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音教授（左）、廖莎教授（右）为琵琶选手授课。
本报记者 魏利军 摄

本报讯（记者 张莹
莹 闫书御琳）艺术的碰
撞燃烧出激情的火花。8
月 17日，记者在辽源市第
四届“琵琶文化艺术周”
期间了解到，为了让来自
各地的琵琶选手不虚此
行，共享文化盛宴，显顺琵
琶学校邀请国内众多名家
大咖传经授课，让各地选
手在参加比赛之余也能聆
听到专家分享琵琶技艺学
习心得和方法技巧，帮助

参赛选手开阔视野、增长
知识和技能。

据悉，本次名家讲座
为期三天，分别为“琵琶普
及教学中重奏编配、排练
的方法与技巧”“做一名有
文化的琵琶人——从《茉
莉花》谈起”“中原弦索琵
琶传承与特色”“现代作品
《山之舞》的阐释与演绎”
“当你走出象牙塔”“回归·
爱——从刘德海先生遗作
《平安玉珠送亲人》谈起”

“陈思昂琵琶作品创作分
享”等课题。

著名琵琶演奏家、中
国广播民族乐团琵琶首
席、弹拨乐声部长、国家一
级演员、四川音乐学院客
座教授、中国民族管弦乐
学会琵琶专业委员会会
长、中国音协琵琶学会副
会长陈音，以题为“琵琶曲
《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
的讲解与分析”更是精彩
绝伦。授课现场名家云

集，现场座无虚席。台下
选手纷纷拿出笔记本、手
机拍摄记录留存宝贵的教
学资料，台下一片“充电”
景象。

中央音乐学院硕士研
究生、中央民大音乐学院
民乐系琵琶专业副教授、
硕士研究生导师廖莎说：

“希望参赛选手们能通过
讲座有所收获，把各位名
家在琵琶方面的学术思
想、高度以及对琵琶专业

的忠诚和热爱学习继承
下来、传递下去。”

“我是第二次来参加
比赛。能与这么多的琵琶
人才共同切磋技艺，我觉
得十分荣幸。名师们的每
场讲座既有专业性、系统
性、规范性、知识性，又可
以感受到最新、权威的教
学和演奏理念与资讯。”来
自广西桂林、目前就读于
厦门大学的职业青年C组
选手柯力嘉对记者说。

台上名家大咖授课台上名家大咖授课 台下学子台下学子““取经取经”“”“充电充电””

本报讯（记者 闫书御
琳 张莹莹）8 月 17 日晚，
群贤毕至，共享风华。第
四届辽源杯琵琶名家名曲
音乐会在南部新城音乐厅
举行。几代琵琶人同台，
为观众带来一场饕餮音乐
盛宴。

此次音乐会由辽源市
委市政府、中国民族管弦
乐学会琵琶专业委员会主
办，市委宣传部、市文旅
局、显顺琵琶学校、北京华
夏璇音艺术传播中心承
办，龙山区委、区政府，市
教育局、团市委、乐海乐器
有限公司协办。演出现
场，众多琵琶音乐爱好者、
参赛选手、广大市民受邀
来此，他们用期待与热情
凝结成一种温度，释放成
掌声与欢呼，送给每位演
奏名家。

夜幕降临，音乐会在
一曲《梦入江南》优美清丽
的旋律中拉开帷幕。曲目
《寒鸦戏水》旋律别致优
雅，格调清新优美，韵味十
足；曲目《琵琶语》如泣如
诉，将人带入一种缠绵悱
恻、欲说还休的境界；曲目
《龙船》欢乐明快，具有丰
富的表现力和浓郁的江南
民间风格；曲目《青莲乐
府》具有古朴之风，在如诗
如画的音乐情景中，独有
一份恣意豪迈的文人情
怀；曲目《淮阴平楚》艺术
感染力极强，对古战场壮
阔的情景描绘得栩栩如
生，听者犹如身临其境；曲
目《柳青娘》《蜀道行》《汉
宫秋月》《阿细跳月》《阳光
照耀着塔什库尔干》各具
特色，展现了琵琶优雅的
韵味和丰富的律动，引发

观众思绪万千。
据悉，起源于秦汉、兴

盛于唐朝的琵琶，在两千
多年的时光流转中，演奏
技艺不断发展、完善、丰
富。此次音乐会群星荟
萃、名家云集，让传统琵琶
艺术焕发时代魅力，为优
秀传统文化的发展创造新
的机遇。近年来，辽源潜
心培育各类琵琶专业人
才，使琵琶成为宣传、推介
和展示辽源形象的一张瑰
丽的文化名片。

音乐会现场，清脆的
琵琶声如玉珠走盘，音色
各异。演奏名家们用多种
形式为观众带来不同风格
的曲目演绎。现场观众闭
眼倾听、徜徉其中、久久沉
醉。最后，音乐会在一曲
热情奔放的《天山之春》中
完美落幕。

素手信弹素手信弹，，摇曳生姿摇曳生姿。。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吴培民吴培民 摄摄

琵琶声声 游赏千年时光

第四届辽源杯琵琶名家名曲音乐会“燃”放城市魅力

本报讯（记者 张莹莹
闫书御琳）8月 17日，随着
辽源市第四届“琵琶文化艺
术周”活动开展，琵琶展演
也进入了火热的竞赛阶
段。记者在显顺琵琶学校
了解到，来自全国各地的参
赛选手在此进行琵琶技艺
展示，由专业评委进行评
审，同台竞技，各显神通。

记者获悉，因疫情原

因，今年展演分为线上和线
下两种方式进行。来自北
京、河北、辽宁、山西、浙江
等全国各省市 500余人来
到辽源参加展演活动，800
多名选手进行线上展演。
展演共分11个组别、7个场
地进行。54名来自全国各
大院团的顶尖琵琶演奏家、
教授担任展演评委，本届评
委人数是四届展演活动最

多的一次，且较往届更年轻
化。

在候场室，很多来自外
地的家长陪孩子前来参
赛。在指导老师的点评下，
参赛小选手们正在进行充
分的预热。来自辽宁大连
的参赛选手于嘉的母亲对
记者说：“辽源是‘中国琵琶
之乡’，琵琶技艺在这里得
以创新发展。第一次来到

辽源，心情很激动。这座城
市浓厚的文化氛围感染了
我，辽源琵琶艺术发展迅
速，相关活动非常丰富。孩
子已经学习琵琶六年了，也
非常喜爱琵琶文化。这次
我专程带她来参加儿童组
的比赛，她在这里与高手过
招比赛、听讲座、看演出、和
大师合影，非常高兴，下次
我们还要再来。”

据了解，辽源市第四届
“琵琶文化艺术周”琵琶展
演为期三天，分复评、终评
两阶段进行。各类别赛事
不仅为全国各地琵琶精英
提供切磋竞技的平台，更为
广大市民提供了丰富多彩
的琵琶展演盛宴，让广大琵
琶文化爱好者及广大市民
共享由琵琶技艺带来的文
艺享受。

余音绕梁 高手对决

琵琶展演进入火热竞赛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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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知应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

辽源市公安局举报方式 举报电话：0437-3282363、3232110 举报地址：辽源市人民大街4456号扫黑办

利用网络实施的犯罪，符合《反有组织犯罪法》第二条规定的，应当认定为有组织犯罪。 （出自第二十三条第一款）

22 利用网络实施犯罪是否属于有组织犯罪？

（1）公安机关核查有组织犯罪
线索，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采取
调查措施。公安机关向有关单位和
个人收集、调取相关信息和材料的，
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如实提供。

（2）公安机关核查有组织犯罪
线索，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
准，可以查询嫌疑人员的存款、汇款、
债券、股票、基金份额等财产信息。

（3）公安机关核查黑社会性质
组织犯罪线索，发现涉案财产有灭
失、转移的紧急风险的，经设区的市
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
对有关涉案财产采取紧急止付或者
临时冻结、临时扣押的紧急措施，期
限不得超过四十八小时。期限届满
或者适用紧急措施的情形消失的，
应立即解除紧急措施。

（4）公安机关核查有组织犯罪
线索，发现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
人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事诉讼法》的规定立案侦查。

（5）公安机关办理有组织犯罪
案件，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出
境入境管理法》的规定，决定对犯罪
嫌疑人采取限制出境措施，通知移
民管理机构执行。

（6）根据办理案件和维护监管
秩序的需要，可以对犯罪嫌疑人、被
告人采取异地羁押、分别羁押或者
单独羁押等措施。

（7）公安机关在立案后，根据侦
查犯罪的需要，可以采取技术侦察
措施、实施控制下交付或者由有关
人员隐匿身份进行侦查。

（出自第二十六条至第三十一条）

23 在反有组织犯罪案件办理中，公安机关可以采取哪些措施？

辽源市公安局

本报讯 为深入推进
“珠算”这一世界非物质文
化遗产在我市得到弘扬，8
月15日—16日，由辽源市财
政局、教育局、珠算协会联
合举办的珠心算师资培训
班开班。培训班邀请辽源
市珠算协会会长、吉林省珠
算协会理事、国家级讲师、
珠算和珠算文化非遗传承
人刘俊萍主讲。

此次培训，在县（区）财
政局、教育局和珠算协会的
大力支持下，共培训教师及
社会人员 30人。培训重点
围绕珠心算基础知识、珠心
算教材教法内容进行了详
细讲解。通过培训，使初学
教师对珠心算有了全面的
认知和了解、对已从事珠心
算工作的教师能进一步系
统地掌握教学教法，从而更

好地投入到珠心算工作中。
此次培训提升了辽源

地区珠心算教育水平，进一
步提高了珠心算普及工作
的扎实开展，为更加规范高
效的珠心算工作奠定了坚
实基础，达到培训预期效
果。

据了解，2022年第二期
师资培训班拟于 9月 3日开
班。 （周智勇）

我市2022年第一期珠心算师资
培训班开班

本报讯（记者 宋建立）8
月 12日，省交通运输综合行
政执法局考评组到辽源，就

“大练兵、大比武”执法竞赛
情况进行考评。

考评组一行在市交通
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相
关负责同志陪同下，分别观
看了队列、交通指挥手势会
操、体能测试、交通工程质
监现场模拟执法、运政现场
模拟执法、路政现场模拟执

法及超限治理现场模拟执
法。

考评组对辽源“大比
武、大练兵”执法竞赛给予
好评，认为竞赛项目中队
列、交通指挥手势等标准、
整齐，现场模拟执法规范，
不流于形式，基本功扎实，
在全省交通运输综合行政
执法中具有一定引领性、示
范性。

据了解，市交通运输综

合行政执法支队致力于打
造执法规范化队伍，通过采
取“执法大讲堂”、法律专家
授课、交通警察进行交通指
挥手势培训等方式，不断提
高综合行政执法能力。尤
其在“利剑 2022”专项行动
中，辽源将“大练兵、大比
武”作为重要内容抓实抓
牢，坚持每月两次执法培
训、队列演练，进而实现内
强功底、外树形象的目标。

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大练兵、大比武”执法竞赛
获省考评组好评

为倡导绿色健康的低
碳祭扫行为、弘扬文明优良
的祭祀新风尚，8 月 12 日，
龙山区城管执法大队对“文
明祭祀树新风”专项整治行
动中依法收缴的违规丧葬
祭祀用品进行了集中销毁。

当日 13 时许，满载违

规丧葬祭祀用品的车辆，在
市民政局及龙山区城管执
法大队的引导下，驶入辽源
天楹环保能源有限公司垃
圾处理车间，将依法收缴的
纸钱、纸元宝等祭祀用品进
行了集中销毁。

龙山区城管执法大队

相关负责人介绍，从近日
开展的“文明祭祀树新风”
专项整治行动情况来看，
近年来的禁烧工作成果显
著，传统烧纸、放火炮的市
民群众越来越少；采取鲜
花、线上文明祭祀的市民越
来越多。

龙山区城管执法大队

集中销毁一批违规祭祀用品
本报记者 刘鹰 摄影报道

寄哀思文明
辽源天楹环保能源有限公司垃圾

处理车间内，满载依法收缴的违规丧
葬祭祀用品的车辆在工作人员的指挥
下进行了销毁。

本报讯（记者 徐楠）为
大力弘扬劳动精神、工匠精
神，引领广大职工立足岗
位、钻研业务技能、激发创
造潜能，8月 17日至 18日，
辽矿集团公司举办第三届
职工岗位技能大赛。市人
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
主席杜立智，市人社局主要
领导，辽矿集团公司领导、
职工代表、大赛裁判员、参
赛选手共计 400人参加开幕
式。

本届岗位技能大赛以
“传承工匠精神、技能成就
梦想”为主题，竞赛采用“理
论考试+实践操作”结合的
方式开展。电工、钳工、焊
工、数控车工、瓦检员、爆破
工、提升机司机、采煤机司

机、掘进机司机 15个工种的
470余名岗位技术能手在各
自赛场上同台竞技。

比赛现场，选手们凝神
静气、沉着应战，紧张有序
地进行实操作业，亮技能、
展风采，瞬间点燃了赛场上
紧张刺激的氛围。大家都
表示，参加技能大赛，通过
和其他选手切磋技艺，既交
流了经验、锻炼了技能，又
开阔了眼界，对以后的业务
提升很有帮助。

辽矿集团工会副主席
邢仕杰说：“技能大赛为辽
矿职工搭建了一个展示精
湛技能、相互切磋技艺的平
台，有效激发了他们学技
术、练绝活的热情，也为企
业壮大技术队伍、实现创新

转型发展奠定基础。”
“我将努力发挥自己的

技能专长，以良好的精神风
貌赛出水平、赛出风格，为
促进集团公司技术交流与
提高作出贡献。”参赛选手
赵磊说。

今后，辽矿集团公司将
以岗位技能比武为契机，着
力培养高素质专业人才队
伍，加快实现辽矿集团公司
创新转型发展。

传承工匠精神 技能成就梦想

辽矿集团举办第三届岗位技能大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