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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4月1日对于长白山保护开发区纪检监察工

作委员会案件管理室的科员张宇亮来说是一个特殊的

日子，他将迎来入党以来第一个有仪式感的“政治生

日”。

早上七点半，张宇亮换上白衬衫，套上黑西服，仔细

地擦了擦党徽、别在左胸口，精神饱满地走出家门。

和每天一样，一到办公室他便开始调配设备，检查

每一块监控屏幕是否播放流畅。作为一名案件管理室

的科员，他主要的工作是通过监控屏幕实时监管谈话室

内的工作情况。

9时，长白山纪委十余名党员突然来到张宇亮的办

公室。“祝你生日快乐，张宇亮同志！这是我们支部为你

过的第一个‘政治生日’，希望你不忘初心，保持进步，今

后能更好地发挥党员的先锋作用。”党支部副书记闵捷

代表党支部对他祝福。其他党员手提写有“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政治生日’快乐”字样的生日蛋糕，并向他

送上生日贺卡。现场，有人为他戴生日帽，还有人为蛋

糕插上蜡烛并点燃，伴随着蜡烛跳跃的火苗，在场所有

党员一起合唱了《我和我的祖国》，在歌声结束时伴着掌

声再次向张宇亮献上了生日祝福。在祝福声围绕下，张

宇亮吹灭生日蜡烛，分切生日蛋糕，与大家共同分享这

份荣耀。

随后，在场所有党员来到长白山纪委会议室，在党

旗前重温入党誓词：“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

纲领……”仪式结束后张宇亮表达了此刻特殊的心情：

“这个‘政治生日’对我来说意义非常重大，过普通生日

时是和家人在一起，记得小

时候过生日总向妈妈要礼

物，现在长大了，过生日一

定会回家亲自给妈妈做一

顿饭。小时候我总在索取，

长大了我知道要去感恩。

而今天和党支部一起过‘政

治生日’，让我加深了自己

对党员身份的认识，作为党

员是要有使命感的。刚刚

重温誓词时，我回想起当初

大学时申请入党的难忘经

历。随着党龄的增长，更加

坚定了我对党的信念。就

像誓词所说，要对党忠诚，

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

终生。”

长白山纪委宣教室副

主任张琳说：“今天给张宇亮过‘政治生日’、重温入党誓

词、共唱红歌，是希望每位党员回忆初心，如同过普通生

日时的祝福那样，过政治生日也要长一岁、进一步。张

宇亮同志‘新的一岁’开始了，也希望每一位党员借由此

次机会为自己定下新的前进目标。”

这就是张宇亮第一次政治生日的仪式全程。自从

2019年来到长白山纪检委工作后，由于工作岗位的特殊

性，他几乎每天都是单位最后一个回家的。谈话室结束

谈话后，他还要对谈话室进行仔细检查，处理好收尾工

作，加班到晚上九十点钟是常有的事。有时被安排进入

留置区工作，甚至一两个月都不能回家。当问到他对工

作有没有怨言时，他说道：“身为党员，就是要听党指挥，

守党纪律。正是我们单位这样特殊的工作性质，让我更

好地理解并践行了党的宗旨和要求。”

夜幕降临，张宇亮忙完了一天的工作，打开日记本，

写下“入党已经第七个年头了，今天是我第一次如此有

仪式感地过‘政治生日’……”

近日，长白山应急局、长白山自然保护中心、消防

救援支队、池北区森林消防大队、长白山公安局等部门

单位，集中力量，精心部署，对森林防火区实行禁烧，对

墓地集中区采取严控、严防、严堵、严处的监管措施，强

力打造“零火星”目标。

4月4日清明节假期，记者用镜头记录下这些单位

和部门坚守在森林防火岗位的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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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红丰林场附近墓地，道路两旁“破陈规陋习树文

明新风”“文明祭祀我践行 手捧鲜花祭故人”的条幅十

分醒目，池北区森林消防一大队5台车停靠在路边，10

名指战员正在对路边前来祭祖的居民分发消防宣传

单，另外30名消防战士分三组，携带装备对辖区公路及

公墓内进行巡护。“您好，防火期禁止携带火源进入森

林。”消防员郭中华正在对前来祭扫的居民提示进山的

注意事项。

正在现场巡查的池北区森林消防一大队大队长王

宇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道：“我们大队始终把预防放在

首要位置，扎实组织防火宣传勤务，今天组织指战员进

山入林开展设卡、巡护、清山等防火勤务，与友邻防火

力量共同构筑密集的防火管控网络，确保一旦有火就

近快速处置，力争在最短时间内将火灾扑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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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太阳缓缓升起，长白山自然保护中心33名扑

火队员在望云桥和寒葱沟两处防护区域已经全副武

装，将全天对两个区域进行全方位、拉网式巡护监管，

严防清明期间百姓祭祖发生野外烧纸行为。

在望云桥防护区域，13名扑火队员，1台消防车、1

台运兵车和1台机具车正在待命，当居民到此祭祀时，

他们两人一组携装备与居民一起进入，实时监控，确保

森林保护区内“零火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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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火、山火一起防。在池北区二天沿线、东北亚植

物园和湿地公园，胳膊上带着护林防火袖标的执勤人

员，正在对此区域进行监督检查。池北区森林防火办

公室 24小时值班，加强监督管理，确保无火灾事故发

生。

长白山公安局巡逻车辆在区域内道路不间断进行

巡护，维护区域内道路秩序，配合各卡点工作，使居民

文明有序的祭祀。

连日来，池北区综合执法的工作人员从傍晚开始，

守候在区域内各主要街道路口，禁止居民在此烧纸，保

护辖区内环境。并号召广大居民参与绿色环保祭祀，

参与到低碳、清净的新风尚中来。

同时，还与白河林业局密切配合、通力合作，着力

打好整体战、合成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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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池北区，保护中心森林防火宣传车队围绕池北区

主要街道、社区等人员密集区域，通过广播循环播放

《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森林防火条例》。并

每日在人员流动较大的白山街万福源超市门前以发放

宣传单和说教的方式对居民进行森林防火宣传使全区

人民时刻牢记，做好森林防火。

本地居民郭弟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清明节期间，

正好到了春季防火期，草木都很干所以就不烧纸了。

我们现在也都有防火的意识，也不会在十字路口烧纸，

都文明祭祀。”

长白山管委会应急局火灾防治指导科科长艾国接

受记者采访时介绍道：“本次清明节全区共18个执勤卡

点，151人参与行动。在辖区内进行全天候的巡察看住

林地，守住坟头，提倡文明祭祀。同时还出动 29台车

次，97人对全区进行防火宣传。在长白山管委会和全

社会的共同努力下，一定会打赢这场清明节防火攻坚

战。”

长白山保护中心野生动物救护站救助的一只受伤的野生

貉，牵动了池北区人们的心。据了解，野生貉是国家二级重点

保护野生动物，生性凶猛，体型短而肥壮，形似北美浣熊，是犬

科里唯一冬眠的动物，物种非常古老，被认为类似犬科祖先的

物种。

日前，这个小家伙已经在救护站疗养了一周，具体情况如

何？记者于4月5日上午来到救护站了解详情。

“3月28号下午，红石林场护林员在巡护时发现这只受伤的

貉，通过白河森林公安局联系到救护站，随后我们和森警一同赶

到现场。当时它的左后腿被夹在猎套上已经烂掉，推测应该被套

住很多天了，由于长期没有喝水进食，导致它身体非常虚弱，几乎

不能行动，我们立即把它接回到救护站。”救护站兽医崔秀成向记

者介绍了小家伙儿被救时的情况。

“回到站里后给它做了全面的检查，发现左后侧小腿骨已经

断裂，上面覆盖着大量死皮腐肉，需要截肢，我们立刻为它做了手

术。”崔秀成回忆道。

手术过后，医护人员每天定时给它的伤口喷洒消炎剂，并喂

它阿莫西林增强消炎效果，还准备了鱼、肉、鸡蛋等营养食材来增

强它的体力。一周过去了，小家伙伤口已愈合大半，能够简单走

动，精神状态也恢复得很好，不再那么敏感怕人。

“等它伤口完全消炎愈合后，还要进行一场手术，把多余的小

腿骨截除。目前不具备放生条件。”崔秀成说。

祝愿这个小家伙在救护站的悉心照顾下，可以早日恢复健

康。

今年4月是第30个全国税收宣传月，3

月31日，长白山税务局以“税收惠民办实

事 深化改革开新局”为主题，紧扣《关于进

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意见》，组织开展

税收宣传活动。

活动中，税务干部走上街头，向来往市

民发放减税降费、发票便利化管理新举措、

“便民办税春风行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契

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维护建设税

法》等税收宣传资料，讲解了税收服务经济

社会发展的优惠政策。

活动现场悬挂横幅并设立咨询台，税

务干部耐心地听取纳税人和缴费人提出的

意见和建议，及时解答纳税人提出的问题，

全方位、多角度向纳税人及社会各界人员

宣传了税务部门推进精确执法、精细服务、

精准监管、精诚共治的各项举措，营造了良

好的税收宣传氛围。同时，税务干部走进

商场商铺张贴“优化执法服务 办好惠民实

事”“税收惠民办实事 深化改革开新局”主

题海报，积极推荐纳税人扫描二维码，关注

“长白山税务”微信公众号，扩大微信公众

号的宣传面。

活动当天，该局还通过微信公众号、纳

税人微信群、门户网站、主要街区LED屏等

载体平台，向辖区内广大纳税人、缴费人宣

传了此次税收宣传月活动主题以及最新税

费优惠政策，进一步扩大了税收宣传覆盖

面。

下一步，长白山税务局将结合党史学习教育和“便民办税春风行

动”活动安排，持续开展税法宣传进校园、进企业、进机关和“减税降

费主题服务日”、绿色骑行等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宣传活动，不断拓

宽税收宣传渠道，优化纳税服务举措，解决纳税人缴费人的堵点、难

点、痛点问题，以最大力度和最优服务将税收优惠政策送至千家万

户。

“3月12日，我看到2021年第一只中华秋沙鸭，是一只冠羽黑长的

雄鸭。中华秋沙鸭就像长白山的‘报春鸟’，看到它们就知道长白山的

春天来啦！”护鸟人李国栋语调高昂地向记者述说着今年中华秋沙鸭

春归的情况。长白山是中华秋沙鸭重要的栖息地之一，在诸多春季北

归的候鸟中，它们是第一批到达的。

记者在得知中华秋沙鸭春归的消息后，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经过

多日跟踪拍摄，记录下珍贵的画面。

中华秋沙鸭是第三纪冰川期后残存下来的古老物种，与大熊猫、

华南虎齐名，属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濒危物

种，被称作“鸟中大熊猫”、水域环境的“生态试纸”。

中华秋沙鸭现在所到的长白山漫江流域，密布着多石的河谷溪

流，河水中小型冷水鱼和水生物丰富，还有粗壮的高龄红柳、榆木、杨

木和红松沿水岸两侧矗立，这样静谧又完整的长白山森林河谷生态系

统，十分适合中华秋沙鸭自在地潜水觅食、筑巢繁衍。

“4月3日，我们从下游到上游一路观测计数，从4个中华秋沙鸭常

出没的观测点累计观测到了60只左右，多为成对出现的中华秋沙鸭成

体，偶见3-5只小群体。”李国栋向记者介绍了今年漫江区域中华秋沙

鸭春归的最新情况。

据了解，中华秋沙鸭有亚成体和成体之分。亚成体是指还不能繁

育后代的未成年体，成体是指2年以上鸭龄且可以繁育后代的成年

体。现在落地长白山的中华秋沙鸭大多为成体，亚成体由于体力没有

成体充沛，此时应该还在北归的路上，预计4月中旬会陆续到达长白

山。

长白山保护开发区近年来以保护和改善河道水质环境、生态环境

及生物多样性为前提，恢复河道生态环境，对河道进行清淤疏浚，恢复

两岸绿化系统，结合垃圾清运、地形整理、生态种植，为中华秋沙鸭营

造了良好的栖息环境。目前共布置500多个仿真人工巢，并在其中发

现正在孵化的雌鸭。

一个月后，伴着春暖花开，一只只中华秋沙鸭宝宝将破壳而出，从

十几米高的巢穴勇敢地跳入清澈的河水中，奋力徜徉在长白山的森林

河谷中。那画面一定充满活力又温馨……

“今天是我第一次有仪式感地过‘政治生日’”
本报记者 韩金祥 实习生 曲茂莉

清明节防火，我们在行动
本报记者 韩金祥 实习生 高寒

长白山保护中心野生动物救护站:

全力救助受伤的野生貉
本报记者 韩金祥 实习生 曲茂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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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白山的“报春鸟”——

中华秋沙鸭回来啦
本报记者 韩金祥 实习生 曲茂莉

→水中展翅的

中华秋沙鸭。

↓鸭群飞入河

中。

支部党员在党旗前重温入党誓词。

长白山税务局工作人员解答居民提

出的问题。

受伤的野生貉。

←池北区森林消防

一大队在辖区巡护。

池北区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在区域内各主要街道

路口监管烧纸行为。

↑在望云桥防护区

保护中心对祭祀居民进

行登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