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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初中阶段。年末全市共有初中（初级中学、九年一贯

制学校和职业初中） 学校326所，比上年增加3所。教职工
3.3万人，其中，专任教师2.74万人。全市初中阶段毕业生
8.04万人；招生7.73万人；在校生22.69万人，比上年减少
0.4万人。全市承担初中教学任务 （含初级中学、九年一贯
制学校初中段、十二年一贯制学校初中段、完全中学初中
段、附设初中班）的专任教师2.23万人。

（四）高中阶段教育
1.普通高中。年末全市共有普通高中（高级中学、十二

年一贯制学校、完全中学）学校86所，比上年增加3所。教
职工1.81万人，其中，专任教师1.48万人。全市普通高中毕
业生4.3万人；招生5.47万人；在校学生16.08万人，比上年
增加1.07万人。全市承担普通高中教学任务 （含高级中学、
十二年一贯制学校高中段、完全中学高中段、附设普通高中
班）的专任教师1.13万人。

2.中等职业教育。年末全市共有中等职业学校（不含技
工学校，以下同） 93 所，比上年减少 1 所。教职工 0.49 万
人，其中专任教师0.36万人。全市中等职业教育毕业生1.36
万人；招生1.96万人；在校学生5.04万人，比上年增加0.43
万人。全市承担中等职业教育教学任务 （含中等职业学校、
附设中职班）的专任教师0.37万人。

十一、科技 质量技术监督
全年全市专利授权量 21668 件，比上年增长 22.4%。其

中，发明专利授权量5051件，增长45.1%。全年登记的科技
成果350项，技术合同成交额99.01亿元。全市认定高新技术
企业766户。

年末全市共有法定产品质量检验机构6家，依法设置的
计量检定机构9家。全年实施市级产品质量监督抽查1084批
次，强制检定计量器具32万台/件。

十二、文化 卫生 体育
年末全市共有文化 （文物） 事业机构282家，其中，艺

术表演团体9家，艺术表演场馆5家，公共图书馆13家，艺
术馆、文化馆13家，文化站193家，文化艺术科研、科技机
构1家，文物保护研究机构1家，文物保护管理机构5家，其
他文化事业10家，博物馆25家，文化市场管理机构7家。公
共图书馆总藏量730万册，其中，少儿图书馆藏量121万册。

年末全市拥有各类文化经营场所935家，其中，互联网上

网服务营业场所374家，文化娱乐场所278家，演出场所37家，
艺术品经营店246家。市区（含开发区）文化经营场所679家，
其中，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276家，文化娱乐场所134家，
演出场所23家，古玩（美术品）经营店246家。

年末全市共有广播电视台7座，节目23套，中波发射台
和转播台3座，转播台10座，广播电视人口覆盖率为100％。

年末全市共有卫生医疗机构 7924 个，比上年减少
0.5%。其中医院、卫生院398所，增长5.9%。拥有医疗床位
6.62万张，增长2.0%。卫生技术人员为8.47万人，比上年增
长5.2%。市辖区建成社区卫生服务中心100家。

全年成功承办了瓦萨国际越野滑雪赛等国际国内大型体
育赛事50余项次。大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完善健身场地设
施，改善健身条件，开展各级各类健身活动 512 余项次，
近百万人次参与活动。

全年全市销售体育彩票14.39亿元，占全省销售的比例
为39.5%。

十三、环境保护 安全生产
初步核算，全年全市能源消费总量 1958.50 万吨标准

煤，比上年增长2.5%。全社会用电量300.60亿千瓦时，增长
6.3%。全市万元地区生产总值能耗下降3.4%。万元规模以上
工业增加值综合能源消耗下降4.1%。

全年全市区域环境噪声昼间等效声级平均值 54.9dB
（A），昼间道路交通噪声平均等效声级为69.7dB（A）。

全年城区空气环境质量优良级天数330天，占总天数的
90.4%，其中，一级优天数171天，占优良天数51.8%；二级
良天数159天，占优良天数48.2%；空气主要污染物细颗粒
物PM2.5年平均浓度每立方米31微克，比上年下降11微克；
二氧化硫年平均浓度每立方米9微克，下降1微克；二氧化
氮年平均浓度每立方米31微克，下降1微克。全市环境空气
综合指数3.58，下降0.54。

根据生产安全事故统计信息直报系统报送情况统计，全
年发生各类生产安全事故 695 起、死亡 205 人；全市亿元
GDP 死亡率 0.0289，工矿商贸企业就业人员10 万人死亡率
0.8309；煤矿百万吨死亡率0.62。

十四、人口 人民生活 社会保障
年末全市常住总人口为 908.72 万人。其中，市区人口

583.76 万人，四县（市）人口 324.96 万人。全市人口出生率为
4.8‰，死亡率6.2‰，自然增长率-1.5‰。城镇化率66.8%。

年末全市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43281元，比上
年增长8.2%。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8473元，增长11.0%。

表4 2021年长春市常住人口及比重

年末全市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到
265.91万人，比上年增长13.1%。其中，在职职工185.93万
人，增长 12.3%；城镇失业保险参保人数达到 125.52 万人，
增长 18.0%；全年征缴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 206.4 亿
元；征缴失业保险基金10.04亿元。全年共为80万离退休人
员发放养老金265.93亿元，增长17.3%；为2.3万名人员发放
失业金 2.18 亿元。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到 836.7 万人，
参保率达到95%以上，其中职工医疗保险201.2万人，城乡
居民医疗保险635.5万人，生育保险参保137.44万人。

全年全市开发就业岗位19.35万个，城镇新增就业11.69
万人，失业人员再就业 2.07 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
1.75万人，农村劳动力转移106.41万人次，年末城镇登记失
业率3.2%，全市累计援助零就业家庭人员就业226人，年末
实有公益性岗位人员15535人。

年末全市城市居民62218人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农村居
民112442人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累计全年发放城乡低保资金
9.33亿元。

年末全市共有各类养老服务机构 442 家，总床位数
48203张。其中：国家办养老机构85家，社会力量投资兴办
的养老机构357家。农村社会福利服务中心78所。

全年全市销售社会福利彩票 10.23 亿元。募集善款
6262.78万元，总支出慈善募捐款5713.58万元，受助群众达
2.2万人次。

注释：
1.本公报各项统计数据为初步统计数，部分数据因四舍

五入的原因，存在分项和合计不等的情况。
2.本公报长春市地区生产总值、各产业增加值绝对数按

现价计算，增长速度按不变价格计算。
3.两年平均增速是指以2019年同期数为基数，采用几何

平均的方法计算的增速。
4.按照国家统计局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和数据发布

制度规定，地区生产总值核算包括初步核算和最终核实两
个步骤。经最终核实，2020 年长春市地区生产总值现价总
量 为 6601.59 亿 元 ， 按 照 不 变 价 格 计 算 ， 比 上 年 增 长
3.5%。2020 年三次产业及相关行业增加值相应进行了核实
修订。

5.资料来源：本公报中财政数据来自市财政局；价格
指数、城乡居民收入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长春调查队；农
业机械总动力、农产品加工企业产值等数据来自市农业农
村局；二手房交易数据来自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货
物进出口总额等数据来自长春海关；实际利用外资和会展
业数据来自市商务局；铁路客运量数据来自中国铁路沈阳
局集团有限公司；公路货物周转量、旅客周转量数据来自
市地方道路运输管理局；民航运输数据来自吉林省民航机
场集团公司；邮政业务总量等数据来自吉林省邮政管理
局、中国邮政集团公司长春市分公司；移动电话期末户
数、互联网接入用户数据来自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吉林
分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吉林有限公司长春分公司、中
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长春分公司；货币金融类数
据来自中国人民银行长春中心支行；上市公司数据来自证
监会吉林监管局；保险业数据来自保监会吉林监管局；道
路新建和扩建、道路面积和长度、水厂日综合生产能力、
使用自来水人数、天然气、供热面积等数据来自市城乡建
设委员会；公园绿地面积、绿化覆盖率等数据来自市林业
和园林局；科技成果、技术合同等数据来自市科学技术
局；专利申请量、质量检验机构等数据来自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教育数据来自市教育局；文化事业机构、艺术表演团
体、博物馆、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经营场所、广播电台和
旅游数据来自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卫生数据来自市卫
生健康委员会；体育数据来自市体育局；环境保护数据来自
市生态环境局；安全生产数据来自市应急管理局；企业职工
养老保险参保人等数据来自市社会保险局；医疗保险数据来
自市医疗保障局；开发就业岗位、城镇新增就业人数等数据
来自市就业服务局；城乡低保、养老服务机构等数据来自市
民政局；其他数据均来自市统计局。

指 标 年末数（万人） 比重（%）

全市总人口 908.72 —

其中：城镇 607.27 66.8

乡村 301.45 33.2

其中：男性 457.41 50.3

女性 451.31 49.7

其中：0~15岁（含不满16周岁） 114.18 12.6

16~59岁（含不满60周岁） 598.51 65.8

60周岁及以上 196.03 21.6

据新华社北京7月23日电 中国国家
版本馆23日举行落成典礼。

中国国家版本馆是国家版本资源总库
和中华文化种子基因库，由中央总馆文瀚
阁、西安分馆文济阁、杭州分馆文润阁、
广州分馆文沁阁组成，开馆后将全面履行
国家版本资源保藏传承职责。

中国国家版本馆作为新时代的国家文
化殿堂，建设工作紧紧围绕“传世工程”
定位，依山而建成为一大亮点——总分馆
分别选址北京燕山、西安秦岭圭峰山、杭
州良渚、广州凤凰山，各馆均设置了展示
区、保藏区、洞藏区、交流区等。

据了解，之所以作出这样的选址规
划，是聚焦文化种子“藏之名山、传之后
世”的主旨，力求山水交融、馆园结合，
确保中华版本免遭各类灾害损毁，永久安
全保藏。

在建筑设计上，各馆力求突出文化
性、传承性、标识性。其中，中央总馆整

体建筑秉承中国传统建筑风格，西安分馆
整体建筑和室内设计充分体现汉唐雄风，
杭州分馆围绕具有宋代园林神韵的当代藏
书建筑展开，广州分馆四周环绕人文与自
然交融的岭南园林。“一总三分”凸显大
国风貌、汉唐风韵、江南宋韵、岭南新
韵，集中展现中华文化源远流长。

按照全面覆盖、门类齐全、突出重
点、体现特色的原则，中国国家版本馆重
点典藏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
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各类出版物版本、
印刷版本、特殊版本、数字版本和外国版
本，将古今中外载有中华文明印记的十大
类版本资源纳入保藏范围。

据悉，中国国家版本馆将发挥版本典
藏、展示、研究、交流功能作用，打造彰显
文化自信、展现时代气度的新标识，构筑传
承悠久文明、赓续中华文脉的种子库，塑造
展示良好国家形象、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的金
名片。

中国国家版本馆落成中国国家版本馆落成

“瞬间破防！”许多观众在观看过电影
《你是我的春天》后，产生了这样的共鸣。笔
者不禁想问，近两年时间里，中国电影创作
者已为大银幕贡献了《中国医生》《武汉日
夜》《穿过寒冬拥抱你》等抗疫题材影片，同
类题材电影扎堆上映，怎样做才能打破观众
审美疲劳的怪圈？对此，7 月 1 日起上映至
今，长影参与出品的新作《你是我的春天》给
出了一个新意十足的答案。

首先，从讲故事的手法来看，《你是我的
春天》运用了时下颇为流行的分段式叙事技
巧，为观众讲述了五个暖心故事——疫情中
坚守爱情的年轻人尚小雨和李南风、善良的
农民工兄弟刘二红和王大鹏、勇敢逆行的武

汉医生龚臣与护士妻子、“钢琴女孩”小麦与
暖心的社区王书记，以及四川乐山援鄂医疗
队留守父子李敬和乐乐。分段式叙事的手法
虽不鲜见，但《你是我的春天》却“新”在摆脱
了“拼盘电影”的外在轮廓，紧紧围绕着武汉
抗击疫情这一主体事件开展交叉叙事，使五
个看似独立的故事个体和人物群体，在时间
的隐藏线索、故事的发展脉络及人物内在情
感逻辑的相互联系中，埋下了“重合”的伏
笔，使观众在观感上产生了奇特的串联效
应。

其次，从讲故事的视角出发，《你是我的
春天》台前幕后的搭档模式为“五位青年导
演+一众实力派演员”，这从根本上保证了

影片的“年轻人视角”和发力精准的故事传
递。毋庸讳言，当前电影市场的主要受众群
体是年轻人，要想实现以电影艺术鼓舞观众
的作用，实现在电影市场上站稳脚跟、博得
票房的目标，锁定年轻观众的观影需求是创
作团队的刚需。从这一点来说，《你是我的春
天》兼顾了抗疫的现实之“苦”与普通群像互
相温暖、彼此守护的“暖”，使影片呈现出现
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特征，恰恰能更
好地激发起观众、特别是年轻观众的共鸣，
收获口碑便成了水到渠成的事。

此外，从片名设定不难看出，平凡的
“你”和“我”正是“跨过寒冬，拥抱春天”的无
穷力量，这一隐含的精神内核，随着剧情的

展开逐渐变得清晰，极易使每个经历过疫情
的观众产生强烈的代入感。更加值得一提的
是，在这场关于你我的双向奔赴中，影片没
有设定指挥者，没有安排喊口号，也没有书
写煽情桥段，有的只是将这群平凡人置于非
常时期时，所细心描绘出的恋人情、夫妻情、
父子情、兄弟情、邻里情、同事情、医患
情……平实的视角、平凡的举动，填平了“英
雄”与“凡人”的鸿沟，还呈现出抗疫过程中
不同人群的奋力坚守。

“心中有春，遍地是春！”这是贯穿影片
始终的情感线索，也是每个人内心渴求的真
实写照。也恰恰得益于《你是我的春天》在主
题定义、叙事手法与情感表达的遥相呼应，
使得这部从题材上看并不新颖的影片，得以
穿越银幕与时空，与更多人同频共振。

《你是我的春天》：新颖创作模式激发共鸣
毕馨月

本报讯 （记者丰雷）以“全民健康蓄力亚运”为主题
的2022年雕牌杯起舞大赛在全国百个城市持续开展。23
日，大赛长春站比赛在欧亚长新购物中心举行，来自全市
25支代表队的近500名健身舞运动爱好者参与其中。

近年来，健身舞在全国各地如火如荼地开展，成为全
民健身的重要形式。在长春站比赛现场，25支队伍轮番
上场惊艳亮相，舞蹈风格既有大气磅礴激昂壮丽，又有舒
缓轻柔婉转细腻，还有东北风情的特色舞蹈。选手以精美
的服饰、精致的妆容、优美整齐的舞姿、积极向上的状态，
给现场观众带来美好的视听享受。

全民健康蓄力亚运
起舞大赛长春站开赛

据新华社美国尤金7月23日电 在23日进行的
2022年俄勒冈田径世锦赛男子三级跳远决赛中，东
京奥运会亚军、中国名将朱亚明凭借第二跳17米31
的成绩获得铜牌，创造了中国选手在世锦赛这个项目
参赛历史上的最好战绩。

东京奥运会金牌得主皮查多以第一跳17米95的
成绩赢得冠军。这位葡萄牙选手显示了绝对优势，第
二跳和第三跳连续跳出17米92和17米57，这两个成
绩也足以让他赢得冠军。

朱亚明第一跳成绩为17.00米，第二跳成绩为17
米31，其他四次试跳两次犯规，两次未过17米。布
基纳法索选手赞戈以17米55的成绩获得银牌。

三年前朱亚明首次参加世锦赛，没有进入决赛，近两
年相继在奥运会和世锦赛赢得奖牌，他感到非常高兴。

“之前我是一个完美主义者，东京奥运会上拿到银
牌并不开心，我觉得不够完美。这一年我成长了很多，
今天拿到铜牌很开心，很享受这个过程。”朱亚明说。

朱亚明夺得田径世锦赛
男子三级跳远铜牌

本报讯 （记者李木子） 24日，2022年CBA选
秀大会在山东青岛如期进行。吉林九台农商银行东北
虎队于第十三顺位选中曾效力于NBL陕西信达的张
斌，他将补充球队的内线深度。

本次选秀大会共有82名球员参与，其中20名球员被
选中。手握“状元签”的同曦队摘下来自清华大学的后卫
王岚嵚，他也成为首位出自清华大学的“状元”。东北虎队
选中的张斌2000年6月16日出生，身高2.10米，体重122
公斤，是球队比较缺少的内线有杀伤力的球员类型。

2022CBA选秀大会举行

东北虎选中张斌

本报讯 （记者毕馨月） 22日，记者从二道区
委宣传部获悉，为更好地展现二道风貌、展示二道形
象，“预见·魅力二道”短视频有奖征集活动，开始
面向全网公开征集评选优秀短视频作品。

活动分为专业组和市民组两个组别，专业组设有
最佳创意奖、最佳故事奖、最佳画面奖，每个奖项将
评选出获奖者2名，资金为1万元/名；市民组设有优
秀创意奖、优秀故事奖、优秀画面奖，每个奖项将评
选出获奖者2名，资金为2000元/名。作品可提交至
唯一征集邮箱（YJMLED@outlook.com）。

本次参与征集作品须为本人或团体原创作品，活动
将持续至9月，届时，获奖作品结果将面向社会公布。

“预见·魅力二道”短视频
有奖征集活动开启

坐落在广州市从化区的中国国家版本馆广州分馆。 （新华社发）

如果您关注过短视频平台的中式台球，
一定见过一名西装革履、穿着皮鞋的“高
手”，每次视频结束后，标志性的抱拳动作
也成为他的众多“标签”之一。他就是来自
辽宁如今定居长春的中式台球职业选手吴
浩，因为在视频中吴浩经常不按套路“出
牌”，常常有一些让人意外的打法，被球迷
戏称为“虾打哥”。日前，在长春经营一家
中式台球俱乐部的吴浩接受了记者采访。

“对我来说，现在的生活围绕着我喜欢
的台球是一件很幸运也很幸福的事情。我每
天都在思考短视频平台上给大家分享什么样

的球型，输出怎样的台球知识，这已经固定
占据我每日工作的大部分时间。”吴浩在平
时的视频中，经常会用一些并不常见的杆
法，打出华丽的效果。很多球迷知晓球杆击
打母球后的延伸长短都是通过吴浩的视频教
学。但也有球迷不算客气地评价，吴浩平时
视频中“延伸长”，到了比赛却“一顿防”。
关于这样的观点，吴浩坦然接受：“在视频
中，我是向大家展示台球的魅力，自然要展
现一些极致的效果。而到了比赛，不论是尊
重比赛还是尊重对手，我都会非常认真对
待，这两者自然是有很大区别的。不论大家

喜欢‘哪一个吴浩’，我都会非常感激。”
1988年出生的吴浩10岁就开始接触中

式台球，走进台球职业圈已有 16 年。2019
年年底，吴浩夺得了全国冠军。在那之后比
赛成绩不理想被很多球迷吐槽，吴浩也坦言
对目前的成绩并不甘心。“如今的中式台球
圈氛围非常好，直播平台和各种比赛奖金的
提升让参与者看到了希望。因为种种原因，
我最近两年练球的时间减少了，比赛的成绩
不算太好。在如今的比赛中，我也算是‘老
将’了，但我肯定不甘心就这样慢慢淡出，
希望有一天还能夺冠。”

说起吉林的台球选手，吴浩竖起了大拇
指。“我是辽宁人，但生活在长春挺久了，
咱们吉林省的台球后备人才还是非常多的，
如果他们能保持初心，付出足够的时间和精
力，是有希望成为高手的。”

34岁的年龄有着16年的职业生涯，台
球可谓是吴浩人生至今最为长久的“伙
伴”。 和其他职业球员不同，吴浩从学球到
成为职业球员，从来没正式拜过师，靠的是
自学和不断“偷师”。吴浩期待能通过自己
的努力为“后来人”铺路。他表示，今后会
考虑推出系列台球教学视频，以帮助更多喜
欢台球的人少走弯路。“其实台球说起来就
三点，无非是准度、控球、战术。先练习一
定的准度，再学习母球的控制，然后去思考
每一局比赛的战术。无论中式台球还是斯诺
克都是一样的道理。这三个要素循环去训
练，会更有效地提升大家的台球水平。”

用“意外的打法”产生“华丽的效果”

“虾打哥”短视频分享台球技艺成网红
本报记者 李木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