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记者 周倜

9月9日， 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
传统体育运动会秋千项目展开。 我省
名将吴安珍/费迁红在55公斤级双人触
铃决赛中，以预摆3次、触铃90次实现
“三连冠”，并为湖南代表团拿下首金。

第三次来到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
这对老将备受期待，但心中也有忐忑。

根据抽签结果，吴安珍与费迁红
最后出场。前面8组选手战罢，新疆选
手与重庆选手都拿到了预摆4次、触
铃89次的佳绩，实力不俗。

“起！起！好！”比赛开始，吴安珍与
费迁红站上秋千， 在空中由弱至强地
摆动了3次， 负责触铃的吴安珍为湖
南队带来了第一声清脆的铃响。

预摆3次就触铃成功， 两人在空
中显得更有底气了———在家训练时，
通常是4次预摆的节奏。

场边的主教练龙波掐着表， 每当
弟子“划过”身边时，龙波总不忘叮嘱
几句动作要领。从头至尾，吴安珍与费
迁红的节奏都始终如一， 即使赛场负
责报数、计数的工作人员出现失误，现
场一阵“哗然”，两人依然心无旁骛。

“87、88、89！”最后关头，观众不
禁喊出声。按照竞赛规程，只要达到触
铃89次的成绩，吴安珍与费迁红就能
以较少的预摆数取胜，实现“三连冠”。

阳光下， 在空中飞舞的两人依然轻
快矫健，全场观众都期盼着突破的发生。

“丁零零！”最后1秒，高空中那排
铃铛声声作响，赛场瞬间掌声雷动。预
摆3次，触铃90次！吴安珍与费迁红以
近乎完美的表现成就了“三连冠”。

回到休息室， 这对苗族姑娘仍心
有余悸。“状态总体与训练时持平，预
摆3次确实有点小惊喜。”吴安珍坦言。

9月10日， 吴安珍与费迁红还将
联手征战55公斤级双人高度决赛。

（湖南日报郑州9月9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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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安蓓 陈炜伟 何欣荣

70年，在漫长的人类历史长河中，分量
有多重？

一个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
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一个国家，经历了从封闭到开放、从传
统走向现代的深刻演变；

14亿人民，在摆脱贫困、决胜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的时代征程上奋发前进。

70年波澜壮阔， 古老的东方大国焕发
出朝气蓬勃的全新面貌， 正在书写新的奇
迹篇章。

从传统步入现代
中国创造发展奇迹

一座桥， 承载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
人联通南北的梦想。

清末民初，铁路在南京被长江阻隔。
内忧外患、政权更迭的中国，始终未能跨
越天堑。

1968年， 经过10年设计论证、 艰苦
奋战， 第一座由中国自行设计和建造的
双层式铁路、 公路两用桥梁———南京长

江大桥正式通车， 京沪大动脉自此打
通。

奇迹在发展中不断书写。2011年，
南京长江大桥上游，高速铁路桥大胜关
长江大桥开通运营。6年后，“复兴号”高
铁从这里经过，北京到上海的单程时间
压缩到4.5小时。

千里京沪，从此一日往返！
一座桥，也见证着一个家庭越过越好

的日子。
1985年，罗俭参加工作，负责南京长

江大桥公路桥养护。他的父亲曾参加大桥
建设，如今，他的儿子也进入南京桥工段，
成为一名线路工。

“结婚、生子、买房、买车……我养护
大桥一辈子，大桥也见证了我们一家生活
的变化。”罗俭说。

70年，两万多天，见证一个国家的史
诗级巨变。

经济总量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600多
亿元到2018年突破90万亿元， 成为世界第
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货物贸
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跃居世界经济增
长第一大引擎；

“两弹一星”、杂交水稻、载人航天、深
海探测、C919大飞机、 天眼望远镜等重大
科技成果振奋人心， 中国奋勇踏上新科技
革命的列车；

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从瓶颈制约成
为优势支撑， 高速铁路里程占世界高铁
总量的60%以上， 新产业新业态发展引
领潮流……

70年来，中国面貌发生根本改变，向世
界展示中国道路的强大魅力。

从温饱不足迈向全面小康
中国书写民生奇迹

革命老区延安。
“80后”青年赵洋洋在鹿舍里忙碌，

身旁的梅花鹿膘肥体健。 刚刚摘下贫困
帽的年轻人雄心勃勃， 计划用互联网把
鹿茸产品卖出大山。

今年5月，革命圣地延安整体告别绝对
贫困，226万老区人民开启奔向全面小康的
新生活。

1978年以来，7亿多农村贫困人口摆脱
贫困，贫困发生率从97.5%下降至2018年末
的1.7%，对全球减贫贡献超过70%，创造了
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

从贫困到温饱、从温饱到小康，这片
土地上人民面貌发生的深刻改变， 令人
感叹。

延安往北， 是地处毛乌素沙漠的陕
西省榆林市。这里曾被无尽的风沙困扰。
70年过去，数百万亩流动沙地披上绿装，
塞上风景已换新颜。

1985年， 已年过花甲的郭成旺承包
了村子周边的沙地种树。“当时我就想种
上树，挡住风沙，再给村里人弄点柴烧。”

郭成旺年纪大了，他的儿子、孙子、曾
孙一代代接力种树，硬是将4.5万亩黄沙地
变成了树林。

“我爷爷那时候主要种的是杨树，我
们现在种的是樟子松。 去年我还试着栽
上了苹果树， 过几年应该就能挂果了。”
郭成旺的长孙、今年49岁的郭建军说。如
今的毛团村， 已成为当地远近闻名的蔬
菜基地。

美国航天局卫星收集的数据显示，
2000年至2017年， 全球绿化面积增加了
5%。其中，仅中国的植被增加量，就占到总
增量的四分之一以上，位居全球首位。

70年接力奋斗， 历史性巨变彰显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指向———

2018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1949
年实际增长近60倍， 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比
1978年实际增长19.2倍， 全国居民恩格尔
系数比1978年降低35.5个百分点， 人均预
期寿命提高到77岁……

从“有没有”到“好不好”，从幼有所育、
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
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到蓝天白云、公平正
义、民主法治、幸福安全……为满足人民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 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在
新的历史航程上继续前行。

从封闭到开放
中国展现改革奇迹

出生于上海的李政道，1946年远赴美
国芝加哥，师从物理学大师费米教授。1972
年以诺贝尔奖得主身份回到中国， 李政道
的第一站就是上海。

如今， 李政道研究所已在上海张江国
家科学中心启动建设。根据计划，这座全新
的科研机构将于明年8月竣工，目标是成为
重大原始创新的策源地。

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弗兰克·维尔
切克受聘成为李政道研究所首任所长。“我
们期望能够复制国际科学合作的模式，吸
引一流的研究人才来到中国。”他说。

70年，中国从封闭走向开放，人才、物
资、信息、资金等要素在不同区域之间、在经
济全球化的舞台上自由流动。

珠江之滨。1957年， 第一届中国出口商品
交易会在广州拉开大幕，一扇大门由此打开，全
球市场得以见证“中国制造”的巨大潜力。

黄浦江畔。2018年11月， 全球首个以
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在上海举行，让
世界感叹于中国市场的强大活力。

一进一出， 凸显中国与世界的深度互
动，折射中国发展的深刻转型。

从乡村到城市，人们突破天花板，开创
新天地，从城市到乡村，人们返乡创业，建
设故土，城乡融合、区域协调，流动开放中，
中国发展空间不断扩大；

从凭票购物到网络消费， 从现金支付
到刷脸买单，从电报电话到移动互联，流动
开放中，人民生活印记深刻改变；

人才成为宝贵资源， 创新创业被赋
予时代荣光， 一些领域科技水平从跟跑
到并跑、领跑，流动开放中，文明古国向
创新强国进发；

改革破除利益藩篱， 开放倒逼改革
深化，要素自由流动的束缚持续打破，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 一个大
国释放出世人瞩目的活力奇迹。

（据新华社北京9月9日电）

李克强将访问俄罗斯
并举行中俄总理第二十四次定期会晤
新华社北京9月9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9日宣布：

应俄罗斯联邦政府总理梅德韦杰夫邀请，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将于9月16日至18日对俄罗斯进行正式访问并举行中俄总
理第二十四次定期会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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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安蓓 陈炜伟 何欣荣

70年，在漫长的人类历史长河中，分量
有多重？

一个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
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一个国家，经历了从封闭到开放、从传
统走向现代的深刻演变；

14亿人民，在摆脱贫困、决胜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的时代征程上奋发前进。

70年波澜壮阔， 古老的东方大国焕发
出朝气蓬勃的全新面貌， 正在书写新的奇
迹篇章。

从传统步入现代
中国创造发展奇迹

一座桥， 承载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
人联通南北的梦想。

清末民初，铁路在南京被长江阻隔。
内忧外患、政权更迭的中国，始终未能跨
越天堑。

1968年， 经过10年设计论证、 艰苦
奋战， 第一座由中国自行设计和建造的
双层式铁路、 公路两用桥梁———南京长

江大桥正式通车， 京沪大动脉自此打
通。

奇迹在发展中不断书写。2011年，
南京长江大桥上游，高速铁路桥大胜关
长江大桥开通运营。6年后，“复兴号”高
铁从这里经过，北京到上海的单程时间
压缩到4.5小时。

千里京沪，从此一日往返！
一座桥，也见证着一个家庭越过越好

的日子。
1985年，罗俭参加工作，负责南京长

江大桥公路桥养护。他的父亲曾参加大桥
建设，如今，他的儿子也进入南京桥工段，
成为一名线路工。

“结婚、生子、买房、买车……我养护
大桥一辈子，大桥也见证了我们一家生活
的变化。”罗俭说。

70年，两万多天，见证一个国家的史
诗级巨变。

经济总量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600多
亿元到2018年突破90万亿元， 成为世界第
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货物贸
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跃居世界经济增
长第一大引擎；

“两弹一星”、杂交水稻、载人航天、深
海探测、C919大飞机、 天眼望远镜等重大
科技成果振奋人心， 中国奋勇踏上新科技
革命的列车；

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从瓶颈制约成
为优势支撑， 高速铁路里程占世界高铁
总量的60%以上， 新产业新业态发展引
领潮流……

70年来，中国面貌发生根本改变，向世
界展示中国道路的强大魅力。

从温饱不足迈向全面小康
中国书写民生奇迹

革命老区延安。
“80后”青年赵洋洋在鹿舍里忙碌，

身旁的梅花鹿膘肥体健。 刚刚摘下贫困
帽的年轻人雄心勃勃， 计划用互联网把
鹿茸产品卖出大山。

今年5月，革命圣地延安整体告别绝对
贫困，226万老区人民开启奔向全面小康的
新生活。

1978年以来，7亿多农村贫困人口摆脱
贫困，贫困发生率从97.5%下降至2018年末
的1.7%，对全球减贫贡献超过70%，创造了
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

从贫困到温饱、从温饱到小康，这片
土地上人民面貌发生的深刻改变， 令人
感叹。

延安往北， 是地处毛乌素沙漠的陕
西省榆林市。这里曾被无尽的风沙困扰。
70年过去，数百万亩流动沙地披上绿装，
塞上风景已换新颜。

1985年， 已年过花甲的郭成旺承包
了村子周边的沙地种树。“当时我就想种
上树，挡住风沙，再给村里人弄点柴烧。”

郭成旺年纪大了，他的儿子、孙子、曾
孙一代代接力种树，硬是将4.5万亩黄沙地
变成了树林。

“我爷爷那时候主要种的是杨树，我
们现在种的是樟子松。 去年我还试着栽
上了苹果树， 过几年应该就能挂果了。”
郭成旺的长孙、今年49岁的郭建军说。如
今的毛团村， 已成为当地远近闻名的蔬
菜基地。

美国航天局卫星收集的数据显示，
2000年至2017年， 全球绿化面积增加了
5%。其中，仅中国的植被增加量，就占到总
增量的四分之一以上，位居全球首位。

70年接力奋斗， 历史性巨变彰显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指向———

2018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1949
年实际增长近60倍， 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比
1978年实际增长19.2倍， 全国居民恩格尔
系数比1978年降低35.5个百分点， 人均预
期寿命提高到77岁……

从“有没有”到“好不好”，从幼有所育、
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
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到蓝天白云、公平正
义、民主法治、幸福安全……为满足人民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 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在
新的历史航程上继续前行。

从封闭到开放
中国展现改革奇迹

出生于上海的李政道，1946年远赴美
国芝加哥，师从物理学大师费米教授。1972
年以诺贝尔奖得主身份回到中国， 李政道
的第一站就是上海。

如今， 李政道研究所已在上海张江国
家科学中心启动建设。根据计划，这座全新
的科研机构将于明年8月竣工，目标是成为
重大原始创新的策源地。

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弗兰克·维尔
切克受聘成为李政道研究所首任所长。“我
们期望能够复制国际科学合作的模式，吸
引一流的研究人才来到中国。”他说。

70年，中国从封闭走向开放，人才、物
资、信息、资金等要素在不同区域之间、在经
济全球化的舞台上自由流动。

珠江之滨。1957年， 第一届中国出口商品
交易会在广州拉开大幕，一扇大门由此打开，全
球市场得以见证“中国制造”的巨大潜力。

黄浦江畔。2018年11月， 全球首个以
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在上海举行，让
世界感叹于中国市场的强大活力。

一进一出， 凸显中国与世界的深度互
动，折射中国发展的深刻转型。

从乡村到城市，人们突破天花板，开创
新天地，从城市到乡村，人们返乡创业，建
设故土，城乡融合、区域协调，流动开放中，
中国发展空间不断扩大；

从凭票购物到网络消费， 从现金支付
到刷脸买单，从电报电话到移动互联，流动
开放中，人民生活印记深刻改变；

人才成为宝贵资源， 创新创业被赋
予时代荣光， 一些领域科技水平从跟跑
到并跑、领跑，流动开放中，文明古国向
创新强国进发；

改革破除利益藩篱， 开放倒逼改革
深化，要素自由流动的束缚持续打破，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 一个大
国释放出世人瞩目的活力奇迹。

（据新华社北京9月9日电）

编者按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国家和人

民面貌发生深刻改变。新华社于9
月9日起播发“中国面貌”系列述
评，反映经济建设、社会发展、民生
改善、民主法治、生态环保、开放合
作等各个领域的深刻变迁，展现辉
煌成就，揭示宝贵经验，彰显中华
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
伟大飞跃，昭示中华民族阔步迈向
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今天推出第
一篇 《奇迹中国———70年中国面
貌变迁述评之一》。

奇迹中国 ———70年中国面貌变迁述评之一

最后关头“又突破”

省首届县域气排球赛在新化县举行
湖南日报9月9日讯 （文良安）9月6日至8日，2019年湖

南省首届县域气排球比赛在新化县举行，52支代表队、约
700名运动员参赛。本次比赛设中年男子、青年男子、中年
女子、青年女子四个组别。经过激烈角逐，娄底市娄星区代
表队获中年男子组冠军；青年男子组头名是耒阳市代表队；
怀化市鹤城区代表队斩获中年和青年女子组桂冠。

中国排球协会副主席、中国女排“五连冠”主攻手、队长
张蓉芳惊喜亮相开幕式。开幕式上，省体育局授予了新化县

“气排球之乡”的荣誉称号。

香港民建联召集圆桌会议
建言呼吁政府自有产业带头减租

湖南日报香港9月9日电（湖南日报、华声在线、新湖南客
户端特派香港报道组） 暴力示威游行对香港多个行业打击明
显，香港经济受到较大影响。9月9日下午4时许，香港民建联邀
请工商界及旅游餐饮运输界别的代表与政府官员，举行“继续
前行”圆桌会议，共同探讨如何应对香港当前经济困难。

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黄定光及周浩鼎主持会议， 出席的八
位嘉宾为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副局长陈百
里、香港中华出入口商会副会长许华杰、香港各界商会联席会
议(60+商会)联席召集人陆地、香港旅游业议会主席黄进达、香
港餐务管理协会会长杨位醒、 香港的士商会执行委员会主席
黄保强、中银香港经济及政策研究主管谢国梁。

据了解，目前铜锣湾、海港城等香港几大知名商圈商铺生
意大受影响， 餐饮业营业额持续下降，8月可能下降达40%，贸
易物流业受到极大冲击，失业率上升，民生问题开始暴露。当
被问及损失最为惨重的旅游业时， 黄定光表示：“看到内地的
游客、国际的游客现在不愿意来香港，我非常心痛！希望尽快
止暴制乱。”

圆桌会议上，代表们提了很接地气的建议，建议政府带头
在自有产业上减租，呼吁社会大业主做减租安排，支持中小企
业贷款，给中小企业喘息的空间，黄定光、周浩鼎希望政府积
极回应考虑这些建议，同时第一时间止暴制乱，相信香港政府
和香港警队有能力带领市民共度时艰。

“中国面貌”变迁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