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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年早春，嫩江之畔传佳音：大安

市乐胜乡成功跻身全国文明村镇。

建设美丽乡村，既要让农民腰包

鼓起来，又要让农民精神抖起来——

近年来，大安乐胜乡注重立好人、育乡

风、乐农家，着力打造有人情味、乡土

味、文化味的“贴心庄稼院”，谱写了和

谐发展新乐章。

立好人，让“颂传”有标杆

一年来，乐胜乡在全乡开展学做

身边好人活动，颂传一批“屯不错儿”

好人，用凡人善举现身说法，让广大农

户学有榜样、行有楷模；礼赞乡贤品

行，用他们的嘉言懿行垂范乡里，催生

了见贤思齐的“灯塔效应”。在好人精

神感召带动下，“寒门学子”求学愿望

高涨，当兵入伍蔚然成风，一年来有27

名学生考入重点大学，40多名青年穿

上军装。

颂传“舌尖文明”，打造诚信风尚。

联合成立了“绿色甘蓝合作社”，种放心

菜、做信用户，不仅年年农贷一路绿灯，

还摘得了“省级绿色食品”招牌，守着地

头销路不愁，农民户均年增收8000多

元，诚信风尚日益走进百姓心灵。

育乡风，让“倡树”有平台

全乡开展致富技能比武，倡树“勤

劳立业”好家风。乐胜乡是远近闻名

的“烤烟之乡”，去年秋天，在日新村、

永志村分别开展了烤烟大田移栽技能

竞速和玉米机器化收割比武大会，大

家伙比技能、晒收获，比出了致富的劲

头、悟出了勤奋的道理。

海选星级文明农户，倡树“邻里守

望”好民风。重拾“星级文明户”老品

牌，突出“邻里友爱、团结和谐”，促进

了星级文明农户创建活动从“弱化”变

“强化”，去年全乡共海选出“十星级文

明户”350户，涌现出农民志愿者 58

名。永乐村被评为省精神文明建设先

进村，日新村被评为白城市文明村，永

胜村被评为大安市文明村。

建设民主法治示范村，倡树“和谐

稳定”好村风。日新村通过邀请老党

员、老村长、老红军、老教师、老模范参

与村级事务管理，开展“五防一疏导”

活动，有效化解了各类矛盾，做到了大

事小事不出村，成为省级民主法治示

范村及全乡乃至全市的典范。

乐农家，让“滋养”有火种

用好文化阵地。把文化大院、

农家书屋、活动场地整合成宣讲核

心价值观的根据地，把各村的秧歌

队、戏班子联合起来，让乡下文化

人说身边人、赞身边事。在每村选

树一名致富状元，利用文艺演出舞

台宣讲致富经，产生了很好的效

果。

用好文明大喇叭。喇叭一响，全

村听讲，春天组织农民种树、秋天发

动农民修路，农闲时讲好人好事、评

坏人坏事，大喇叭成了倡导新风的前

哨战。

用好传统节日。适时开展农民灯

谜会、慰问老红军老战士、为留守老人

送鸡蛋、月饼等活动，让乡村有欢乐、

有温暖、有仁爱，在这里，遵纪守法、关

心集体、尊老爱幼、助人为乐等文明风

尚已蔚然成风。

温 馨 庄 稼 院
——大安市乐胜乡创建全国文明村镇记事

刘茹 于淼 本报记者 高大伟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
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
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

本报 5月 13日讯（记者于

宁 通讯员张晓霞 李成业）记者

今天从省气象局了解到，我省大

规模人工增雨作业从5月10日

夜间开始至今日8时，全省各地

区共发射火箭弹1063枚，实施

飞机人工增雨作业6架次，累计

增加降水8.2亿立方米。

据了解，从5月10日夜间开

始，我省出现明显降水天气。针

对此次降水过程，全省气象部门

成功组织大范围人工增雨，随着

云层达到增雨有利条件，一场空

中和地面立体人工增雨作业迅

速展开。截至今日8时，全省飞

机人工增雨作业6架次，地面人

工增雨作业发射火箭弹 1063

枚，全省范围普洒甘霖，过程平

均降水量为21.9毫米，多数县

市出现透雨，累计增加降水8.2

亿立方米，春旱得到明显缓解。

“这雨来的真及时！出苗

有盼头啦！”农民们高兴地议论

着。据气象专家介绍，这场降

雨是我省今年春播以来第一场

透雨过程，雨量大、范围广，均

为历年同期少见。降雨不仅对

种子发芽出苗十分有利，也为

改善生态环境和牧渔业生产以

及水库蓄水和水稻泡田整地、

降低森林草原火险创造了有利

的条件。

全省3天人工增雨8.2亿立方米

本报讯（记者缪友银 实习

生马娜）每年5月的第3周为全

国科技活动周。为向社会公众

展示科技创新成果，形成学科

学爱科学的良好氛围，吉林大

学集成光电子学国家重点联合

实验室等5个国家重点实验室

将于5月16日至24日期间集中

面向社会开放。

吉林大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此次科技活动周的主题为“创

新创业 科技惠民”，开放活动

以成果讲解展示、仪器平台介

绍、优秀青年教师与来访人员

互动等方式开展。开放实验

室有吉林大学集成光电子学

国家重点联合实验室、超硬材

料国家重点实验室、汽车仿真

与控制国家重点实验室、无机

合成与制备化学国家重点实

验室和超分子结构与材料国

家重点实验室。

5月 16日至 24日期间，我

省广大市民和学生可以个人名

义参与，也可以单位或班级以集

体方式组织有关人员前来参观。

集成光电子学国家重点联合实验

室预约电话：043185168269；无

机合成与制备化学国家重点实验

室预约电话：043185168603；超

硬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预约电

话：043185168881；汽车动态模

拟国家重点实验室预约电话：

13504464823；超分子结构与材

料国家重点实验室预约电话：

043185168476。

吉大将开放5个国家重点实验室

本报5月13日讯（记者张和

力 史琳禾）今天上午，记者从

“2015中国长春消夏灯会”新闻发

布会上获悉，以“休闲消夏，亮丽长

春”为主题的“2015中国长春消夏

灯会”计划于6月13日至7月31

日在长春农博园举办。

本次灯会由吉林省山东商会

主办，吉林省芭迪雅广告有限公

司承办，是中国长春消夏节系列

活动之一，灯组数量、灯组规模和

时间跨度均创长春有史以来灯会

纪录，将填补10多年来长春无大

型灯会的空白。灯会以弘扬中华

民族传统文化，展示“休闲消夏，

亮丽长春”新形象，丰富长春市民

业余文化生活，打造长春夏季休

闲旅游新亮点，促进长春城市

旅游产业发展为宗旨，是一场

集人文、科技、惠民为一体的大

型观赏互动类旅游盛会。

据了解，本次灯会总展出面

积10万平方米，布局划分为“玩

转”、“奇幻”、“穿越”、“印象”、

“收获”五大区域，创新实现多

维主体的空间布置。灯会期间，

凡70岁以上市民及1.3米以下

儿童可免门票，同时刷以62开

头的任意银联卡购票，可享受7

折优惠。

长 春 消 夏 灯 会 6 月 举 办
70岁以上市民及1.3米以下儿童免门票

本报 5月 13日讯（记者杨

晓艳）今天，吉林森工集团凭借

独具特色的国际狩猎、珍稀植

物观赏、大森林生态观光、大森

林休闲度假、冰雪雾凇、温泉养

生旅游产品，精心策划了 5条

旅游精品线路，拉开了“亲近大

自然，感受原生态”的休闲之旅

大幕。

据了解，吉林森工集团地处

长白山旅游圈腹部，随着国家全

面停止天然林采伐，森工集团积

极实施产业发展战略转型，大力

开发森林旅游、生态旅游、红色

旅游、温泉度假旅游等新产品、

新业态，并成功打造了通往长白

山水上黄金旅游线路。集团先

后组建了吉林森工旅游集团、旅

游汽车公司、白山湖航运公司；

参股长白山旅游开发建设公司；

控股吉林省旅游投资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目前拥有宾馆酒店

14家，露水河、松江河、红石、三

岔子、湾沟、临江瀑布群、泉阳

泉、白石山8个国家级森林公园，

形成了集“吃、住、行、游、娱、购”

为一条龙的旅游综合性服务产

业体系。

据悉，5条精品休闲旅游线

路包括仙人桥温泉、长白山西

坡二日游；红石国家森林公园、

白山湖游湖二日游；露水河国

际狩猎场、长白山北坡二日游；

白溪漂流、长白山西坡二日游；

仙人桥温泉、松江河白溪漂流、

长白山西坡三日游。

亲 近 大 自 然 感 受 原 生 态
吉林森工推出休闲之旅

本报讯（邢占山）目前，梨树

县大田春耕播种基本结束。受

干燥、大风气候影响，今年土壤

墒情较差，已出现明显旱情。面

对旱情，梨树农业部门组织农技

人员下到各乡镇的田间地头，蹲

点指导抗旱保全苗。

根据气候条件和土壤墒

情，农业部门将抗旱重点放在

非免耕播种地块。对春耕播

种、土壤墒情、苗情情况开展

“三查”工作，即查墒情、查芽

情、查苗情。对没有出苗的地

块或发现有芽干现象的地块，

科技人员指导农民通过滴灌、

微喷、喷灌和车载水浇等灌溉

措施进行及时补救；对已经坏

种的地块进行坐水毁种；对已

经出苗的地块进行查苗，发现

缺苗断条及时坐水补种。同

时，科技人员建议，因气候条件

不佳，农民不要急于施用除草

剂，待降雨后或灌溉后墒情好、

地表温度达到12℃时，根据土

壤出苗情况确定施药方法，再

喷施除草剂。

在梨树县榆树台镇房身村，

农技人员细心指导，村民利用各

家各户地里的机井和灌溉设备，

播种后立即开始抗旱浇水。到

5月5日，每天有30余机井浇水

灌溉，现已浇完30公顷。

梨树：农技人员蹲点指导抗旱

位于长春市南关区南部新城的长春市首家以梨花为主题的公园——梨花园，近日向广大市民开放。梨花园内种植的南国梨、苹果梨等10余个品种1000多株梨树，

现在正逢开花期，梨花盛开，洁白如雪，美不胜收。 张建 摄

走进吉林大学第一医院、第二医

院和中日联谊医院，穿着“蓝马甲”、

“红马甲”的大学生志愿者的张张笑

脸，给前来就医的患者和家属带来许

多精神慰藉。这些活跃在医院的志愿

者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吉林大学

白求恩青年志愿者协会成员。引领他

们开展志愿服务的，是一位令人信任

和敬佩的指导教师——吉林大学临床

医学院团委书记魏宇航。

白医青协，历久弥新。白求恩青

年志愿者协会是一个有着历史传统的

协会，以弘扬白求恩精神为目标，以吉

林大学临床医学院学生为主要成员，

现有志愿者2150人，大学生社会实践

基地8个，志愿服务合作单位数十处。

多年来，魏宇航组织开展多个志愿服

务项目，实践育人和教学育人相结合，

使青年学生在志愿服务过程中受教

育、作贡献、长才干。

河北唐县志愿服务活动是魏宇航

指导青年志愿者协会打造的品牌志愿

服务活动之一。唐县既是革命老区，

也是国家级贫困县。76年前，白求恩

就生活、工作在这里，创办晋察冀军区

卫生学校，所以这里堪称白求恩精神

的发源地。2009年到2014年，魏老师

积极完善唐县志愿服务活动形式和内

涵，支教、“一对一”帮扶、义诊、医疗服

务、基层医疗状况调研等志愿服务内

容日益丰富。此外，志愿者们还与白

求恩希望小学的孩子们建立了长期稳

定的联系，孩子们通过书信与志愿者

们沟通交流，志愿者们也通过书信鼓

励孩子们努力学习，健康成长。

为了发挥医学专业志愿者特色与

优势，减轻医护人员工作负担，改善医

患关系，自2012年以来，魏宇航积极推

进医院志愿服务项目，先后将医院“蓝

马甲”、“红马甲”志愿服务活动由原有

的吉林大学第一医院扩展到第二医

院、中日联谊医院。在原有服务内容

的基础上，努力开创了医疗志愿服务

新模式，陆续在吉林大学三家附属医

院开展了导诊、分诊、陪检、肿瘤中心

调研员、ICU病房监护以及志愿服务进

病房等服务项目，打造了系统化、专业

化的“医院志愿服务”品牌。至今，“医

院门诊志愿服务”已开展46期，参加人

数1260人次。

2010年，魏老师带领青年志愿者

协会与长春市建工社区建立了合作关

系，协会每周定期派志愿者前往社区

老人家中探望，协助打扫卫生。近年

来，协会又与长春市桂林街道、东盛街

道、青年路街道等29个街道社区建立

了志愿服务合作关系，积极开展社区

义诊、送药、健康知识宣讲等活动。

长春市明德小学的小学生、长春

市新智特殊儿童学校的自闭症儿童、

长春市农民工子弟小学的孩子们、吉

林省春光康复医院的残疾儿童都是协

会志愿者多年来坚持服务的对象，协

会组织宣讲队定期前往中小学举行白

求恩精神宣讲活动，让孩子们对白求

恩精神和志愿者精神有所感悟，有所

担当。

如今，吉林大学临床医学院的学

生都以成为青年志愿者协会的成员为

骄傲，将自己的课余时间都投入到志

愿服务之中。自2011年至今，协会每

年平均参加志愿服务500人次，平均志

愿服务时长16000小时。协会及志愿

者先后获得吉林省优秀志愿服务组织

标兵、吉林省优秀慈善志愿服务组织、

吉林省优秀志愿者等称号。

践行志愿精神 引领青年成长
——记吉林大学白求恩青年志愿者协会指导教师魏宇航

本报记者 刘颖

“食品安全没有小事，轻者让人

住院治疗，留下难以抚平的伤痕和

心灵创伤，重者则丢掉性命。食品

安全关系到一个民族的健康和希

望，只有从我们做起，让人人都知道

不安全食品的危害性，让全社会都

重视食品安全，让食品安全的警钟

时刻在广大消费者的心中响起，让

生产、加工企业、销售商都遵守《食

品安全法》……”说这番话的人名字

叫刘放，是吉林省富甲八方酒业有

限公司的董事长，也是一名民间食

品安全宣传志愿者。

从2007年开始，刘放就走上了食

品安全的宣传之路。8年来，他自费印

刷《食品安全法》、食品安全宣传单12

万余份，免费发放给长春市民，平均每

年 1.5 万份。作为一个企业的带头

人，做好自己的企业就好，为什么刘放

却一直专注于宣传食品安全呢？刘放

说：“我本身就是做食品的，我们的酒

都是纯粮酿造，可是有些商家肆意勾

兑，严重影响了我们正规企业的信

誉。更重要的是当今社会发展太快，

各种技术使得我们吃进去许多不健康

的东西，可想而知，宣传食品安全多么

重要。”

2011年3·15的特别行动中，央视

曝光了某一食品安全问题案例，刘放

得知曝光的事件后，立即在公司开早

会的时候给员工布置任务，要求所有

的业务员都要担当起食品安全宣传

员的责任，自己企业的产品送到哪

里，食品安全就宣传到哪里。2013年

11月18日，刘放为了让环卫工人吃上

放心的早餐，他特地赶到榆树市买了

优质的大豆、豆油和白面运到长春，

委托一家食品加工企业，在早晨5点

半之前加工好豆浆、面包和油条。随

后，他冒着凛冽的寒风在凌晨6点，携

全体员工来到长春的大小马路，发放

3000杯豆浆和3000份面包、油条给环

卫工人，送上了他和员工们的爱心，

也为环卫工人送上了一份份安全的

食品。

刘放每年都到长春周边的敬老

院和孤儿院看望老人和孩子。每次

去他都买上放心的粮油和水果，并且

叮嘱老人们：“一定要吃放心的粮、

油、菜，这样才能健康长寿，一些食品

过期、变质甚至造假，吃了可能就会

生病甚至中毒死亡，这样的食品再便

宜也不能买。”走的时候，他都把食品

安全宣传单留下，并跟负责人讲食品

安全的重要性。一次，刘放去榆树市

环城乡敬老院看望那里的老人，老人

们拉着他的手说：“你就是刘放啊，你

上次给我们送的大米可香了，我们还

想吃。”刘放对老人们说：“老人家，大

米香你们就多吃点，我以后还给你们

送。”2013年9月，刘放去长春纺织厂

附近看望孤儿院里的孤儿，他特地开

车到万昌镇买了绿色无公害大米，到

榆树市八号镇买了无公害水果给孩

子们送去。

刘放坚持不懈地宣传食品安全，

用爱心奉献社会，赢得了广泛赞誉，

今年，他被光荣地评为“第四届吉林

省志愿服务标兵”。

食 品 安 全 的 宣 传 使 者
——记吉林省民间食品安全宣传志愿者刘放

本报记者 祖维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