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 9 月 11 日 星期三 编辑：姜迪 | 美编：李晓辉 | 责校：李传富发布
>>

A06

9月7日，由平安人寿吉林
分公司与吉林广播电视台都
市频道联合举办的“三好920，
平安为你放‘价’”庆祝新中国
成立70周年幕天捐书暨大型
公益健步走活动在长春世界
雕塑园举办。

2015年， 平安人寿推出
“平安有约健康行”活动，旨在
推动公众积极参与健身运动，
培养健康习惯。

活动现场还开展了幕天
捐书活动， 共收集图书1万余
册，所有图书将送到贫困山区
的孩子手中。 幕天捐书是平安
人寿于2017年推出的公益项
目，致力于打造全球最大的书
籍捐赠平台，通过整合社会图
书资源，建设走进乡村课堂的
图书角， 让好书触手可及，让
乡村少年开拓视野、 增长见
识，帮助弥合城乡教育差距。

同时， 为感谢社会各界和
新老客户的支持，活动现场还对
9月9日即将上线的“三好920，
平安为你放‘价’”平安人寿大型
客户回馈活动进行了启动。 920
寓意就爱你， 活动将体现爱与
AI科技特色，通过多种形式，持
续打造全社会标志性平安产品
节，体现对客户的关爱。

平安人寿吉林分公司副
总经理钟俊峰表示，举办这场

大型公益活动，就是让社会公
众了解并加入到平安的公益
事业当中。 未来日子里，平安
人寿吉林分公司将深入推动
中国平安推出的“三村建设工
程”， 倡导积极健康的生活方
式， 继续完善幕天捐书平台，
共同为乡村孩子奉献爱心，助
力中国新时代美好生活的实
现和美丽乡村的建设。

/记者 宋佳静 报道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 70周年，9月 10日上午，由
南关区曙光街道党工委、曙光
街道办事处主办，平阳社区党
委、南关区老年书画研究会曙
光街道分会承办的《我和我的
祖国》演讲会在平阳社区举办
首场活动。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
者、省市劳动模范、全省离退
休干部学习标兵、 长春市百姓
学习之星、南关区老年书画研
究会曙光街道分会会长王富
生，吉林省优秀志愿者、长春市
优秀党员、长春市百姓学习之
星、 南关区老年书画研究会曙
光街道分会理事袁洪玉，南关
区老年书画研究会曙光街道分
会会员王敬生以朴素的语言讲
述了发生在自己身上、 家庭和
身边的故事，表达出对党、对祖
国的爱与忠诚， 他们的精彩演
讲也获得了了社区党员代表
和书画室同志的热烈掌声。

据悉，9 月 17 日和 10 月
15 日还将举行第二场、第三场
演讲活动。

/记者 代丽媛 报道

为进一步推进交通乱象整
治行动持续开展，加强对机动车
非法改装交通违法行为的从严
治理，杜绝因非法改装引发的重
特大道路交通事故，确保广大群
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公共安全，减
少噪音对市民生活的影响，结合
市民近期的投诉和举报建议，长
春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从9月
5日起， 在全市开展整治机动车
非法改装专项行动。

截至目前， 长春交警已查
处了140余辆涉嫌非法改装的
车辆。

改装车虽然外表看起来很

炫酷， 但是因为擅自改变了机
动车外形和已登记有关技术数
据，上路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一旦发生交通事故， 可能面临
保险公司不予理赔的情况；非
法改装车涉及电路改变， 容易
留下火灾隐患，造成车辆自燃；
若改装车辆的底盘结构、轮胎、
悬架、刹车系统，将会影响车辆
的制动、平衡，容易引发交通事
故的发生； 增加排气管和改变
车辆消音将会造成巨大的噪音
污染， 对周边居民的休息和工
作造成巨大影响。

改变车身颜色、更换发动

机、 更换车身或者车架的，机
动车所有人应当在更换后十
日内向当地车管部门申请变
更登记； 私自改装轮胎轮毂、
加装尾翼、灯光、排气管等，都
属于非法改装。 对非法改装消
音器、改变车身颜色、加高或
降低机动车底盘等改变机动
车外观、 构造和技术数据的，
交警部门将依据《吉林省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
全法>办法》 第八十七条第十
一项及《长春市道路交通安全
管理条例》 第三十三条规定，
处以500元罚款， 并责令限期

整改，恢复原状。
长春交警提醒非法改装

的车主及驾驶员，要及时消除
侥幸心理， 不要以身试法，交
管部门将持续严查此类违法
行为，并将因非法改装被处罚
的驾驶员及车辆信息，及时录
入交通管理系统，进行重点监
管。 同时，利用高噪声声呐采
集抓拍系统，通过对声音的数
据采集分析后，区分出高噪声
车辆同时对其进行定位与抓
拍， 识别出车牌号并生成视
频，音频与四合一图片进行执
法。 /记者 王春胜 报道

由导演田羽生执导的青春
喜剧电影《小小的愿望》即将
于9月12日正式登陆全国院
线。 昨日，该片在长春举办了
超前观影会，现场可谓是笑点
泪点齐飞。 吉林籍演员魏大勋
在片中的表演更是获得了影

迷的高度认可。
近几年的中国电影市场，

青春片接憧而至，观众逐渐对
清一色的“疼痛式青春”产生
审美疲劳。 而《小小的愿望》不
煽情，只通过对青春少年的追
梦旅程进行刻画，给观众带来

耳目一新的青春喜剧大戏。 影
片以三个好友为核心，讲述了
18岁少年高远（彭昱畅饰）因
绝症即将离世，死党徐浩（王
大陆饰）与张正阳（魏大勋饰）
在得知噩耗后，决定帮助他实
现最后愿望的故事。 影片将镜
头对准三位普通少年，通过幽
默风趣的表现方式，让观众在
这段哭笑不得的愿望之旅中，
与三兄弟一起大笑， 一起痛
哭，令人感同身受，与之共情。
而在大笑之后，又会给人留下
感动和思考的空间，在欢笑与
泪水中感受最真挚的情感。

吉林籍演员魏大勋毕业于
中央戏剧学院， 近年来拍摄了
诸多影视作品， 赢得了不少影
迷的喜爱。 这次他在片中的表
现更是让影迷称赞“这绝对是
魏大勋的代表作”。魏大勋在谈
及与彭昱畅和王大陆的合作时

表示， 希望有机会的话三人还
能再次合作：“仿佛真的回到了
高中刚毕业的时候， 这一段时
光让我们之间收获了最珍贵的
友谊。 ” 有长春影迷观影后表
示， 对影片中的一些剧情十分
有共鸣。 无论是圆梦兄弟一起
吃泡面、看漫画，还是计算着爸
爸到家的时间偷玩电脑游戏等
情节， 都情不自禁地让人回味
起自己的青春经历。

从《前任》系列电影开始，
导演田羽生所执导的喜剧类
型影片便一直获得许多观众
认可，成为观众心中的优秀喜
剧导演之一。 在观影结束后，
很多人都感慨道，“如果前任
系列留下的是遗憾，那《小小
的愿望》留下的就是温暖和治
愈，这一次的田羽生才是真的
走心了。 ”

/记者 韩玉红 报道

9 月 9 日， 四平市铁西区
仁兴街天桥社区开展法制教育
大讲堂活动， 邀请仁兴派出所
长向社区居民代表及社区内的
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报告当前
社会治安情况。

当日， 仁兴派出所所长曹
英昊带领派出所班子成员四人
来到天桥社区， 就当前社会治
安状况， 对电信诈骗、 网络贷
款、 中小额贷款诈骗、 传销诈
骗、 非法集资犯罪等经济犯罪
行为， 以及对近期发生的多起
家庭矛盾、 邻里纠纷等治安问
题进行了深刻剖析。

会后， 政协委员田宏感触
地说：“派出所深入社区进行法
制教育，特别是对电信诈骗、网
络等套路贷和危害居民群众切
身利益预防提出了具体防范措
施， 非常感谢社区和派出所给
大家提了个醒”。

此次活动， 受到辖区居民
们的广泛好评， 以后社区会经
常的邀请派出所为辖区群众开
展法制教育讲课。

/记者 高鸿 报道 摄

中秋将至， 暑期后的第一
个小长假扑面而来，想好去哪
玩了吗？ 尤其是打算带孩子出
行的家长们，总希望能在陪孩
子游山玩水的同时，也能给他
们增长见识。 所以，在这秋高
气爽的日子里，记者带你走一
条既能欣赏到湖光山色，又能
寓教于乐的假期好去处———
农夫山泉“寻源之旅”。

日前， 农夫山泉“寻源之
旅” 小记者体验活动正式启程。
一行人由长春市出发前往抚松
县农夫山泉最美工厂，在这里他
们与神秘的长白山共同度过两

天一夜，一起寻找农夫山泉的源
头，感受大自然的包容与馈赠。

第一日， 小记者一行前往
中国最后一个木屋村落———锦
江木屋村。 这里的木梁、木墙、
木门、木瓦、木烟囱、木围栏、木
柴堆……让孩子们提起了兴
趣， 见不到一砖一瓦的村庄更
显宁静、祥和。在这里住上一夜
后，第二日，一行人乘车前往距
离长白山主峰仅60公里的农夫
山泉抚松工厂。 进入工厂展示
大厅，在工厂讲解员的带领下，
大家参观了农夫山泉的生产车
间。这里现代化的工厂、先进的

设备、 高效而严谨的安全生产
标准，让大家连连赞叹。

“寻源之旅”的最后一站是
穿越长白山的原始森林，跟随着
向导的脚步到达了农夫山泉的
水源地———莫涯泉， 莫涯泉属
于天然的自涌泉，水源地来自于
长白山，这里的每一滴水都将经
过科学技术的处理，带着大自然
的爱与馈赠，走进千家万户。

在这里的神秘森林中，双
手捧起一汪泉水， 甘甜清冽，
沁人心脾。 整个行程让孩子们
感受到了水与生态环境、水与
先进科技、水与传统文化的关

系；在潜移默化中，感受到保
护环境， 绿色生态的重要性。
这样的行程你喜欢吗？ 中秋小
长假带着孩子玩起来吧！

/记者 孙莹 报道

中秋小长假去哪儿玩？
“寻源之旅”了解一下

电影《小小的愿望》长春观影会笑点泪点齐飞
吉林籍演员魏大勋表演获肯定

四平天桥社区开设
法制教育大讲堂

曙光街道举办
《我和我的祖国》
演讲会

长春交警整治非法改装车

平安人寿吉林分公司举办幕天捐书
暨大型公益健步走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