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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央视 3套播出 2019
《我要上
春晚》第五期节目，
厦门市公安局
阿卡贝拉合唱团一首 《追梦赤子
心》赢得全场最高票数，
进入直通
春晚决赛。这一消息马上燃爆厦
门各界朋友圈，网友们纷纷为这
些民警点赞。

^_`abcde
今年 9月，央视导语组邀请
厦门公安阿卡贝拉青年民警合唱
团参加《我要上春晚》节目录制。
原来，今年 2月，厦门公安推
出了一首无伴奏人声合唱 《追梦
赤子心》，
3天时间点击量就突破
了 400万次。这一创新的演唱形
式不仅让网友们广为称赞，也让
《我要上春晚》导演组眼前一亮，
马上向厦门公安发出了邀请。
导演组原计划 9月底进行录
制，但因为这些民警全部要执行
新中国成立 70周年大庆安保工
作，所以导演组特别安排推迟一
个月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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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19日，厦门青年民警
合唱团飞到云南昆明参加 《我要
上春晚》节目录制，
节目组选定由
艺人尚雯婕和孙艺洲作为他们的
推荐官。在看到他们的表演后，
两
位艺人大为称赞，同时也提出了
几个比较专业的声乐和舞台修改
意见，使队伍的整体水平有所提
升。
次日，队员们还在短时间内
编排了一首新歌，一直排练到凌
晨 3点，队员们才在后台的椅子
上简单休息。
民警庄舒晓说，他们要等到
其他节目录制完毕，凌晨 1点多
才能开始上台走位排练，但他们
拿出厦门公安青年民警的韧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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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以饱满的热情一次通过录
制，燃爆现场，并在当天的 6个节
目录制中，获得全程观众投票的
最高票数，因此收获直通春晚决
赛的资格。
而在互动环节，警花孙妍在
孙艺洲的配合下，为观众讲解女
子“挣 脱 术 ”的 要 领 ，精 彩 的 现
场教学更是赢得台下观众的阵
阵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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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公安局宣传处处长
马翠琳说，观众对厦门公安青年
民警合唱团的喜爱，体现了对广
大公安民警的支持。近几年厦门
公安一直重点推进文化育警，培
养民警全面发展，不仅会破案、
会 服 务，也 要多 才 多 艺 ，用 更 多
面向群众展示新时代公安民警
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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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悉，合唱团的 12位民警全
部来自一线，其中年龄最大的民
警林郁已经 51岁，主唱男低音。
他是一名反恐特警队员，因为长
期训练，心态年轻，达到了 “驻
颜”的效果，和这些 80后、
90后

青年民警站在一起依然朝气蓬
勃。
为了表演好节目，民警们克
服各种通宵值班、睡眠不足等情
况，
挤用休息时间抓紧排练。民警
邢俊南在翔安公安分局新店派出
所工作，每次排练他都要驱车从
翔安赶到岛内，排练完后还要回
翔安值班。民警杨英东之前因为
抓捕而受伤，差点错失参加演出
的机会。而反诈骗民警张翔一年
200多天都在出差办案，在新婚
的第 7天又离开妻子参加了节目
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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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yz{11月 15日，湖里区审
计局全体干部职工共同学习领会
《谈谈如何当好一名全国人民满
意的公务员感想》精神，
“全国人
民满意的公务员”方旭明现场进
行授课。
记者了解到，方旭明是湖里
区委台港澳工作办公室的一名干
部。自 2005年到这工作以来，
他
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奋
战在对台交流、
对台融合、对台服
务第一线，得到了各级领导的肯
定和辖区台胞的好评，先后获评
省级“金砖国家第九次会晤筹备
和服务保障”先进个人、全省台
办系统先进工作者、个人三等功
等多项荣誉。2019年 6月，方旭
明还荣获了“第九届全国人民满
意的公务员”荣誉。
“让人民满意，就要政治过
硬、信念坚定，就要践行宗旨、竭
诚为民，就要增强本领、担当作
为，就要求真务实、真抓实干，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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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守住底线、
清正廉洁。”方旭明
表示，
公务员是人民的公仆，公务
员队伍责任重大、
使命光荣。“我
们要努力提高自身的素质能力，
努力把自己锤炼成为一支堪当时
代重任、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
专业化公务员队伍。”
本次讲座内容丰富，信息量
大，
精彩纷呈。方旭明不仅分享了
自己的成长历程，更向湖里区审

计局的全体干部职工不断强调公
务员的责任与担当。湖里区审计
局的全体干部职工在讲座后纷纷
表示收获颇丰，
一定会见贤思齐、
奋发有为，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新征程中续写新篇章、
创造新辉煌，向党和人民交上一
份满意的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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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11月15日-17日，
在软件园三
期金海豚广场举办的动漫游戏嘉
年华人潮涌动，动画放映周、
COSPLAY比赛、漫画马拉松等
110多场配套活动，让大小朋友们
穿越“二次元”，感受动漫文化的
魅力。昨晚，
第十二届厦门国际动
漫节在厦门软件园三期金海豚广
场圆满落下帷幕，无论是办展特
色、参加人数，还是招商成效、节
展效益，都取得新突破，为厦门动
漫游戏产业注入了蓬勃动力。
“金海豚奖”动画作品大赛、
游戏开发大赛、衍生品开发大赛
等赛事发掘原创力量；
“一带一
路”（厦门） 动漫游戏产业发展
峰会、东盟动漫游戏产业论坛及
对接会助推企业“引进来、走出
去”；国际版权交易对洽会促进
供需双方交流合作……从 I
P孵
化、游戏开发、衍生品开发，到版
权运营、企业“出海”，动漫节汇

聚行业各方声音，将产业图景生
动地呈现在大家面前。
除了在产业广度上做文章，
本届动漫节更从深度着手，吸引
各类高端资源聚集。如“金海豚
之夜”活动，囊括了 300多位“金
海豚奖”和“新漫画”奖入围作
者，以及国内外动漫企业、出版
社、
平台及相关行业协会代表。此
外，本届动漫节上，共有 20个招
商项目举行合作签约，促成境内
外企业与厦门动漫企业对接意向
项目 18个，达成国际版权合作意
向 120多次。
本届“金海豚奖”覆盖 54个
国家和地区，动漫节现场活动吸
引 18个国家和地区近 500家企
业参与。在东盟动漫游戏产业论
坛及对接会上，来自新加坡、印
尼、越南等国家的动漫龙头企业
高管、相关行业政府部门、协会，
与 我 国动 漫 企 业 面 对 面 交 流 对
接，共筑动漫游戏产业双向交流
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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