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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湘时评

欢 度 国 庆

邹晨莹

国庆假期，来自世界各地的贺电贺函
飞向北京 ，为中国成就点赞 、为中国理念
叫好 。于一穷二白中奋起 ，在艰难险阻中
奋进……对于中国 ，外界的看法已从 “不
可思议”转为“值得深思”。

经济全球化大势所趋，然逆全球化潮
流悄然抬头 ；一战结束已逾百年 ，但不少
地方依然不够太平 。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 ， 未来中国如何作为 ？“坚持和平发
展道路 ，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 ，继续
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推动共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有三个“细节”，可视作习近平
总书记这段重要讲话的注脚：

第一个细节， 是由中外青年携手组成
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方阵，传递出中国与
世界良性互动的积极信号。多国青年穿着各
具特色的服饰，手持鲜花与中国国旗热情挥
舞，生动说明“今天的节日，属于中国人民，
也属于爱好和平的世界人民”。 虽然制度不
同、肤色各异、信仰有别，但无论哪个国家的
人民，都向往和平、崇尚美好，这是没有什么
力量能够阻挡的，也是中国对国际秩序的探
索与贡献能赢得认同的原因。

第二个细节， 是我们用前所未有的规
格、格外隆重的仪式，为促进中外交流合作
作出杰出贡献的国际友人颁发 “友谊勋

章”。 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重要节点，让
世界感受到自己的诚意与气度， 一个国家
何愁不能展现和平、可亲、文明的形象，又
何愁不能愉快地与世界相处， 收获更多好
伙伴、真朋友。

第三个细节， 是维和部队首次参与阅
兵。许多西方大国的崛起，与“掠夺”“殖民”
“战争”等密不可分。而中国是通过本国人
民的自力更生、 艰苦奋斗， 创造了无数奇
迹、实现了和平发展。国庆阅兵由维和部队
压轴， 充分展现了中国为世界和平稳定作
出的积极贡献与担当。

三个细节，解码世界期待的中国答案。
70年来， 从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到拉动
全球复苏的动力源，从品类齐全的“世界工
厂”到规模超大的“世界市场”，中国巨变给
世界带来的， 既是经济财富， 更是发展机
遇。携手国际社会应对全球挑战，促进不同
文明交流互鉴；斡旋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
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理
念， 积极参与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
设———中国将给世界带来的， 既符合自身
需要，也能够惠及世界。

薄雾轻遮，不改青山巍峨。诸如“中国
威胁论”“国强必霸论”等种种不经之谈，最
终必定走向破产，因为“与人为善”“讲信修
睦” 是我们自古以来的民族秉性，“海纳百
川”“推己及人”是中国文化的固有气质。

湖南日报记者 陈薇

10月4日，国庆假期第4天。长沙又迎来艳
阳高照的晴好天气。

大清早， 湖南美术馆馆长魏怀亮就来到
美术馆巡馆， 检视展馆运行安全及管理团队
工作情况， 让湖南美术馆每天都以良好的状
态迎接广大观众。

湖南美术馆国庆前夕刚刚开馆，几天来，
开馆首展———“第六届全国画院美术作品展”
人气持续走高。 尽管国庆假期长沙的阳光火
辣辣的，却丝毫挡不住观众的观展热情。

据了解，10月1日至3日，湖南美术馆每日
的观众流量都在3000人次左右， 这对于一个
新馆而言是不小的考验。魏馆长透露，国庆长
假期间，为保证美术馆的正常运行，这7日中
每天都有一位馆领导和两名骨干人员在岗值
班。馆内的物业和安保团队更是全员上岗，确
保国庆长假期间场馆的良好服务和安全运
行。

湖南美术馆策展部副主任李辉武在值班
期间， 见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大批艺术爱好
者， 他感叹地说：“看着这些观众在展厅作品

前久久驻足，感受着他们对艺术的那份赤诚，
我们这些工作人员都觉得， 一切付出是值得
的。”

与湖南美术馆相隔不远的李自健美术
馆，国庆假期也迎来新一波的客流高潮。国庆
假期，每天早上9时，李自健美术馆文宣设计
部的负责人丁阳亮会准时来到办公室召集部
门人员开会。

他介绍，国庆假期，李自健美术馆开设有
“李自健油画常设展”“星云大师一笔字书法
常设展”“刘开渠与二十世纪中国美术展”“美
术馆之美———李自健美术馆馆庆三周年摄影
图片展”4个大展。除此之外，庆国庆民族音乐
会、免费观影活动、“流体画”体验课、创意扎
染等丰富的文化活动也在国庆假期相继向公
众推出。

丁阳亮坦言， 当初自己选择到美术馆工
作， 就已知道其工作性质。“逢年过节或者双
休日，大家休息时，我们在上班，等到我们休
息了，家人朋友们却要上班了。特别是国庆7
天长假， 美术馆骤增的人流量对我们的身心
都是一种考验，每天都像拧紧的发条连轴转，
但是为了服务大众， 为了满足人民对艺术的

需要，就必然要牺牲小我。”在丁阳亮看来，在
美术馆工作，节假日不仅没有“加班”一说，还
比平常更用心、更努力。

距离李自健美术馆几步之遥， 是谢子龙
影像艺术馆。 该馆执行馆长卢妮介绍称，“国
庆假期我们增设了15个岗位点位来进行对客
服务， 从执行馆长到后勤人员都来到一线基
层岗位进行排班轮值， 并在假期前对志愿者
等轮值人员进行了专门培训， 保证各个进出
口均有展览指引。” 由于国庆假期客流剧增，
除国庆的值班工作流程外， 谢子龙影像艺术
馆馆内还制定了紧急预案， 客流高峰期进行
限流和动线疏导，人多但井然有序，保证每位
看展观众一个安全舒适的观展体验。

据了解，10月1日至3日，谢子龙影像艺术
馆共接待观众近6万人次， 在此期间推出有
《铁臂阿童木AI最初的幻想———手塚治虫特
展》《回眸：法国摄影历史收藏展》等展览。

国庆假期，对于普通民众而言，全家一起
出游，去逛逛美术馆、艺术馆，是一件再惬意
不过的事情。然而，我们不能忘记，每个在假
期开馆迎客的展馆背后， 都有着这样一群可
爱又可敬的人。

省会多个展馆迎客流高峰
薄雾轻遮，不改青山巍峨

湖南日报10月4日讯(记者 肖祖华 通
讯员 阳望春 阮清华)“重走长征路， 爬越老
山界，带着孩子们一起接受红色教育，是我多
年来的愿望， 今天终于如愿了！”10月4日，来
自浙江省宁波市的陈女士带着家人驾车来到
湖南南山国家公园红色旅游景区老山界，观
看红军雕塑群、走过红军路后感慨地说。

老山界地处湘桂边界越城岭山脉，是
当年红军长征中所过的第一座“难走的高
山”，2002年10月，城步将老山界列为青少
年革命传统教育基地。为方便游人攀登，又
按照当年红军经过路线开辟出一条游道，
取名“红军路”。2003年7月，老山界被定为
邵阳市文物保护单位。2010年， 省军区批
准老山界为湖南省国防教育基地。2018年

7月，老山界被列入邵阳市级爱国主义教育
基地。今年3月，红军长征路遗迹入选省级
文物保护单位。目前，城步正在全力将老山
界创建为湖南省党性教育基地。

近年来， 南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处委派
专人对老山界进行管护， 全年365天对外
开放。2018年， 管理处对老山界纪念碑进
行修缮，扩宽硬化了停车坪，安装了旅游标
识标牌，雕刻了红军雕塑群供游人参观。今
年国庆假期，管理处及县公安、交警、城管
等部门工作人员加强值勤巡逻， 青年志愿
者开展文明劝导，确保道路安全畅通、景区
秩序井然。

国庆假期前3天， 老山界共接待游客
4.5万人次，同比增长40%以上。

老山界 掀起红色旅游热

湖南日报10月4日讯 （记者 肖军 通
讯员 刘杰华 陈历军） 国庆长假4天里，家
住怀化市天星坪社区陈庆祥一家没有像往
年一样去国内一些热门景区， 而是选择了
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排牙山国家森林公园
青龙界民宿山庄度假。

“10多天前， 所有房间就被预订一
空。”青龙界民宿山庄老板黄永泰告诉记
者，国庆黄金周订房的客人很多，有北京
的、杭州的，也有怀化本地的客人。青龙
界民宿山庄坐拥森林公园得天独厚的自
然风光。 它隐于山林之中， 藏于葱郁之
间，到处都诠释着“悠然”的氛围。山庄别
具匠心地营造了多处可供阅读、喝茶、泛
舟、练瑜伽的公共空间，传统中透出现代
时尚元素，精致中又不失自然素雅。起床
推开窗就能看见风景，阳光洒在窗台上，

一杯清茶、一本书，仿佛就能抛开城市生
活的所有烦恼。

“在青龙界的慢时光里，领略山间的
美景，找寻最初的自己，抚慰了我疲惫的
灵魂……”深圳游客何梦琪在青龙界民宿
山庄放飞心情后，有感而发。

该县政府负责人介绍，近年来，靖州在
推进全域旅游工作中另辟蹊径， 以山水生
态、森林康养、休闲度假等为主题，致力打
造亲近自然、唤醒乡愁的民宿经济，不断丰
富旅游新业态。如今，民宿如雨后春笋般涌
现靖州各个景区景点，每逢大小节假日，都
会迎来大量游客。据统计，2018年，在民宿
经济的带动下， 该县在没有知名景点的情
况下，接待游客总数达220万人次，实现旅
游总收入7.8亿元；今年前9个月，与去年同
比均有大幅增长。

靖州�民宿度假受青睐

湖南日报10月4日讯 （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唐书东 潘芳 冯丽萍 ）10月4日，
祁阳县潘市镇陶家湾村松风阵阵， 仿佛在
吟诵《松树的风格》，当天，陶铸故居接待近
3000名游客。据有关部门统计，10月1日至
4日，永州红色景点接待游客数，比去年同
期增加20%以上。

陈树湘烈士为苏维埃政权流尽最后
一滴血、断肠明志，在其纪念园，一拨拨
游客手持小红旗，领略红色文化，学习革
命先烈的精神。记者看到，40名深圳游客
专程组团来参观， 讲解员深情地讲解一

件件文物，让他们深受教育。风光秀丽的
双牌县阳明山国家森林公园， 红军宿营
地、红军亭、红军纪念碑和歇马庵红军军
事会议旧址等， 成为广大游客必参观的
“打卡地”，长沙游客何晓艳说，孩子深受
教育，感到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地
处冷水滩区的党的一大代表李达故居，
游人络绎不绝， 精心布置的展板展示了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光辉历程， 不少
游客在留言簿上写道：“建党伟业， 人民
之福。”“坚定信心跟党走，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

永州�红色景点游人多

湖南日报10月4日讯 （记者 邢玲 通
讯员 莫雨凡 肖萍）连日来，益阳市中心城
区成了红色的海洋，全城悬挂1.2万余面国
旗、1000余盏国旗灯和灯笼，并用向日葵、
矮牵牛、西洋杜鹃、孔雀草等60多万盆花
卉，组成17个景观造型，将新中国成立70
周年红色标志簇拥其中， 增添了节日的喜
庆气氛。

“红色海洋”点燃了市民的红色激情。
10月1日，益阳不少机关干部、普通市民自
发组织到单位或广场唱国歌、升国旗，观看
庆祝大会直播。 还有很多市民选择到当地
红色旅游景点，接受革命传统教育。

10月3日，沅江市桔园小学组织学生，
来到益阳市赫山区八字哨镇， 参观我省最
早的农村党支部———金家堤支部旧址，学
习革命先烈的事迹。现场工作人员介绍，每
天1000多人来金家堤支部旧址参观。

在益阳长春经开区南丰村，有着“益阳
抗大”美誉的丰堆仑革命旧址，也成了国庆
旅游热门景点。 这一旧址是革命先辈高文
华、帅孟奇、廖连山等人推动抗日救亡运动
的重要场所。 资阳区委政法委干部周巍特
地带着妻儿来参观， 他希望通过接受红色
教育， 让孩子铭记当初革命先辈的艰辛努
力，珍惜当下的美好生活。

益阳�“红色海洋”燃激情
湖南日报记者 徐典波 通讯员 周敏

“奏响国歌那一刻，我激动得流下热泪。”
10月1日，圆满完成2019国庆大典相关活动演
奏任务， 黄汉阳第一时间打电话给汨罗市长
乐镇青狮村的父亲黄林书， 黄林书在电话那
头也兴奋不已：“你带领部队成功地完成了阅
兵任务，我为你感到骄傲！”

10月1日，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大会和
阅兵仪式现场， 由1300多名官兵组成的中国
人民解放军联合军乐团是一个令人瞩目的方
队，黄汉阳是联合军乐团海军代表队的领队。
他回忆说：“在天安门广场中心位置， 站在国
旗下，离天安门城楼只有100来米，全程在党
和国家领导人及中外观礼人员的注视之下，
这是无上荣耀，也倍感责任重大。”

阅兵当天，黄汉阳所在的联合军乐团海军
代表队7时进场，持续站立了13个小时，这对体

能和意志是巨大的挑战。4个小时演奏， 全程不
能补水、不能走动、没有乐谱，但所有队员表现
出色，顺利完成56首曲目的演奏。黄汉阳说，很
多同志在吹奏到《歌唱祖国》《请您检阅》等曲子
时，感动得流下了眼泪，能够被自己演奏的曲子
所感动，这是对3个月艰苦训练的感动，更是对
祖国强大、民族复兴的感动。因为表现突出，黄
汉阳被联合军乐团评为“阅兵优秀指挥员”，荣
立个人三等功，海军军乐代表队也被授予“阅兵
先进单位”和“阅兵训练先进单位”。

1981年出生的黄汉阳，2000年考入海军工
程大学，本科毕业后在某舰艇部队工作，研究生
考入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毕业后进入海军政治
工作部工作，现担任海军军乐团政治委员。

今年7月，海军军乐团接到庆祝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70周年阅兵军乐演奏任务， 从东
部、南部、北部战区海军和海军院校挑选174
名官兵组成海军代表队。3个月里， 队员们进

驻北京阅兵村，全程封闭训练，白天训、晚上
训，每天训练不少于12个小时；顶烈日、战酷
暑，攻克背奏56首阅兵曲目的演奏任务。

在训练过程中， 海军军乐团的专业演奏
员手把手教演奏指法、技法等，从部队选调上
来的基层军乐骨干业务水平得到快速提升，
为完成阅兵演奏任务发挥了突出作用。 作为
军乐团政治委员，黄汉阳经常讲：“一人受阅、
全家光荣，一次受阅、终身光荣，要珍惜受阅
机会，让历史记下我们的声音，把最美好的青
春和年华奉献给伟大的祖国！”

“能把一生奉献给祖国的国防事业，特别
是有幸参加新中国成立70周年大阅兵， 这是
我一生的荣耀， 也将是我军旅生涯新起点。”
黄汉阳说， 今后会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工作
和事业中，珍惜荣誉，砥砺前行，以奋斗的姿
态干事创业，不辜负党和军队的培养，不辜负
家乡父老的殷切期盼。

黄汉阳：奏响国歌那一刻，激动得流下热泪

湖南日报10月4日讯（记者 唐亚新 通讯
员 刘彬）10月1日晚9时， 长沙市公安局公交
治安分局值班民警接到市民黄某报警称，当
天下午在地铁黄兴广场站遗失一个挎包，内
有车钥匙等钱物。值班民警迅速调看监控，10
多分钟后在地铁安检口找到了遗落的挎包，
并将其交还给失主。

国庆长假期间，长沙警方每天确保7成警
力坚守岗位，确保全市社会治安稳定。据长沙
市公安局负责人介绍，10月1日零时至4日中
午12时， 全市110日均接警量较节前下降
50.53％，其中刑事案件(警情)发案数较节前
下降47.31％，治安案件发案(警情)数较节前
下降45.2％。

同时，长沙警方加强对全市各商圈、景
区、车站、出入城通道及周边道路值守管控
和指挥疏导， 并不间断地在各景区开展巡
逻， 充分利用大数据进行人流密集分析管
控， 确保各景区不超员、 不失控， 秩序井
然。

长沙警方提醒， 国庆长假后半段将进入
短途游高峰和外出返程高峰， 出入城路段交
通压力增大， 群众驾车出行须注意避开高峰
时段，错峰出行。同时，在人多拥挤处注意文
明礼让、遵守秩序，防止引发踩踏等事故，确
保人身财产安全。

长沙7成警力坚守岗位保稳定
国庆长假以来日均接警量较节前下降5成

坚守岗位
建设地铁

10月4日，长沙地铁6
号线麓枫路站，中建五局
施工人员在进行管片拼
装。国庆节期间，该站50
余名工人全员在岗，确保
地铁施工进度。
湖南日报记者 傅聪 摄

湖南日报10月4日讯（通讯员 何云松）国
庆长假期间， 南县华阁镇华西村党支部书记
兼村委会主任陈建伟在村里走访时， 发现村
里很多妇女仍跟往日一样，忙着修剪树枝、清
除房前屋后杂物杂草和打扫公共区域卫生，
心里很是欣慰。

过去,华西村外出务工的男性较多，家中
土地也多流转出去， 留守在家的一些妇女便
坐上了牌桌打发时间。今年春，华西村委会决
定以出生在本村的革命烈士沈湘云为榜样，
在全村开展“缅怀英灵，共建美丽村庄”活动。
该村不定期组织村里的妇女集中学习沈湘云

等人用鲜血和生命换来华西村今天鲜花朵
朵、绿树成荫的幸福生活的事迹，号召她们离
开牌桌，投身美丽乡村建设。村里就此制定了
相应的管理制度和奖惩措施。

半年多时间里，华西村的“娘子军”巧手
扮靓家园， 华西村面貌焕然一新。7条3000
米长的居民线 , 经她们精心修饰后干净整
洁，2条1000米长的风光带姹紫嫣红， 清香
扑鼻。日前，南县组织全县乡镇党政负责人
到华西村参观学习,推广该村经验,共同建设
美丽家园。

“娘子军”成美丽家园建设主力军

南县华西村面貌焕然一新

荨荨（上接1版）
“横断山，路难行，天如火，水似银”，这

是歌曲《四渡赤水出奇兵》对赤水恶劣的交
通和天气状况的生动描绘。 如今， 站在桥
头，只见大桥索塔直插云端，塔顶“赤水河
红军大桥”7个大字熠熠生辉， 桥体横架两

岸，一排排粗壮的悬索刚劲有力，桥面两侧
插满的鲜艳红旗迎风招展。底下峡谷深壑，
公路交错，田间屋舍纵横，蔚然成景。“红军
四渡赤水故地， 超级工程向伟大祖国生日
献礼！”刘扬在国庆前夕，如是记录下自己
的感悟。

“感谢这一年多时间的历练，让我对红军
长征精神有了更深刻的领悟。 新时代， 新征
程， 它激励着我们不断为祖国的现代化建设
添砖加瓦，科研长征永远在路上。”湖南工大
驻项目组成员李磊情不自禁说起了建桥的心
得和收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