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珲春宇通国际旅行社对俄部经理宋学研

十年平凡工作见证吉林旅游业风云变化
40

年
纪念改革开放
吉林旅游人讲旅途故事

回顾回国十年来从事旅游行业的工作历程，亲身见证改革开放
四十年来的吉林旅游， 特别是吉林延边旅游近十年来的巨大变化。
宋学研，一 位在 旅游平 凡岗 位工 作了 十 年的人，十 年的见 闻、历练，
见证了观光旅游业吸引了越来越多国内外游客在吉林驻足。

机缘巧合与旅游行业结缘
他叫宋学研，是吉林省旅游运
输行业一线的普通工作人员，现
就职于珲春宇通国际旅行社对俄
部，任经理，主要负责俄罗斯出入
境业务， 因该社隶属于吉林宇别
尔运输集团， 所以宋学研还兼任
珲春市国际客运站翻译， 协助国
际运输班车调度从事翻译工作。
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对俄
贸易系的宋学研曾在俄罗斯工
作四年，在外贸公司从事机械设
备出口翻译工作一年，能从事旅

游 行 业 完 全 是 机 缘 巧 合 ，2007
年 7 月珲春举行东北亚饮食文
化节，宇通国旅组织 300 多俄罗
斯游客参加，急需翻译全程接待
安排俄罗斯儿童演员团，经朋友
推荐，宋学研担任了整个演出团
45 人的翻译，整个演员团从入住
宾馆，彩排和中方衔接，演出后
台翻译，到送团出境全程由他一
人独自完成， 第一次带旅游团 ，
难免心中忐忑，但依靠娴熟的俄
语和多年翻译经验，圆满地完成

了旅行社交给的接待任务，同年
9 月份 带 领 有 33 人 的 俄 罗 斯 代
表团赴长春参加第二届东北亚
国际博览会并出色完成接待任
务后，当时宇通国旅领导找他谈
话希望他能在旅行社工作，当时
回国前上海某外贸公司总经理
几次邀请他去上海从事机械翻
译工作，那时他毅然决然选择了
回珲春返乡，开始进入旅游行业
工作，从一名普通俄语导游扎扎
实实做起，接待俄罗斯游客。

十年历练的他通过语言搭建起陌生人间爱的桥梁
2010 年担任旅行社计调经理
兼珲春市国际客源站翻译，2015
年担任宇通国旅对俄部经理至今，
十年的俄罗斯入境工作，让宋学研
不断学习，积累经验，为俄罗斯游
客解决了很多困难， 还以俄语志
愿者身份义务帮助公安机关处理
涉外案件翻译工作， 成功解决游
客和商家买卖纠纷十余起， 帮助
游客紧急就医。 记得有一次一个
四岁的小女孩在宾馆房间内玩耍

蹦跳时不小心划伤右脚跟腱，晚
上 10 点多领队来电话，他第一时
间抵达宾馆， 陪同小女孩母女去
市医院急诊外科，由于伤口严重，
若感染可能导致肌肉坏死， 留下
残疾，大夫建议转院去延边医院，
紧急事情紧急处理， 连夜打车至
延吉，及时联系延边医院骨科，手
术中全程陪护翻译， 帮助医生进
行手术缝合，手术很成功。“看着
小女孩感激的眼神和她妈妈感激

的话语， 我对她们说这是我应该
做的，后来她们又来珲春旅游，特
意对我表示感谢， 看着小女孩的
伤口已经长好， 我觉得心里很欣
慰很幸福。 ”宋学研回忆说， 宋学
研深深感受到在旅游行业平凡工
作中可以创造不平凡，团员对工作
的认可，是最大的鼓励。
工作中所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问
题增强了宋学研的业务能力和处理突
发事件的能力，不断地让我们成长。

好政策让旅游发展风生水起
四十年改革开放使中国国强
民富， 人民群众在物质生活日益

提高的同时， 对精神文化生活的
追求越发强烈， 走出家门去旅游

成为人们日常的一种生活习惯。
宋学 研感 慨地 告诉 记 者，最

近这十年来， 吉林旅游风云变化
今非昔比，十年前珲春旅 游产 品
单一，针对俄罗斯团队只有延 吉
一日游， 国内游防川一 日游 ，但
是赴珲春旅游交通不便，到 珲春
没有高速公路，没有铁路，随着
2010 年 10 月 图 们 - 珲 春 高 速
公路的开通，图们至珲春的车 程
缩 短 了半 小 时 ，2015 年 9 月 ，高
铁开通，长春至珲春由汽车 7 个
多小时变成乘坐高铁仅需三小
时，大大方便了旅客出行，当年
十一赴珲春旅游游客井喷式增
长， 两天四万多人， 宾馆旅店爆
满。 交通的便利为旅游产品形成
的推广和多元化提供了坚实的基
础，如今珲春俄罗斯入境一 日游
线路有图们一日游， 延吉温泉
游， 延吉水上乐园， 青龙山庄玻

璃栈道， 敦化六鼎山 一 日游 ，防
川成为吉林八景，中外游 客 慕名
而来， 防川一日游， 防川沙丘公
园， 今年又新增防川 沙 雕景 点。
高铁的开通，更多的俄罗 斯游 客
选择通过珲春入境乘坐高铁至北
京、北戴河、大连、长春、吉林、沈
阳、哈尔滨等地长线游。
“在这 样对 旅游 行 业 利 好 的
大背景下， 吉林省政府大力开发
旅游资源，推广和丰富旅游产品，
不断完善景点基础设施建设树立
旅游品牌， 吸引更多国内外游客
赴吉林观光旅游， 为游客提供更
方便、更快捷、更舒适、更好的旅
游环境！ ”宋学研坚信，吉林旅游
业会有全新的变化， 以崭新的面
貌营业八方来客。 / 记者 李娜 摄

该剧有望登陆卫视平台。 与此同
时，长影还将致力于挖掘和孵化优
质网生内容、极具商业潜力的故事
IP，为院线电影创作输送有价值的
内容。
今年上半年，长影影视主业创
作不断传来喜讯。 改革开放 40 周
年献礼影片《黄大年》杀青，进入后
期制作阶段。 电视剧《少帅》《林海
雪原》双双荣获“飞天奖”优秀电视
剧提名大奖，再次彰显长影主旋律
题材精品创作的优质特性。 电影
《你若安好》从 300 多部报名影片
中脱颖而出， 入围第 25 届北京大

学生电影节主竞赛单元。 史诗传奇
巨制《剑拔藏地》定档下半年上映。
《731》《中国娘子军》《新冰山上的
来客》《女子特警队》等影片即将开
机。
另悉， 围绕纪念改革开放 40
周年、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 年 、 纪 念 中 国 共 产 党 建 党
100 周年等重要节点，长影正在从
“一带一路” 建设的进程中寻找感
人故事，从新时代同心筑造中国梦
的火热实践中提炼励志元素，精心
谋划了一批主旋律影视作品。
/ 记者 韩玉红 报道

镇瓷器、 东阳崖柏木雕、 夫人瓷
等。 此外，还有吉林省的精彩文化
展示， 包括朝鲜族文化、 满族文
化、 蒙古族文化以及博物馆的馆
藏文化、 渔猎文化、 传统美食文
化、地标文化、旅游文化等。 本届
展会不仅得到了主管部门的重
视， 也得到了驻长所有文化商协
会及媒体的大力支持， 成为新一
届文化盛会。
此外，本届展会还将展演和展
出有机结合，将举办文艺之星选拔
赛，当代名家书画笔会、书画作品
义拍、读书会、工艺美术作品评选
等活动。 诗、书、茶、礼、乐，精彩不
断。 届时来自全国各地的书画名
家、非遗巨匠、工艺美术大师齐聚
一堂，让文化之花在长春这片肥沃

的黑土地上精彩绽放。 真正做到文
化惠民，文化亲民，对促进全省文
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必将起到
积极的推动作用。
本届展会得以让优秀的传统
文化、非遗文化、民族文化、创意文
化、出版文化、旅游文化以一种看
得见摸得到的崭新形态融入到现
代生活中，让更多的人感受到文化
产业的魅力所在。 加强区域文化的
合作，整合全国乃至国际的优质文
化资源，让本届文博会成为吉林省
文化产业的助推器，为吉林省文化
产业大发展大繁荣做出贡献，为下
一步在长春市建立地标性的非遗
文化产业园区做好充分的前期准
备。
/ 记者 修远 报道

坚守主业创作核心 输出精品内容

长影网剧《钟馗捉妖记》首周网播量2.5亿
上线 3 天播放量破亿，7 天破
2.5 亿 ， 微 博 话 题 讨 论 量 1.7 亿
……由长影集团出品的古装玄幻
大剧《钟馗捉妖记》，6 月 4 日起在
爱奇艺网全网独播，凭借一流制作
班底、当红青年主演、精致后期特
效等元素，引发观众追剧热潮。
长影此次借由 《钟馗捉妖记》
打出“进阶启萌奇幻大剧”的全新
概念，积极拓展着自身在多元放映
平台上的发展版图。
该剧幕后集合了一批黄金班
底保驾护航，以电影标准对剧集进
行精心打磨。 总编剧秦溱曾是电影

《钟馗伏魔》《神奇》编剧。 总导演郑
伟文曾执导过《女医明妃传》《仙剑
云之凡》等电视剧。 美术指导钟志
鹏的代表作是 《狄仁杰之通天帝
国》和《美人心计》。 造型指导陈顾
方的代表作是《倩女幽魂》《功夫》。
剧中人物、情节和世界观构建
都属于编剧原创，打破了人们对钟
馗的固定印象，在保留这位东方超
级英雄人物特质的基础上，将其改
头换面成为在乱世中斩妖除恶、经
历磨难不断成长的热血少年形象。
“我们希望弘扬正能量， 想给大家
看到的是少年钟馗和其他小伙伴

在成长过程中表现出的积极向
上”，该剧主创表示。
这种年轻化、正能量、真实走
心、反套路的设定，加上大量轻松
幽默的语言、 逗趣卖萌的情节、顽
皮活泼的画风，让观众随着主角一
路走来，仿佛跟着他们一起升级打
怪、一起进阶成长。 据悉，在 55 集
的故事中， 特效约占 1500 分钟，
为此后期制作花了一年多时间。 力
求用精益求精的匠心精神，改变观
众对国产玄幻剧“五毛特效”的印
象。
在爱奇艺首轮独播结束之后，

2018东北亚文化产业博览会 6月 22日召开
十大展区 国际参展商200余家
首届长春市文化会展活动周
新闻发布会于 6 月 7 日上午在长
春市文广新局召开。作为文化会展
活动周的重要组成部分,2018 东
北亚文化产业博览会将于 6 月 22
日 -25 日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隆
重举办。
据了解，本届文博会由长春市
文化广播电视新闻出版局、中国国
际贸易促进委员会长春市委员会
主办，以“传承·交流·合作·发展”
为主题，以文化展览为纽带，增进
东北亚国家文化交流，旨在充分整
合东北亚地区特色文化产业及全
国非遗文化资源， 搭建一个以保
护、 传承和发展为主的文化交流、
交易平台， 推动文化产业合作、促
进文化产业招商，让别具特色的文

化企业能了解长春、 落户长春，推
动长春东北亚区域性中心城市建
设和长春东北亚文化名城建设。
据介绍，本届东北亚文化产业
博览会共设有三大展馆、 六大板
块、十大展区。 参展范围广、规模
大、精品多。
三大展馆： 一带一路·国际展
馆、最美符号·中国馆、大美家乡·
吉林馆。
六大板块： 工艺美术产品展
销、文化产业项目、非遗项目展示、
文化经贸项目对接、 论坛峰会、项
目签约、民族歌舞展演。
十大展区：1.国际文化展区；2.
非物质文化遗产及老字号展区；3.
馆藏品、文创产品、工艺礼品展区；
4.名家书画、文房四宝展区；5、电

子竞技及现代科技文化展区；6、影
视、动漫及衍生品展区；7、新闻出
版、图书、创意设计、文化传媒、广
告、庆典展区；8、陶瓷、紫砂、根雕、
茶文化、鹿文化、人参文化展区；9、
旅游文化(户外、农家乐)及传统美
食文化展区；10、演艺、艺术、艺培、
教育、包装及金融文化展区。
截止目前，共有来自韩国、朝
鲜、俄罗斯、巴基斯坦、阿富汗、非
洲等国家和地区国际参展商 200
多家。 全国各地的精彩非遗项目
230 多项， 其中国家级的非遗项
目 26 项，包括油纸伞、皮影戏、钧
瓷、珐琅彩、景泰蓝、鼻烟壶、宫灯
制作、水 族马 尾绣 、水族 银 饰等 。
来自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的作品
30 多 项 ，包 括 宜 兴 紫 砂 壶 、 景 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