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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见习记者 张璇 通讯员 尹萍

五彩花儿美起来，幸福歌儿唱起来，古城
巴陵红起来！走进岳阳中心城区，行道树木苍
翠茂盛，街面干净整洁，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
的国庆气氛。

作为国庆花展主展区的金鹗公园成了网
红打卡地。市民皆循香而来：国庆菊、向日葵、

紫娇花等200多种花卉争奇斗艳，10万多盆鲜
花摆放造型各异。

“主展区用迎宾礼赞、生活画卷两条轴线，串联
盛世花开、生态家园、蝶舞花溪、书香花镜等景点，烘
托‘花开新时代、幸福岳阳城’的庆祝主题。”据介绍，
岳阳城区主干道提前进行花草播种，依托公园自然
生态布置鲜花景观，摆放龙凤呈祥、孔雀开屏等绿雕
点缀交通要道，营造热烈、欢乐的喜庆氛围。

连日来，“双旅双融促振兴” 网络媒体岳

阳G240沿线采风活动、“同升国旗童颂祖国”
网络直播、“和睦邻里一家亲” 邻里节及H5作
品展播等一系列活动， 利用互联网平台立体
化、 多层次地展现岳阳70年来翻天覆地的变
化，得到广大网友的关注和好评。

9月26日晚，岳阳楼区广大干部职工把对
祖国的热爱与自豪化作旋律， 在全区歌咏比
赛决赛中深情传唱。

歌声唱响古城。自6月份启动以来，岳阳
市各党政机关、大型企业、各县（市、区）组织
队伍以多种形式进行大合唱比赛， 形成了全
民齐唱歌颂祖国的浓厚氛围。

湖南日报9月26日讯 （记者 熊远帆）9月
25日早5时，嘹亮的国歌声中，一面长约3.6公
里、总面积近40000平方米的巨大“五星红旗”
形象， 在长沙三一重工18号厂房外灯光幕墙
上升起。这是目前国内最大的国旗形象。当她
亮起， 鲜艳的旗帜照亮整个三一工业城，“中
国红”成了全长沙最亮眼的色彩。

这面国内最大的“五星红旗”，配合“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以及“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
年” 的滚动字幕， 与雄伟的18号智慧工厂融为一
体， 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三一人喜迎新中国成立70
周年的豪情。三一工业城里，新挂的300多面红旗
正随风飘扬，一台台泵车、挖掘机,以及各式各样的
大国重器，在它们的映衬下更加明亮、高大。

据了解， 三一重工18号厂房是亚洲最大的智
能化制造车间，有混凝土机械、路面机械、港
口机械等多条装配线，是三一重工总装车间。此次
“五星红旗”形象就是在该工厂靠杭长高速一
侧的灯光幕墙上展现的。 国庆黄金周期间的
夜晚，这面“五星红旗”都将在此亮起。届时，
从杭长高速进出长沙的车辆都有机会看到。

国内最大“五星红旗”形象亮相长沙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莫成
通讯员 喻阳 涂孝辉

提起毛月球，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永顺县毛坝乡乾坤村的村民，都赞不绝口：
肯干、孝顺！

今年40岁的毛月球，是乾坤村一名普
通的农妇。28岁丧偶的她，用坚强面对生命
中的不幸，12年来坚守亲情， 无怨无悔，谱
写了一段又一段“孝儿媳、好母亲”的佳话。

9月23日中午，记者见到毛月球时，她
正顶着烈日在茶地里采茶。娇小的身躯，黝
黑的皮肤，眼神里写满了坚韧。

2004年，毛月球与本村退伍青年向安
胜结婚。夫妻二人勤劳肯干，生活过得有滋
有味。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2007年，3个月
内，丈夫和公公先后患病去世，这个家眼看
着就要破碎！悲痛之余，看着3岁的大女儿、
2岁的小女儿、 肚子里即将出生的孩子，加
上年迈不能自理的婆婆，毛月球没有退缩，
她动情地承诺：“妈，莫伤心，以后我会替安
胜孝敬您，带大3个孩子。”

为了这份承诺，毛月球每天起早贪黑，

一个人干两三个人的活。早上天还没亮，就
起来做好全家人的饭，然后出门务工，回来
后还要做农活、干家务，一天到晚一刻都不
能闲下来。可是她从来不提生活的苦和累，
有好吃的都是留给婆婆和孩子们。

为了宽慰日渐消瘦的婆婆， 毛月球强
忍着丧夫之痛， 尽量在婆婆面前表现得坚
强。坚持为婆婆洗脸、洗澡、梳头、捶背、剪指
甲，精心侍候，从不厌烦。在她的精心照顾
下，婆婆渐渐走出了阴影，精神越来越好，心
情也跟着舒畅起来。今年年初，婆婆去世，享
年86岁。村民们都说，她是笑着走的。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在毛月球的言传
身教下，3个子女从小就懂事孝顺， 从小自
己就洗衣做饭，学习成绩也都名列前茅。

毛月球的事迹传开后， 引发了各方关
注，丈夫的战友们纷纷从辽宁、广东等地前
来慰问。 政府帮她家发展了4亩柚子产业，
还出资帮她建房。2018年6月，毛月球被评
为湖南“孝老爱亲好人”。

今年， 毛月球主动申请加入村里的莓
茶合作社，在茶园务工。毛月球常怀感恩之
心，她总是教育3个孩子要认真学习，成为
有用的人才，要对得起社会各界的帮助。

■点评
泥巴裹着裤腿，汗水夹着泪水。就像这

句歌词写的一样， 毛月球的生活里满是艰
辛和不易。面对生命中的不幸，她用12年的
岁月，无怨无悔坚守着挚爱的亲情，用常人
无法想象的付出独自支撑着艰难的家。贫
苦与艰辛填满了生活， 她却坚持用浓浓的
亲情温暖每段岁月。

在这个艰难的家庭里，她就像一颗充满
能量的小太阳，播撒着温暖的阳光。她的博
爱、仁慈和善良，映射着一个普通农村妇女
尊老爱亲、淳朴真诚的胸襟和情怀。

湖南日报9月26日讯（记者 易禹琳 通讯
员 蔡颂 张明明）今天中午，由校党委书记蒋
洪新领唱歌曲《我爱你中国》，拉开了湖南师范
大学“为祖国歌唱———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
年” 教职工合唱比赛的大幕。2300多位教职工
登台，把34首歌曲献给祖国献给党，歌声优美

动听、荡气回肠，在麓山和湘江间久久回荡。
据悉， 作为湖南师范大学“我和我的祖

国”主题宣传教育系列活动中的一项，这次教
职工合唱比赛是该校近年来参演单位最多、
参与人数最多、 年龄结构最丰富的一次歌咏
盛会。32支队伍2300多名登台演唱者中，既有

国家级教学名师、长江学者、国家科技创新领
军人才、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国家杰出青
年基金获得者、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也
有中青年教师骨干和刚参加工作的新人；既
有老年大学艺术团的老同志， 也有幼儿园的
小朋友。

湖南师范大学教职工在《我爱你中国》
《祖国颂》等歌曲中唱出了对祖国对党的热爱
和深情，在《团结就是力量》《保卫黄河》等歌
曲中缅怀峥嵘岁月，在《走向复兴》《共筑中国
梦》等歌曲中唱出了对新时代的展望。

湖南日报9月26日讯(记者 鲁融冰 见
习记者 李杰 通讯员 陈克钧) 连日来，常
德各地基层干部群众接连举办多种形式的
庆祝活动，祝福伟大祖国繁荣富强。

9月25日晚， 在武陵区穿紫河街道滨
湖社区，一曲大合唱《爱我华夏》，拉开了
“爱党爱国爱家·情系社区你我他” 庆祝新
中国成立70周年文艺汇演的序幕。晚会现
场，大家高举鲜艳的国旗，随着激昂的旋律
齐声高歌。当晚，武陵区“两新”组织庆祝新
中国成立70周年文艺比赛激情开赛, 全区

的“两新”组织组成15支队伍，以“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唱响美好武陵新时代”为主
题，礼赞新中国、讴歌新时代。

在乡村， 坚守在脱贫攻坚一线的驻村
干部与村民一起装扮越来越美丽的村庄，
共迎国庆,共庆丰收，并利用晚上召开屋场
会，与群众一起忆党史、谈发展，充分发挥党
员干部教育群众、凝聚群众、团结群众的先
锋作用。在沅江隧道建设现场，建设者们日
夜施工，确保隧道在国庆前夕通车，用特殊
的方式向祖国献礼，用实际行动践行初心。

常德：干部群众满怀深情颂祖国

湖南日报9月26日讯 (见习记者 王梅
聂沛)9月26日， 衡阳高铁站广场前花海绽
放。各色鲜花交错搭配，层次丰富，一群和
平鸽或竹林嬉戏，或振翅欲飞，吸引了众多
市民游客观景闻香，“打卡”留念。为迎接新
中国成立70周年， 衡阳市用14万株鲜花，
在衡阳火车站广场和衡阳高铁站广场制作
了2处立体花卉景观。各县(市、区)、各行各
业也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喜迎国庆。

随着国庆临近, 基层喜庆氛围也越来
越浓郁,衡阳县举办了“游目骋怀，墨润腾

飞”书画作品展；衡东县举行千人同唱《我
和我的祖国》快闪活动；衡阳高新区举行
了“祝福新中国·唱响新时代” 室内音乐
会； 衡阳师范学院1.2万余名师生参加升
国旗仪式，歌唱《我和我的祖国》，致敬伟
大祖国……

据悉，9月27日清晨，南岳衡山景区将
联合其他四岳举行“青爱祖国·五岳同歌”
活动。届时，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将共同观
看冉冉升起的旭日，齐声高唱国歌，祝福祖
国蒸蒸日上。

衡阳：激情满怀迎国庆
岳阳全民同欢献礼祖国

2300余人大合唱声振林樾

湖南师大教职工为祖国抒怀

要 闻

用爱守护艰难的家
———记“孝老爱亲好人”毛月球

湖南好人·每周一星

湖南日报记者 彭雅惠 通讯员 孟强

9月26日，省统计局发布新中国成立70周
年湖南消费市场发展报告。 报告显示，70年
来，我省居民的消费规模、消费结构、商品市
场业态等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这些“消费账
单”的变迁，直接反映出湖南居民生活是如何
“芝麻开花节节高”的。

消费规模：
从亿级到万亿级的跨越

1950年， 我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
6.58亿元，1978年达到54.84亿元， 年均增长
7.9% 。1997年首次超千亿元大关 ， 达到
1062.93亿元。2014年超万亿元大关， 达到
10723.45亿元。2018年，全省实现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15638.26亿元， 比1978年增长285.2
倍，年均增长15.2%。

不论城镇或农村， 居民消费能力都实现
了飞跃。2018年， 全省城镇消费品零售额
14124.88亿元，是1950年的5270倍，年均增长
13.4%；全省乡村消费品零售额1513.38亿元，
是1950年的393倍，年均增长9.2%。

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省农村消费品市场
发展进一步加快，2013年至2018年，消费品零
售额年均增长10.8%，增速比城镇消费品零售
额高0.4个百分点。

消费结构：
从生存到发展的飞跃

新中国成立之初， 物质匮乏、 经济基础
差，居民商品消费主要以满足吃、穿等基本生
活需求为主，消费水平整体偏低。

1978年后，手表、单车、缝纫机成为热销
“三大件”。

上世纪90年代，彩电、冰箱、洗衣机“新三
件”渐成家庭标配。

进入21世纪，电脑、手机、汽车、智能家电
等消费“井喷”增长，极大地满足了居民对美
好生活的需求。

截至2018年末，湖南城镇居民洗衣机、电
冰箱、 彩色电视机每百户拥有量， 分别为
103.7台、104.1台和119.8台，比1985年分别增
加51.5台、100.8台和107.2台； 农村居民电视
机、 洗衣机每百户拥有量， 由1985年的不到
3.9台和不到1台， 分别增加到113.4台和86.5
台； 全省移动电话用户由2000年的279万户，
增加到2018年的6302.89万户 ， 年均增长
18.9%；全省民用汽车786.20万辆，较1949年
的0.11万辆增长了7146.3倍。

我省城镇、 乡村居民恩格尔系数分别由
1978年的57.4%、69.9%， 下降到2018年的
27.3%、29.2%， 分别下降了30.1个百分点和
40.7个百分点， 均达到联合国划分的20%至
30%的富足标准， 湖南人已跃过生存的温饱
线，在发展享受的路上畅行。

消费层次：
从物质到精神的追求

随着物质生活日渐丰裕， 湖南人的消
费追求投向了精神文化领域：看精品演出，

“刷”博物馆，“打卡”网红旅游目的地，“抱
团”学技艺……各类文化、保健消费成为新
时髦。

2018年， 我省城镇居民人均交通通信、
教育文化娱乐、医疗保健等支出比重，分别
由 1980年的 1.5% 、7.7%和 0.6% ， 提高到
2018年的12.8%、15.7%和8.1%； 农村居民
人均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医疗保健等
消费支出比重，分别由1980年的0.3%、3.9%

和1.6%， 提高到2018年的11.4%、13.2%和
10.9%。

去年，全省实现旅游总收入8355.73亿元，
是1991年2308倍，年均增长33.2%；完成电信
业务总量2473.36亿元， 同比增长167.2%；实
际电影总票房19.36亿元， 是2015年1.7倍，年
均增长19.8%。

消费渠道：
从单一到多元的选择

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供给能力不足，
吃穿用度的品类谈不上多样， 湖南人的消
费选择趋同，购物渠道单一，只能在省内屈
指可数的几家国营、 集体所有制商贸企业
消费。

随着改革开放的稳步推进， 我省消费市
场格局发生了明显变化。截至2018年底，全省
批发和零售业法人企业中私营企业数量达
12.8万家， 占批发和零售业法人企业总数的
82.6%， 成为消费品市场发展的主要力量；港
澳台投资和外商投资企业分别为84家和108
家。 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商品流通体系
逐步形成。

近年，网上购物兴起，成为年青一代的主
要消费方式。截至2018年底，全省实现网上零
售额（按买家分）2926.3亿元，是2015年的2.5
倍，年均增长35%。

与此同时，融合了商业零售、餐饮、休闲
养生、娱乐、文化、教育等多项城市主要功能
活动,面向消费者提供“一站式消费”服务的城
市商业综合体也快速发展。2011年全省只有5
家商业综合体。截至2017年底，全省商业综合
体达到40家， 商户从业人员达到51318人，全
年总客流量达2.66亿人次， 累计实现销售额
（营业额）达到154.93亿元。

� � � � 9月26日，省统计局发布的新中国成立70周年湖南消费市场发展报告显示，70年来，我省
居民的消费规模、消费结构、商品市场业态等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日新月异的“消费账单”———

“数”说湖南人生活的美与好

湖南日报9月26日讯 （记者 陈薇 通
讯员 孙婵）今天，由中国国家画院、湖南省
文联共同主办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70周年、湖南美术馆开馆首展、第六届
全国画院美术作品展新闻发布会” 在湖南
美术馆举行。会上宣布，湖南美术馆将于本
月28日正式开馆，并对观众开放。

据介绍， 本届全国画院美术作品展以
“美丽中国”为主题，用美术创作礼赞新中
国70年辉煌成就，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巨大变化。
展览将展出587件美术作品，展出作品分
为特邀和征选两部分。其中，特邀作品有
179件； 征选作品则是面向全国征集，经
过初评、复评和终评三个环节，共评出作
品408件。展出作品反映了全国画院系统
美术家在题材或内容上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创作导向， 深入生活、 扎根人民，为
时代而绘； 在形式上敢于探索， 勇于创
新，力求具有艺术性的高度；在表现手法
上，以严谨的创作态度，努力使作品具有
耐于品读的观赏性。

据了解， 全国画院美术作品展经文化
和旅游部批准，每两年举办一次，已连续举
办五届。与会嘉宾一致认为，本届展览对于
加强全国画院间的交流与合作， 充分展示

全国画院系统美术创作与研究成果， 发挥
画院系统在全国美术创作研究中的示范导
向作用，促进中国美术的进步与繁荣，均有
着重要的影响和意义。

湖南美术馆位于湘江西岸、岳麓山下，
毗邻中南大学，与橘子洲头隔水相望。此次
展览是湖南美术馆的开馆展。

湖南美术馆馆长魏怀亮介绍， 湖南美
术馆于2012年5月立项，历时7年，现已基
本完成场馆建设工作。 该馆占地面积
50000多平方米， 建筑面积24700多平方
米，总投资3.98亿元。展馆由展览区、公共
服务区、学术研讨区、藏品管理区、办公区
等区域组成，集展览陈列、收藏保护、学术
研究、教育推广、对外交流、文化服务等功
能于一体，是湖南省目前规模最大、功能最
全的专业公共美术馆。

据悉， 湖南美术馆将于9月28日上午
10时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
年、湖南美术馆开馆首展、第六届全国画院
美术作品展开幕式”，11时20分对观众正
式开放。 当日下午还将举办第六届全国画
院美术作品展理论研讨会、 全国画院院长
工作会、“新时代·新起点·新篇章———湖南
美术馆开馆系列活动·美术馆工作座谈会”
等一系列学术活动。

湖南美术馆28日开馆
首展将展出587件艺术精品

� � � � 9月23日，毛月球在采茶。 莫成 摄

“爱上湖南”
摄影展开展

9月26日， 湖南烈士
公园，“爱上湖南” 摄影展
现场。当天，“爱上湖南”最
美摄影图片征集评比活动
结果发布会暨摄影展启动
仪式在该公园举行。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辜鹏博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