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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黄婷婷 黄利飞

“‘三转一响’是什么呀？”在第四
展区历史巨变的第四单元———“共
享改革成果，共建美好生活”处，一名
北京的小学生稚气地问讲解员。

讲解员周靛蹲下来， 指着展示
柜里的老物件， 笑着解释：“你看，
‘三转’，是自行车、手表和缝纫机；
‘一响’呢，就是收音机。这是改革开
放初期，人人都想拥有的‘四大件’，
在当时可稀罕啦！”

12月5日， 中国国家博物馆展
厅内人头攒动， 来自浏阳的年轻女
孩周靛格外亮眼，她和其他89名讲
解员一样，身着枣红色西服，头发高
高盘起，妆容干净精致，为一波波参
观者讲解“伟大的变革———庆祝改
革开放40周年大型展览” 的细节。
她告诉记者，同样的讲解词，她一下
午已经讲解了5遍。

“有时还会碰到参观者提问，我
是‘90后’，经历不多，我也不知道
呀！”周靛笑道：“为此我背地里可下
了不少功夫。”

周靛负责的第四展区，从经济、
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9个方面展
现改革开放40年来的历史巨变，讲
解词足有7000余字，要做到一字不
落、一字不错。她说，自己每天早晨6
时不到便起床背讲解词；除此之外，
还要做好十足的准备，了解“鸡毛换
糖”“三转一响”等历史背景知识。

周靛是浏阳胡耀邦故居的讲解
员。她告诉记者，展览中“湖南元素”
无处不在， 讲解中遇到的小细节让
她倍感亲切，遇到老乡，还会热情地
拉她合影。

她介绍， 本次展览邀请了改革

开放后首家私营企业———光彩实业
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姜维来现场，和
观众分享改革开放的故事，“他得知
我是胡耀邦故居的讲解员后， 非常
激动。他说，改革开放后私营企业的
第一张营业执照来之不易， 这离不
开胡耀邦对个体户的关怀和支持。”

来自李达故居的讲解员刘婕
说，自己时常会被认真的观众感动。
遇到坐轮椅的老人家，她会蹲下来，
放慢语速慢慢讲解； 遇到听力有障
碍的参观者，她会提高音量，确保参
观者能听清。 她说：“讲解词虽然是
不变的，但我们都会尽力，给大家奉
献最好的讲解。”

本次展览的90名讲解员中，有
8人来自湖南，她们从上千候选人中
脱颖而出，展现了“湘妹子”的别样
风采。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龙山县
的妹子蒋爱平，嗓音高亢，总是“未
见其人，先闻其声”。面试时，她唱着
一曲湘西山歌闯进了总决赛， 最终
成功入选，来了北京。

她原本是一名护士， 虽然普通
话还有南方口音， 但乐观热情的她
似乎发现了自己当讲解员的独特优
势。她总是笑呵呵的，“我嗓门儿大，
说一天也不会累，都不用带话筒。”

大家口中喊的“蒋老师”———蒋
佳利， 是邵阳市第十中学的英语老
师。从未有过讲解经验的她，只要有
空，便会抓住专业讲解员，从走路、
手势到讲解音调等，拜师学艺。

蒋佳利对湖南在改革开放中取
得的成就倍感自豪。她说，自己作为
人民教师，回去后有责任和义务，将
湖南改革开放中的艰辛和成就，一
一讲给学生听。

湖南日报记者 黄利飞 黄婷婷

要说“伟大的变革———庆祝改革
开放40周年大型展览”最能“吸睛”的
项目，除了互动体验外，就数形形色
色的实物产品或产品模型了。

在展览现场， 记者发现了三一
重工的86米泵车模型、 中车株洲所
的新型智轨电车模型、 铁建重工的
盾构机模型、华曙高科的3D打印设
备共4款“湘字号”产品，数量在全国
各省份中名列前茅， 它们都摆放在
“大国气象”展区内。

“大国气象”的内容，许多反映
的是行业及企业在改革开放中发生
的历史性变革，取得的突破性成就。

三一重工的86米泵车模型位于
展区第一单元“蓬勃发展的中国企
业”。产品说明牌上显示，该产品于
2011年9月下线，刷新了臂架最长、
臂架节数最多、泵送排量最大3项世
界纪录。

一位中学生观众饶有兴致地问
讲解员：“创了这么多项世界纪录，
它的功能应该很强大吧？”

的确如此，86米泵车横向伸展，
相当于一条百米跑道；别看它是“钢
铁巨兽”， 但量身定制的9桥全路面
底盘，令最小转弯半径仅15米，既可
轻松上路， 又可在狭小和崎岖场地
进行作业。

与三一重工泵车位于同一单元
的“加丽娜”，是此次展览国内掘进
机行业唯一展出的产品。 尽管是个
模型，它的占地面积却不小，长度足
有四五米。

产品说明牌上显示，目前，“加丽

娜” 正在莫斯科地铁项目中大显身
手， 挑战世界零下30℃极寒环境，向
国外友人展示着最好的设备与工法。

中车株洲所的新型智轨电车模
型是小朋友们的最爱： 模型外观时
尚靓丽， 车身上橙色与紫色两道色
彩交相舞动。

据了解， 这种新型智轨电车既
保持了轨道列车大载客量优势，又
不需要建造专有钢轨， 而且能够根
据“大脑”（中央控制单元）指令智能
运行， 为解决大中城市出行难带来
了新选择。

华曙高科的3D打印设备———
全球首款开源金属增材制造装备
FS271M，位于展区第三单元“中国
制造成绩斐然， 大国重器奠定强国
基础”。

远远地看，它只是一个“安静”
的“大家伙”，占地很大。近看说明，
这款产品具有中国完全自主知识产
权、具备国际领先水平，能加工多种
金属材料，满足航空航天、军工等领
域复杂金属零部件的生产需求。

因为没有动态演示， 加之说明
用语太“专业”，大多数人对于这一
设备都心存疑问：这“家伙”是什么
东西，做什么用的？

北京市民何芳女士知道它。前
不久， 其父做了一个全膝关节翻修
手术，该手术中使用的3D打印钽金
属垫块，就是由工业级3D打印企业
华曙高科金属3D打印技术制作的。

见微知著。 改革开放40年来，
湖南企业蓬勃发展， 湖南智造水平
突飞猛进。湖南的创新发展成果，对
“大国气象”形成了有力支撑。

文字记录岁月蹁跹的脚步， 图片
是时代投射的剪影；逼真的产品模型，
则将当下经济转型升级的热度传递给
观众。

来自河北的笑笑小朋友在父母的
陪伴下，听着解说，兴趣盎然地趴在中
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有限公司生产
的新型智轨电车模型旁， 久久不愿离
去；铁建重工的“加丽娜”号盾构机模
型， 根据真机1∶16比例制作而成，火
红的刀盘在展柜内缓缓转动， 不少参
观者驻足拍照、合影……

好产品出自好企业。
在第五展区第一单元“蓬勃发展

的中国企业”， 三一重工生产车间明

亮整洁， 智能化生产线、AGV无人搬
运车令人“赏心悦目”。 图片说明写
道：“三一重工通过技术改造、转型升
级、调整产业结构，不断发展壮大，已
成为全球第五大工程机械企业，其挖
掘机连续7年在国内市场占有率位居
第一。”

来自辽宁沈阳的观众刘明说，三
一重工在沈阳有生产基地， 是他们那
儿的明星企业， 产品质量好、 客户很
多。

在“关键抉择”展区，华菱安赛乐
米塔尔汽车板公司产业园投产的照
片，生动地诠释了中国坚持“走出去”
与“引进来”并重的改革开放国策。

在展区观展， 记者处处感受着湖
南高质量发展的脉动。

如今，“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乐
章奏响， 长江经济带建设稳步推进 ，
“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成为共识；

湖南湘江新区重大项目建设如火
如荼、产业园区日新月异；

怀化传化公路港打造数字化“公
路港”物流平台网络，正逐渐成为辐射
武陵山片区的区域性平台总部经济和
结算中心。

改革开放40年来，湖南砥砺奋进，
发展动能澎湃向上。新的历史征程中，
湖湘儿女意气风发， 朝着高质量发展
的目标阔步前行。

历
史
巨
变
中
的
﹃
湖
湘
力
量
﹄

︱
︱︱
﹃
伟
大
的
变
革
︱
︱︱
庆
祝
改
革
开
放40

周
年
大
型
展
览
﹄
侧
记

� � � � 12月5日，“伟大的变革———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展览”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观众在参观中国铁建重工集团有限
公司的“加丽娜”号盾构机模型。 黄婷婷 摄

湖南日报记者 黄婷婷 黄利飞

12月4日，北京，国家博物馆人流如织。由中宣部等部门
主办的“伟大的变革———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展览”正
在这里展出。

1978至2018年，中国改革开放40年，这是国家发展变革
的一段光辉历程。

记者走进“伟大的变革”展，用心去触摸“湖南元素”。在一张
张带有湖南印记的图片内、一段段记录湖南变化的视频里，在逼
真的模型、科技感十足的展品中，感受澎湃的“湖湘力量”。

看 ———万丈高楼平地起，城市变富也变美

旧貌与新颜，40年湖南城市的变
迁， 是每个身处改革开放大潮中的湖
湘儿女最直观的感受。

在第四展区“历史巨变”中，图片
里，长沙市橘子洲对面，九龙仓国金中
心、华远华中心……高楼林立，半掩在
薄雾烟波里，与改革初期的“简陋”形
象形成鲜明对比。 长沙城市的变化是
中国飞速发展变化的缩影。

在第三展区“关键抉择”处，5块屏幕
上播放着“百城纪事”———中国一百个城
市的改革开放故事。长沙、怀化、常德、郴
州，分别以3分钟时间的视频，代表湖南，
展示着城市的“蝶变”。

在北京工作的张智是郴州人，在
展览中看到老家的视频， 他欣喜地驻

足看了2遍，还拿手机录下视频。
五岭广场、国庆南路、裕后街……

透过40年的对比照，“70后” 的他仔细
辨认着每一张儿时记忆里的剪影，“那
时怎么也不会想到郴州变化会有这么
大呀！” 张智不禁感慨：“现在回家，都
快认不得路了！”

40年里，郴州大力实施“南延北进、
西融北提”战略，城市面貌焕然一新，市
中心城区框架成倍扩大， 城镇化率提高
到53.8%；生产总值增长36.9倍，年均增
长9.8%；森林覆盖率达到67.7%。

位于郴州的湖南宝山国家矿山公
园，作为绿色发展新动能的代表，展示
在第五单元———“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中。

蓝天白云下，昔日黄土裸露、灰尘
漫天的矿山披上了“绿衣”，成为了国
家4A级景点。

同一单元，在“生态文明治理体系
持续完善”部分，展出了十大国家公园
体制试点， 位于邵阳市城步苗族自治
县的湖南南山国家公园赫然在列。

张智自豪地说，他最开心的，是看到
家乡城市不仅变大了，也变得更美了。

大美中国，大美湖南。
张家界的壮丽美景“俘获”了不少

观众的心， 天子山不仅亮相“大美中
国”影像长廊，引得参观者纷纷拍照，
还被收录进了“美丽中国”邮票，在第
五展区展出，成为“国家名片”之一，展
示着“大国气象”。

� � � � 11月13日，“伟大的变革———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展览”在中国国家
博物馆展出，8名“湘妹子”讲解员在展馆前合影。 通讯员 摄

摸 ———高质量发展脉搏，开放创新作引领

� � � � 12月5日，“伟大的变革———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展览”在中国国家博物馆
展出，“湘妹子”讲解员刘婕（左二）在为参观者讲解。 通讯员 摄

老物件的展示， 引起不少年轻人
的好奇， 也勾起了许多中老年人的回
忆。在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中，今天人
们的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与昔日已判
若云泥。

40年来， 我省累计减少贫困人口
4242万。展示柜里，湘西土家族苗族自
治州花垣县十八洞村、 邵阳市隆回县
桃洪镇的建档立卡登记表和扶贫手册
引人注目。

甘肃的易先生也是当地的一名扶

贫工作者。他说，湖南的扶贫登记表记
录详细，很值得学习，他还对同一展区
展出的沅陵县通溪村贫困户米月青通
过培训后在鞋业公司上班的图片印象
深刻：“授人以渔，湖南做得很好！”

2013年11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湘
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十八洞村考察，
首次提出“精准扶贫”重要论述，他与
十八洞村村民座谈的照片， 在第三展
区“关键抉择”的第四单元处展出，成
为新时代脱贫攻坚的一大关键节点。

湖南原省委副书记郑培民， 作为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 被列入改革
开放40年“榜样的力量”。

展览还展出了湖南在交通出行、
文化创意、政治生活等各方面的成就，
人们拥有满满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第五展区“大国气象”中，作为中
国首条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中低
速磁浮线———长沙中低速磁浮快线，
于2015年12月26日投入运营， 湖南人
出行方式日益多样。

第四展区“历史巨变”中，湘剧《月
亮粑粑》作为“改革开放40年优秀文艺
作品”展播；长沙音乐厅等文化场馆，
显示市民日益充盈的文化生活。

我省党的组织体系建设也在展览
中表现亮眼。机关党建中，湘潭市岳塘
区税务局第四党支部召开深化机构改
革专题组织生活会；农村党建中，十八
洞村党支部带领村民发展飞地经济，
猕猴桃产业硕果累累。

展馆内，“我爱我的家乡” 点赞屏
上，各省人气来了场大比拼，湖南人气
居高不下。

岳阳的李春文牵着自己5岁孩子
的手，一起给湖南点了个赞。她说：“我
生活在改革开放带来的幸福生活里，
要继续奋斗，让家乡越来越好，让我的
孩子享受到更美好的生活。”

写 ———幸福生活新篇章，为家乡发展点赞

“大国气象”里的“湖南制造”

“给大家奉献最好的讲解”
———“伟大的变革———庆祝改革开放

40周年大型展览”中的“湘妹子”讲解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