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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雪的春天才是长白山的春

天 ，不 娇 气 ，不 矫 情 ，不 张

扬……”一个女童稚嫩的声音，拉

开 了“春 雪 咏 春 韵 春 风 话 春

雨”——首届春回大地主题音乐诗

会的序幕。这是2021年3月28日，

在海拔1800米的长白山温泉广场

上的一幕。

于是，在音乐的烘托下，春雪

咏春韵，诗染长白山的作品呼之欲

出。“长白山褶皱之外，都是留白，

留给我无比的辽阔，与我的深入浅

出，如此匹配。”“长白山的留白，留

得明明白白，即使季节改变颜色，

那白，根深蒂固。”《长白山的留白》

将长白山的神奇、神秘、神圣展现

在眼前。随着著名主持人郭志坚

“春日长相思，抬头雪满山，在长白

山 ，天际空濛 ，我发现雪不是

雪……”的朗诵声响起，浑厚的声

音在长白山的峰峦中萦绕，仿佛把

人们带到了长白山雪之中，身临其

境地感受着雪花拂面，脚踩在松软

的雪地上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在

雪中嬉戏打闹的乐趣。原创作品

《高高的长白山雪》描写了长白山

把雪高高地举在头顶，用洁白映衬

了花红草绿，春雪在人杰地灵的长

白山演绎着永恒。《瑞雪落在大平

原上》《长白山春雪》《春雪偶题》

《春天 请在中国落户》……来自大

江南北的诗人作品，在朗诵者饱含

深情、字斟句酌、抑扬顿挫、朗朗上

口中，诠释着对长白春雪的厚爱和

对祖国、人民的祝福，现场二百名

慕名而来的诗词爱好者相聚长白

山，以诗的名义，向这场春雪咏春

韵致敬。

据介绍，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

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保护生态

和发展生态旅游相得益彰”指示精

神，落实中央吉浙对口合作战略和

吉林省委省政府省内区域协同发

展战略，本次活动以“深融吉浙对

口合作”“对接长春共享发展”为目

标，积极打造新的文旅合作圈以及

文旅品牌。长白山、长春、松原和

杭州四地结合自身的文化特点及

旅游资源优势，充分与其他合作城

市展开隔空同步互动。

“诗歌，是中华文化的瑰宝；音

乐，是视听感官审美的高雅艺术。

诗歌与音乐结合，是‘情中景，景中

情’的至高境界。尤其在《神山圣

水》歌词中写道‘长白山啊神奇壮

美，不一样的冬夏秋冬，冬季滑雪

不思归……’把人们带入到满目皆

风景，四季不同天的诗情画意中，

让我情不自禁地拿起手机，将长白

山春雪的大美传播出去。”来自上

海的诗友杨传飞有感而发。

“此刻我飞起来，我已经是一

朵长白山上最美的雪花……”一位

头戴黑色贝雷帽的长者，随着朗诵

者的声音陶醉其中。原来他就是

这首《长白山春雪》的作者，中国诗

歌协会理事梁晓明先生，梁先生兴

奋地讲述了他的创作情感：“长白

山对于来自浙江的我是个很遥远

的地方，长白山三个字深深地印在

我的脑海中，创作过程中我把自己

想象成飘落在长白山漫天大雪中

的一片雪花，慢慢地落下，挂在长

白山的枝头，融化在长白山的大

地。因为真的喜欢雪，所以愿意和

它融合在一起。今天长白山用悠

久的历史和文化，搭起这个舞台，

用诗歌将长白山展示出去，是一件

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置身于雪染群山环抱中的这

场诗会，吸引着诗人慕白先生不时

用手机拍摄，他感触颇深地说：“长

白山在我心目中就是神山，2015年

深秋，第一次到长白山就偶遇一场

大雪，让我感到很兴奋，也很心

动。作为南方人我本身很喜欢雪，

认为雪是最美好和纯洁的，所以带

着兴奋的心情创作了《春雪偶题》

这首诗。”

在激昂的“春天哟，请留步，请

留步，春天呵，请在我们中国落

户！”的群体朗诵中，“春雪咏春韵

春风话春雨”——首届春回大地主

题音乐诗会走向长春分会场，与春

天共赏春韵之雅……

“年初以来，我区累计开工5000万

元以上项目7个，总投资33.7亿元，年度

计划投资8.2亿元，均为复工项目。今

年，我区计划实施5000万元以上项目58

个，总投资171亿元，全年投资预计增长

8%。报告完毕！”这是3月25日上午，在

敦白客专长白山高铁站配套设施项目现

场举行 2021 年吉林省“推进‘一主、六

双’，加快项目建设”行动启动暨春季项

目集中开工活动上，长白山党工委书记、

管委会主任王库在长白山分会场发出的

声音。

随着活动宣布启动，长白山高铁站

房工地内所有施工车辆启动鸣笛，马达

轰鸣，现场工人和施工设备，迅速到达指

定位置，投入到施工建设中，标志着全省

春季项目集中开工的帷幕拉开。

随后，记者一行来到高铁站房施工

现场。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中铁建设敦

白项目发扬 雷厉风行 严谨高效作风

务必保证及时复工复产”“树立行业标

兵 做时代先锋”“中铁建设集团勇当高

铁站房建设主力军”的条幅格外醒目。

放眼望去，主体地下停车场以及运转中

心已全部完成施工，顺着临时搭建的铁

梯来到第二层，工人们正在对落客平台

进行焊接作业，几十名工人手中焊花飞

溅，如同天女散花，塔吊旋转，为偌大的

站台助“一臂”之力……整个现场只见头

戴红、黄、蓝、白安全帽的施工人员，如

同一个个跳动的音符，在这里谱写出人

勤春来早的奋进之歌。

走进运转中心，能容纳2000人的候

车大厅，大气、通透、壮观，“三江源”的

设计已在头顶显现，让人连连称赞，目前

运转中心主体结构已经封顶，顶板防水

铺设、保温板铺设全部完成。

正在施工现场指导工作的中铁建设

敦白铁路站房项目党支部书记曹旭底气

十足地说：“参加刚才的复工动员会，使

我们备受鼓舞。自今年3月6日正式复

工以来，目前各岗位施工人员450余人，

全部施工已完成95%。我们要发扬本次

大会倡导的‘老黄牛、孺子牛，拓荒牛’

的三牛精神，保证在9月30日完成建设

任务，给长白山人民交上一份满意答

卷。”

中铁北京工程局长白山高铁配套设

施工程项目部项目书记罗博意接过话茬

说：“很高兴参加此次开工活动，全省迅

速掀起项目施工高潮，也为我们中铁北

京工程局鼓舞了士气，确保今年完成长

白山高铁任务，为长白山旅游交通绘制

新蓝图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在池北区5G通信基站建设项目现

场，工人正乘坐升降梯在通信基站上进

行作业。该项目总投资2.2亿元，计划

建设543个5G基站，其中，新建城区宏站

80个，长白山北景区宏站16个，规划一

期索道宏站22个，升级改造原有宏站81

个，其它小微站、交接箱344个。项目建

成后将实现池北区5G通信网络的全覆

盖。

在池西区西黄泥河生态整治及修复

工程项目现场记者了解到，该项目累计

完成投资4095万元,河道整治长度完成

4326米,完成率100%,河道护岸总长度

完成2144米,完成率100%;土地整理总

面积完成16.6752公顷,完成率96%。项

目于2021年3月22日复工，计划2021年

6月全部竣工。

正在施工现场办公的长白山管委会

经济发展局投资科科长刘洋告诉记者：

“2021年，长白山保护开发区计划实施

长白山机场扩建、高铁长白山站房及站

前基础配套设施工程、山水林田湖草生

态保护修复项目等 500 万元以上项目

118项，总投资182亿元，年度计划完成

投资43.3亿元。其中，5000万元以上重

点项目58项，总投资171亿元，年度计

划完成投资 37.2 亿元。全年，全区固

定资产投资增速预计达到8%以上。今

年春季，已累计开复工 5000 万元以上

项目7项，总投资33.7亿元，年度计划

投资 8.2亿元。今天，集中开工项目 3

项，长白山高铁站配套设施工程（交通

枢纽工程）、池北区5G通信基站建设项

目、池西区西黄泥河生态整治及修复工

程，总投资13.1亿元，年度计划完成投

资2亿元。”

人勤春来早，奋进正当时。在“十四

五”开局之年，长白山管委会牢固树立

“项目为王”理念，以点带面，抢先抓早，

迅速拉开全区项目建设的序幕，掀起抓

项目促发展的高潮，落实省委、省政府

“推进‘一主、六双’，加快项目建设”的

总体部署，严格按照“五化”制度要求，

持续加大项目服务力度，不断优化营商

环境，深入开展项目落地攻坚行动，实行

重大项目专班推进机制和重点项目四级

联动包保责任制，全方位推进项目建设，

向建党一百周年献礼。

本报讯（记者韩金祥）为了充分发挥长白山“12度

粉雪”资源优势，丰富冰雪旅游产品，持续举办具有影

响力的品牌赛事，长白山继续开展第三届长白山粉雪

节冰雪系列赛事活动。经管委会申请，中国登山协会

同意将中国山地马拉松系列赛安排在长白山举行

2021年首站赛。近日，召开了2021中国山地马拉松系

列赛——吉林长白山站暨第二届长白山林海雪地马

拉松赛（简称“第二届长白雪马”）线路勘探交流会。长

白山旅游文体产业中心、中国登山协会、北京南天星体

育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相关人员参加了会议。

会前，三方代表现场勘察了长白山北、西景区情

况，实际了解北景区和西景区的旅游线路、基础设施和

当前运营情况。会上，中国登山协会代表详细介绍了

中国山地马拉松赛事情况和发展历程，汇报了“第二届

长白雪马”初步拟定的比赛线路，并就赛事前期筹备工

作提出了合理化的意见和建议。三方代表还就赛事起

终点设置，车辆调度，后勤补给，运动员、裁判员、志愿

者招募与管理，开幕式场地选址，主视觉设计等事项展

开了沟通交流。“第二届长白雪马”各筹备单位和部门

高度重视赛事前期工作，认真做好任务分工，制定时间

表和工作清单，确保各项筹备工作按期完成。

中国登山协会表示，将山地马拉松赛与长白山粉

雪特色资源相结合，充分展示“长白春雪”独特的魅力，

持续打造品牌体育赛事，全方位、多角度、宽层次地运

用多种新媒体和传统媒体做好赛事预热宣传，进一步

提升“2021中国山地马拉松系列赛——吉林长白山站

暨第二届长白山林海雪地马拉松赛”（第二届长白雪

马）的影响力。

据介绍，中国山地马拉松系列赛运营至今已举办

40余场赛事，活动覆盖人群达15万余人。赛事分设山

地马拉松42公里个人赛，山地马拉松21公里个人赛，

同时还将根据各比赛承办地点的自然环境设置4-9公

里的群众健身赛。每站赛事规模约3000人。赛事旨在

引领跑者在比赛中感受全国各地独具特色的山河之美

和人文风貌，使专业路跑运动员和众多渴望挑战自我

的体育爱好者通过参与赛事活动获得更多正能量。

“2021中国山地马拉松系列赛——吉林长白山站暨第

二届长白山林海雪地山地马拉松赛”将遵循“自然、健

康、和谐”的办赛理念，以“向山而跑非凡之路”和“雪马

长白负氧圣地”为宣传主题语，探索和推动长白山体

育+旅游结合的产业模式，进一步展示地区独特的自然

资源与文化特色。

本次赛事主办单位为长白山管委会，指导单位为

中国登山协会，由长白山管委会旅游文体局、长白山旅

游文体产业发展中心承办，北京大公网科技有限公司

合作推广，独家运营商为北京南天星体育产业发展有

限公司。初步拟定于2021年4月17日-18日在长白山

西景区举行。

第二届长白山林海雪地马拉松赛勘线交流会召开

律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

3月15日，我省已全面进入春季森林防火期。长白

山自然保护中心闻令而动，立即将北、西、南三支专业扑

火队集中到头道保护站，进行为期一个半月的集中扑火

科目的培训。以提高队伍的专业素养和战斗力，成为技

术过硬的森防队伍。3月23日上午，吉林日报全媒体记

者来到停机坪训练场，实地探访他们的训练。

9时40分，伴随着警笛声，8辆运兵车，4辆消防车，

以出火场的战备姿态，风驰电掣地驶入防火停机坪训练

场，随着车辆整齐停放到指定位置后近百名身着橘黄色

专业扑火服，全副武装的扑火队员，迅速下车集结。“稍

息，立正。向右看齐，向前看！科目,火场风力灭火机、

水泵、消防车联合的综合战术训练……”在指挥长李忠

磊的指挥下，队员们开始了训练。正前方四百米处出现

假设山火，只见负责打灭火炮的8名队员，装好炮弹迅速

举起灭火炮，对准目标位置进行发射。在巨大的声响

中，炮弹落在指定位置。随后，8名灭火弹投掷手，快速

跑向前，将手中的灭火弹投出，随着落地后清脆的炸裂

声，白色的灭火剂弥漫在空气中。这时16名手持风力灭

火机的队员依次上前，按照标准动作进行风力灭火。扑

火队员根据各自分工，紧张有序的进行现场模拟灭火程

序。与此同时，4辆消防车旁的队员们迅速将储水袋、水

泵、连接管、消防水带拿出，接好消防水带，快速跑至指

定位置进行灭火操作。训练场上，扑火队员们生龙活虎

配合默契地进行着训练。

“好！今天的综合训练完成时间比昨天提前了15

秒，有两个环节如果加以注意还可以提速……”中心防

火处领导姜斌总结道。

头道专业扑火队四组组长夏雪峰接受记者采访时

说：“我们是保护中心的一支专业扑火队，为做好春季森

林防火工作而进行集中训练，虽然训练很苦，但我非常

珍惜这次训练机会，因为只有训练多流汗，才能打好春

季森林防火这场硬仗。”

正在现场带领训练的指挥长李忠磊介绍道：“我们

每年都会在防火期到来之前，组织三支扑火队从实战出

发苦练基本功，联合训练，提升全体扑火队员业务技能

和水平。目的是确保全体扑火队员召之即来，来之能

战，战之能胜，以过硬的灭火本领，完成好春季森林防火

各项工作任务。”

从 实 战 出 发 苦 练 基 本 功
——长白山自然保护中心扑火训练场见闻

本报记者 韩金祥 周凯

本报讯（鄂晶晶 记者韩金祥）为迎接中国共产党成

立100周年，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牢记初心使命，在

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上下功夫。自3月16日

起，长白山税务局组织开展“传承红色精神 致敬建党百

年”党史电影沙龙活动，围绕百年党史，选取优质红色经

典影片或党史记录片，作为党员干部、青年团员丰富党

史学习载体的生动教材，推动党史教育入脑入心。

今年以来，全国税务系统广泛开展青年理论学习

提升工程，以每周二举行“青年大学习”为契机，启动

“长青放映室”，利用业余时间，组织全体干部在会议礼

堂集中观看红色影片，发挥影视作品思想引领和价值

导向的重要作用，进一步激发税务干部爱党爱国的热

情，凝聚干事创业的力量。

一部党史电影，就是一部党史教育的生动教材，更

是一堂别开生面的电影党课，以寓教于乐、引人入胜的

方式方法，让党史学习更加有效，传承红色精神。长白

山税务局精心挑选播放党史记录电影《重生》（第 1

集），拉开了“传承红色精神 致敬建党百年”党史电影

沙龙活动的帷幕。《重生》是迄今为止第一部全面讲述

中国共产党从 1921 年建党到 1949 年建国 28年光辉奋

斗历程的记录电影，全景式展现了党带领全国人民从

“浴火重生”到“征途如虹”的壮美画卷。活动中，税务

干部认真专注地观看了电影，并被影片中的情节深深

吸引和打动。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榜样是最好的指引者，我

们要传承红色精神，做合格有理想的税务青年。”“伟大

时代呼唤伟大精神，革命先辈为中华之崛起不断付出

努力和尝试，才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我辈青年也当

肩负使命，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舔砖加瓦！”在影片结

束后，税务干部纷纷感言，交流彼此心得感悟，将党史

观影活动推向高潮。

长白山税务局通过开展“传承红色精神 致敬建党

百年”党史电影沙龙活动，以精选优秀影片、设置互动

交流等方式，让税务干部从对党史的学习中汲取知识，

从党的奋斗历程中获取力量，在思想上、政治上再次受

到深刻洗礼，锤炼忠诚干净担当的税务品格。

本报讯（记者韩金祥）为加快推动全国两会精神

落地落实，确保“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加快推动长

白山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3月22日上午，中共长白

山保护开发区工委2021年第4次会议在长白山管委

会会议室召开。长白山管委会主要领导，池北区、池

西区、池南区、管委会机关各部门、全区各企事业单

位、驻区中省直部门主要负责人参加会议。

会议指出，全区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学

习领会全国两会精神，确保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

神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准确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生态环境保护、国内外形势、医疗卫生事业、教育工作

等方面的重要论述。精心组织学习，广泛深入宣传，

同时结合庆祝建党100周年，扎实开展主题宣传、成

就宣传和典型宣传，生动反映长白山翻天覆地的变

化，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更加发自内心地拥护党的

领导。

会议强调，全区各部门要扛起使命担当，抢抓历

史机遇，把生态保护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根基，把

绿色转型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基点，把改革创新作

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把开发合作作为推动高质

量发展的格局，把民生福祉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目

标。紧盯关键节点，抢抓重点任务，确保“十四五”开

局之年，干出新气象、见到新成效。坚守疫情防控成

果，全力抓好森林防火，加快推进重点项目建设，着力

巩固和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办好旅游活动，坚决

完成中央巡视整改任务，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各区各

部门要强化担当作为，狠抓工作落实，俯下身子务实

干、甩开膀子全力干、撸起袖子加油干。

会议上，长白山管委会副主任传达学习全国两会

精神，我省传达学习全国两会精神会议有关要求，审

议《长白山保护开发区重点工作任务总施工图（送审

稿）》《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关于中央第八轮巡视组巡视

反馈意见整改落实工作方案的细化落实方案（送审

稿）》《2021年吉林省民生实事落实方案（送审稿）》，

传达学习《中共中央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少先队工作

的意见》。

本报讯（记者韩金祥 韩有权）为弘扬传统文化，彰显时代气息，

宣传长白山生态、冰雪、人文以及管委会成立以来长白山保护开发

区取得的变化。3月24日，第六届“天池杯”书画大赛作品展开幕式

在长白山美术馆门前举行，长白山管委会领导、书画爱好者参加了

开幕式。

仪式上，长白山管委会领导致辞，现场揭晓了长白山第六届“天

池杯”书画大赛评选结果。长白山管委会旅游和文化体育局领导宣

读获奖名单，并进行了颁奖。此次奖项分别为绘画类和书法类设置

了一、二、三等奖及网络投票人气奖。绘画类一等奖作品《鹿道》张

朝、《荷花四条屏》关惠升、《源远流长》邹厚顺、《长白山溪》赵鹏；书

法类一等奖作品《书法》李耕、《菜根谭》刘春秀、《清·郑板桥诗》于洪

和；网络投票人气奖绘画类作品《壮志凌云》陈立军、《花鸟》陈维君、

《长白山下雪景图》禹哲浩，书法类作品《中华颂》李洙吉、《古诗三

首》王宝玉、《刘禹锡·陋室铭》王显文。

随后，相关领导、书画爱好者及参展选手们一起进入展馆，欣赏

展出作品。此次活动共征集200余幅书画作品，经过筛选最终有

174幅作品进行展出，展出时间为1周。

获得书画类二等奖及网络人气一等奖的作者王显文表示，参加

此次比赛与更多的书画朋友们进行交流，收获很大，自己在今后的

书画道路上还要不断的进取，继续弘扬祖国的传统优秀文化和长白

山文化。

长白山管委会旅游和文化体育局文联（作协）工作科科长郑长

岭表示，“天池杯”书画大赛每年都会举办，希望通过书画大赛激发

长白山广大群众、书画爱好者的创作激情，推动长白山文化事业不

断发展,营造浓郁的文化艺术氛围。

本报讯（记者韩金祥）为更好地满足企业用工需

求，3月19日上午，省人社厅调研组来到长白山，与辖

区10余家企业代表召开了招工用工座谈会。

座谈会上，企业代表介绍了各自企业的基本情况

及缺工招工情况，并围绕改善用工环境，扩大招聘范

围，加大技能培训力度等方面提出了意见和建议。调

研组围绕企业提出的问题与企业代表进行了深入的

沟通交流。

通过此次座谈会，调研组进一步了解了长白山管

委会辖区企业用工招聘的实时信息和企业招聘用工

存在的困难，掌握了长白山管委会人社局举办的各类

招聘会取得的实际效果，为下一步有针对性地开展招

工用工工作打下基础。

座谈会结束后，调研组对当地民生企业进行实地

考察，记录企业提出的意见建议。随后，莅临“春风行

动”招聘会现场进行指导，对长白山管委会人社局组

织开展的就业活动予以肯定，并对下一步工作开展提

出指导意见。

以点带面以点带面 抢先抓早抢先抓早
——— 长 白 山 春 季 项 目 建 设 侧 记— 长 白 山 春 季 项 目 建 设 侧 记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韩金祥韩金祥 赵育萱赵育萱

凝聚干事创业力量
长白山税务局开展“传承红色精神 致敬建党百年”党史电影沙龙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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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担当作为 狠抓工作落实
长白山党工委2021年第4次会议召开

长白山保护开发区举行
第六届“天池杯”书画大赛作品展

省人社厅调研组到长白山
调研企业招工用工工作

《长白山春雪》作者向记者介绍创作情感。

现场观众记录精彩时刻。

群体朗诵《春天 请在中国落户》。

歌手演唱《最美的雪花飘落在吉林》。

嘉宾与演员以雪山为背景合影留念。

主持人郭志坚朗诵

《春雪偶题》。

主持人李梓萌朗诵

《大地笙歌》。

焊接作业现场焊花飞溅。

2021年吉林省“推进‘一主、六双’，加快项目建设”行动启动暨春季项目集中开工

活动长白山分会场。

高铁站房施工现场塔吊林立，工人们正在紧张施工中。

←正在进行灭火战术训练。

↑全副武装的扑火队员，迅速集结。

↑队员们正在检查装备。

↑第六届“天池杯”

书画大赛作品展开幕式

上为获奖代表颁奖。

←书画爱好者正在

欣赏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