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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總書記來吉考察兩周年系列報道

深化改革釋放發展紅利
每天9點鐘，長春市朝陽區永昌街道的網格員程韜矩都會穿上「紅馬

甲」準時出現在他分管的小區內。垃圾箱、下水井蓋、電線杆、防火通
道……這些我們熟視無睹的事物就是程韜矩的主要巡視對象。都要認真
記錄，且每天都要進行兩次。

社區工作人員的「下沉」，把城市管理的末端變成了源頭。以前是有
問題居民找你，現在是主動發現問題，從「坐等式」變成了「上門
式」。這只是構建新型城市基層管理模式的一處小片段，像程韜矩這樣
的網格員，僅在永昌街道就有50名，分布在24個網格中。難怪，63歲的
趙春友大爺要說：「現在居民都知道，有事就找『紅馬甲』。」

兩年來，吉林省全面深化改革蹄疾步穩。綜合經濟體制、生態文明體
制改革卓有成效，農業、農村改革多點開花，民主法制和司法體制改革
積極穩妥，文化體制改革扎實推進，社會體制改革亮點紛呈。

49歲的陳永貴是長春市九台區其塔木鎮張大村的致富能手，他承包着
800畝水田、年產160萬斤水稻、可實現年銷售收入370萬元。最近幾
年，由於不斷擴大經營規模，老陳沒少跟九台農商銀行打交道，在他看
來，農村金融機構的服務力度和態度都有明顯的變化：「現在需要資
金，最快的時候，不到一周就能拿到貸款。對我這樣的種糧大戶，貸款
政策『含金量』也更足了，不僅合理約期、隨用隨貸，而且利率也降低
了。」

吉林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省委改革辦副主任王冰說：「到目前為
止，共推動各領域完成270項改革任務，形成了330個重要改革成果。重
點推進了簡政放權，民營經濟綜合配套改革，國企改革及主體功能區劃
定，生態補償制度建立等等，吉林省的軟環境和營商環境越來越好
了。」

兩年來，吉林省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審議通過的改革方案數量之
多，涉及領域之寬，推進程度之深，力度之大前所未有。改革一再提
速，所體現的正是吉林省推進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心，改革措施正滲透基
層，趙春友、陳永貴所感受到的方便、快捷的改革紅利，正分享給更多
的吉林百姓。

轉型升級為企業
插上騰飛雙翼

整潔明亮的車間，混雜着設備陣陣的低鳴聲，隨着每道工序的完成，
一個標準化的離合器件旋即成型。這是位於長春市超然街的長春一東離
合器股份有限公司裝配車間的生產場景。

「一東」裝配分廠的廠長劉國帥今年只有31歲，兩年前，習總書記來
吉林視察時，他還僅僅是大學生班組的組長，並參與了總書記視察陪同
和隨後組織的座談。兩年間，劉國帥升任經濟管理部主任、分廠廠長，
他身後的生產線2016年初投入使用以來，用高效率和高標準的產出詮釋
着系統化管理的諸多優勢。隨後公司還上線了ERP系統,讓企業的整個生
產過程「無死角」。

吉林省的許多企業，比如一東、中車長客、希達電子……，像劉國帥
這樣有所作為的年輕人均不在少數，他們具有新時代思維，敢闖敢拼，
成為企業發展的新生力量，推動企業發展一路向前。

內外兼修集結優勢拓寬路
「年輕人是企業的未來，目前公司15個部門，11個部門的一把手都是

80後。」時任「一東」總經理、黨委書記的孟慶洪說，公司要發展，需

要後生力量的支持。
如何才能按照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走出一條質量更高、效益更好、結

構更優、優勢充分釋放的發展新路，是擺在每個企業面前的難題。
企業的競爭不僅僅是人才的競爭，也是生產要素優化配置的競爭。吉

林省遵循提升「老三樣」、壯大「新四樣」的發展思路，正乘借「加減
乘數」的東風，助推新一輪東北老工業基地的振興發展。

中車長春軌道客車股份有限公司就是吉林省大力發展的「新四樣」之
一，近幾年，公司走出去的步伐明顯加快，在成功佔領東南亞、南美、
澳大利亞等區域市場後，又成功進軍美國市場。據公司海外業務部北美
區域經理栗麗介紹，公司以波士頓為起點，並於2015年在春田設廠，對
接當地訂單業務，從產業、就業，稅收等各個層面推進整個產業發展。
「目前公司得到許多發達國家的認可，中美軌道交通的貿易才剛剛開
始，未來將有更多亮點，好戲還在後頭。」

創新發展鑄就 不老神話
企業要發展，創新是動力。對於「一東」來說，隨着智能化、電動汽

車的普及，離合器將逐漸退出市場，企業如何做到劫後逢生？
對此，孟慶洪胸有成竹，「手握創新這面大旗，再難的坎兒都能

過。」他介紹了三個方面，通過合作，延伸企業生命周期；發展相關製
造產業，利用現有裝備進行生產製造；緊跟大勢所向及時調整發展戰
略。

創新不僅能救企業於水火，更能將企業潛能充分發掘出來。長春希達
電子技術有限公司總經理王瑞光對此深有感觸，公司一直堅持技術創
新，目前公司在LED顯示、照明領域擁有核心專利90項，其中4項獲得
中國專利獎。王瑞光說，近幾年，吉林省各項審批速度很快，他還拿出
了軟環境辦派發的服務卡，「一個電話，就會有專人負責與企業對接業
務，解決企業難題。企業省時省力，就會有更多時間鑽研技術，研發新
品，開拓市場。」

吉林省發改委王成全副主任表示，目前，大多數企業都遵循着加減乘
除的法則，進行升級改造，取得了初步成效。「加法」，着力在服務業

攻堅、戰略性新興產業培育、補齊短板等方面狠下功夫；「減法」主要
側重於去產能、去庫存、去槓桿、降成本等，在供給側改革上下功夫；
「乘法」則是大力實施創新驅動戰略，通過創新平台和基地的構建，營
造適宜的雙創環境；「除法」則是將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同步實
施，提升政務、金融等的配套水平。

多方合力促產業健康發展
找對方向，能堅持下來的企業如今都成為了行業的獨角獸，如通化東

寶藥業的胰島素產品，如吉林敖東的注射用核糖核酸Ⅱ……
吉林省中藥材資源豐富、研發實力較強、醫藥健康工業基礎雄厚是現

階段該產業的主要發展特點。該省現有規模以上醫藥健康企業376戶，
2016年實現總產值2253.6億元。與此同時，健康醫藥一枝獨秀，健康醫
療「短板」明顯。產業鏈的不完整，需要多方協作，共同促進。

針對生物醫藥產業，通化東寶藥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李一奎表示，
目前公司配合糖尿病監測，上線了「你的醫生」APP，讓醫生隨時監測
病人的身體和用藥情況，用藥安全也得到了保障。

據李一奎介紹，公司為了加大糖尿病醫生的培養，之前開展了蒲公英
行動，將胰島素的相關用法普及給他們；另外，主導創建的白求恩基金
會每年都拿出幾千萬，用於支持和改善貧困及欠發達地區的醫療體系建
設。

在通化，為了全面支持打造醫藥健康產業這個支柱，僅去年，全市就
實施重點項目98項，其中醫藥工業項目18項，醫藥商貿9項，平台類項
目8項。

在延吉，吉林敖東藥業集團實現了場地擴建和全員持股。「我希望，
通過敖東的產業鏈能帶動更多的醫藥產業健康穩步發展。」延吉市工信
局副局長李國哲表示。

為了促進醫藥產業健康發展，吉林省相繼出台了相關政策、規劃等文
件。其中，設立了省醫藥健康產業發展引導資金，並納入年度財政預
算，2016年額度達到1.05億元。

牢記囑託不負使命 發展振興砥礪前行
兩年的時間不長，但這裏的變化卻是翻天覆地；兩年的時間很

短，似乎就像昨天一樣歷歷在目。
時間的車輪一直飛速向前，但是習近平總書記兩年前如約來吉

林考察的每一個瞬間，卻始終定格在吉林人民的記憶裏，溫暖依
舊，不曾褪色。

海蘭江畔的稻田裏、朝鮮族老鄉的火炕上、先進製造業車間
裏、科技成果轉化平台上，處處留下總書記的足跡，印刻着總書
記的殷殷囑託：

「堅持變中求新、變中求進、變中突破，做好加減乘除大文
章，抓創新就是抓發展，謀創新就是謀未來，千難萬難，只要重
視就不難。」

「大路小路，只有行動才是出路，爭當農業現代化的排頭兵，
譜寫美麗中國的吉林篇章。」
「民生就是指南針，全面小康一個都不能少。」
「跟蹤生物製藥前沿動態，加強技術研發合作，努力打造科技

含量和附加值更高的產品，為攻克人類疾病難題，促進群眾身體
健康多做貢獻。」

這囑託，吉林人民須臾不曾忘記；這囑託，正在吉林大地的生
動實踐中變為現實。「每一年，都是新的起點，上下同心，砥礪
前行，收穫在每個下一年，再下一年。」

文：徐月、金悅、劉海東、林凱

村裏鄉音話扶貧
「鶴鄉大地第一村，日新月異處處新，黨的政策來指引，易地拆遷喜

脫貧。」自2017年初白城市通榆縣陸家村整體易地搬遷後，住上了樓房
的張福軍也撿起了寫詩的愛好。

陸家村是當地有名的貧困村。支部書記武鳳友介紹，2016年以前，村
裏一半是土房，村民人均年收入只有2000元。根據「利用增減掛鈎政策
支持易地扶貧搬遷」政策，通榆縣以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復墾換取300公里
外長春新區的建設用地，通過級差地價的收益用來建設新農村。

「這樣的置換還給陸家村輸送了1.5億元，村裏平均每戶分到10萬元以
上」，武鳳友說，原來陸家村70%的人家都有債務，現在不但平房變樓
房，債務也還清了。

陸家村村民葉朝今和老伴兒身體不好，治病欠了2萬多元。「去年易地
搬遷，100多平方米的土房得了6萬元的補償，不但住上樓房，把債也還
了，還剩下4萬多元。」葉朝今說。

葉朝今家還享受「五提高、一降低、一增加」的健康扶貧補助政策。
這是吉林省推進的重點攻堅行動之一，主要是對建檔立卡貧困人口實行
分類救治，簽約服務，指導貧困戶「會看病」「會買藥」「會報銷」
「少花錢」，減少醫藥費支出。

一技在手，吃穿無憂。吉林省除了開展易地搬遷、健康扶貧等政策
外，抓好特色產業扶貧也是脫貧攻堅亮點之一。據了解，吉林省結合農
業結構調整、農村改革和生態建設，因人因戶因村實施產業脫貧項目，
總結推廣了20種特色產業扶貧模式，全省35.7%的貧困戶參加了新型經濟
合作體。洮南市福順鎮春華村村民豐雷2016年養上了稻田蟹，當年就實
現脫貧。今年他家又包了將近20畝地，準備徹底脫貧。

為了保證扶貧到位，吉林省還對脫貧攻堅工作中虛報冒領、侵佔挪用
等不按規章制度、嚴重侵害群眾利益的違法違規行為嚴肅查處。

2016年，吉林省貧困人口減少30萬人。貧困發生率由5.1%下降到
3.34%，比全國低1.16個百分點。「兩不愁、三保障」水平得到提升。

讓百姓用上低價放心藥
「我們最近在做一個蛋白質藥物的研究，這種物質的分子多年前在國

外就已經被發現，但一直沒應用於藥物。我們想進一步驗證其量產的可
行性，如果成功，將對心血管疾病治療發揮巨大作用。」實驗室裏，一
襲白大褂的冷春生正在和幾位科研人員進行分子結構解析，這個項目已
經進行了7個多月，預計投入1-2億。

冷春生是著名的基因重組人胰島素專家，現任通化東寶藥業股份有限

公司研發副總。多年來他帶領公司研發團隊進行生物醫藥研發，填補了
多項世界空白。據他介紹，目前公司共有6個課題組，同時研發15個左右
的項目。他說，真正的科技創新是把高端的東西普及、大眾化，讓更多
人用得起、用得上。

2015年7月，習總書記視察吉林時提出：「跟蹤生物製藥前沿動態，加
強技術研發合作，努力打造科技含量和附加值更高的產品，為攻克人類
疾病難題、促進群眾身體健康多做貢獻」。這為吉林省醫藥產業發展指
明了方向，也是對該產業寄予的深切期望。

事實上，吉林省的醫藥產業優勢正逐步顯現，支柱性地位也基本形
成，除了東寶，敖東，修正，康元等規模以上企業，還有無數處於醫藥
產業鏈上的中小企業正在通過自主研發，科技創新實現企業轉型或價值
優化。同時，在眾多的科研院所與大專院校的支持下，該產業正迎來科
研成果轉化的高峰期。

在吉林敖東藥業集團延吉股份有限公司，記者見到了針劑二車間的主
任尤海濤。他說，目前公司通過人員培訓，設備和包裝的改造，每年都
能節約成本近1000萬。

車間內，從藥劑灌裝，到不合格品剔除，再到貼標，裝箱，打包……
一整套的流程暢通無阻，完全實現了自動化、智能化的操作。在甄選設
備旁專心作業的楊玉霞說，這台機器主要用於監測產品的外觀性狀，剔
除不合格產品，「採用現代化生產，現在的產能比之前提高了1.5倍。」

食藥安全無小事。為了打造百姓都能用得起、吃得上的放心藥，各個
企業可謂使盡「渾身解數」，實現最終的降本增效。通化市康元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副總鄭玲玲介紹，公司利用超聲波從林蛙殼提取抗菌肽製成
消字號產品，再將提取後的林蛙殼進行膠原蛋白、氨基酸、鈣等的提
取，製成化妝品或保健品，真正實現了綠色生產，變廢為寶，也極大的
提高了產品附加值。「以前一只林蛙主要用來提取林蛙油，產值在35-50
元，現在將廢棄的林蛙皮加以利用，產值翻了近30倍。」

兜底政策撐起保護傘
「如果沒有低保和醫療救助金，我根本沒錢治療了，我的家也就完

了。」 10年前，長春市南關區低保戶郝文軍突然患上白血病。2013
年，又被查出患有肝癌。因病致貧的這家人找到社區工作人員，參加了
城鄉居民基本醫療保險。

長春市南關區民政局社會救助事業中心劉剛介紹，近年來他們不斷完
善救助制度，充分發揮社會救助制度的托底作用，為困難群眾撐起民生
「保護傘」。通過開展「幸福南關計劃」投入330萬專項資金，率先在全
省開始實施對低保戶中肺結核、尿毒症患者實施免費治療。

家住長春市南關區長通街道永寧路社區的困難戶王廣偉患有尿毒症，
需要長期透析。南關區推出的「幸福南關計劃」等民生計劃，不但減免

了王廣偉的透析費用，還圓了他兒子王殿秀的上學夢。
劉剛表示：「早在2009年，南關區在全市率先資助低保家庭大學生，

首次提出對升入全日制普通高校的低保家庭學生給予1萬元助學補貼。從
2009年到2016年，我們共救助了近千名學生。」

為保障和改善困難群眾基本生活提供了有力保障，吉林省還實行了城
鄉重特大疾病救助制度。其中，梅河口市將城鄉低保戶、農村五保戶、
城市「三無」人員及城鄉孤兒納入救助範圍，明確了27種疾病，屬於城
鎮醫保和大病保險目錄內的藥品按比例報銷後剩餘的費用，由政府醫療
救助全部兜底救助。

「符合上述條件的患者產生的醫療費，經醫療農合、大病保險報銷
後，剩餘的個人支付費用，由民政全額兜底，不設封頂線。」梅河口市
民政局社會救助事業中心副主任闞磊表示，很多地區還實行「一站式」
即時結算和重大疾病醫前救助。

為發揮民政兜底作用，切實保障困難群眾基本生活，今年上半年，吉
林省籌集困難群眾基本生活保障資金53.50億元；投入醫療救助資金3.53
億元。

公私聯動
描繪最美夕陽紅

「住在這裏太幸福了，這是我的第二個家，我要在這過100歲生日。」
在長春市親親園養老護理康復中心的陽光房裏，90歲老人楊佩萱說。

為了加快推進養老服務供給側改革，吉林省放開養老市場，鼓勵和扶
持社會力量積極參與養老服務，支持有條件的公辦養老機構轉由社會組
織或企業等管理運營。

「親親園是一家民營的老年護理康復機構，成立一年多來，共入住60
位老人，自理、半自理、失能的老人都有」，親親園副院長余之胤介
紹，選址交通方便，靠大醫院近，生活設施齊全，護理人員都是持證上
崗。

去年10月，紅旗第一社區衛生服務中心正式入駐親親園，每周都有全
科醫生為老人巡診，並對慢病加以管理，做到了真正的「醫養結合」。

目前，吉林省已有56個養老機構兼具養老與醫療服務執業資質，已有
749個養老機構與各類醫療機構建立了長期協作關係。醫養結合，切實保
證老有所養、老有所依。

吉林省還打破「一鄉一院」的傳統模式，跨鄉鎮整合區域性農村社會
福利服務中心；開展養老院服務質量建設專項行動，對所有養老院逐一
核查；全面建立高齡老人生活津貼、養老服務補貼、貧困居家失能老人
護理補貼制度；探索建立失能人員照護保險制度等等。

■中車長春軌道客車研發製造
的電動車組已經走出國門

■吉林省在發展新興產業的同時，全力推動傳統產業轉型升級

綠色裏走出的現代活力農業
2017年，吉林省加大種植業結構調整力度，對接口糧和主食需求發展

「活力農業」，在保留種植業核心的基礎上，不斷外擴種養結合、特色
農產品、鄉村旅遊、訂製農業等發展渠道，走出一條綠色、高效、高收
的現代農業發展之路。

早上7點，日頭剛剛升起，龍井市東盛湧奢香無公害農產品農民專業
合作社的宋師傅已經走進了廠區。在大米銷售的旺季，他每天要工作12
個小時，自從吉林大米全國叫賣，辛勞也是與日俱增，「今年的量比去
年還多，銷量是越來越好咯，收入自然多……」。

宋師傅工作的合作社目前擁有水稻種植基地1068公頃，其中有機水稻
基地356公頃、綠色水稻基地712公頃。每年出產有機大米1740噸、綠色
大米2300噸、無公害大米3000噸。

「過去我們覺得好女不愁嫁、酒香不怕巷子深，何況每年生產的大米
數量有限，難以做成大米品牌，但是通過和企業座談，找專家研究，我
們發現數量少並不是劣勢，只要把有限資源做成精品，劣勢也能成為優
勢」，延邊大米協會會長沈文福表示。

綠色健康就是補齊吉林大米數量短板的關鍵因素。2016年，吉林省開

展綠色高產高效創建縣建設，共計落實11個綠色糧油高產高效創建縣，
示範綠色高產高效技術集成推廣240萬畝，輻射帶動580萬畝，增產糧食
9.7億斤。「吉林大米」中高端品牌產品量價齊增，帶動農民增收10億
元。

種養結合提升附加值
在和龍市光東村的稻田裏，一群嬉戲的鴨子引來眾人熱拍不止。
對於遊客來說，可愛的鴨子為鄉間風景增添了野趣，而對光東村村民

來說，這群鴨子可以說是守護農田的「小英雄」。據村民介紹，因為不
施農藥化肥，稻田裏的野草和害蟲主要靠生活在其間的鴨子們來消滅，
同時鴨子的排泄物也成為了很好的有機肥，到了收穫的季節，這群鴨子
也是一份不薄的收入。

除了鴨子外，「稻田養蟹」也是吉林省大力推廣的種養結合立體栽培
技術。2016年，延邊萬禾農業發展有限責任公司引進稻田養蟹技術，目
前在延邊7個縣市區開展了立體生態種養殖新模式，實現了「一水兩
用、一地雙收」立體化生態養殖的經濟目標。

通過創新種植模式、提高附加值、深挖加工渠道，吉林省已成功打出
綠色生態牌，走出一條健康發展路。

白山松水綠意濃
綠色是吉林省的底色。圍繞「譜寫美麗中國的吉林篇章」，吉林省大

力推進以西部河湖連通工程、東部長白山森林生態系統恢復工程為主的
生態建設。

盛夏長白山清涼無比。這個時候來到二道白河，除了滿目的翠綠，最
為搶眼的，便是成群結隊的中華秋沙鴨。它們是第三紀冰川期後殘存下
來的物種，距今已有一千多萬年，目前全球僅有3000只左右。

自1978年，長白山科學研究院便致力於中華秋沙鴨的研究；2013年
起，通過專業資金扶持對其保護。近些年通過開展人工輔助改善營巢環
境等工作，起到了增殖效果。

2017年，長白山管委會決定開展對「長白山生態家底的徹底普查」。
科學工作者黃祥童，正是這次科研項目負責人之一。據他講，這是歷史
上對長白山生態系統最為全面的一次摸底調查，新增加了森林資源本底
調查和底棲動物專項調查，還包括維管束植物多樣性調查、大型真菌多
樣性調查、動物多樣性調查和生物資源數據庫建設。通過定量定性分
析，能夠全面摸清長白山生態資源「家底」。

生態建設之外，綠色產業在吉林也正欣欣向榮。
地處長白山腹地的白山市撫松縣露水河鎮正值盛夏，綠意葱蘢、鳥語

花香。

很多人並不知道，露水河鎮是被國內外專家譽為與阿爾卑斯山和北高
加索地區齊名的三大天然礦泉水富集地之一，這裏出產的天然礦泉水特
徵組分高、水質優良、資源豐富，已探明並經勘查的礦泉水水源地有莫
涯泉、九龍口礦泉、清水泉等。

有了梧桐樹，自然不愁招不來金鳳凰。
農夫山泉撫松長白山天然礦泉水有限公司2010年落位露水河鎮，投資

開發礦泉水源「莫涯泉」，項目總投資7.86億元。備有3條年產63.6噸的
礦泉水生產線，產品主要有運動蓋水、嬰兒飲用水等系列產品，其中，
農夫山泉玻璃瓶高端水被指定為2016年G20杭州峰會專用水。

近年來，礦產新材料、礦泉水、醫藥健康、旅遊和現代服務業「新五
樣」發展迅猛。截至2016年末，「新五樣」佔GDP和財政收入比重分別
達61.5%和45.4%，替代煤、林、鐵「老三樣」成為新的優勢產業，綠色
白山正在集聚振興新動能。

河湖連通 錢景可期
在吉林西部，又是另一番光景。
受氣候變化和人類活動影響，這裏許多湖泡干涸，河流斷流，地下水

水位下降，濕地面積減少一半，生態環境不斷惡化。
「我家前兩年種的玉米，根本沒什麼收成。」農安縣三盛玉鎮向陽村

村民高洪臣說。

而波羅湖補水工程的開展，不但給高洪臣家帶來了充分的水源，也給
引松渠道沿線83公里的5個鄉鎮帶來了好「錢」景。

波羅湖補水工程是吉林省河湖連通工程的重要組成部分，於2015年開
工建設。據農安縣水利局副總工程師付洪軍介紹，該工程主要是通過實
施清淤、擴建等工程，將農安縣原本封閉的松花江、波羅湖這兩個流域
連通起來。工程還將連通區域內的敖寶圖、元寶窪等5個湖泡和3座水
庫。

受惠於河湖連通工程，今年向陽村的玉米種植面積較往年有所減少，
大蒜、洋葱、西瓜等經濟作物種植面積逐年增加。

高洪臣今年也拿出了一半的地種了大蒜。「去年村裏引來波羅湖濕地
的水，這才有了種經濟作物的條件。」高洪臣說，種大蒜的經濟效益是
種苞米的三四倍，「雖然今年大蒜價格較去年低一些，但是收益也能達
到5萬元左右。」

河湖連通工程是建設生態吉林、美麗吉林的有力載體，在為吉林省農
業發展保證灌溉蓄水之外，在水產養殖、旅遊開發、生態恢復和保護等
各方面也發揮着重要作用。

「今年波羅湖水域面積有望恢復到86平方公里」，吉林省波羅湖國家
級自然保護區管理局副局長孫有名介紹。濕地有水，水中生草，草中有
魚，這讓前來波羅湖濕地棲息的鳥類數量陡增，停駐時間最長可達一個
月，其中不乏東方白鸛、丹頂鶴、大鴇、白鶴等國家一級保護鳥類。

在吉林省松原市的查干湖國家級自然保護區，中國查干湖第二屆蓮花
文化旅遊節正如火如荼進行。

這番美景，則得益於新廟泡川頭尾閘的修建。「新廟泡多生蒲草、蘆
葦、荷花等，能夠起到天然『過濾網』作用，將水淨化後注入查干
湖」，前郭縣水利局高級工程師王佳峰介紹。「過去泡子水少，荷花面
積只有1公頃，現在水面寬了、水也淨了，荷花才能大面積生長」，新廟
泡漁場副場長閻喜軍已在漁場工作20餘年，是查干湖變化的見證者。
「如今的查干湖，水越來越清，草越來越茂盛，遊客也越來越多。」

鄉村民俗遊開拓綠色維度
走進東盛涌鎮龍山村村口不久，就能看到一座青色石頭圍起來的小

院，這裏是龍山村的「峰山大醬體驗館」。在這裏隨處可見朝鮮族特有
的生活風貌和民族文化痕跡——做大醬用的豆餅、做打糕的石舂，還有
醃製小菜的黑色陶罐。

「現在很多年輕人都不知道朝鮮族的大醬是怎麼做出來的，朝鮮族人
民是怎麼過節的，所以我們就建了一個民俗體驗館，遊客可以來這裏親
自做大醬，體驗朝鮮族民俗」，東盛涌鎮龍山村峰山食品有限公司負責
人金鳳山介紹。

與龍山村相隔不遠的仁化村，海蘭江生態民俗園正待開門迎客。仁化
村黨支部書記元永鎮站在即將竣工的仁化水上樂園項目前，喜不自禁。
結合吉林省大力推動「美麗鄉村」的創建工作，仁化村順勢發展「綠
色+民俗+生態」旅遊模式，通過打造「辣白菜節」等民俗文化旅遊節，
吸引各方遊客觀生態美景、品民族美食、賞民俗歌舞、體驗朝鮮族民俗
文化。

近年來，吉林省大力發展多維度農業，鄉村遊、民俗遊無疑是重要一
塊。從2015年開始，吉林省先後選擇磐石市、通化縣等25個縣（市、
區）推進整縣美化工程，還在全省精心挖掘了一大批農耕文化典型、民
俗文化典型、歷史名人文化典型、紅色記憶文化典型等，共打造美麗鄉
村文化品牌村653個，鄉村民俗遊已經成為吉林省綠色農業轉型升級的有
力助推器。■ 吉林一號衛星在農業、林業等領域推廣應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