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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冯可欣）11月19
日，由中共白城市委宣传部主办、白
城师范学院承办的梁怀学国学经典
书画作品展开幕式在白城师范学院
举行。

市委书记庞庆波，市委常委、宣
传部长徐辉，市政府副市长孙志刚；
白城师范学院党委书记王喜库，白
城师范学院校长陈权，书画家梁怀
学出席开幕式。

书画展在庞庆波和王喜库共同
揭幕后，正式开幕。

徐辉在开幕式上致辞。她首先
对本次书画展的成功举办表示热烈
的祝贺！向梁怀学先生和白城师范
学院的领导、师生表示诚挚的谢意！
徐辉指出，举办书画展览活动，是弘
扬传统文化、传播国学艺术的有效
途径，更是满足中等城市群众文化
生活需要的重要举措。此次梁怀学
先生携精品力作来到鹤乡白城，是
他个人才华、艺术魅力的一次集中
呈现，也是奉献给白城人民的一份
文化厚礼。在为我们提供一场视觉
盛宴的同时，也为广大书画爱好者
搭建了相互学习交流的平台，必将
激励和促进全市文化事业繁荣发
展。白城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
希望梁怀学先生多到白城采风体

验，创作出更多彰显白城鲜明特色、
反映白城发展变迁、讴歌白城奋斗
佳绩的优秀作品，不断扩大白城的
知名度和美誉度。同时，希望白城
师范学院以这次书画展览活动为契
机，进一步营造推崇国学文化的浓
厚氛围，以文化自信激发师生的爱
国热情。希望广大群众振奋民族精
神，更好地传承弘扬国学精髓，争做
国学文化的学习者、传播者、践行
者。

开幕式上，陈权为梁怀学先生
颁发客座教授聘书。

白城师范学院党委副书记刘国
宁致欢迎辞。

开幕式后，庞庆波一行实地参
观书画展览。

据了解，本次梁怀学国学经典
书画作品展时间为11月19日至11
月23日，为期5天，共展出梁怀学
先生书法55幅、国画15幅、篆刻
作品13方。展览以振奋中华民族
精神，弘扬民族文化，为全面实现
和复兴伟大的“中国梦”贡献力量
为主题，以艺术情怀赞美祖国，展
现传统书画魅力与新时代风貌，作
品题材广泛，内容丰富，书法雄奇
俊逸，国画风骨卓然，富有极强的
表现力和感染力。

本报讯（赵玉花）为普及乡村版权
法律知识、增强乡村版权保护意识、巩
固乡村版权保护成果，11月16日，通
榆县版权工作服务站结合新时代文明
实践中心“文明实践周”主题活动，在全
县208个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开展
乡村版权保护主题宣传活动。

活动当天，身着红马夹的志愿者来
到边昭镇靠山村六家子屯，走街串巷，
为村民发放版权保护宣传倡议书，围绕
知识产权保护、版权保护和登记工作进
行宣传，并对农民在版权保护工作中遇
到的问题进行解答和知识普及。当得知
靠山村鲁万吉和李希龙写、唱快板书闻
名全村时，志愿者们立刻走进李希龙的
家里进行宣传讲解。

按照省版权局相关通知要求，结
合全县实际，通榆县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倡议各文明实践所（站）及时下

载并转发通榆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公众号发布的《乡村版权保护倡议书》，
利用手机、电子屏、乡村大喇叭进行广
泛宣传，打造多媒体的宣传平台，营造
浓厚宣传氛围。与此同时，通榆县新
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公众号开设了乡村
版权宣传周专题版块，推出三期版权
小常识，让农民群众增进对版权知识
的了解掌握。各文明实践所（站）的
志愿者将倡议书印成宣传单发放到农
民手中，做好相关知识的讲解工作，并
组织村民积极开展自学、互学、小组集
中学习。

活动当天，志愿者还开展了版权咨
询登记活动，设立了版权登记有关事项
咨询电话，鼓励广大著作权人创作出更
多更好的作品，并积极主动申请登记作
品版权，弘扬保护知识产权、抵制侵权
盗版的良好社会风尚。

本报讯（记者张芙）洮南市呼
和车力蒙古族乡车力村是著名的
绿豆之乡，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优
势、土壤和气候条件，非常适宜绿
豆生长。2019年，车力村以绿豆主
导产业突出和带动农民增收效果
显著等工作亮点荣获第九批全国

“一村一品”示范村镇称号。
据了解，该村生产的绿豆产品

色泽纯绿、光滑圆润，远近闻名，被
确定为国家免检产品，曾出口日
本。

在车力村，几乎家家户户都种
植绿豆，村民经济收入的近半数都
是靠绿豆。近年来，车力村采用统
一供种、统一播种、统一施肥、统一
病虫害防治等措施，使全村的绿豆
产量及品质大幅提升。2019年，车
力村绿豆种植面积达800公顷，并
且形成了集中连片的种植区，人均
收入达12000元，是车力村的主要

经济来源。
为扩大产业优势，车力村采取

多种措施提高产品品质。在种子选
购上，根据本地种植条件，选用龙博
9、白绿8等适宜品种，确保种植户
连年丰收。在肥料使用上，以农家肥
为主、无机肥为辅，产出的绿豆具有
颗粒饱满、色泽光亮、营养丰富的特
点，蛋白质以及膳食纤维和各种维
生素含量较同类产品高。在田间管
理上，采取轮作倒茬、间种、套种、
精细整地等方式提高产品产量及
品质，降低病虫害发生几率。

几年来，车力村为发展绿豆种
植产业，探索出一条适应现代农业
发展、适应百姓健康需求和适应新
兴农业经营主体壮大的新途径，形
成以洮南市呼和车力蒙古族乡车力
村有机农业专业合作社为引领的产
业发展中坚力量。合作社成立于
2011年1月，入社会员229人。截至
目前，合作社绿豆种植户11户，种
植面积450亩，预计产量可达5万
余公斤，以市场价（包装后）16元每
公斤计算，可实现年产值84万元，
并带动贫困户73户132人。

梁怀学国学经典书画作品展开幕式举行

通榆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积极开展乡村版权宣传活动

打造“一村一品”特色产业
助力乡村振兴

展现国学魅力 凝聚发展力量
——梁怀学国学经典书画作品展侧记

●本报记者 张风/文 马彬/摄

志愿服务·公益白城

发挥科技奖励的激发效应
●余建斌

科技奖励由推荐制调整为提名
制，进一步完善评审职责、评审标
准、评审程序等制度，进一步加强科
技奖励诚信体系建设、加大对科技奖励
的监督惩戒力度……修订后的《国家科
学技术奖励条例》将于今年12月1日
起施行。这是进一步改革和完善科技
奖励制度的成果，也是深化科技体制改
革的重要举措。

科技奖励制度是党和国家为激励
自主创新、激发人才活力、营造良好创
新环境采取的重要举措，目标是奖励在
科学技术进步活动中做出突出贡献的
个人、组织，赋予他们科技领域的国家
荣誉。现行条例的修订，通过将深化科
技奖励制度改革的有关举措、科技奖励
实践中探索的做法和经验上升为法律
规范，进一步完善科技奖励制度，同时

也将有效解决实践中出现的一些新情
况、新问题，更加有效地调动广大科技
工作者积极性和创造性，深入推进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实施。尤其是在我国发展
面临的国内外环境发生深刻复杂变化，

“十四五”时期以及更长时期的发展对
加快科技创新提出更为迫切要求的情
况下，科技奖励制度发挥良好的激发效
应，有助于增强创新这个第一动力，推
进科学技术助力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
改善。

科技奖励重在导向。人才是创新活
动中最活跃、最积极的因素，我国科技
队伍蕴藏着巨大创新潜能，（下转四版）

时 评

本报讯（记者综合）日前，我市
遭遇雨雪大风严寒等恶劣天气，为
积极应对恶劣天气，全市多部门周
密部署，各司其职，立即行动，全力
以赴做好本职工作，确保我市各项
生产生活有序进行，切实保障人民
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记者在市气象局了解到，受江
淮气旋北上影响，17日至20日我
市有一次明显雨雪和降温天气过
程；降水主要集中在18日夜间到
19日，过程累计降水量达20至30
毫米，部分地方35毫米以上，降水
过程由雨夹雪转为大到暴雪，部分
地方有大暴雪，20日部分地方有小
雪；降水过后气温明显下降，全市大
部累计降温幅度为 10至 12摄氏
度，局地可达14摄氏度左右，最低
气温将出现在21日或22日早晨，
全市大部为零下11至零下13摄氏
度。

为保障群众出行安全，在市城
管局统一安排部署下，城管洮北大
队以雪为令，全面备战，迅速出动，
挑灯夜战，开展多轮次、不间断清雪
防滑作业，共出动清雪车辆48台、
执法车辆20台、环卫工人300余
名，第一时间投入一线开展清雪作
业，全力保障交通畅通，为市民安全
出行保驾护航。截至19日凌晨，全
市主要街道、路面基本实现了路见
本色、不影响车辆通行。同时，城管
洮北大队还建立了一套运行高效的
应急管理体系，在面对暴风雪等极
端天气时，采取人工作业与机械作
业相结合方式，昼夜坚守、歇人不歇
车，按照先清主要路口、街道，再清
理次要街道、小街道的原则，随扫、
随清、随运积雪；特别是十字路口、
学校门口、车站、广场、商场周边、公
交站点等人流量大的地方，进一步
加快清理速度，防止道路结冰，有效
保障了城市道路畅通，最大限度降
低了极端天气对市民工作生活的影响。

面对突如其来的恶劣天气，市交通运输局迅速采取行
动，全力保障极端天气情况下的道路运输安全。一是制定并
下发了《应对首场明显雨雪降温天气防范工作的紧急通
知》，要求各县（市、区）交通运输局和局直属各单位切实按
照文件精神开展相关工作，进一步加强应对极端天气的组
织领导和措施。二是在行业监管上，要求市交通运输综合行
政执法支队加强对运输企业车辆卫星定位监控平台的监
管，分析梳理涉嫌违规、危险驾驶及系统终端存在故障等问
题，并对道路运输车辆动态监控系统记录的交通违法信息
抄告公安交警部门，依法进行查处。三是严格落实“以雪为
令”的工作要求，监督检查各县（市、区）交通运输局和相关
企业遇到雨雪雾天等极端天气停运情况；同时严格执行“当
日雪，当日除”的工作要求，确保道路运输行车安全。

市公安局交巡警支队针对近期我市雨雪混杂、气温骤
降的恶劣天气， （下转四版）

我
市
全
力
应
对
近
期
恶
劣
天
气

特别关注

市委书记庞庆波参观梁怀学国学经典书画作品展。 本报记者马彬摄

笔墨传千代，文化盛万年。
初冬时节，八百里瀚海又迎来
了一丛国学艺术之花。11月19
日，著名国学书画艺术家梁怀
学先生来到白城师范学院，举
办了梁怀学国学经典书画作品
展，讴歌伟大祖国取得的伟大
成就，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用艺术充分展现国学魅
力，凝聚发展力量，坚定白城
人民举旗帜、聚民心、育新
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信心和力
量。

展馆内，数十幅精美的书画
篆刻艺术作品散发着纸墨的清
香，前来观看展览的师范学院师
生络绎不绝。梁怀学的书画篆刻
艺术造诣令人叹为观止，参观者
们从这些作品中深深领略着国学
经典的魅力与内涵。

据了解，梁怀学是四平市
人，在吉林师范大学党委宣传部
工作，并担任吉林师范大学书画

艺术研究中心主任、吉林省高校
科技期刊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
榜书艺术研究会会员、吉林省书
法家协会会员、吉林省政协书画
院院士。梁怀学多年来致力于
传承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醉
心于国学书画研究，学兼文理，

笔耕不辍，把对教育的挚爱和对
艺术的执着融入笔端，创作了一
幅幅洗练凝重的国学书画精品，
可谓造诣深厚，自成一家。今年
还荣获吉林省人民政府颁发的第
四届吉林省新闻出版奖“优秀人
物”奖。

此次展览共展出了梁怀学创
作的书法作品55幅、国画作品
15幅、篆刻作品13方。作品题材
广泛，内容丰富，书法雄奇俊逸，
国画风骨卓然，以艺术情怀赞美
祖国，展现传统书画魅力与新时
代风貌，为白城师范学院的师生

带来了美的享受、艺术的熏陶和
学习的机会，同时也有力地促进
了我市文化的繁荣发展和进步。

图①梁怀学先生书画作品展图①梁怀学先生书画作品展
示示。。

图②参观者欣赏梁怀学先生图②参观者欣赏梁怀学先生
书画作品书画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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