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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湖南日报9月30日讯(记者 蒋睿 见习记者
曾佰龙 通讯员 董添雄)9月30日是第六个烈
士纪念日。 当天上午，韶山干部群众在韶山
毛泽东广场、烈士陵园敬献花篮，深切缅怀
毛主席，缅怀革命烈士的不朽功绩，激励新时
代韶山人民发扬先烈精神，进一步建设好、发
展好毛主席的家乡。

早上7时49分， 韶山毛泽东广场红旗招
展，人头攒动，蓝天白云下的毛泽东同志铜像
高大雄伟，在阳光照耀下熠熠生辉。 韶山干部
群众代表500余人缓步来到铜像前， 静静肃
立。 随后，全体人员向毛泽东同志铜像敬献花
篮，深深三鞠躬，并绕行铜像一周注目瞻仰，

表达对毛主席的崇高敬意和无限追思。 敬献
花篮仪式结束后， 韶山干部群众还瞻仰参观
了毛泽东同志故居。

上午9时， 掩映在青山翠柏中的韶山烈士陵
园庄严肃穆。 在雄壮的国歌声中，韶山市干部群
众向革命烈士敬献花篮活动正式开始，韶山市级
领导、市直机关干部、驻韶部队代表、烈属代表以
及学生代表200余人，在以“红旗卷起农奴戟”为
造型的革命烈士塔前列队肃立，向革命烈士敬献
花篮。伴随着深情的《献花曲》，礼兵抬着饱含敬仰
与思念之情的花篮缓缓向前， 全体人员默哀，缅
怀和铭记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

随后， 全体人员来到烈士塔以东的六亲

台，瞻仰毛主席6位亲人铜像，敬献花篮，深深
三鞠躬，表达深切缅怀和无限敬仰之情。

要奋斗就会有牺牲。 近代以来，韶山人民
先后有1579人为革命舍生取义， 其中包括毛
主席的6位亲人、“韶山五杰”等。 开展“烈士纪
念日”活动，旨在深切缅怀革命烈士的不朽功
绩，铭记历史、珍惜现在，激励和指引新时代
的韶山人民万众一心、奋发有为，为建设富饶
美丽幸福新湖南，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早上7时， 韶山市韶山学校特邀曾与毛主席
合影的蒋含宇、彭淑清夫妇，与800余名师生
一起，举行了升国旗仪式。

� � � � 湖南日报9月30日讯 （记者 龙文泱
通讯员 方芳） 今晚，“时光： 我和我的祖
国———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特展”在长沙博物馆开幕。

本次展览由湖南日报社、 长沙市委宣
传部、长沙市文旅广电局主办，湖南日报社
新闻影像中心、长沙博物馆、湖南图片库承
办。

本次展览以时代发展为主线，以民生、
文化、教育、娱乐、生活等内容为脉络，通过
影像和实物展品的艺术组合，以小见大，再
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以来，湖南
尤其是长沙的社会发展和变迁。

展览分为7个篇章： 第1章“时光博物
馆”，通过一批老物件让观众回到旧时光；第
2章“激情燃烧的岁月”，通过20世纪50至70

年代的影像，讲述新中国诞生后人民当家作
主、 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的难忘岁月； 第3章
“悠悠记忆往事”，带观众重温20世纪60至90
年代的生活；第4章“幸福照相馆”，通过照相
馆场景复原8组家庭影像， 反映了改革开放
以后人民生活的变化； 第5章“知识改变命
运”， 讲述了1977年高考恢复对个人和国家
产生的重大影响；在第6章“我梦想、我奋斗、
我奔向”中，观众可以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
电影院的复原场景中，观看到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在各个方面出现的喜人变化；第7章“初
心寄未来”， 则通过将大幅新长沙彩色图片
与多媒体结合的方式，表达人们对新时代祖
国进一步向前发展的美好希望。

据悉，展览将持续至11月24日，免费
对公众开放。

� � � � 湖南日报9月30日讯（记者 孙敏坚 通讯员
庹晓芹）今天是全国第六个烈士纪念日。 部分
湘籍革命先辈和烈士家属、 后代及收藏界人
士代表来到湖南党史陈列馆， 以捐赠珍贵文
物的方式缅怀先烈、喜迎国庆。

此次活动共捐赠文物44件（套），包括“人

民英雄”张超烈士的教学学具———歼-15战机
模型、毕业证书等，“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姜开
斌烈士用过的机电长专用仪器盒和穿过的海
军军服， 党的早期高级将领刘铁超在黄埔军
校读书时用过的文具等珍贵文物。 这些文物
丰富了党史陈列馆的馆藏内容， 不仅是峥嵘

岁月的真实写照， 更是传承红色基因的鲜活
教材。

湖南党史研究院院长胡振荣表示， 在庆祝
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举办此次先烈文物捐赠
活动，更具特别的意义。湖南党史陈列馆作为陈
列、展览、宣传党史和新中国史的红色场馆，将
保存、利用和展示好这批珍贵文物史料，激励更
多人学习、继承并弘扬先烈们忠诚不渝的信念、
奋勇向前的担当、百折不挠的坚韧、舍生忘死的
坚守，让湖南红色基因世代相传。

� � � � 湖南日报9月30日讯 （记者 龙文泱
通讯员 李佳蔚 ）今晚，雅韵三湘·音乐经典

“献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中国作
品专场音乐会在长沙音乐厅上演。

本次音乐会由长沙交响乐团团长肖鸣
执棒，中国歌剧舞剧院青年歌唱家张卓担任

独唱，长沙交响乐团担任演奏。
音乐会在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的主

题交响乐《第一交响序曲》中拉开序幕，宏大欢
腾的《庆典序曲》、异域风情浓郁的《赛乃姆狂
想曲》、 展现新时代美丽中华画面的《富贵中
华》、反映三湘风情和湖南人民精神风貌的《长

岛人歌》等当代优秀中国音乐经典作品依次上
演，精彩的演出赢得了观众的掌声。

演出现场， 长沙交响乐团举行了大型交响
侗族大歌·清唱剧《风雨桥》发布仪式。 这部作品
由中国著名词作家瞿琮、 著名作曲家周虹共同
创作，长沙交响乐团演绎，将于今年与观众见面。

� � � � 湖南日报9月30日讯 （见习记者 唐璐）
今天上午， 长沙市举行青少年“升国旗、 唱
国歌， 做共产主义接班人” 活动， 来自该市
的近1000名青少年齐聚橘子洲头， 向新中国
成立70周年献礼。

金秋的橘子洲头， 漫江碧透， 百舸争流。
上午8时， 国歌奏响， 3位护旗手迈着矫健
的步伐， 护卫五星红旗走向升旗台。 在高亢
激昂的国歌声中， 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
起， 飘扬在橘子洲头上空。 随后， 青少年们
挥动着五星红旗， 一起高唱 《我们是共产主
义接班人》， 向祖国母亲深情告白， 表达做新
时代共产主义接班人的坚定信念。

在毛泽东青年艺术雕塑广场前， 长沙新

民小学的师生用巨型沙画礼赞祖国。 沙画中
间数字“70” 由五星红旗和天安门图案组
成， 下方书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
年”， 色彩鲜艳， 设计精巧， 引来众多市民和
游客驻足欣赏。

来自长沙雅礼洋湖实验中学的护旗手易
伟昌说： “非常荣幸参加这次活动！ 现在我
所感受到的幸福， 都得益于祖国的发展、 祖
国的强大。 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美好时
刻， 衷心祝福我们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参加活动的青少年学生表示， 作为共产
主义事业的继承者、 接班人， 今后要将自己
的“青春梦” 与“中国梦” 相结合， 投身伟
大祖国建设， 以青春之我建设青春之国家。

� � � �湖南日报9月30日讯（记者 谢璐）今天是
第六个烈士纪念日， 湖南雷锋纪念馆举行向
雷锋烈士献花仪式。 纪念馆全体干部职工及
雷锋第二小学师生代表共200余人，怀着崇敬
的心情，向雷锋塑像敬献花篮。

上午8时30分，纪念馆干部职工和雷锋第
二小学师生已赶到纪念馆雷锋塑像广场。 为
表达内心敬意，干部职工均身着洁白衬衫，学
生们穿着浅蓝色校服、 整齐佩戴好鲜艳的红

领巾。
9时，活动在庄严肃穆的国歌声中拉开序

幕。 全体肃立，默哀1分钟。 随后，学生们手拿
小国旗，在雷锋塑像前齐声高歌《在灿烂的阳
光下》和《学习雷锋好榜样》。 紧接着，纪念馆
干部职工向雷锋塑像敬献花篮。 全体人员向
雷锋塑像三鞠躬，并绕雷锋塑像一周，依次敬
献鲜花， 表达大家对为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
献身的雷锋同志的深深敬意与深切缅怀。

“点赞祖国·祝福湘港”
主题活动举行

湖南日报9月30日讯（记者 于振宇 ）
9月28日，由省青年联合会主办的“点赞祖
国·祝福湘港” 主题活动在长沙橘子洲头
举行。 湖南省青联、省直青联、长沙市青联
委员及香港青年学生代表近300人， 相聚
于橘子洲头，共同为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
礼。

活动现场， 具有湖南特色的芙蓉花、
橘子洲、岳麓书院、张家界、凤凰古城等地
标性风景和建筑， 具有香港特色的紫荆
花、维多利亚港、茶餐厅等各类文化元素
通过青联委员的画笔跃然纸上，《今天是
你的生日》《浏阳河》《东方之珠》《我和我
的祖国》 等一首首红色歌曲萦绕洲头、响
彻湘江，各青年代表同家人朋友一起摇旗
呐喊、祝福祖国，通过微博、微信公众号等
新媒体实时分享活动盛况。

9月26日至28日， “点赞祖国·祝福
湘港” 主题活动在全省14个市州接力举
行， 各市州青联组织在株洲火车头广场、
衡阳科创智谷、 邵阳松坡公园、 岳阳楼、
常德市文化馆、 张家界武陵源、 益阳冠
军林、 娄底孙水公园、 郴州女排训练基
地、 永州陈树湘烈士纪念馆、 怀化火车
站等各地地标性建筑旁， 组织青少年用
歌声、 用舞蹈、 用画笔为祖国点赞， 表
达对祖国的美好祝愿。

“时光：我和我的祖国”特展开展

湖南日报记者 张福芳 通讯员 成竹

9月30日上午9时，长沙火宫殿前坪
布置一新，师傅们架锅、配碗，准备寿面。

舞台下边的座位上，陆陆续续坐满
了人，其中有长沙市文明办邀请来的中
国好人、湖南道德模范等。

10时30分，“万碗寿面庆国庆、红红
火火新时代”———长沙新民俗庆祝新中
国成立70周年活动在火宫殿启动。

“来吃寿面咯。 ”一位来自巴基斯坦
的留学生端着一碗面品尝起来，“这么
多人一起吃寿面，我还是第一次，真热
闹，长沙人太幸福了！ ”这位留学生告诉
记者，他才来中国一年多，就赶上这么
重大的节日，感到很幸运。

敬业奉献“中国好人”、长沙远征驾
校党支部书记张建明应邀到现场吃寿
面。 跟新中国同龄的张建明激动地说：

“新中国走过了波澜壮阔的70年， 我是
见证者，也是参与者。 现在的美好生活，
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共同奋斗的
结果，我们要好好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
努力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

10时40分，火宫殿面摊前已排起长
长的队伍。“能吃一碗为祖国庆生的福寿
面，觉得特别有意义。 ”市民郭凤丽说。

“今天我们准备了10000碗寿面，免
费给市民朋友品尝。国庆期间，我们每天
还准备了2场演出、非遗庙会等，为祖国
庆生，邀请市民同乐。 ”火宫殿有限公司
董事长谭飞介绍。

长沙易裕和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也在
9月30日下午， 用同一口锅下了70碗面
条，邀请70位新中国同龄人同吃。

当天，火宫殿、新长福、炊烟时代等
10家餐饮店还发布了国庆期间免费赠
寿面活动安排。

长沙火宫殿：
万碗寿面庆国庆

湖南日报记者 郑旋
通讯员 贺喜迎 章迎春

鲜艳的五星红旗随风舞动，热气腾
腾的寿面香飘十里。 9月29日一早，长沙
市岳麓区咸嘉新村绿化广场前人头攒
动，70位满70周岁的老人围坐一堂，共
同品尝一份祖国的生日面。

在中国，过生日一般要吃面条，因为
面条又“瘦”又长，被寄予“长寿”的好彩
头。 为了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咸嘉
新村物业公司决定制作长寿面，免费送
给社区老人，以此凝聚对祖国的祝福。

从凌晨5时开始精心准备， 到香喷
喷的寿面一碗接一碗盛上桌，老人们吃

着面，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间或，还
一句接一句表达着内心的激动。

2011年3月22日， 习近平同志到咸嘉
新村社区调研社会管理创新工作，与作为
社区志愿者的侯爱武，进行了5分钟交谈。

“感谢你们这些老同志，党要感谢你
们，为党办了实事！”侯爱武说，习近平同志
这句话一直鼓励着她，从那之后，她作为党
员的使命感更强。现在，她仍担任咸嘉新村
小区党支部书记，尽心尽力为居民服务。

在欢乐喜庆的氛围下， 除了侯爱武等
一众老人，附近的环卫工人、年轻居民也备
受感染，加入吃寿面为祖国庆生的队伍。 整
个早上，咸嘉新村里人声鼎沸，红旗飘飘，
《我和我的祖国》悠扬的旋律久久回荡。

同吃长寿面 共祝祖国好

湖南日报记者 王文

9月30日上午，浏阳市近100位与共
和国同龄的老人，与村民一道同吃“庆生
面”，用这种特别的方式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

当天上午， 在浏阳蕉溪镇，60名与
共和国同龄的老人以同吃寿面、 共唱国
歌的方式，过了个集体生日。 现场100位
小学生举起亲手制作的国旗和红灯笼，
并摆成“70”字样，为祖国和老人们献上
诚挚祝福。寿星们品尝着寿面，分享着快
乐与幸福，满心喜悦和骄傲。

同时，淳口镇农大村举办“国庆同吃
面 祝福献祖国”活动，邀请村里37位“共
和国同龄人”与近1000名村民同吃“国庆
面”。 村委会特意制作了牛肉面，供村民

们免费食用。 大家吃着面条，祝福国家繁
荣富强，祝福老人们健康长寿。“我与新中
国同一天出生，以前家里贫困，现在早已
脱贫，住上了三层小楼房。 看着国家一天
比一天强大，老百姓日子越过越好，我们
特别高兴。 ”今年70
岁的村民林若说。

同吃庆生面 祝福献祖国

� � � � 9月30日晚，市民在参观展出的反映70年时光变迁的图片。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烈士纪念日

韶山干群敬献花篮缅怀革命先烈

捐赠文物 缅怀先烈
44件（套）珍贵文物在党史陈列馆“安家”

专场音乐会献礼新中国成立70周年

� � � � 9月30日晚，艺术家在表演《梨花颂》。 当天，由长沙交响乐团担任演奏的“献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中国作品专场音乐会在长
沙音乐厅上演。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摄

湖南雷锋纪念馆向雷锋烈士献花

以青春名义致敬新中国成立70周年
橘子洲头唱响《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