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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心向党，红色基因在赛场传递。

“为鼓励全体师生‘更高、更快、更强’的体育

精神，在赛场上传递红色基因，在跑道上书写传

奇，在拼搏中发扬抗联精神，成为优秀的共产主义

接班人……”5月31日，池北区第三小学校长郑雁

在喜迎建党百年庆“六一”第10届体育节开幕式

上道出了本届盛会的宗旨。

检阅式上，国旗、校旗、会徽、标语、彩旗队、鼓

号队、各年级代表队、腰鼓队昂首挺胸、精神抖擞

地走过主席台。他们的步伐铿锵有力，用自信与

从容的微笑展示着接班人的风采。

伴随着雄壮的国歌声，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

升起，迎风飘扬在赛场上空。全体起立，所有少先

队员在国旗下庄严地行少先队礼，“起来不愿做奴

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这歌声让红色基因深入骨髓。

随后，学校为“书香家庭、优秀家长、优秀校外

辅导员……”颁发了荣誉证书。全国劳动模范吴

金明、吉林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包秀江被聘

为道德讲堂模范辅导员，希望将劳模精神传承给

每一位师生。

手捧聘书的全国劳动模范吴金明激动地说：

“很荣幸被聘为道德辅导员，作为一名劳动模范，

我希望每位同学都能够在生活中、学习中感悟到

劳动之美和劳动者的奉献精神。同时，作为道德

讲堂的辅导员，我要和孩子们一起成为道德建设

中的宣传者、传承者、践行者和推动者。”

在《我的祖国》节目中，所有表演者在操场中

间，聚成一个正方形，载歌载舞欢庆着自己的节

日。这时，在主席台正前方，一面长24米的党旗

在50名家长的托举下，向场地中间涌来，现场的

师生和家长，情不自禁地手拿国旗与鲜花从四面

八方向党旗集结。此时，《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

人》的歌曲响起，千余人挥舞着手中的国旗、花束、

彩带忘情地唱了起来，这歌声象征着教育始终坚

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培育方向，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只见人们手挽手，肩并肩，在党旗周围，尽

情地跳呀、唱呀，此时这里成了歌的世界，花的海

洋……

值得一提的是，为庆祝建党一百周年，本届体

育节特别设立了百米党史知识竞答项目。运动员

从起点出发，到50米位置拿取知识竞答题，填写答

案后跑向终点，裁判根据时间与填写答案是否正

确来评判名次。这个项目，让学生在运动中学习，

提高对党史的认识，争做中国共产党优秀接班人。

刚冲过终点的四年二班王艺涵气喘吁吁地

说：“很高兴取得第一名，我答的题目是‘（创新）是

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

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使我对

党史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今后我会认真学习，长大

后做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今年的体育节与往年有哪些不同？”面对记

者的提问，校长郑雁告诉记者：“今年的运动会体现

了学校的办学特色、家校携手传承民族文

化的精神。在建党百年之际传承红色

基因，弘扬劳模精神。特别是今天

邀请了全国劳动模范和吉林省

‘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成为

我校的道德讲堂辅导员，让

孩子们学习有榜样。同

时，在短跑项目中加入

了有关党史的知识竞

赛题，并在大型团

体操当中融入了建

党百年的元素，用这种

特殊的方式向建党一百

周年献礼。”

压题图片：现场的师生和

家长，簇拥在党旗周围。

本报讯（李少元 记者韩金祥）近日，长白山税务

局第六党支部与第九党支部开展支部共建活动，联合

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真心实意为群众谋

利益，扎扎实实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

活动当天，税务干部走进池西区敬老院开展志愿

服务，为老人们送去自发购买地米面油等生活用品，

并自行购买食材为老人们包饺子。积极打扫卫生，对

老人们居住的房间进行消毒，保障老人们的身体健

康。陪老人们聊天，普及防控疫情小妙招，使老人们

深切感受到关怀与温暖。本次活动累计捐助衣物200

余件，捐款2000余元。

活动中，两个支部还以池西税务分局、池南税务

分局办税服务厅为主阵地，向纳税人、缴费人进行税

收宣传辅导和政策答疑，从纳税人实际办理过程中最

突出的问题着眼，用情、用力解决纳税人堵点、痛点、

难点问题。同时，借助显示屏及海报等媒介对打虚打

骗、联合惩戒与“黑名单”的工作进行了宣传。为优化

营商环境，护航“六稳”“六保”，助力区域经济发展贡

献了税务力量。

下一步，长白山税务局各党支部将进一步强化公

仆意识，展现为民情怀，通过开展各类活动，充分发挥

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全面

提升纳税人缴费人获得感和满意度。

五月的长白山，山下百花盛开，山上冰雪覆

盖……

5月28日9时，在庄严的国歌声中，“赓续百年

传统 弘扬战‘疫’精神 争做时代新人”主题教育活

动，在长白山池北区第三小学校一楼会议室拉开了

帷幕。现场的学生代表们洋溢着阳光灿烂的笑脸，

感染着身边的每一个人。

长白山教育科技局调研员路金成宣读了16名获

奖学生名单。

吉林日报长白山记者站李少元宣读了吉林日

报长白山记者站小记者名单，由41名小记者组成的

“小记者”队伍正式成立。他们胸前佩戴着专属的

小记者证，骄傲又自豪地站在舞台上，立志用手里

的笔记录生活和学习中美好的人和事，宣传给更多

的人。

一个个特长生书桌前，都摆放着一双奖励的运

动鞋，一排排获奖学生手举获奖证书，与颁奖嘉宾

合影留念；一队队佩带“小记者”胸牌的青少年，精

神抖擞地站在台上。

池南区九年制学校的小记者徐元淼激动地说：

“很自豪能够成为一名小记者，我要把身边的好人

好事、新鲜趣事用本子记录下来，并发表出去。让

更多人知道我的家乡不仅有老黑河遗址还有爱国

主义教育基地博物馆。我要做好小记者的工作，更

要宣传好自己的家乡。”

此时，长白山农村商业银行董事长吴振忠宣读

了活动倡议书。倡议所有同学以此次活动为契机，

刻苦学习，全面成长。

“笃定报国志、厚植爱国情、弘扬战‘疫’精神，

赓续优秀传统……”长白山教育工委书记王常光的

讲话铿锵有力，催人奋进。他代表教育工委提出三

点意见，并要求新时代的少年要在努力学习科学文

化的同时，学习共产党的百年史，理解并热爱党和

国家。树“三观”立“三德”，做有理想、有本领、有担

当的时代接班人。

吴振忠信心满满地说：“作为服务地方经济社

会发展的金融机构，我们有责任也有义务为地方教

育事业发展贡献力量。采取这样关注和鼓励的方

式支持教育，是为了更好地引导孩子们成为新时代

敬业、精益、专注、创新的大国工匠，做一名品德高

尚追求卓越的人。今后，我们也会秉承服务教育、

共创未来的初心和使命，以实际行动助力特长生教

育事业的发展，向建党100周年献礼。”

来自池北一中的征文获奖者王美婷激动地说：

“非常高兴在此次征文活动中获奖，当我走在英雄

林，双手托起英雄树上的名牌时，眼前出现的是那

些英雄奋战一线的身影。他们不畏困难迎难而上

的精神，像一颗英雄树种在了我的心底，激励我要

更加努力地学习，争取让这颗英雄树早日长成参天

大树。做一个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早日成为

国家栋梁。”

本报讯（张楠 记者韩金祥）为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100周年，彰显长白山管委会精神文明建设

取得的巨大成果和人民日渐富足的文化生活，5月

19日至20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暨第

四届长白山“和谐杯”文艺大赛在东北风长白山大

剧院举行。来自长白山管委会各机关单位、事业

单位、学校、街道社区及社会团体的近500人参加

了比赛。比赛以情景剧、朗诵、舞蹈、歌曲等形式

演绎50个节目。

19日晚6时，舞蹈大赛开始，参赛的20支队伍

分别穿着统一的服装依照顺序上台表演。《红太阳

照边疆》《祖国不会忘记》等舞蹈跳出了对党的浓浓

深情，《为爱逆行》《春暖花开》则舞出了在共产党领

导下，全国人民不畏险阻，战胜困难，团结一心的精

神。观众们纷纷拿出手机，记录下这精彩的瞬间。

作为编舞的朱禹蒙介绍，在2020年疫情暴发

后，所有的医疗系统工作人员不惧疫情，冲锋在

前。希望通过《为爱逆行》这支舞蹈能让大家感受

到作为医疗工作者不忘初心，为爱逆行，战胜疫情

的决心。同时，相信在党的领导下，阴霾终将散

去，所有医护人员可以早日绽放最美丽的笑容。

20日下午2时，语言戏曲类比赛开始，《巡护

组日常》以小品的形式生动展现了林区巡护人员

夜以继日深入山林徒步丈量检查等看似平凡的工

作，却让观众深入体会到了巡护工作的辛苦和不

易。《戏曲联唱》选用了京剧、豫剧、黄梅戏、越剧四

大剧种，由孩子们精彩地演绎出来，更获得了所有

观众的喝彩。晚6时，一曲《战士为国守安详》拉开

歌曲类比赛的帷幕，一首《百年再起航》唱出了在

党领导下的中国由红色小船成为了巍巍

巨轮的景象。《金达莱盛开的地方》《党旗

更鲜艳》一首首红歌引发现场观众的强

烈共鸣，收获阵阵掌声。

经过两天激烈的角逐，最终评选出

舞蹈类第一名《红梅赞》，歌曲类第一名

歌伴舞《灯火里的中国》、语言戏曲类第

一名情景剧《共产党来了苦变甜》，获奖

节目将参加第四届长白山“和谐杯”文艺

大赛颁奖典礼。

表演者鄂晶晶表示，很荣幸参加此

次比赛，通过《在灿烂阳光下》这个节目

表达当代青年人对共产党建立新中国、

人民安定富足的感激之情，而自己作为

一名税务人员要永远追随党的脚步，创

先争优、敢于担当、清正廉洁，无愧于时

代和人民的重托。

五月的长白山，山下春意盎然，名花、果

树竞相绽放，而长白山上依然白雪笼罩。

日前，在长白山天池主峰停车场，刚走进

木栈道，远处就传来“主峰风大，请注意安

全。”的声音。一位身着制服的主峰工作人员

正用手中的喇叭提醒着游客注意安全。随着

人流走过400米，就到达旅游B线的天池主

峰。一阵大风吹过，只见天池上空的大雾以

肉眼可见的速度向两旁散去，让游客们一睹

冰雪覆盖下的天池风采！“我真是太幸运了，

我看到天池了！”“天池真的太美了！”发自内

心的感慨在游客中响起.

一支身穿中国国旗大衣的队伍吸引了

记者的目光，原来他们是即将参加东京奥运

会的中国国家自行车队的成员。正在与天

池美景合影留念的该车队体能教练毕皮先

生兴奋地说：“我来自澳大利亚，长白山是一

个非常美丽的地方，这里的高山和天池都很

美，没有理由不爱这里。能在天池上全队合

影，感觉很开心。此次东京奥运会我们队伍

准备得非常充分，期待在奥运会上有不俗的

表现。”

在瀑布景点，没有了天池主峰的大风，道

路两旁积雪融化的雪水缓缓流下，游客纷纷

脱掉了身上的大衣，用自己得意的装扮打卡

朋友圈，将长白山的美景分享给他们家乡的

朋友，一同领略长白山“一山有四季，十里不

同天”的神奇景色。来自长春的几位退休老

同学，在这里互相拍照，发抖音。“瀑布无弦乐

声不断，这天籁之音让我陶醉，这仿佛是为奥

运健儿壮行的声音，真的是太震撼了……”来

自省医院的陈喜梅有感而发。

在温泉广场，游客们在“手汤池”感受着

来自长白山的天然温泉水。“这个鸡蛋清像果

冻一样，真好吃！”国家自行车队领队袁媛正

在饶有兴致地一边用手机拍摄，一边品尝温

泉煮鸡蛋的美味。

瀑布停车场，景区工作人员正在与中国

国家自行车队成员合影留念。工作人员将随

身携带的笔记本拿出来，请即将出征的奥运

健儿签名留念。

刚刚拿到奥运冠军宫金杰签名的长白山

北景区运营一部经理包秀江高兴地说：“今天

非常荣幸在长白山看到国家自行车队的教练

和运动员们，他们的拼搏精神、团队精神、爱

国精神、民族精神等凝聚成的奥运精神，非常

值得我们学习，我们也会将奥运精神化作长

白山的旅游事业添砖加瓦的力量。同时，也

祝愿奥运健儿在东京奥运会上再创佳绩。”

本报讯（许家兴 记者韩金祥）为认真落

实党中央、省委、长白山党工委关于开展党

史学习教育部署要求，长白山池西区委理论

学习中心组坚持先学一步、学深一层，带动

全区干部职工掀起学党史热潮，5月 18 日，

召开了2021年度第五次理论学习中心组（扩

大）暨党史学习教育专题读书班启动仪式，

池西区70余名党员参加了活动。

9时，在池西区二楼会议室，邀请抚松县

抗联学者为池西区党员们，介绍了东北抗联

历史，讲述了发生在长白山地区的抗联故

事。

10时，全体参会人员共同乘车前往池西

区武器洞。在洞口聆听老师讲述藏在半山

腰上长度约 30米深的洞里发生过的抗日故

事，党员们怀着崇敬的心情爬上武器洞，切

身感受这里发生的一切。

12时整，在抗联博物馆，看着展柜里一

件一件的纪念品，听着老师的讲解，大家共

同回顾了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这 14 年间的重要历

史事件，一件件历史展品，让参观者感受了

中国人民抗战取得最终胜利的不易和艰辛。

正在参观博物馆的西参村党支部委员

金梅表示，通过今天的参观和学习，她被历

史深深地震撼着，在讲解老师的带领下，让

她回顾了从 1921 年建党至今中国共产党的

历史。她表示在今后的生活中，一定要不忘

历史，同时要将英雄们的故事讲给同志听，

不负这些英雄付出生命换来的幸福生活。

13 时，记者随着党员们来到了前川抗

联遗址，在这里党员们参观了大碱场兵工

厂保卫战遗址，全体党员在石碑下面对党

旗重温入党誓词“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拥护党的纲领……”宣誓结束后，为了纪念

抗战牺牲的英雄们，党员代表怀着悲痛的

心情，献上了一束束鲜花。

池西区党群工作部副部长石东铁表示，

通过本次活动，自己对党的历史有了更进一

步的了解。作为一名党员，他们将发挥好带

头作用，弘扬先烈们的精神，传承好红色事

迹，为建党一百周年献礼。

清晨时分，天高云淡，空气清新，初夏的二道白

河镇，披着柔媚的阳光，让略带甜意的风，吹过每一

条街道。一切都像刚刚睡醒一样，欣然张开了双眼。

5时30分，在滨河路上，“小镇的美容师”正在清

扫地面上的垃圾，一个个橘红色的身影背着清洁工

具，清理着花坛里的枯枝，“沙沙”的扫地声便是小镇

清晨序曲的“前奏”。

5时45分，在翠湖广场已经聚集了许多晨练的

居民，不远处传来一阵阵优雅的音乐声，人们正在这

里打太极，他们一个个气定神闲，动作整齐划一，成

为广场上一道别样的风景。

来自吉林舒兰挥舞太极剑的张凤女士说：“今年

我69岁了，退休以后，由于女儿在这边工作，我们便

来到二道白河镇，发现生态环境特别好，适合老年人

定居。原来我的心脏不是太好，经过在二道白河的

休养，每天早晨练太极拳，使我的身体有了很大的改

善。”

来到广场深处，身穿运动服的大爷大妈们，正

在健身器材旁做着一些简单的拉伸动作。一位穿

着骑行服的老年人，正在利落地做着单杠卷身上

动作。

刚刚做完单杠运动的于利民接受记者采访时

说：“我今年68岁了，是一名自行车运动爱好者。从

长春退休以后来到二道白河生活已经8年了，接触

自行车运动有近20年时间。这里的空气特别好，与

在城市里骑行完全不一样，尤其每天清晨我都会骑

车进行锻炼，感觉更亲近大自然，使我的身心都十分

愉悦。”

一日之计在于晨，而二道白河初夏的清晨

更是让人心醉。

在长白山池北区第二小学校有这样一位老

师，她叫肖凤云，是五年二班的班主任，班级的

三十六个孩子比较特殊，因为父母外出打工等

原因孩子无人照顾的情况占一定比例。为了孩

子们健康成长，肖凤云老师在教学的同时，经常

利用自己的休息时间到这些孩子家中家访，对

孩子进行心理疏导。

“我们这个班级比较特殊，有很多孩子父母

常年在外或是离异家庭，孩子常年和爷爷奶奶

生活在一起，在孩子青春期，缺失母爱致使孩子

叛逆时，我就以母爱来温暖这些孩子，与他们谈

心，抚慰他们的心灵……”肖凤云老师如数家珍

般介绍着三十六名学生的情况。

肖凤云老师是一位在教师岗位默默坚守三

十二年的普通教师。从1988年走上工作岗位

以来，她始终以一颗火热的心和无私的爱为学

生们传递知识和正能量。让一批批走向社会的

学生都学有所成，有的成为戍边卫士、人民警

察、教育园丁、金融骄子。如今，她又把三十六

名学生当成自己的孩子，用真情温暖他们，用知

识浇灌他们，用母爱呵护着他们！

学生李惠含父母在外打工，一直跟随奶奶

生活。在了解她家庭情况后，肖老师便从各方

面给予她关心和帮助。当看到她的校服小了，

便自费为她买来新校服；作业本用完了、钢笔

不能写字了，就及时为她准备好新的学习用

品。青春期的小女孩，妈妈不在身边，很多心

里话都没有人倾诉，肖老师就以妈妈的角色，

经常利用下班和休息时间到家里进行家访，手

拉手坐在孩子身边，与她聊学习上遇到的困

难、生活上解决不了的烦恼，在肖老师和奶奶

的关心下，她由沉默自卑转变成阳光开朗的健

康少年。即将代表学校，参加智慧课堂汉乐塔

项目国家比赛。正在练习汉乐塔的李惠含告

诉记者：“肖老师像妈妈一样十分关心我的学

习和生活，我一定要好好学习，考上理想的大

学，不辜负老师对我的期望，做对社会有用的

人。”

班长于惠祯，成长在父母离异家庭，父亲常

年在外打工，他和爷爷生活在一起，缺失母爱的

她，觉得低人一等，曾一度破罐子破摔。肖老师

看在眼里，于是默默担负起母亲的职责，从此，

肖老师总是利用休息时间到她家里，与她谈理

想聊身边发生的事，帮助解决学习中遇到的难

题。在她的悉心指导下，于惠祯在2020年期末

考试中，取得了全区第二的好成绩。她的姑姑

感激地说：“我曾经也是肖老师的学生，她不但

教会我如何学习，更教会了我如何做人。今天，

我的侄女又在她的呵护下，成为一个阳光向上

的女孩，并取得这么好的成绩，我和孩子及全家

都非常感激她。”

学生邢彤辉也是同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

男孩难免会因为贪玩而影响学习成绩，每当他

愁眉不展时，肖老师都会及时找他谈心，在她不

断鼓励和帮助下，孩子的笑容又回到了脸上。

邢彤辉的奶奶感慨：“肖老师为了我孙子已经成

为了我们家的常客，她总是到家里来关心孩子

的成长，用她的爱来温暖孩子，看见孩子的进

步，我们很开心，真心感谢肖老师对孩子的付

出。”

“我是一名老师，同样也是孩子的妈妈，

2006年，因为意外，我失去了丈夫，孩子失去了

父亲。那时孩子在上初中，正值青春期，逆反心

理特别强，特别淘气。在她初中毕业后，她坦言

‘妈妈，你知道我之前为什么那么淘气吗？因为

我没有爸爸了，总觉得心里少了很多东西，我用

淘气来发泄心中的情绪。’所以我特别理解这些

单亲家庭的孩子，我要用母亲的爱来温暖他们

的心。”肖老师说。

面对班级三十六位学生，肖老师不仅是人

民教师，更是这些学生的妈妈。她每天早上看

见学生，说的最多的话就是“没吃早餐的同学请

举手！”“今天天气凉谁衣服穿得少？”“谁的作业

本用完了？”每一件小事都牵动着她的心……

已经毕业多年的青年画家于青文记忆犹

新地说：“肖老师是在 1994 年至 1998 年教的

我，她对每位学生都很有爱心。那时肖老师就

鼓励我们，走出去，看看外面精彩的世界。现

在回想起来，老师的眼光还是很超前的，当年

对我们说的话，为我们指的路都很正确，很感

谢肖老师。”

采访中，肖老师多次提到自己的母亲，她感

触颇深地说：“感谢我的母亲教会我如何做人，

激励我在教师行业将这份母爱传递给我的学

生，让我更加有爱心、有耐心对待每位同学，教

他们知识、教他们成长，虽然我即将退休，但我

要站好最后一班岗。”

红 色 基 因 代 代 传
张楠 本报记者 韩金祥

“ 我 的 36 个 孩 子 ”
周凯 本报记者 韩金祥

扎实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

弘扬革命精神 传承红色基因

第四届长白山“和谐杯”文艺大赛举行

与 奥 运 健 儿 同 游 长 白 山
周凯 本报记者 韩金祥

清 晨 序 曲清 晨 序 曲
许家兴许家兴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韩金祥韩金祥

童心向党童心向党 绿茵筑梦绿茵筑梦
赵育萱赵育萱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韩金祥韩金祥

↑肖老师在家访。

→肖老师课间指导学生学习。

↑居民晨练。

←居民欣赏小镇清晨美景。

↑池北三小举办

庆“六一”第10届体

育节。

←为道德讲堂

模范辅导员颁发聘

书。

←运动员展示奖牌。

↑运动

员参加党史

知识竞答。

学生们开心庆祝自己的节日学生们开心庆祝自己的节日。。

↑为获奖同学颁奖。

→为小记者佩戴记者证。

←中国国

家自行车队成

员在天池合影。

↓中国国

家自行车队体

能教练接受记

者采访。

←奥

运冠军为

景区员工

签 名 留

念。

↑正在表演小品《巡护组日常》。

←舞者表演《在灿烂阳光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