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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市文庙博物馆，作为中华文化

传承的重要载体，近年来创造性地开展

了诸多喜闻乐见、形式多样、内容丰富

的主题教育与公益文化活动，真正做到

了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效地推广开

来、传承下去。

长春市文庙博物馆每逢主要传统节

日都会举办丰富多彩的公益活动，包括

赠送节日食品和优秀传统文化读物、国

学讲座、文艺节目演出、书画笔会等；大

年初一举办新春祈福仪式，清明节举办

公祭活动，还吸引了吉林省诗词学会、长

春市泰友曲艺社等社会团体参与其中。

2019 年 2 月 19 日举办的元宵节公

益文化活动吸引了央视纪录片《孔子》

摄制组专程前来拍摄采访。

除办好传统节日外，长春文庙博物

馆在国际古迹遗址日、世界阅读日、劳

动节、国际博物馆日、中国旅游日等现

代纪念日开展了诗歌朗诵和科普讲座，

通过开展线下体验、线上讲座等形式，

普及优秀传统文化知识和现代节日内

涵，都受到了群众的喜爱和欢迎。

长春市文庙博物馆作为吉林省“5·18

国际博物馆日”宣传活动主会场，曾举办

了多个板块的活动：群众文艺表演——

200余名太极拳爱好者进行太极拳、太

极扇表演，场面壮观；童蒙养正特色教

育展示——长春文庙小学的学生们表

演展示了《宋词联诵》、浅唱吟诵《送

别》、武术操等节目；为青少年举办了

成人礼。仪式结束前，现场全体人员手

持国旗，表达对祖国的深情祝愿。

祭孔既是文庙的重要活动，也是

中华礼仪文化的重要代表。9 月 28 日

是我国著名教育家、思想家、儒家学

派创始人孔子的诞辰日，每年这一天

长春文庙都会举行祭孔活动。长春

文庙积极参加全球祭孔大典，曾连续

三年被央视《新闻联播》报道，举办的

祭孔典礼曾通过中国孔子网向全球

直播 ；2018 年 ，孔子学堂挂牌单位东

北师范大学东安实验学校和长春市

十一高中等作为长春文庙祭孔典礼

的分会场 ，也同时举办了祭孔典礼 ，

共同纪念缅怀先贤，弘扬儒家思想文

化；2019 年长春文庙还作为中国孔庙

保护协会在全球选择的八家代表性

孔庙之一、北方孔庙的唯一代表 ，参

与中国孔庙保护协会联合新华社举

行的祭孔大典网络直播活动。活动

内容包括纪念仪式 、仿古释奠礼表

演、经典诵读、文艺表演、专题讲座、

书画笔会、临时展览等。祭孔典礼既

保留了传统元素又增加了现代理念，

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长春文庙博物馆在保证传统礼仪

完整、真实的基础上对历史上的先圣先

贤进行祭祀 ，既尊重历史 ，又新颖有

趣，体现出人们对中华文明和传统文化

杰出贡献者的崇敬之情。

长春文庙在继承传统文化精髓的

同时，强调对优秀传统文化的普及和传

播。10 多年来，他们联合吉林省社科

联、长春广播电视台《城市速递》栏目

等举办的大型公益讲堂——国学大讲

堂已有 800 多期。即使在疫情期间也

没有停止，而转为了线上。其内容以讲

解传统典籍、古代文化知识、历史名人

事迹为主，将经典里的智慧与人们的现

实生活紧密联系起来，贴近人心，本于

人性，用平易的语言推广国学文化，用

讲故事的方式讲述有益的人生道理。

从 2005 开始，国学大讲堂每周六

开讲，冬季借用图书馆、社区、学校等

单位的教室，春夏秋三季就在文庙院内

露天讲座。院中大树上挂着扩音器，主

讲嘉宾站在阳光下授课，听众一开始坐

在草坪上听讲，后来有人捐赠了塑料椅

子和帐篷。从嘉宾和听众的热情参与

可以看到传承推广优秀传统文化的重

要意义和价值。

2008年，在爱心人士帮助下复建的

文昌阁（现在的明伦堂）多功能报告

厅，让国学大讲堂更上一层楼。国学大

讲堂的讲课嘉宾以长春的吉林大学、东

北师范大学等高校相关教师为主，有时

也邀请省外国学名师前来授课。

长春文庙也会“走出去”，到中国一

汽老年大学、司法局、戒毒所、街道、社

区等地讲课，使更多人从学习优秀传统

文化中受益。另外，长春文庙还先后在

长春市苇子沟强制隔离戒毒所和长春

市朝阳沟强制隔离戒毒所设立国学大

讲堂教育基地，邀请国学专家举行专题

讲座，为推进终身学习和学习型社会建

设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从 2016 年 10 月 15 日开始，国学大

讲堂正式成为市人社局指定的继续教

育基地，全市教育单位工作人员纷纷前

来收听讲座，对优秀传统文化普及发挥

了巨大推动作用。

为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引导

青少年正确认识世界、对待人生，长春

文庙积极与幼儿园、中小学合作联动，

紧抓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的契合点，践

行“仁”与“礼”的思想，每年都要举办

数场“责任、感恩、励志”集体公益启蒙

礼和成人礼仪式，将这份精神财富传递

给更多的人。

多年来，长春文庙联合吉林省孤

儿学校、长春解放大路小学、吉林省青

葱汇研研学教育公司、吉林省青年商

务国际旅行社、长春市文庙小学、品

“质”文旅·长春论剑（第五期）旅游业

务提升培训班等开展研学活动，以文

塑旅，以旅彰文。开创了“把传统文化

带回家——长春市文庙博物馆研学项

目”，分为重游泮水——科举文化体

验、射矍相圃——投壶运动体验、万古

斯文——拓片技艺体验等环节。研学

学生们在老师的带领和长春文庙研学

讲师的引导下，走泮桥，过棂星门、大

成门，在大成殿广场诵读经典、在主题

展厅听讲解。“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实地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

激发孩子们了解、学习、传承这份文化

血脉的兴趣、理想和信念。

长春市文庙博物馆在研学活动中

重视交流互动，让学生学到知识，有话

可说，形成坚持展示、倾力展示、创新

展示的互动局面，促进学生们表达、总

结、反思、融会贯通，真正做到了“传”

与“承”并重。

长春文庙博物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本报记者 李梦溪

本报讯（记者王皓）近日，省文联、省书画院向吉林杨靖

宇干部学院捐赠油画《铁血忠魂》仪式在吉林杨靖宇干部学

院举行。

省文联向吉林杨靖宇干部学院捐赠油画《铁血忠魂》，

是立足艺术资源优势，弘扬伟大抗联精神，丰富“三地三摇

篮”红色标识内涵的实际行动，也是助力吉林杨靖宇干部学

院拓展红色文化教学资源、提升文化软实力的具体举措。

《铁血忠魂》是由13名书画艺术家集体创作的大型油画

作品。画作长 8.5 米、宽 2.2 米，取材于 1934 年 2月杨靖宇

率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同16支抗日武装在靖宇

县花园口镇新华村城墙砬子召开的重要会议，史称“城墙砬

子会议”。会议成立了东北第一个抗日统一战线组织——

“东北抗日联合军总指挥部”，把东北抗战工作的领导权牢

牢掌握在我党我军手中。这是我党领导东北人民武装抗日

斗争进入新高潮的标志，是东北抗日战争向纵深发展的转

折点。

作品运用写实表现手法，展现了杨靖宇和抗联战士们

的坚定信念，表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誓死捍卫民族独

立的伟大抗联精神。

省文联捐赠大型油画《铁血忠魂》

本报讯（记 者 马 璐）为了夯实长

影振兴发展根基，为繁荣影视创作提

供有力支撑，7 月 21 日上午，长影集

团“签约编剧”及“特约导演”授牌活

动在长影电影院 4 棚举行。来自全

国各地的十余位知名编剧、导演收到

了长影集团“签约编剧”“特约导演”

的聘书，此后，他们将与长影集团一

道 ，为广大观众创作出更多优秀作

品，助力电影事业繁荣发展。

谈到“纳新”初衷和未来人才发

展定位，长影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

长影正处于振兴主业、重塑辉煌的关

键期、攻坚期、决胜期，目前工作的重

中之重是能创作出一批彰显长影丰

厚底蕴、责任担当、艺术传承及市场

引领的好作品，而好作品的第一步则

是创作出好剧本。为了扎实一剧之

根本 ，从电影剧本这一源头抓好创

作，长影集团一方面努力加强自有编

剧人才的培养，另一方面策划制定了

“签 约 编 剧”及“特 约 导 演”工 作 机

制，以此来吸纳具备大量行业经验和

创作实践的优秀电影人才，与大家建

立常态化联系，达成长线稳定的合作

关系，切实充实创作队伍，扩充优秀

剧本储备量，丰富长影作品的题材，

带来新鲜的角度和奇思妙想。“长影

将营造良好的创作氛围，争取更大的

政策支持，为‘签约编剧’和‘特约导

演’充分释放创作动能提供保障，欢

迎大家带来好的影视项目，多角度开

展合作，与我们同心致远，坚持文艺

工作者的信仰，携手在长影这片沃土

上耕耘、收获。”长影集团相关负责人

表示。

此次与长影集团签约合作的 18

位“签约编剧”及“特约导演”均为具

备一定行业经验和创作实践的专业

资深电影创作人才。其中 ，曾担任

《滚蛋吧 ，肿瘤君》《后来的我们》等

知名电影作品编剧的袁媛在活动现

场表示，能够加入到“新中国电影摇

篮”的创作大家庭是非常令人神往且

荣幸的事情，希望未来与长影展开更

加深入和广泛的合作，“力争为观众

们生产更多欢乐、更多热泪、更多思

考 ，以及更多能被观众们记住的作

品。”

当日下午 ，长影集团特别组织了“论坛求本”论坛

第 23 期特别版 ，邀请长影“签约编剧”、国内知名编剧

刘毅 ，为长影主创部门及青年创作人员作电影创作报

告。刘毅曾任系列电影《战狼》的编剧，他从主旋律影

片的创作、影片角色的塑造、如何讲好中国故事等几个

方面对剧本创作进行了深度剖析 ，并与长影创作者就

相关话题进行了分享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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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纪洋）为了全面展现农安近十年来的新

变化、新跨越、新突破，激励和动员全县人民加速实施“五

五战略”、建设“五个农安”，从今年6月起，农安县委宣传

部全面启动“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

主题宣传教育活动贯穿全年，共涵盖7大主题23个大

项逾千场活动，包括开展“表初心 诉党恩 讲真情”讲述红

色故事、“致敬·红色经典诵读”、“百姓名嘴”理论“微宣

讲”、“礼赞新时代 永远跟党走”千名青少年书画展等活

动，突出政治引领、红色引领、典型引领、创新引领，深入基

层，讲足新时代伟大成就，唱响主旋律、壮大正能量。

其中，开展的“农安好人·最美网格长”模范典型评选

活动，经过初审、实地核查以及网络投票、评审团评定等环

节，最终授予石卓利、赵泽明2人2022年“农安好人·最美

网格长标兵”荣誉称号，王露露等18人2022年“最美网格

长”荣誉称号；开展的新时代“农安城市精神”表述语征集

活动，已收到327人报送的作品600余条；开展的“致敬·红

色经典诵读”活动，已推送作品29期；开展的“喜迎二十

大 翰墨颂华章——农安当代书画名家作品网络展”活动，

共推送作品21期，受到社会各界欢迎和好评。

下一步，县委宣传部将精心策划、精细组织，持续深入

推进“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围绕重要

时间节点，打造沉浸式学习体验，讲好先进模范典型故事，

开展教育示范性带动活动，精彩呈现新时代农安县的“山

乡巨变”，激励全县干部群众永远跟党走。

开展“强国复兴有我”宣教活动

纪念国际博物馆日活动。 （资料图片）

形式多样的文化演出。 （资料图片）

本报讯（王娟）为讴歌党的光辉历程和丰功伟绩，弘扬伟

大建党精神，激励公司全体党员和广大职工以实际行动践行

初心使命，日前，国网延边供电公司党委组织开展“旗帜领航

当先锋 喜迎党的二十大”红色教育主题党日活动。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

的长城……”全体党员干部和共青团员在药水洞红色教育基

地齐唱国歌。面向鲜红的党旗，全体党员举起右拳，重温入

党誓词。

“药水洞被誉为和龙革命的摇篮，当年，在这个仅有一百

余户人家的小村庄里，就有70多位抗日志士为国捐躯……”

党校老师讲述药水洞抗联史，感悟革命先辈矢志不渝、艰苦

奋斗的红色精神，引起在场所有人的深深共鸣。

本次主题党日活动，进一步激发了全体党员和广大职工

爱党、爱国、爱岗的热情和奋发有为、干事创业的劲头，提升

了党组织的凝聚力、号召力和战斗力。

举办红色教育主题党日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