镜头四

在长白山北景区检票口，工作人员正在对游

客进行扫码、测温和安全检查。运营车已经列队，

等候游客乘车，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岗位上恪尽职

守。

大量滑雪爱好者聚集在红松王滑雪场，呼吸

着森林氧吧的新鲜空气，驰骋在滑雪道上，体验长

白山独特的粉雪魅力。

镜头五

在镇区内，党旗迎风飘扬在池北区西公安交

通服务站，长白山公安局巡特警支队为保护好长

白山人民的生命健康安全，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

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消防救援支队全员在岗，

就地过年。执勤力量前置，指挥中心实时调度，

一有险情及时出动。坚决做好节日期间安保工

作，守护百姓平安。

长白山供热供水有限公司在节日期间 24 小

时在岗，保证长白山人民温暖过大年。

长白山中心医院增加值班人员，为全区人民

的健康保驾护航。

镜头六

“长白山老万”为拍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紫

貂，在春节期间一直坚守在山上，趟着齐腰深的大

雪，带着“长枪短炮”观察紫貂的脚印和雪洞，判

断出了它的大致活动范围，驻扎在风雪中等待着

紫貂的出现。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万老师的不懈

努力下，终于捕捉到紫貂的珍贵画面，获得网友点

赞的同时也引起了央视的关注。

当举国上下阖家团圆、欢度佳节的时候，有这

样一群人，他们放弃与家人团聚的机会，依然坚守

在岗位，行走在风雪中，站在瞭望塔上守护长白山

这片森林。近日，记者来到长白山保护中心12瞭

望塔，跟随瞭望员的脚步，记录下他们节日坚守的

工作画面。

12瞭望塔与长白山保护中心的其它15座瞭望塔

不同，地处长白山池北、池西、池南三个区中间，长白

山保护中心将电台中转站设置在此。冬季虽然不是

防火期，但每次下雪后，他们都要来到塔上，清理积

雪、维护电台中转机的运转。

每次降雪，积雪会遮挡太阳能发电板，如果不及

时清理积雪，电池电量耗尽，电台中转机将失去供电，

三个区的巡护员将无法继续使用电台。在原始森林

里巡护时没有手机信号，当他们遇到突发情况，不能

及时与其他人取得联系，后果将不堪设想。

因降雪后气温突然降低，担心设备结冰不能正常

运转，保护中心电台台长王波与瞭望员曲勇和于洪君

一同开车前往12瞭望塔进行设备维护。到达王池路

口车辆就无法通行了，瞭望员只能将所需装备装进背

包里，靠人力往山上运。虽然穿着雪踏但由于积雪太

深，每走一步都十分艰难。大风凛冽，冰雪封路，这些

恶劣的条件也没有阻挡住他们上山的脚步。走累了

的于洪君停下脚步稍作休息，看着跟在后面气喘吁吁

的记者，他和记者聊起过去的往事：“以前这里都是土

路，每次上来都特别不容易。现在修了栈道，比之前

上塔容易多了。今年雪小，但是非常冷，像前几天达

到零下四十摄氏度，过来清雪就冻得不行。往年这时

候，积雪都1米至2米深，非常难走。年轻的时候身体

好，爬山时根本不知道累……”通过交谈得知，54岁的

于洪君已经在12瞭望塔坚守11年了，他因为手术切

除肝腺瘤，腹部留下了一个长长的刀口。而同伴曲勇

也在2019年的时候做了急性脓胸开胸手术，在右胸

留下了30公分左右的刀口。这样的情况下，他们仍

然在瞭望员的岗位上默默工作……

过去在12瞭望塔上，没有水没有电没有网络，吃

饭的时候都要点上蜡烛，现在由于电台中转机设置在

此，他们也用上了太阳能发电。但是食物和水还是

需要保护中心人员送到山下，他们再从山下背上

山，每次要背一星期左右的物资。在瞭望塔上坚守

非常寂寞，仅仅在取物资的时候他们才能和其他人

聊聊天。

仅仅1公里多的路程，我们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跋

涉，终于抵达瞭望塔塔底，看到处于房顶上的太阳能

板已经被积雪全部覆盖，工作人员通过拿斧子敲击框

架震动、拿麻绳拍打来清理太阳能板上的积雪。由于

前几日的气温回升，太阳能板上已经结冰，经过细心

的清冰后，王波对电台设备运转情况进行了检查，一

切正常。

做完清雪工作，瞭望员曲勇登上瞭望塔认真地观

察目光所及的每一处地方。曲勇说：“今年是在这工作

的第17年，这个瞭望塔上，既可以看到夏天五彩斑斓

的王池花园，也可以看到冬天白雪茫茫的林海雪原。

在新的一年还要坚守在此，我会通过自己的努力来保

护好这片大美山林，感觉一切都很值得。”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

中餐，粒粒皆辛苦。这首家喻户晓的诗

提示我们要尊重农民的劳动成果，杜绝

浪费。春节期间，记者来到长白山食堂

和餐饮饭店，探访相关情况。

2月8日中午，在长白山北景区股份

公司职工食堂，随处可见“按需取食，杜

绝浪费”“光盘行动”“节约”等宣传标

语。正值中午用餐时间，记者看到餐炉

内水煮鱼、白菜炖豆腐、鸡蛋炒尖椒、土

豆丝汤冒着热气，闻到空气中散发着诱

人的饭菜香味。员工们按照自己的喜

好和食量在有序取餐，热乎乎的饭菜温

暖了员工的胃，也舒缓了一上午紧绷的

神经。用餐结束，只见餐盘里仅剩下残

渣和汤汁，回收桶内几乎看不到被扔掉

的主食和菜品。

正在现场巡视的长白山北景区后勤

保障部经理张雪峰告诉记者：“北景区

后勤保障部要求厨师每日做好用餐人

数的准确预判，与采购部沟通好食材购

入的数量，避免浪费，并且经常利用例

会时间强化员工节约意识，同时在餐盘

回收处上方安装摄像头进行监督，发现

浪费的员工及时进行批评和教育。”

在管委会机关食堂，每个桌上设置

了隔板，形成了独立的用餐空间。职工

取餐时身旁有服务人员提醒：“勤拿少

取，避免浪费。”

长白山管委会机关事务局生活服务

科科长孙明智向记者介绍：“为了避免

浪费，我们机关食堂将一些食材的边角

余料腌制成咸菜，做好再利用。未实行

节约行动的时候，食堂回收桶内的饭菜

残羹和汤水能达到两桶。现在，经过一

系列的措施，职工们都提高了节约意

识，相同用餐人数的情况下，回收桶内

垃圾减少到半桶。”

傍晚，记者来到薄利东北农家菜

馆，看见包房墙面上节约粮食，避免浪

费的宣传标语十分醒目，老板娘正在为

顾客点餐。围坐在餐桌的客人，你一

言、我一语按照自己的喜好点菜。当点

到第九个菜的时候，老板娘提醒客人：

“咱们10个人用餐，我们的菜码比较大，

八道菜就够大家吃了，先点这些不够可

以随时再加。”客人欣然接受了老板娘

的建议，再次与老板娘确认了所点菜

品，在欢声笑语中桌上地三鲜、糖醋排

骨、红烧鲤鱼等丰富的菜品已经摆好供

客人享用。

正在用餐的客人李芳宇说：“节约

每一粒粮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

德。以前在饭店吃饭都会点很多菜，怕

招待客人点少了没面子，现在只要够吃

就行，大家的节约意识已经提升了。”

薄利东北农家菜老板刘颖告诉记

者：“我们是东北菜馆，菜量较大。当客

人进店点餐时，服务员都会根据客人用

餐人数建议点菜数量，避免点菜过多造

成浪费。在客人用餐结束后，也会按客

人的用餐情况建议客人打包，做好光盘

行动的监督者。”

“二 道 白 河 小 镇 的 夜 景 太 美

啦！”

连日来，二道白河小镇的道路两

旁，陆续亮起了灯带，各种充满年味

的灯组点缀着小镇宽敞的街道，既

有农历新年的喜庆，又是刷爆朋友

圈的打卡地。

记者走进华灯竞放、繁星万点的

小镇，只见一条条街道被装扮得流

光溢彩、绚丽多姿，美不胜收的夜景

吸引居民驻足观看并拍照留念。五

彩斑斓的灯带，色彩炫目的灯笼，为

当地百姓营造出喜庆祥和的节日氛

围。

记者来到小镇商业街，横跨马路

上方的“星光大道”宛如星河，与路

面行驶的车辆交相辉映。商厦楼前

的大屏幕轮流播放着小镇信息和新

年祝福画面。红色的背景，大大的福

字，都彰显着春节的气息。街道上行

走的人们不时对小镇美丽的夜景发

出感叹。沿街而上，白牛槭路上空的

数千只五彩千纸鹤，点亮了通往长白

山大街的路。长白山大街旁，鲜艳的

莲花舞动着花瓣吸引着小镇居民带

领孩子在此嬉戏，放烟花。

二道白河小镇的“雪人军团”，

伫立在每个转盘花坛上，生动的“熊

大”和小雪人并排守护着人们回家

的路，在灯光的照射下凸显长白山

冰雪小镇的独特魅力。

正在燃放烟花的李芳宇告诉记

者：“我在商贸公司工作，家在白山，

为了响应国家号召，选择了就地过

年。晚饭后出来散步，看见二道白

河的夜景非常美。每条街道的灯

光都有独特的风格，过年的气氛特

别足。希望以后能将自己的父母

接到二道白河，一起来欣赏这美丽

的风景。

大 年 三 十 的 坚 守
本报记者 韩金祥 周凯

节后上班第一天节后上班第一天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韩金祥韩金祥 周凯周凯 赵育萱赵育萱

长白山脚下那些瞬间
本报记者 韩金祥 周凯

新春走基层

长白山二道白河小镇长白山二道白河小镇——

灯光璀璨贺新春灯光璀璨贺新春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韩金祥韩金祥 赵育萱赵育萱

他用创新填补瞭望塔的他用创新填补瞭望塔的““空白空白””
本报记者 韩金祥 崔殿森

志愿服务志愿服务 尽显担当尽显担当
本报记者 韩金祥 李少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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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 雪 中 的 守 望 者风 雪 中 的 守 望 者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韩金祥韩金祥 李少元李少元

数千只千纸鹤数千只千纸鹤，，点亮了二道白河小镇的夜晚点亮了二道白河小镇的夜晚。。

长白山景区工作人员在节日期间欢迎八方游客长白山景区工作人员在节日期间欢迎八方游客。。

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消防救援支队值班领导正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消防救援支队值班领导正

在通过视频部署春节安防工作在通过视频部署春节安防工作。。

池北区森林消防二大队为长白山供热供水有池北区森林消防二大队为长白山供热供水有

限公司赠送锦旗限公司赠送锦旗。。
节日期间，长白山中心医院的医生正在工作。

↑瞭望员正在清理太阳能板上积雪。

←瞭望员趟雪前往12瞭望台。

为更好保障春运时效为更好保障春运时效，，运管员们在客运站吃盒饭运管员们在客运站吃盒饭，，以便以便

快速投入工作快速投入工作。。

环卫工人正在清理道路上的积雪环卫工人正在清理道路上的积雪。。

长白山北景区清雪防滑队正在清理通往天池主峰道路上的积雪长白山北景区清雪防滑队正在清理通往天池主峰道路上的积雪。。

“长白山老万”节日期间拍摄紫貂受到网友点赞。

长白山西景区工作人员在清理积雪。

↑王波正在检查户户通接收设备。

→为确保通讯畅通，王波驾驶雪地

摩托往返于各瞭望台和保护站之间。

厉行节约从厨房做起厉行节约从厨房做起。。

↑ 志 愿

者下沉社区

入户登记。

← 青 年

志愿者正在

对出租车进

行消毒。

长白山机场开展除冰雪作业长白山机场开展除冰雪作业，，全力保障航班正常运行全力保障航班正常运行。。

位于长白山保护区的12瞭望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