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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马璐 裴雨虹 王皓 李梦

溪 纪洋）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

弥坚。7月 1日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文艺演出《伟大征程》在中央广播

电视总台播出，我省文化系统党员干部群

众通过多种形式收听收看了这场以多种艺

术手段呈现的大型情景史诗，共同感受伟

大的中国共产党苦难中铸就辉煌、转折中

开创新局，带领亿万中华儿女昂首阔步在

新时代的征程上，正在把一个民族复兴的

伟大梦想变成现实。大家一致表示，将继

续在党的领导下，不忘初心使命，为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再创

佳绩。

省文化和旅游系统干部职工看完演出后

表示，演出振奋人心、催人奋进，站在“两个一

百年”的历史交汇点上，一定要咬定青山不放

松，脚踏实地加油干，发挥红色资源、生态资

源、农业资源、冰雪资源优势，推动文化和旅

游联动发展，打造特色文化旅游品牌，让“绿

水青山、冰天雪地都是金山银山”深入人心，

以优异成绩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省文旅系统将牢牢把握

各项机遇，朝着建设旅游强省、冰雪经济强省

和文化强省的宏伟目标加速前进，以永不懈

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状态，为谱

写吉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时代新篇章贡献

文旅力量。

《伟大征程》运用音乐、舞蹈、戏剧、诗歌

等多种艺术形式，生动展现了党的百年光辉

历程和伟大成就，让观众感知和理解中国共

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史诗般的艺术表

达，极具中国气度的美学品格，是全国文艺

工作者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献

上的深情礼赞。省文联系统党员干部群众

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将始终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用心用情用功推出

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相统一的精品力

作，用更多更好的文艺作品为人民抒怀，为

时代放歌。

省作协干部职工表示，文艺演出通过浴

火前行、风雨无阻、激流勇进、锦绣前程四个

篇章，全面再现了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

人民浴血奋战、淬火成钢的伟大历程，描画了

革命先辈和先锋模范风雨无阻、砥砺前行的

奋斗精神。我省广大文学工作者将坚定理想

信念，牢记初心使命，做红色基因的传承者；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持续开展“深

入生活、扎根人民”主题实践和“四力”教育实

践活动，着力推出更加优秀的文学作品，做无

愧于时代的记录者；切实开展“我为群众办实

事”实践活动，紧扣重大主题创作，矢志不渝

为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添砖加瓦，做

新时代伟大奋斗的践行者。

吉视传媒广大党员、干部员工在看过文

艺演出后，表示非常震撼，这部史诗级的演

出，气势恢宏，美轮美奂，生动展现了中国共

产党百年来带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

改革的壮美画卷，热情讴歌了党的十八大以

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

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昂首

阔步迈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

新征程。站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

上，倍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要把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当前和今

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开拓奋进、永不懈怠，以务实的作风

和扎实的工作，积极推进公司高质量发展，

切实履行社会责任，以市场为导向，以用户

为中心，以传播先进文化、创造智慧生活为

己任，努力将吉视传媒打造成现代多媒体大

型文化投资运营集团，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

斗目标之路上奋力创造新奇迹，为实现中华

民族的伟大复兴、为人民群众的生活福祉而

不懈奋斗。

吉林东北亚出版传媒集团党群工作部副

部长晋欣说：“为了国家和民族的独立富强，

无数革命先烈牺牲了生命，几代人贡献了青

春与热血。理想信念之火一经点燃，就永远

不会熄灭。如今，年轻的共产党员，已经从英

雄先辈手里接过了传承的火炬，正满怀豪情

地续写着神州大地上不朽的史诗！整场演出

昂扬向上、精彩纷呈，激励着吉林出版人永远

跟党走，开拓进取、不断奋进，出版更多的优

质精品图书，为‘十四五’期间实现集团高质

量发展和新时代吉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作

出新的贡献。”

荡气回肠振雄威 扬帆奋进再启航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文艺演出《伟大征程》在我省引发强烈反响

盛夏时节，蓝天白云

下的长春伊通河沿岸绿

树、碧波交相辉映，风景

宜人，成为市民休闲观景

的好去处。

本报记者 王萌 摄

1987年，他参加工作，曾两次被原国家

林业部、国家林业局评为科技进步先进个

人，4次被省政府评为防火优秀工作者、先

进个人和无重大森林火灾模范；

他多次被省林业厅、省应急厅评为先进

个人、优秀公务员，被省直工委评为“十三

五”建功立业项目一等奖和项目带头人；

2020年，吉林省实现连续40年无重大

森林火灾，他所在处室被应急管理部评为全

国119先进集体。

他，就是吉林省应急管理厅防火处党支

部书记刘忠礼。34年来，他始终践行一名

党员的初心使命，工作积极肯干，锐意创新，

为党务工作和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作出重

大贡献。

森林防火工作是异常艰苦、充满危险

的。工作30余年，刘忠礼参加过300多起火

灾处置，每起火灾他都高标准完成任务，体

现了一名共产党干部的责任与担当。

在2017年成功指挥扑救“10·6”朝鲜越

境森林火灾时，年近54岁的刘忠礼连续工

作了两个昼夜，他多次深入火场前沿踏查火

情。大火扑灭了，但由于长时间在火场，导

致一氧化碳中毒，他面部肿胀，血压升高，心

绞痛发作，被送往白河林业局医院救治。第

二天，他带着药又踏上了前往边境重点防火

区的道路。

2019年中俄“3·18”边境发生火灾，刘

忠礼第一时间赶赴现场，组织制定扑救方

案，科学研判火场态势，最终将17公里火线

成功高效阻截，无人员伤亡。火灾扑救过程

中，面临大火威胁的刘忠礼科学调度、勇往

直前，冒着生命危险深入火场，将被困队员

成功解救出来，避免了人员伤亡。

多年高强度、高风险、快节奏的工作，使

刘忠礼先后患上糖尿病、高血压和心脏病，

但他从未退缩。“我是党员干部，只要我还能

站起来，我就要和森林火灾斗争到底！”刘忠

礼的信念赋予了他巨大的动力。

森林防火工作不仅要靠苦干实干的拼

劲儿，更需要科学的管理与创新的理念。有

着坚韧勇武工作作风的刘忠礼，在火场之

外，更是一位做事严谨、苦心钻研、敢于创新

的干部。

为实现利用制度和规则指导防火、开展

工作，刘忠礼每年起草的森林防火专业技术

材料和文件都达十几万字，为做到内容充

实、形式新颖，他费尽心思。

多年来他先后制定森林防火工作管理

制度47项；制定各种手册、流程规定、预案

39项；建立起了防火物资电子归档管理系

统；以模块化管理“三员”实力统计表，实现

“定人、定责、定位”，开辟了我省森林防火管

理工作的先河。

他参与修订《吉林省森林防火条例》；

编写《吉林省森林火灾应急处置实用手册》

《吉林省森林火险预警响应预案》《吉林省

森林火灾应急预案》，推动全省森林草原防

灭火工作逐步走上科学应对、因险施策、因

险设防、因险而动、分级响应的运行轨道，

实现全省防火由经验型向现代化科学防火

的转变。

他带头攻关《吉林省森林草原火灾应

急处置系统》等 16项课题，并率先开展森

林防火区剩余物禁烧管理工作，仅此一

项，就大大降低了因焚烧秸秆而引发森林

火灾的几率。机构改革后，刘忠礼先后完

成了多项改革意见的起草工作，为全国森

林防火工作作表率，受到国家森防指、应

急管理部的表扬。

刘忠礼不仅个人业务精湛，他所负责的

省应急厅防火处的作风也是出了名的好。

多年来，刘忠礼坚持以党建工作为引领，全

面助力支部建设再上新台阶。先后组织所

在支部开展“下基层、解难题”“党旗飘扬”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学党史”等党内主题

教育。全年共组织支部集中学习19次，组

织签订《防火办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责任书》，定期召开支部会议和廉政谈话。

他带领党支部成员到长春市朝阳区永昌街

道杏花邨社区开展“双百共建”活动。疫情

期间，号召党员集体捐款3000元，代表党支

部两次赴重点疫情卡点慰问执勤官兵，实现

“防疫、防火”双落实，所在党支部被评为“五

星党支部”“优秀党支部”。

森 林 守 护 者
——记省应急管理厅防火处党支部书记刘忠礼

本报记者 孙寰宇

本报讯（记者隋二龙 李铭）月季、康乃

馨、万寿菊等多种花卉斗艳争芳，错落有致的

花木景观带精致独特，街道隔离护栏变成精

美花卉……在绿化部门的悉心“雕琢”下，通

化市东昌区江南大街至光明大街绿化提升改

造工程日前全面完工。

该工程南起通化市科技文化中心，经江

南大街、光明大街，北至光明广场路段，总长

2.7公里，绿化总面积3.6公顷，是通化市“精

致城市”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改造提升前，这个路段沿线绿化多为常

绿乔灌木，观赏型花卉种类较少。如今，街道

沿线在保留部分灌木的基础上，增种观赏型

树种，树下繁花盛开、错落有致，花卉色彩缤

纷，道路景观雅致，改变了原有绿地与硬质铺

装格局，融入海绵城市理念，增加绿地面积和

休息长椅，打造出立体感更强的绿化景观，形

成纳凉、休闲的多元化环境。在光明大街，绿

化提升改造保留了原有银杏树，护栏变成了

花箱式隔离带，摆放主题花箱，栽植应季花

卉，增加道路绿植，形成一条新的“风景线”。

“通化今年的绿化环境真是特别好，多了

很多花，还有很多绿化景观，一看就是精心打

造出来的。生活在通化，感觉非常幸福。”市

民王凯民笑着说。

通化市住建局根据“精致城市”建设和国

家园林城市建设需要，精心谋划，周密推进，

从“城中建园”到“园中建城”，让山城绿满家

园，增强了人民群众的生活舒适感和幸福感。

从“城中建园”到“园中建城”

通化“精致城市”建设锦上添“花”

本报讯（记者孟凡明）6月29日，长春市文广旅局与市总

工会设计推出的5个系列10条精品文旅线路正式发布。除长

春本地6条外，还有吉林、四平、辽源、松原市各1条，覆盖了长

春现代化都市圈的其他城市。

据悉，10条精品文旅线路主题突出、主旨鲜明，涉及红色

党史、城市发展、自然生态、乡村振兴、人文历史等方面。同

时，寓教于游、专属性强，线路的设计符合工会组织和会员的

特点和需求，可供各级工会组织选择，并为会员量身定制专属

优惠。

10条线路分别为：重温历史记忆——三下江南纪念馆，

我和我的家乡——长影旧址博物馆、长春市城乡规划展览

馆，我和我的家乡——一汽红旗创新大厦、一汽红旗文化

展馆，我和我的家乡——长光卫星技术有限公司、空军航

空大学航空馆，生态休闲——长春北湖国家湿地公园，生态

休闲——天定山旅游度假小镇，重温历史记忆——四平战

役纪念馆，勿忘国耻——辽源市二战盟军高级战俘营旧址，

生态休闲——吉林市松花湖、北山公园，生态休闲——松原

市查干湖生态鱼乡。

当天，来自长春市总工会和基层工会的代表分乘三辆大

巴，分别赴长春市九台区马鞍山村、四平市、辽源市开启为期

一天的短途游体验活动。

长春发布5个系列10条精品文旅线路

本报7月3日讯（记者裴雨虹 实习生宋琳）今晚，“精彩夜

吉林·2021消夏演出季”在长春文庙广场拉开帷幕，活动子板

块第三届吉林非遗节同步启幕。演出季由省文化和旅游厅主

办，长春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省中外文化交流中心、省

文化活动中心、省演出有限责任公司、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中心承办。

演出开始，来自陕西的安塞祥云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

精彩的腰鼓表演首先亮相，豪迈粗犷的动作变化、刚劲奔放

的雄浑舞姿，充分体现了陕北高原民众憨厚朴实、悍勇威猛

的个性。

首场演出由中国评剧院带来一台名家名段演唱会，选

取了《花为媒》《包公赔情》《金沙江畔》等剧目中的十几个精

彩选段。评剧新派传人王丽京为观众献上了“报花名”这一

广为传唱的评剧选段，此次是她第三次到长春演出，“我再

次感受到了吉林人民对文艺的巨大热爱，通过‘精彩夜吉

林’的活动也让我们不同院团相互交流学习，共同为广大观

众献上演出。”

演出同时，50余个非遗项目的展售也在长春文庙广场进

行。朝鲜族泡菜、李连贵熏肉大饼等传统美术、传统技艺及实

物商品，吸引了大批市民观赏、品尝和购买。

作为本届非遗节演出的一部分，非遗剧种瓯乐在大众剧

场同步上演。这台由浙江慈溪青瓷瓯乐艺术团打造的舞台艺

术作品《听瓷》以瓷乐演奏表演为表现主体，以情境舞蹈、吟诵

表演为点缀，以现代舞美为烘托，令人耳目一新。

演出季整体活动将持续至7月31日，在长春文庙广场

的演出将持续至7月19日。接下来，河南豫剧院青年团、浙

江小百花越剧团、西安易俗社、上海评弹团将陆续带来精彩

演出。

好 戏 开 锣 大 饱 眼 福
“精彩夜吉林·2021消夏演出季”大幕拉开

本报7月3日讯（记者李婷 叶爽 姜岸松 实习生周凇宇）

今天上午，2021吉林市乡村文化旅游节开幕式暨首届全国大

学生稻草雕塑艺术创作营开营仪式在吉林市金珠花海休闲农

业旅游度假区举行。

作为2021吉林市松花江避暑休闲季系列活动之一，此次

活动由吉林市委宣传部、吉林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主

办。活动旨在集中展示吉林市乡村旅游发展成果，持续打造

吉林乡村文化旅游品牌，积极引导广大青年学子走进乡村、筑

梦江城，为乡村振兴发展助力。

据介绍，此次乡村文化旅游节将持续至7月末，内容包括

首届全国大学生稻草雕塑艺术创作营、吉林市乡村之旅摄影

展、大学生抖音达人乡村展示季、乡村文化旅游系列产品考察

及研发四大主题活动。

本报讯（记者叶爽 李婷 姜岸松 实习生王羿丹）夜游江

滨，畅享清凉。7月2日，2021吉林市松花江避暑休闲季启动

仪式在吉林市政府门前广场举行。

此次避暑休闲季以“清凉胜境·诗画松江”为主题，通过

“点亮”一江两岸、“滑雪场的夏天，不一样的精彩”等主题策划

活动，优化江城四季旅游产业格局，使“绿水青山”与“冰天雪

地”相生相伴，实施“避暑”与“冰雪”双轮驱动，进一步推动全

市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据悉，此次避暑休闲季将持续整个夏季，期间还将陆

续举办“出彩吉艺”2021吉林市文艺展演、清爽一“夏”嘉年

华、“盛世中华·国乐江城”艺术季等多项避暑休闲活动，满

足群众不断提升的文旅消费需求，促进消费潜力释放，提

振经济发展。

2021 吉林市乡村文化旅游节开幕
松花江避暑休闲季启幕

本报讯（记者李婷 张添奥）辉发水韵，白桦掩映。7月1

日，“白桦之约”第16届中国·桦甸白桦节在桦甸市职业教育

中心启幕。

本届白桦节由桦甸市委、桦甸市政府、吉林市文广旅局主

办，旨在全面提升桦甸旅游城市形象，深入打造“山水桦甸·五

彩金城”旅游品牌，推动桦甸生态旅游胜地全面健康发展。启

动仪式上，桦甸市委宣传部负责人推介了当地精品旅游线路，

吉林市消夏避暑休闲季“自游江城”畅游桦甸宣传片首度与公

众见面。

据悉，本届白桦节创新推出“荷风雅韵”第2届千人旗袍

秀、“推动农旅融合 促进乡村振兴”第3届桦甸市旅游产业发

展高峰论坛、“中国梦 劳动美”“大美桦甸我的家”书画和摄影

作品展等12项系列活动。

第 16 届中国·桦甸白桦节启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