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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李英杰）五月的

大厂，花红草绿，风景如画。晚饭

后，县城大大小小的游园广场、纵

横交错的大街小巷，走出家门的

市民尽享清凉舒爽、热闹轻松的

惬意夜晚。当人们享受舒适的城

市生活时，餐厨垃圾乱倒这一“顽

症”却大煞风景，令整洁宜居的环

境蒙上了“污点”，也给人们快乐

美好的心情“添了堵”。县城居民

沈廷敏抱怨说：“餐厨垃圾乱倒，

弄得哪儿都是，我们遛弯都得绕

着走。”居民王桂霞对此也颇有怨

言：“这些餐厨垃圾随处倒，很容

易堵塞下水道，赶上下雨天，形成

积水内涝的安全隐患可不小。”

餐厨垃圾乱倒，城市文明之

痛。通过深入开展国家卫生县城

和全国文明县城创建，我县城乡

环境持续优化，群众文明素质不

断提升。然而，一些不文明现象

仍是时有发生，个别人为图自己

方便，将餐厨垃圾随意乱泼乱倒，

严重破坏了公共环境，影响了城

市形象。对此，城管执法部门专

门为沿街商户配置了垃圾收容

桶，督促商户在处理垃圾时做到

干湿分离。对于乱倒餐厨垃圾的

行为，严厉打击，发现一起、处罚

一起。

清除餐厨垃圾，治理城市“顽

疾”，需要标本兼治。县城市管理

行政执法局注重疏堵结合，在与

商户签订责任状、号召干湿分离

处理餐厨垃圾的同时，目前正在

积极推进餐厨垃圾集中处理项目

建设，以根治这一城市“顽疾”。

“创卫工作人人参与，美好环

境家家受益。”希望每一名大厂人

都能从自身做起，自觉抵制不文明

行为，争取人人成为美丽大厂、文

明城市的共建者、共治者、共享者。

别让餐厨垃圾
煞风景

大厂回族自治县
2018年“党旗飘扬·美丽大厂”夏秋城乡文化活动内容安排表

编者按：为进一步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推进文化惠民、文化

乐民、文化育民，充分展示全县经济社会发展成就，我县于2018年5月11

日至9月28日组织开展“党旗飘扬·美丽大厂”夏秋城乡文化活动，包括彩

色周末、惠民下乡、参观游学、文旅共建、全民参与五大类共35项活动。

具体安排刊登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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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名称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首届大美之
春书画艺术交流暨2018年“党旗
飘扬·美丽大厂”夏秋城乡文化

活动启动仪式

全域旅游Logo标识
及形象口号征集

“文明交通引导”志愿服务活动

改革开放40周年经济
社会发展成果游览活动

“京东新城·美丽大厂”
送文化下乡惠民巡演活动

“金融之歌”文艺演出

“三农之歌”文艺演出

“增强文化自信·共享文化魅力”
参观游览活动

万人健身进乡镇活动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涵育基地
——县道德养成馆参观活动

“放飞梦想”庆六一文艺演出

国家卫生县城创建主题文艺演出

戏曲进校园、进乡村、
进社区、进企业活动

“保安之夜”文艺演出

“党旗飘扬·美丽大厂”庆祝建党
97周年群众文艺演出

第三届“大厂好声音”音乐大赛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游学活动

活动时间

5月11日

5月底结束

6月底结束

5月中旬至
9月中旬

5月中旬至
9月中旬

5月18日

5月25日

6月

6月至8月

6月至9月

6月1日

6月8日

6月中旬至
7月下旬

6月15日

6月29日

7月

7月1日至
31日

活动地点

文化广场

青少年文化
活动中心

县城区主街
主路交叉口

县 域

五镇行政村

文化广场

文化广场

县 域

五镇行政村

道德养成馆

文化广场

文化广场

县 域

文化广场

文化广场

文化中心

景仰园
城市规划馆
大厂民族宫

牵头单位

县文化产业协会
大厂评剧歌舞团

县文广新局

县文明办

各级各部门

县委宣传部
大厂评剧歌舞团

县人行

县水务局

县委宣传部
县教育局

县文广新局

县文明办
县教育局

县教育局

县卫计局

县委宣传部

县保安公司

县文广新局
大厂评剧歌舞团

县文联

各级各部门

活动要求

以书画艺术展演为契机，弘扬传统文化，展
示书画艺术，繁荣文化事业，开拓书画市场，
通过文艺演出形式，助推大厂文化产业、全
域旅游发展，启动夏秋城乡文化活动，建设
美丽大厂。

通过委托设计或大赛征集的形式，确定我县
全域旅游主题口号及Logo标识。

巩固提高城乡居民文明交通意识，改善城区
交通秩序，提升城市文明形象，引导城乡群
众自觉遵守公共交通秩序，进一步提高城市
文明程度和公民文明素质。

通过组织广大干部群众参观大厂民族宫、城
市规划馆、园区项目等，感受我县改革开放
40年来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激发广大干部群
众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的热情。

组织开展文化下乡演出活动，宣传展示自治
县改革开放40年来各项事业发展成就，丰富
基层百姓业余文化生活，共享自治县文化发
展成果。

通过文艺演出形式，宣传展示金融系统服务
社会、服务群众的发展成果。

通过文艺演出形式，展示全县“三农”工作发
展成果，宣传农业、水利、畜牧、林业等项工
作的惠民政策和惠民成果。

组织中小学生代表参观游览我县景泰蓝、花
丝镶嵌等文化企业和大厂影视小镇,弘扬中
华传统文化,了解我县文化企业在改革开放
发展进程中勇于创新、不断突破的奋斗精神,
引导学生感悟精神内涵,增强对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自信心。

积极倡导运动健康理念，展示全民健身活动
成果，组织开展万人健身进乡镇活动，丰富
广大群众业余文体生活。

充分发挥县道德养成馆道德教育主阵地作
用，全面展示我县近年来公民道德建设的丰
硕成果，组织全县中小学生和干部群众分批
参观县道德养成馆。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之际，通过文艺表演形
式，展现全县中小学生、幼儿园小朋友活泼
健康、奋发有为的精神风貌和自治县美好发
展未来。

以“五城同建”为统揽，坚持“政府领导、部门
协作、群众动手、社会参与、依法治理、科学
指导”的爱国卫生工作方针，全力开展国家
卫生县城创建活动，推进健康大厂工程。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加快推进
“戏曲进校园”、“戏曲进乡村”、“戏曲进社
区”、“戏曲进企业”工作，全面普及推广传统
戏曲文化，为戏曲爱好者提供广阔的交流平
台，促进自治县戏曲文化的繁荣发展。

通过文艺演出形式，宣传展示大厂保安良好
的精神风貌，号召广大保安员立足岗位，服务
社会，为自治县更好更快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以庆祝建党97周年为主题，通过文艺演出形
式，激发全县广大干部群众爱党、爱国、爱家
乡的豪情。

烘托五城同建氛围，挖掘选拔优秀音乐人
才，繁荣发展大厂文艺，为广大群众提供展
示才华、表现自我的平台。

以“传承历史与发展未来”为宣传教育理念，
在大厂城市规划馆、大厂民族宫、景仰园，组
织全县党员干部群众代表和青少年儿童代
表，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游学活动，牢记
历史使命，激发勇作追梦人的豪情。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军民鱼水情”文艺演出

“财税之歌”文艺演出

“新农村之歌”文艺演出

“魅力高新区·产业新高地”
文艺演出

“绿美生态·现代农业”
文艺演出

大厂风情摄影展

印象大厂实景演出
（大厂之夜）

“园丁颂”文艺演出

“和谐社区展风采”
文艺演出

“建设者之歌”
文艺演出

广场舞蹈大赛

8月1日

8月10日

8月17日

8月24日

8月31日

9月

9月

9月7日

9月14日

9月21日

9月28日

文化广场

文化广场

文化广场

文化广场

文化广场

大厂民族宫

大厂民族宫

文化广场

文化广场

文化广场

文化广场

县民政局

县地税局

邵府镇

高新区

农业园区

县文联

县委宣传部

县教育局

北辰街道

县住建局

县文广新局

庆祝“八一”建军节，通过文艺演出形式，体
现人民军队人民爱、人民军队爱人民的深厚
情谊，展示自治县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的工
作成果。

通过文艺演出形式，展示财税系统行业风
采，宣传自治县经济发展良好形势，展望自
治县科学发展未来。

通过文艺演出形式，宣传全县美丽乡村建
设，让各族群众共享建设成果，展示基层干
部和现代农民精神风貌，为新时代加快建设
经济强县、美丽大厂凝心聚力、营造氛围。

通过文艺演出形式，展示大厂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发展成果，展望美好发展远景。

通过文艺演出形式，展示现代农业科技示范
园区发展成果，展望美好发展远景。

通过摄影大赛和邀请摄影师拍摄等形式征
集大厂风情美图，在大厂民族宫举办风情摄
影展，彰显大厂靓丽形象。

由大厂评剧歌舞团制作一台大型室外实景
演出，依托大厂的民族团结和社会发展，展
现村民的真实生活，打造一场原汁原味、体
现大厂人生活韵味的印象大厂演出。

通过文艺演出形式，展示全县教育事业发展
成果，增强教育工作者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营造全县上下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

通过文艺演出形式，倡导健康文明的社区生
活，展示丰富多彩的社区文化，营造文明、和
谐的社区氛围。

通过文艺演出形式，展示全县交通、建设、电
力、环保、执法等部门工作成果，激励干部职
工为新时代加快建设经济强县、美丽大厂作
出新的贡献。

组织城乡广场舞团队积极参与，选拔优秀队
伍集中展示，搭建全县健身舞蹈交流平台，
提升群众文艺团体艺术水平。

序号

18

19

20

21

22

23

24

活动名称

励志电影惠民展映活动

“人民卫士之歌”
政法系统文艺演出

第三届
“低碳环保·物尽其用”
儿童用品市场体验活动

青年歌手公益歌会

“清风扬帆 廉洁大厂”
文艺演出

“劳动者之歌”文艺演出

“幽燕丹青”
京津冀美术精品展

活动时间

7月1日至
31日

7月6日

7月7日

7月13日

7月20日

7月27日

8月

活动地点

五 镇
文化中心3D数字影院

大厂民族宫影厅

文化广场

大厂民族宫

文化广场

文化广场

文化广场

大厂民族宫

牵头单位

县委宣传部
电影放映队

大厂评剧歌舞团
大厂民族宫

县委政法委

县委宣传部
大厂民族宫

县文广新局

县纪委监委

县人社局

县文联

活动要求

充分利用县文化中心3D数字影院同步播放
平台和大厂民族宫影厅，发挥县电影放映队
职能作用，开展励志电影惠民展映活动，丰
富城乡群众文化生活。

通过文艺演出形式，弘扬法治精神，展示政
法干部职工爱岗敬业、拼搏奋战的精神风
貌，为建设平安大厂、和谐大厂营造良好的
社会氛围。

组织全县少年儿童自愿报名，在大厂民族宫
举行儿童用品市场体验活动，为孩子们搭建
参与社会沟通和交流的体验平台，培养他们
的交流能力和应变能力，倡导勤俭节约、杜
绝浪费的生活观念。

组织历年来我县歌手比赛获奖选手进行公
益演出，搭建交流展示平台，发掘青年人才，
扩大文化影响，提升城市品位，丰富群众文
化生活。

通过文艺演出形式，展示全县党风廉政建设
和反腐败工作成果，展现纪检监察干部忠实
履行党章宪法赋予职责的良好形象，在全县
上下营造崇廉尚廉、倡廉践廉的浓厚氛围。

通过文艺演出形式，号召广大干部职工立足
本职、创业创新，为自治县更好更快发展作
出新的贡献。

加强京津冀协同发展，打造京东文艺高地，
举办以“幽燕丹青”为品牌的美术精品展览
活动，加强与周边区县的文化联系，激励广
大美术艺术工作者创作精品、服务发展。

本报讯（通讯员尹松健 陈亚飞）

5月18日晚，大厂民族宫华灯璀璨、座

无虚席，国家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

项目大型现代评剧《秋月》在这里首

演。来自文化和旅游部、中国文联、

国家艺术基金管理中心、中国艺术研

究院以及河北省、廊坊市的专家、领

导和戏迷1000余人观看了演出。

该剧由大厂评剧歌舞团演艺责

任有限公司创排演出，著名剧作家、

县评剧团团长赵德平出品，廊坊市剧

协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兰万玲和赵

德平合作编剧，特邀著名导演、中国

戏曲学院教授、京剧表演艺术家陈霖

苍任导演兼艺术指导，三度获得“梅

花奖”的著名评剧表演艺术家冯玉萍

领衔主演兼艺术指导，中国评剧院国

家一级作曲黄兆龙任音乐总监（负责

作曲、唱腔设计），负责唱腔设计的还

有国家一级作曲李东风，担任配器、

指挥的是国家一级作曲李荣喆。

该剧讲述了少女秋月的人生悲

欢：在旧社会与富家少爷相恋被棒打

鸳鸯，轻生获救后嫁入贫家，在新社

会勤劳创业报恩尽孝，最后成为投身

公益事业的成功女强人。全剧通过

主人公秋月的命运，反映了中国社会

的巨大变化，讴歌了中华传统美德，

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弘扬优

秀传统美德、繁荣文艺创作的生动体

现。

该剧结构紧凑、故事感人，唱腔

优美、舞美大气。观众随剧中人物命

运的跌宕起伏而悲欢交加，演出受到

现场专家和戏迷的一致好评。观众

纷纷表示，看完《秋月》之后，感受到

了一次心灵的净化和道德的升华。

编剧兰万玲介绍，立足传递国无德不

兴、人无德不立的道德追求，2016 年

她与赵德平通过走访、调研，创作了

该剧本，申报国家艺术基金2017年度

资助项目并成功立项。为了保证艺

术质量，他们在北京邀请多位资深专

家，数次研讨剧本并十易其稿，进一

步提升了剧本的艺术水准和主题思

想。今年4月10日，主创人员齐聚大

厂评剧团，正式建组启动。全组人员

充分发挥戏曲界“一棵菜”的宝贵精

神，齐心协力、加班加点，仅用38天就

完成了创排任务，确保了5月18日按

计划首演。

该剧集众家所长，共铸精品，是

高品位的上乘之作。首演后，将很快

进行巡演，让京津冀地区乃至更广范

围的更多戏迷观众接受道德的熏陶、

精神的洗礼、心灵的净化。

新编大型现代评剧《秋月》成功首演

新编大型现代评剧《秋月》演出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