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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是一切幸福的源泉，光荣属

于劳动者。“五一”是劳动者的节日，

当大家都在享受愉快假期的时候，还

有很多劳动者仍然奋战在自己的工

作岗位上，为祖国建设而奋斗。2021

年5月3日，记者来到长白山机场，探

访节日坚守在长白山机场二期扩建

工程施工岗位上的劳动者们。

在航站楼前，服务车道建设正在

进行中，轰鸣的挖掘机按照各自不

同的分工，都在不停的工作；走进新

建航站楼，值机柜台处正在吊棚，方

钢切割机火花飞溅；飞行区除冰液

收集池建设区域正在灌注混凝土。

工人们都在按照各自的分工，有条

不紊地为机场建设贡献力量。

来自长春的工人陈师傅接受记

者采访时说：“‘五一’劳动节讲的就

是奉献精神，能为长白山机场建设

作出贡献，感到非常高兴，祝家人快

快乐乐。”

记者现场了解到，长白山机场

扩建工程是吉林省重点推进工程，

本期航站楼扩建19290平方米，满足

国内年旅客吞吐量为 180 万人次。

在五一劳动节期间，各项工程有序

推进，始终坚持安全和服务底线。

在长白山管委会与吉林机场集团的

大力支持下，势必实现高质量运营

和助力长白山区域发展的新动力源

目标。

本报讯（记者韩金祥 实习生许家兴）

为加快长白山旅游经济发展，实现旅游

“大交通”格局，“五一”劳动节假期，长

白山高铁项目的建设者们放弃休假、

坚守岗位，700余名工人在施工现场精

调轨道、完善附属设施、推进站房装

修。保工期，抢进度，用辛勤汗水，谱

写出劳动者之歌……

施工现场，各类型机械设备高速

运转，塔吊林立，场内土方转运车辆来

回穿梭，工人们身着工装，头顶黄色安

全帽进行钢筋笼的焊接工作，远处机

器轰鸣，彩旗飞舞，各个施工点的劳动

者们井然有序地忙碌着。

浙江东南网架有限公司钢结构项

目经理曹斌表示，现场大多数工人来

自河南、河北、安徽等地，“五一”期间

放弃和家人们团聚的机会，加班加点

为长白山高铁站的建设贡献力量，为

确保长白山高铁顺利建成通车做最后

的冲刺。

中铁建设长白山站项目经理张宁

表示，目前，长白山站正在进行装饰、

装修施工，“五一”劳动节期间，700余

名施工人员和60名管理人员全部在岗

在位，保证长白山站的各项施工建设

稳步向前推进。下一步，他们将再接

再厉更加科学的组织现场施工，保证

圆满完成长白山站达到全面通车标

准。

长白山站的高铁建设进展如何，

直接关系到吉林省高铁网的形成进

度，同时与长白山全域旅游文化向纵

深发展休戚相关。

截至目前，长白山站金属屋面完

成80%，外幕墙完成70%，室内精装修

完成 30%，为了保证长白山高铁站

2021年 9月底建成通车，每一位建设

者们用高质量的工作态度和辛勤的

汗水，书写着“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

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铮铮

誓言。

青年是新时代的追梦者、圆梦人，

更是一种力量。

2021年5月4日，正值“五四”青年

节，在长白山自然保护管理中心白山

管理站，风华正茂的巡护员们，正在以

舍我其谁的五四精神，用最美的年华

守护那片蓬勃绿色……

上午9时30分，在团支书的带领

下，五名共青团员围坐在桌旁聚精会

神地学习，他们仔细聆听，认真记录，

积极思考。异口同声地道出了：“用最

美的年华，守护最美的长白山，做最有

意义的事。”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

团，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遵守

团的章程……”团员们举起右拳，面对

团旗庄严宣誓。

10时20分，大家来到长白山北景

区山门发放森林防火宣传单，为游客

宣讲森林防火重要性，让更多人了解

森林防火意义。青年们用火热的青

春，真诚的话语，精彩的解说，吸引着

游客们纷至沓来，他们接过宣传单仔

细阅读，并被这些朝气蓬勃的青年人

所感染。

13时，青年巡护员对辖区森林进

行巡护，在长白山原始森林里，朽木、

倒木、枝藤等给巡护员们的巡护增加

了难度，他们不但要看好脚下，防止绊

倒，还要耳听八方，防止野生动物出

没。他们的职责就是确保春季防火的

安全，同时保护野生植物生长，为野生

动物提供安全的生存环境，让保护区

成为它们的生态天堂。

走在队伍中的巡护员张玉坤自豪

地说：“今天是五四青年节，作为一名

共青团员，我要以前辈为榜样，发扬模

范先锋的作用。全身心地投入到森林

保护事业当中，争当新时代优秀青

年。”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

强。新时代青年肩负着新时期的责

任，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勇于担当。

长白山自然保护管理中心白山站

电台员王静对记者说：“五四精神，就

是忧国忧民、热爱祖国、积极创新、探

索科学的爱国主义精神。作为新时代

青年，我们要坚定理想信念，牢固树立

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在

以后的工作中，要发扬共青团员的先

锋模范作用，在森林保护事业上经得

住风雨，克服困难，传承好前辈们的护

林精神，做好新时代的接班人。”

“用最美的年华守护着最美的长

白山!”年轻就是力量，有梦就有未来，

只要敢于追梦，勤于圆梦，就一定能谱

写出来自长白山的青春之歌。

本报讯（记者韩金祥）5月1日上午，

在长白山机场候机楼门前，不时传来“请

乘机的旅客佩戴口罩、打开手机吉祥码，

接受检查，感谢您的配合！”的声音。大

屏幕上“真情服务庆五一 长白山下快乐

行”的字幕格外醒目。9时25分，随着音

乐响起，机场员工冰凌花班组的姑娘们以

“快闪”的形式，在咨询台附近，跳起了专

门为旅客编排的舞蹈《冰凌花》，姑娘们以

优美的舞姿，诠释着长白山特有的冰凌花

……吸引着正在办理HO1136航班，长白

山飞往天津、上海的旅客驻足观看。

一位来自露水河飞往天津的孟女士，

一边用手机拍照，一边告诉记者：“跳得真

的是太美了，让我很开心，我要把这一幕

分享到朋友圈，告诉天津的朋友，长白山

机场给我们旅客带来了温馨的服务。”

刚跳完舞的长白山机场分公司地面

服务部客运分队长葛凤妮说：“每逢节假

日，我们都会与客同乐，今天为出班旅客

精心安排了一个暖心、爱心、不忘初心的

活动，用我们的舞蹈以及机场员工亲手

制作的剪纸，为即将出行的旅客们送上

节日的祝福，真正做到与客同乐、与爱同

行……”

与此同时，几个小朋友围在咨询台

前，两位漂亮的“机场姐姐”，正为他们赠

送员工们亲手制作的满族生肖剪纸。

走进候机隔离区，在西侧有一扇门

上面醒目地写着“冰凌花全民阅读室”,

这是国内首个设置在机场隔离区免费向

广大旅客开放的休闲阅读室。只见七八

位旅客正在这里，有的站在书架前认真

翻阅着手中的书，有的坐在沙发上全神

贯注地阅读着……

14时25分，正在值班的长白山机场

分公司总经理任鹏昌告诉记者：“今天已

为400余位出港旅客送上50余幅大家亲

手制作的剪纸，将满族文化的‘种子’撒

播到全国各地。同时,员工们还带领37

名小朋友在儿童娱乐设施——天池园地

中开展了‘我劳动 我光荣’的小活动，身

体力行诠释着劳动之美。”另外，根据机场

大数据显示，“五一”小长假期间，家庭旅

客出港人数占座率高达90％。为此，地面

服务部特推出“老人一站式”服务，设立1

个特殊旅客柜台，开放2个亲子柜台。工

作人员身披绶带为出行的老人、孕妇、儿

童等提供VIP特殊服务，有效的缩短了值

机时间，为旅客提供了便捷、优质的出行

体验，使整个候机大厅暖意浓浓。

机场员工正以实际行动践行着“人

民航空为人民”的初心，与爱同行，温暖

你我。

劳动最光荣、劳动最伟大……

2021年 5月 1日，长白山一场春雪惹

人醉。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记者走进

长白山景区，用镜头聚焦一线员工，记录

下劳动者崇高、美丽的身影。

早上5时整，当天空刚露出天边的云

朵时，长白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景区运

营一部经理、吉林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

者包秀江就走出家门，乘车前往长白山

北景区。由于长白山近日连续降雪，他

驾驶铲雪车和安全经理王立军一同到通

往天池主峰的道路踏查路面情况。到达

海拔两千米处时，道路已有结冰迹象，车

辆无法继续前行。于是，他果断向公司

总值班领导汇报了天池主峰不具备开放

条件的情况。

路面踏查结束后，他们返回职工食

堂，为今日到岗司机检测酒精度和体温，

保证所有员工安全上岗。检测完毕，包

经理开始进行全员岗前培训，要求每车

当天消毒不低于三次；注意服务质量，全

程必须使用规范用语，维护好长白山形

象；工作期间全员必须禁酒，现正值防火

期，长白山景区内全域禁烟，做好防火宣

传和监督，全员争当文明安全工作者。

岗前会结束后，包秀江经理告诉记

者：“五一期间几乎每天都有雪，我们准

备了四台清雪车，随时待命，当符合清雪

条件后，将马上对路面积雪进行清理。

同时180辆通往天池主峰的车辆已经严

阵以待，随时准备运送客人上山。”

在水雾弥漫的绿渊潭，景区的工作人

员正在清理观景台上的积雪，成为绿渊

潭美景外的又一道靓丽风景线。在清雪

机器的轰鸣声中，员工们有的手推清雪

车清扫积雪，有的手拿铲雪锹将积雪清

理到围栏外，大家都在有条不紊地忙碌

着。在这些工作人员中，一位扎着马尾

辫，穿着橘红色工装的女员工正与身边

的男员工你一锹我一锹清理积雪。她就

是刚获得全国五一巾帼标兵的柴琳。“我

作为全国五一巾帼标兵，将发挥标兵的

模范先锋作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

今后的工作中，带领景区员工为游客高

兴而来满意而归作出应有的贡献。”

在瀑布广场，随处可见景区员工清

理积雪的身影。他们按照不同分工，一

人在前面清理出一条小道，其他人员将

两边的积雪清理到围栏外。记者跟随他

们一起向前挺进，遇到全国劳动模范、天

池主峰管理部经理吴金明正带领天池主

峰员工支援他们清雪。“‘五一’是我们

劳动者伟大的节日，作为一名劳动模范

能够服务于广大游客，我感到十分自豪，

‘劳动之美’就在于爱岗敬业、无私奉

献，甘于奉献是劳动者幸福的源泉。同

时我也要做‘三牛’精神的践行者，为景

区的发展、游客的舒心作出应有的贡

献。”

今年的“五一”小长假，长白山迎

来了近两年以来游客高峰期，5月3日

上午7时，记者从二道白河镇前往长白

山北景区进行全程报道。

途经二道白河镇望云桥时，大量

汽车正在驶向景区。“前方车辆靠边停

车！”此时，长白山运管处工作人员正

在对上山旅游大巴进行检查。当长白

山运输管理处运输科科长刘长征接受

采访时说：“我们今早5点钟就已经来

到望云桥卡点，对上山的旅游营运客

车、包车进行检查，看证件是否齐全，

同时打击一些非法营运车辆，确保游

客‘五一’出行安全。”

8时15分，记者来到了长白山北

景区山门，此时已是人潮涌动，游客

们有序的经过安检、测量体温、检票，

排队乘坐环保大巴游览长白山。“各

位乘客大家好，请系好安全带，我们

即将开启长白山生态之旅……”在大

巴司机的提醒下，游客们开启了长白

山之行。

9时整，由于天池主峰道路结冰未

能开放，大量游客选择先来到瀑布景

点游览。温泉广场上的旅客十分多，

在人潮中，我们看到一个个红色的身

影正在解答游客的问题。原来他们是

“五一”假期到景区协助的志愿者。志

愿者王晶娇在解答完游客问题后对我

们说：“‘五一’长白山迎来了一个小高

潮，为了让游客有更好体验，我们这些

志愿者来到景区,协助景区工作人员

指引游览路线，解答客人疑问。虽然

节日期间自己不能休息，但能让来自

五湖四海的游客在长白山有一个愉快

的假期，感觉一切非常值得。”

“谢谢您，警察同志。”寻声望去，

只见一个中年男子正向一名公安干警

致谢，原来高先生的家人在游览瀑布

景点的时候，把身份证遗落在了栈道

上，被在此执勤的公安民警捡到后，立

即联系到了他们。长白山池北区公安

局天文峰派出所所长秦铭徽介绍：“身

份证丢失将给游客出行造成非常大的

麻烦，所以我们第一时间联系到失主归

还了身份证。‘五一’小长假长白山公安

局全体民警都在岗在位，做好景区内外

的安保工作。”

10时10分，记者一行人来到绿渊

潭景点，有着东北“九寨沟”之称的绿

渊潭吸引着大量游客前来观光，我们

看到穿着橙色扑火服，背后印有“中国

森林消防”字样的工作人员，正在提醒

准备过道的游客注意安全。长白山池

北区森林消防二大队六中队消防员杨

明志告诉我们：“‘五一’期间，长白山

吸引了大量游客来游玩，此时也是长

白山春季森林防火的关键时期，我们

在景区内加大力度提醒游客们注意防

火安全，同时协助景区工作人员引导

游客安全游览景区。”

走进绿渊潭，仿佛置身“世外桃

源”，碧绿的水塘和四周湍急的瀑布十

分壮观，吸引着游客们驻足拍照，来自

黑龙江哈尔滨游客吕孔信拿着相机

说：“我今年76岁了，‘五一’的长白山

实在是太美了，雪还没有融化，天空很

蓝，水也清澈。我刚刚从瀑布那里游

览完来到绿渊潭，长白山的景色都太

值得一看了，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

印象。”

虽然今年“五一”入区人数增多，

但是通过分时预约、错峰分流等智慧

化的客流管控，长白山真正做到了山

上山下、景区内外齐心合力、多措并

举，共同维护旅游秩序，让游客乘兴而

来，满意而归。

本报讯（记者韩金祥 实习生许家兴）5月 5日是立夏的第一

天。截至发稿时，长白山景区“五一”假期，共接待游客4.2万人

次，供需两旺加速复苏。

假日期间，在管委会的统一安排下，山上景区的工作人员，每

天凌晨5:30就进入岗位，服务游客；公安干警、边防武警、扑火队

等多方单位共同行动，与景区内工作人员合作，共同守护游客平

安。山下景区外，运管处、巡特警支队、森林消防、志愿者服务队等

全员上岗执勤，宣传防火知识、维持交通秩序、保障道路畅通。

清华大学学生张文豪表示,来长白山最开心的是山下鲜花盛

开，山上春雪飞舞，场面十分壮观。尤其是前往瀑布的路上，有无

数个热气腾腾的泉眼，这是我从来就没有见过的。

金水鹤酒店总经理夏国顺针对今年五一小长假，客观地介绍了

金水鹤酒店的变化。他强调，去年由于受到疫情影响，开房率大约在

百分之十左右，今年竟达到了百分之九十一。尤其在1-3号期间，酒

店出现一房难求的局面，这是近年来少见的。

来自浙江温州的游客黄笃高先生表示,来长白山玩四天了，这

里山好水好人更好，印象最深刻的是长白山人朴实的情怀，镇里的

车过马路都知道礼让行人。

据长白山管委会旅游和文化体育局局长耿德勇介绍，今年的

“五一”小长假长白山全域接待游客12.6万人次，同比2020年增

长 1707.79%，同比2019年增长10.76%。通过数据可以看出长白

山的旅游正在恢复，长白山全域旅游的成果显现出来了，今年

“五一”小长假的特点从内部管理来看，指挥更顺畅、防控更到

位、安全监管更高效、产品供给更丰富，尤其是长白山全域旅游

经过全体员工服务质量的整体提升，旅游的游览体验相比2019

年还要好，截至目前，游客零投诉。真正做到了长白山旅游市场

的回暖，在疫情防控常态化之后，长白山旅游经济正在持续向好、

加快复苏，呈现一片繁荣的景象。

“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的孩子

像个宝……”5月9日下午，在长白山

池北区十八坊社区民心家园30号楼

4楼，57岁的于花桂一边喂98岁的婆

婆吃饭，一边唱着这首歌。她就是唱

着这首歌，多年来悉心照顾着自己的

母亲和婆婆，用乐观和担当、善良和

勤劳，诠释着中华儿女崇德至善孝敬

父母的美德。

于花桂的确是个有故事的人，她

经历了两段婚姻，自她带着女儿重新

组建家庭后，又喜添贵子，不久因丈

夫身体不好，家里的重担就都落在她

的身上。于是，她每天把全部精力都

用在上有老下有小的悉心照料中，由

于积劳成疾，2001年，她身患乳腺癌，

并做了手术。大病初愈，她就又担负

起照顾一家三代人的生活起居。然

而天有不测风云，一次，于花桂到市

场买菜遭遇车祸，腿部受伤而带上钢

板，医生让她卧床休息，她却忍着疼

痛，拄着双拐在屋里屋外忙碌着。五

年前，87岁的母亲执意要和她生活在

一起，从此，她每天同时照顾两个妈，

洗头、擦脸、穿衣、按摩，甚至给两个

妈妈穿同一款式的衣服，使家访的网

格员误以为这是孪生老太太，而羡慕

不已。朋友们不解地问她，86平方米

的房子里，住着这么多人，你能忙过

来吗？她却乐观地说：“妈在家就在，

有妈的孩子像个宝，我有两个妈，所

以，我是家中的宝中宝……”2020年

秋，92岁的母亲在她的精心照料下，安详地离世。如今她一

心扑在照顾98岁婆婆的身上。于花桂的美德，在她一双儿

女的心中播下了爱的种子，并同她一起分担起照顾老人的

义务。

23年来，于花桂每天重复演绎着温馨的“反哺”情，用爱

的奉献，奏响了一曲动人的孝老敬母之歌。

正是因为有了于花桂对家庭的付出，她的丈夫才能全

身心地投入到工作当中，女儿也成功地走上了自主创业的

道路。

“这个家多亏有了我的妈妈，不然真的不知道这么多年

该怎么过来，她是一位好妈妈，好妻子，更是一位好儿媳，我

要把妈妈的这种美德传承下去，用爱心温暖身边的人。”女

儿张鑫雨在接受采访时说。

于花桂对记者说：“前些年自己的身体一直不好，更不

幸患上了乳腺癌，当初被病痛折磨得不成人样，幸亏有丈夫

和婆婆的照料，才让我挺了过来，所以，我要用真情实感报

恩。”

于花桂的爱心付出得到了街坊四邻的广泛称赞。2019

年于花桂获得了“长白山新时代好媳妇”的荣誉称号。于花

桂尊亲行孝的传统美德，值得人们尊敬！长白山机场建设忙
本报记者 韩金祥 实习生 周凯

保工期 抢进度

长白山高铁建设如火如荼

最美的年华守护那片蓬勃绿色
本报记者 韩金祥 实习生 周凯

与爱同行
长白山机场上演暖心一幕

向景区劳动者致敬向景区劳动者致敬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韩金祥韩金祥 实习生实习生 高寒高寒

安全 顺畅 有序
——“五一”假期长白山北景区见闻

本报记者 韩金祥 实习生 许家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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铺设站台路面。

工人正在焊钢架。

团支书带领团员学习五四精神。

在长白山北景区山门为游客
宣讲森林防火重要性。

瞭望员正在瞭望。

景区工作人员搀扶游客在雪地里下台阶景区工作人员搀扶游客在雪地里下台阶。。游客进入景区前扫码游客进入景区前扫码、、测温测温。。 景区工作人员正在清雪景区工作人员正在清雪。。

机场警察正在巡逻。

旅客在测温、扫健康码进入机场。

旅客在机场自拍留念。

冰凌花班组与旅客合影留念冰凌花班组与旅客合影留念。。

全国劳模吴金明正在清理积雪。

包秀江正在检查车辆。

游客正在检票。

到岗司机正在进行岗前培训。

于花桂给婆婆喂饭。

于花桂获得“长白山新时代好媳妇”荣誉称号。

森林消防指战
员协助景区工作人员
引导游客游览方向。 温泉鸡蛋吸引大量游客排队品尝。

游客正在欣赏绿渊潭美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