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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漫画

邹晨莹

9月26日，湖南烈士公园，一场“爱上湖南”
的摄影展吸引人们驻足观看，展区人头攒动。
看着湖湘大地70年巨变的光影交响， 不少含
饴弄孙的白发长者感慨：“如今的好日子 ，以
前连想都不敢想。”

“想都不敢想 ”，是当下人们谈及国家发
展时的高频话语。2000多年前，诗人屈原深望
茫茫星空， 不禁在 《天问》 中发问：“天何所
沓？”而今，“时代楷模”南仁东倾尽一生打造
的FAST，打开了中国人追问宇宙的“天眼”，在
世界天文史上镌刻下新的高度。无数人的“敢
想”，终成国家骄傲。

从“不敢想 ”到 “在眼前 ”，猛然抬头回望
走过的路， 我们能看到这个国家沧海桑田的
变化，愈发感受到国家对于每一个人的意义。

这意义，是国力变强吗？当然是，必须是。
当一些国家的孩子从小生活在“恐怖袭击”的
恐惧里，“不知战争为何物” 的我们才明白 ，
“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时代，而是生活
在一个和平的国家。”这个国家无条件给予我
们“心安理得”———不用在逃难途中担心会遇
难，不必担心国破家亡而流落他乡。

这意义，限于少数个体吗？不应该。在美国
的叙利亚留学生，把人生寄托在一纸冰冷的移
民法案，因为与“叙利亚”同时见诸报端的，常常
还有“难民”二字，他们必须足够强大、足够努
力，才能被外人接纳。“做梦，是每个人的权利”，
但在电影《神秘巨星》的讲述中，男权当道的印
度社会，很多女性连“做梦”的权利都没有。这样
的“梦想”，有阶层之分，有性别之差。

一台网络听书机， 让63岁的刘思纯体会
到阅读的无尽快乐。 湖南省首家盲人数字图

书馆的现代化设备， 为刘思纯这样的视力障
碍者打开了崭新世界。一份团圆的期许，让脑
瘫儿童小鑫认真完成上千次的简单抬脚 。康
复医院的医疗保障，打工往返的便利交通，让
小鑫的父亲得以安心在回程途中为孩子买上
一块香甜的月饼。在生活的时时处处，哪怕是
普普通通的梦想、简简单单的愿望，也会被善
待、被尊重。自由地选择生活状态、就业地点、
职业规划，任何一个中国人，即便过着平凡的
日子，因为“敢想”，都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

“让所有梦想都开花”。70年，神州大地犹
如“造梦空间 ”；70年 ，最感天动地的 ，是我们
“敢想”了，共同谱写十几亿人的命运交响。激
发人的力量，尊重人的价值，推动人的发展，今
日之中国，未来之中国，有一种强大的力量，把
我们每一个人都深深簇拥进它所建构的发展
故事里，因为———“我们都是追梦人！”

唐正芒

前不久的中国农民丰收节， 进一步彰
显了“三农”工作重中之重的基础地位，是
影响深远的大事。 在迎接新中国成立70周
年的重要节点，我们应看到：中国农民的奋
斗，顶天立地；中国农民的创造，惊天动地；
中国农民的奉献，感天撼地。

习近平总书记深情地指出：“广大农民
在我国革命、建设、改革等各个历史时期都
作出了重大贡献。”确实如此。新民主主义
革命时期， 广大农民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
主力军，正所谓“淮海战役是农民群众用小
车子推出来的”。

社会主义革命时期， 三大改造首先从
农业合作化开始， 把亿万个体农民成功引
上集体化道路。 广大农民群众积极响应党
的号召，助力合作化运动，为社会主义基本
制度在中国的建立作出了贡献。 改革开放
新时期，农村改革的经验推广到城市企业，
撬动了全国的经济体制改革， 极大地调动
了全国广大劳动群众的积极性， 从而使社
会财富奇迹般地迅速涌流出来。

尤其不应忽视的是，早出晚归、挥洒汗
水，农民的耕耘播种，换来了五谷丰登、瓜

果飘香，确保了军需民用、有效供给。一举
告别了中国农产品短缺的历史， 使我国粮
食、肉类、水产品、禽蛋、蔬菜、水果等产量
跃居世界前列，成为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发
展稳定最重要的物质基础。 他们用自己的
辛劳诠释了“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
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精神价值，礼赞
了 “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幸福都是奋
斗出来的”朴素哲理，弘扬了“奋斗本身就
是一种幸福”的时代风尚。

笔者曾承担国家社科基金课题 “农村
粮食统购统销史料汇编”，从中也窥见到了
广大农民对新中国的伟大贡献。 不仅是众
所周知的农村粮食统购， 为新中国的工业
化及经济社会的长期发展稳定作出了重要
贡献， 而且从学界研究极少的农村粮食统
销这方面看，同样作出了重大贡献。它保证
了不从事粮食生产的农民的粮食供应，从
而保证了林、牧、副、渔等其他各业生产的
全面发展，满足了人民生活、市场供应和国
家建设的必需， 还为国家工业化积累了资
金， 特别是保证了出口创汇和换取先进装
备的需要。今天，我们亟须表彰他们的历史
贡献，弘扬他们的奉献精神，崇尚他们的家
国情怀。

范子军

近日，不少人在朋友圈转发“请给我一
面国旗@微信官方”这句话，不明缘由的人
也跟着转发起来。很快，这句话就在朋友圈
刷屏。随后，很多人的微信头像带上了“国
旗”“70”“国庆快乐”图标或字样。一社群运
营团队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推出的这
个活动，上线不到半天时间里就有超过2亿
人次参与，关于“微信国旗头像”的话题更
直接登上了微博热搜第一。

再过几天，就是国庆节了。在新中国成
立70周年这样一个独具历史意义的时间节
点上， 人们期待在即将到来的庆祝活动中
分享国家的荣光， 也希望在网络空间传达
对国家真诚的祝福。天时、地利、人和，“请
给我一面国旗”引来刷屏也就不难理解。其
实，各种与祖国、国庆有关的创意、活动或
者话题，诸如快闪、大合唱、与国旗合影，早
已在线上线下掀起波澜， 点燃深藏在人们
内心深沉、质朴的爱国热情，激荡起与共和
国共成长、 与新时代同奋进的更为雄壮昂
扬的旋律。

这是发自肺腑的爱国表达。爱国，是人
世间最深沉、最持久的情感。前几天，国庆

阅兵彩排，从北京上空呼啸而过的战机，也
刷屏了无数人的朋友圈，重温当年“17架战
机要飞两遍”的历史，感受今天中国发展的
来之不易，珍藏在心底的那一声“我爱你，
祖国”，自然脱口而出。

这是情不自禁的隆重礼赞。 亿万人民
群众锐意进取、砥砺奋斗，党和国家事业取
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中华民族
实现了从站起来、 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
飞跃， 越发强盛的中国无比自信地屹立于
世界舞台。此时此刻，中华儿女怎能按捺住
无比激动的心情？

这是幸福感受的真情流露。 网友们在
祝福祖国的同时， 也有五花八门的诉求让
“画风”突变：从“请给我一面国旗”到“请给
我200万”，再到“请让我的体重降到90斤”，
网友并非不知道在朋友圈刷屏实现不了这
些愿望，但其中流露的是对未来的期许。这
是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幸福感和安全感实
实在在提升的生动例证。

70年辉煌成就，让我们倍感自豪；夺取
新的更大胜利 ，需要我们倍加努力 。国庆
元素频频刷屏 ，爱国热情空前高涨 ，何尝
不是接续奋斗、 报效国家赤子情怀的强烈
共鸣？

让所有梦想都开花
———感受新中国70年发展之三

从历史到现实，礼赞农民礼赞丰收

刷屏是最质朴的爱国表达

汪昌莲

9月23日，“福州市聋校”公众号以《福州市
聋哑学校唱响〈我和我的祖国 〉》为题发布了
一段时长3分21秒的视频。但让人始料未及的
是，这样一段令人动容的视频，却在微博上招
来个别人阴阳怪气的嘲讽：“聋哑人唱响 ？我
只能呵呵了”。言外之意，“你懂的”。

26日， 福州市聋哑学校回应外界质疑：聋
哑学校一样可以“唱响”动人旋律。现在学校有
198名听障学生， 言语能力康复较好的学生在
反复练习后能跟着哼唱，还有的学生依靠手语

的辅助发声，加上近70名教职工的演唱，完全
能唱响《我和我的祖国》。这样的歌声，或许没
有其他人那样优美动听，但一样的饱含深情。

“杠精”们显然没看过完整的视频 。在视
频中，聋哑学校的孩子和老师们用手语、口风
琴、舞蹈演绎出了别样的《我和我的祖国》，还
有孩子们在学校里踢球、作画、做手工 、跳啦
啦操的场景。他们的笑容自信、美好 ，他们的
手语真诚、有力。

聋哑学校组织孩子们唱响 《我和我的祖
国》，是爱国情感的尽情表达，他们 “尽力做 ，
用心唱，深情演”，照样令人感动 。特别是 ，聋

哑人唱响《我和我的祖国 》，让广大青少年感
受到了残疾人的艰辛， 也体验到比正常人更
珍贵的残缺美。

如此语境下 ，有人质疑聋哑人 “唱响 ”爱
国旋律，显然是对残疾人的隐形歧视，至少是
一种认知偏颇。聋哑学生正确的称谓是“听障
学生”。他们先天或幼儿时期听力受损 。语言
神经系统和发音器官并未受到损伤的听障学
生，植入人工耳蜗或佩戴助听器，再辅以语言
康复训练，可以做到张口说话。对聋哑学校孩
子“唱响”《我和我的祖国》冷嘲热讽，仿佛如
此才能显示自己比众人高明， 实际上也是一
种无知的表现。

听障孩子们 ，请勇敢高歌 ，祖国会 “永远
紧贴着你们的心窝”。

谁说聋哑人不能“唱响”爱国歌曲

从“百蟹竞放”
看消费心态的成熟

备受关注的大闸蟹于近日开捕上市。大闸蟹消费呈现“诸
蟹并起”格局，除传统的阳澄湖大闸蟹外，兴化大闸蟹、固城湖
大闸蟹、山东黄河口大闸蟹、盘锦稻田蟹等纷纷“攻城略地”。

过去几年，“假阳澄湖”大闸蟹之所以大行其道，除了消费
者识别能力低之外，虚荣消费心理、攀比式请客送礼等也是缘
由。据媒体调查统计，现在网民普遍认为，与其花高价买假冒
名牌蟹， 不如买货真价实的平价蟹。 说明消费者开始回归理
性，从追逐品牌向注重性价比转变。 图/文 朱慧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