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
阅兵式、群众游行和联欢活动将隆重举行

广播电视新闻网站现场直播

朱永华

昨天的人民大会堂，是属于这
样一个特殊群体的“专属时间”：红
地毯为他们而铺设，鲜花和掌声为
他们所专享，无数人的目光为他们
所牵引。

作为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
号获得者、 或他们的亲属代表，从
习近平总书记手里接过金玉合镶
的勋章，接受国家的最高礼遇。

“共和国的脊梁”“永不褪色的
风采”“他们才是共和国最闪亮的
星”……网络上，潮水一般的留言，
激扬着对他们由衷的敬仰。 是的，
在他们面前，任何流量明星都黯然
失色，各种溢美之词都难达其意。

荣耀的背后是奋斗。 接受国家
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的代表当中，
有的是重大科技项目的领头人，有
的为民族团结作出过突出贡献，有

的是几十年如一日培养遍地桃李
的教育工作者。 无一例外的是，他
们都具有咬定青山不放松、不达目
标誓不休的奋斗精神。 “风雨压不
垮，苦难中开花”，他们用穷尽一生
的奋斗迎来人生的绽放。袁隆平用
一辈子来“圆梦”，让一粒种子改变
世界，为的是让 “中国人的饭碗稳
稳地端在自己手里”；“能够造一辈
子的中国 ‘星 ’”，是孙家栋人生最
大的心愿；“当兵之初，我就把命交
给了国家”，是李延年的铮铮誓言；
“把根永远扎在农村大地上”，是申
纪兰不改的信念。

荣耀的背后是奉献。 “干惊天
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 ”受表彰者
中不少人已是耄耋老者，尽管他们
功勋赫赫， 名字却不为常人熟知。
为了国家、民族的最高利益 ，他们
籍籍无名 、“衣带渐宽 ” 却无怨无
悔。 “国家需要我， 我一定全力以

赴”， 于敏用行动践行了自己的诺
言；为我国核潜艇事业奉献了毕生
精力，黄旭华将“惊涛骇浪”般的功
勋“深潜”在人生大海之中 ；“那些
牺牲了的战友才是英雄”， 张富清
身上闪烁着共产党员的高尚情操。

荣耀的背后是团结的力量 。
“青蒿素研究获奖是中国科学家集
体的荣誉”， 屠呦呦在荣誉面前总
是那样谦逊。这次受勋者当中不止
一位提到了集体团队的力量。我们
不能忘怀那些至今默默无闻的参
与者、幕后英雄，他们的付出和辛
劳同样值得致敬和礼赞。

一切伟大成就，都是接续奋斗
的结果。 今天，我们致敬受勋的优
秀人物，就是要汲取他们身上最宝
贵的精神元素， 接力他们的奋斗，
在各自岗位创造不负时代的业绩，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不懈努力、团结奋斗。

三湘时评 他们是共和国最闪亮的星

� � � �新华社北京9月29日电 日前，巴布
亚新几内亚乒乓球运动员罗伊致信
习近平主席，衷心感谢习近平主席支持
巴新乒乓球事业发展，表达了对中国文
化的热爱和希望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
良好意愿。 9月19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复

信罗伊，鼓励两国青年为深化中国和巴
新友好关系作出积极贡献。

习近平在信中愉快地回忆了去年
访问巴布亚新几内亚时观看罗伊和队
友与中国教练训练的情景， 祝贺罗伊
和巴新乒乓球队在太平洋运动会上取

得好成绩。 祝愿罗伊和巴新乒乓球队
再创佳绩。

经中国乒乓球学院训练， 巴新乒
乓球队在今年7月举办的太平洋运动
会上获得两枚银牌的历史最佳成绩，
在当地引发热烈反响。

习近平给巴布亚新几内亚
乒乓球运动员复信

� � � �湖南日报9月29日讯 （李夏涛
雷鸿涛 肖亦然 ）9月29日上午，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勋章和国家荣
誉称号颁授仪式在人民大会堂隆
重举行。 包括袁隆平院士在内的8
人获颁授“共和国勋章”。怀化职业
技术学院师生集中收看了颁授仪
式现场直播。

袁隆平院士是怀化职业技术
学院的名誉院长，曾在安江农校（怀
化职业技术学院前身）工作生活37
年，让杂交水稻从这里走向世界。当
天上午，该校师生收看颁授仪式现

场直播后，纷纷发表感想感受。
“袁隆平院士获颁授‘共和国

勋章’，是湖南的骄傲，是怀化的骄
傲，也是怀化职院的骄傲。 ”怀化职
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胡佳武表示，
学院当前正在开展“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守初心、担
使命就要认真学习袁隆平院士“愿
天下人都有饱饭吃” 的理想和情
怀，学习他长期坚守农业科学科研
战线无私奉献的精神， 创一流职
院、育一流人才，为国家和社会作
出应有的贡献。

袁隆平院士90高龄仍在科学
的道路上追梦， 让该校从事杂交水
稻研究的年轻科研人员宋克堡备受
鼓舞。 他表示，袁院士坚持不懈、勇
于创新的精神， 值得广大年轻科研
工作者学习。 从事水稻科研工作不
仅要能吃苦、耐寂寞，还要善于发现
和创新。传承和发扬“隆平”精神，就
要努力探索，勇于创新，推动杂交水
稻科研工作不断迈上新台阶。

2019级环境与生物科技系农
技特岗4班新生黎阳激动地告诉记
者：“袁隆平老师说，成功来自‘知
识、汗水、灵感、机遇’，他勉励‘年
轻人要为理想而奋斗’， 在今后的
学习和工作中，我要牢记袁老师的
教诲，努力学习，勤于实践，为祖国
贡献自己的力量。 ”

杂交水稻从这里走向世界
怀化职院师生表示要传承和发扬“隆平”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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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新华社日本大阪9月29日电 中
国女排夺得2019年女排世界杯冠军，
成功卫冕。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
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致电，向中国
女排全体队员、 教练员表示热烈的祝

贺和诚挚的问候。
习近平指出， 在2019年女排世界杯

比赛中， 你们以十一连胜的骄人成绩夺
得了冠军，成功卫冕，为祖国和人民赢得
了荣誉。 你们在比赛中不畏强手、敢打敢

拼，打出了风格、赛出了水平，充分展现
了团结协作、顽强拼搏的女排精神。 我向
你们表示热烈的祝贺和诚挚的问候！

习近平强调，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周年，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的伟
大成就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
心、艰苦奋斗干出来的。希望你们继续
保持昂扬斗志，不骄不躁，再创佳绩。

2019年女排世界杯9月14日至29
日在日本举行，中国女排连克强手，取
得十一连胜的骄人成绩，成功卫冕世
界杯冠军。 1981年，在第三届女排世
界杯上，中国女排获得第一个世界冠
军，之后创造了“五连冠”的辉煌成
绩。 38年来，中国女排在世界杯、世锦
赛、 奥运会三大赛事中屡创佳绩，形
成了团结协作、 顽强拼搏的女排精
神。

中国女排全体运动员、教练员：
在2019年女排世界杯比赛中，你们

以十一连胜的骄人成绩夺得了冠军，成
功卫冕， 为祖国和人民赢得了荣誉。你
们在比赛中不畏强手、敢打敢拼，打出
了风格、赛出了水平，充分展现了团结
协作、顽强拼搏的女排精神。我向你们
表示热烈的祝贺和诚挚的问候！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 新中
国取得的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是全
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心、艰苦奋斗
干出来的。希望你们继续保持昂扬斗
志，不骄不躁，再创佳绩。

习近平
2019年9月29日

（新华社北京9月29日电）

习近平致电祝贺中国女排
夺得2019年女排世界杯冠军

贺 电

湖南日报记者 唐婷

9月29日下午，刚刚获授“共和
国勋章”的袁隆平院士出现在中国
工程院举行的座谈会上，引发媒体
热烈追捧。湖南日报记者在北京第
一时间采访到了袁隆平院士。

总书记问了袁院士
一句话

颁授仪式上，人们注意到，习近平
总书记在向袁隆平院士颁授勋章时，
与袁隆平院士亲切交谈。

总书记和袁院士说了什么？大
家都很好奇。

在接受湖南日报记者采访
时， 袁隆平院士开心地笑了起来：

“总书记问我：有什么进展？ 我说，我
们正在向亩产1200公斤冲刺！ ”

“这是 最 高 荣 誉 ，
也是对我最大的鼓励”

采访中，袁隆平院士说，几十
年来，自己得过很多奖，国际奖就
有18个，但这次获授“共和国勋章”
最隆重、 最荣光，“这是最高荣誉，
也是对我最大的鼓励。 ”

说着，袁院士展露出他的幽默
本色：“勋章好重好重，大概有四五
百克，是我得过的奖章中最重的。 ”

引发一片欢笑。

“我不能躺在功劳簿
上睡大觉，应该继续努力”

袁隆平院士表示， 这次获授勋
章，对自己既是鼓励，更是鞭策和激
励，“我不能躺在功劳簿上睡大觉，
应该继续努力，继续攀高峰。 我现在
是‘90后’，身体还算好，脑瓜子还不
糊涂， 要在百岁之前努力完成杂交
水稻每公顷产量20吨的目标。 ”

进京前一天，袁隆平院士专门
下田观察稻穗长势，“来之前，我去
跟我的超级稻告了个别。回去第一
件事，还是要下田看看。 ”

“我不能躺在功劳簿上睡大觉，
应该继续努力”

� � � � 9月29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隆重举行。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共和国勋章”获得者袁隆平颁授勋章。 新华社发

� � � �湖南日报9月29日讯（记者 张斌
黄晗）“向袁隆平院士学习”“欢迎
袁院士载誉归来！ ”9月29日21时
50分许， 在长沙黄花国际机场，获
授“共和国勋章”载誉归来的袁隆
平一走出航站楼，便引发人们的热
烈欢呼。 受省委书记杜家毫委托，
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张宏森
在机场代表省委、省政府和广大湖
湘儿女，向袁隆平致以最崇高的敬
意。省政协副主席戴道晋一同在机

场迎接。
“爷爷，你今天真帅！ ”掌声中，

等候已久的3个孙女齐刷刷送上鲜
花， 惹得袁老露出孩子般的笑容。
“杂交水稻是广大农业科技工作者
共同努力的结果，是国家和湖南重
视支持的结果。 ”人群簇拥下，袁老
谈起获奖十分谦虚，“向亩产1200
公斤冲刺， 我大概有90%的把握。
我们还要向每公顷20吨冲刺，达到
理论上的最高产量。我想在我有生

之年，实现‘禾下乘凉梦’。 这个奖，
对我是鼓励，也是鞭策。 我得了很
多奖，但最高荣誉是这枚‘共和国
勋章’。 这枚勋章，好重好重。 ”

“您是全国人民的骄傲，更是湖
南人民的光荣。”张宏森表示，我们要
学习袁老奉献敬业的精神，探索创新
的精神，顾全大局、团结协作、甘做人
梯、为人师范的精神，为推动湖南高
质量发展、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
作出新的贡献。

袁隆平院士载誉归来———
“这枚勋章，好重好重”

新华社记者 刘华 王卓伦 朱基钗

奋斗，铺就沧海桑田的宏图画卷；
奋斗，成就今日中国的盛世荣光。

9月29日晚， 人民大会堂万人大
礼堂气氛热烈。 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
导人同4000多名观众一起观看文艺
晚会《奋斗吧 中华儿女》，共同庆祝新
中国70华诞。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振奋人心的旋律响起，晚会序幕拉开。
整场晚会以“奋斗”为主线，通过大型
音乐舞蹈史诗的形式， 全要素运用交
响、合唱、舞蹈、朗诵、情景表演等舞台
手段， 再现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为民
族独立、 国家富强不懈奋斗的伟大历
程。

这是对中华儿女救亡图存、 浴血
奋斗的庄严致敬———

“我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服从组
织，永不叛党！”一开场，交响乐与舞蹈
《起来 起来》 中早年共产党员的入党
誓言， 就将人们的记忆带回到中国共
产党成立之初的难忘岁月。

晚会总撰稿朱海说， 讲新中国的
历史，要从中国共产党成立讲起，才足
以表达新中国何以建立、 共产党人初
心何来， 才能让人更深刻理解中国革
命、建设与改革之路。

《南昌起义》《秋收起义歌》《西江
月·井冈山》《过雪山草地》《延安颂》
《渡江 渡江》 ……红旗招展、 硝烟弥
漫， 烽火连天的革命年代重现眼前。
雄壮的交响、 浑厚的合唱、 富有张力
的舞蹈， 以时间为脉络， 讲述中国共
产党如何浴血奋斗建立革命武装、 力
挽狂澜抵御外敌入侵、 前赴后继团结
带领中国人民赢得全国解放的非凡历
程。

“很‘燃’！”朱海这样理解这“始于
1921的奋斗”：奋斗未有穷期，奋斗成
就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 伟大的新
中国同样需要不懈奋斗。

这是对中华儿女自力更生、 艰苦
奋斗的热情讴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今天成立了！”开国大典的历史画面出

现在舞台背景大屏上， 将人们的思绪
带到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那个令
人难忘的时刻。

人民从此当家作主！《翻身农奴把
歌唱》唱出人民得解放后的扬眉吐气，
《我们走在大路上》舞出革命气势的不
可阻挡，《我为祖国献石油》 再现新中
国建设者们“敢教日月换新天”的昂扬
斗志……激情燃烧的岁月、 热火朝天
的年代， 让在场每一位观众都心潮澎
湃。

“一穷二白、百废待兴。”晚会第二
篇章“艰苦奋斗”执行导演靳苗苗动情
地说，“我们的父辈就是在食不果腹的
条件下自力更生，以昂扬乐观、意气风
发的精神面貌建设自己的祖国， 非常
了不起！ ”

有奋斗，就有牺牲。交响情景表演
《共和国之恋》，还原“两弹一星”元勋
郭永怀牺牲前的情景：飞机失事前，郭
永怀与警卫员死死抱住， 用身体保护
重要的数据资料。舞台背景屏幕上，火
光冲天。 看到这里， 现场爆发热烈掌
声，多少人的眼中噙满泪花。

这是对中华儿女阔步前行、 团结
奋斗的深情礼赞———

“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
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 伴着
清脆的钢琴独奏， 一段浑厚的画外音
掀开了晚会的第三篇章。

“十月里响春雷， 八亿神州举金
杯，舒心的酒啊浓又美，千杯万盏也不
醉……”

《祝酒歌》《在希望的田野上》《春
天的故事》 ……好一幅绿意盎然的美
丽画卷！一首首经典旋律触发共鸣，不
少观众随着音乐忘情哼唱， 仿佛回到
了那个春潮涌动的年代。

大屏幕上， 一个个经典时刻振奋
人心：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蛇口
“开山炮” 拉开经济特区建设序幕，中
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北京奥运会成
功举办、中国军团登顶金牌榜……

“回顾这些年我们国家发展取得
的伟大成就，让我们感到无比自豪！ ”
来自甘肃的全国抗震救灾模范鄢卫平
医生看完演出后，难掩心中的激动。

一切，皆源于奋斗的底色。
舞台上， 精彩不断。《东方之珠》

《七子之歌》《故乡的云》表达对祖国的
深情眷恋、 对国家统一的热切期盼；
《战决口》《生死不离》《长江之歌》展现
中华儿女血脉相连、 众志成城的磅礴
力量……

这是激荡着新时代中华儿女不忘
初心、接力奋斗，迈向民族伟大复兴的
澎湃交响———

“我是多么地幸运，降生在你的怀
里，我的血脉流淌着，你的神奇和美
丽……”在《天耀中华》壮美激昂的歌
声中，晚会进入最后一个篇章。

歌舞《一个都不能少》折射全面小
康的千年梦想，《强军战歌》 展现威武
之师的铁血荣光，《我的绿水青山》是
中华儿女美丽的田园、 共同的守望，
《复兴的力量》告诉世人中国道路是何
等宽广……

新时代， 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
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 有能
力实现这个目标。

一代又一代不懈奋斗的中华儿
女， 正是谱写民族复兴伟大史诗的时
代主角。 英雄出自人民， 人民就是英
雄。

“赤子之心向未来，我将无我，托
起复兴日出……”伴随《赤子》深情的
歌声，“共和国勋章” 获得者、“人民科
学家”“人民教育家”“人民艺术家”等
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们一张张照片出
现在大屏幕上， 深情展现国家对英雄
们的礼赞与致敬。

“这首歌要致敬的，正是那些怀着
赤子之心为人民共和国不懈奋斗的中
华儿女们。”青年歌唱家雷佳此前接受
采访时说。

今夜，我们致敬奋斗———
唯有不懈奋斗， 才能开创美好未

来。
今夜，我们歌唱未来———
“奋斗吧中华儿女，新时代的步伐

不可阻挡。奋斗吧中华儿女，新时代的
前程无比辉煌……”

（新华社北京9月29日电）

致敬奋斗的中华儿女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型文艺晚会侧记

� � � �新华社北京9月29日电 10月1日
上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
年大会将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
行。届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发表重要讲
话， 随后举行盛大的阅兵式和群众游
行。广播电台、电视台、新闻网站将现
场直播国庆庆祝大会、 阅兵式和群众
游行。

10月1日上午， 中央广播电视总
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财经频道、综
艺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外语频道等电
视频道，中国之声、经济之声、音乐之
声、英语环球广播等广播频率，以及新
华网将进行现场直播。 全国各级广播
电视主频率、主频道，各新闻网站、新
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全国部分影院进
行4K超高清直播。

另悉，10月1日晚，将在北京天安
门广场隆重举行国庆联欢活动。 中央
广播电视总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财
经频道、综艺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外
语频道等电视频道，中国之声、经济之
声、音乐之声、英语环球广播等广播频
率，以及新华网将进行现场直播。全国
各级广播电视主频率、主频道，各新闻
网站、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