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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龙文泱 通讯员 韩珺

穿上海魂衫在“天安门城楼”前合影、坐
在“1977年长沙高考考场”里感受当年学子的
心情、 挑选一张自己喜欢的透明胶片唱片在
唱片机上播放……大量可以体验的场景设
置、所有展品都可“亲密接触”，极强的参与
性，让正在长沙博物馆展出的“时光：我和我
的祖国———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特展”成为市民喜爱的“打卡”点。10月2日，该
馆参观人数达近万人次。

“这是布票、粮票、油票，那时候我们买东
西都要凭票，没有票，有钱都买不到。1980年，
我在北京的商场看中一件灰色运动外套，因
为没有二尺六寸的全国通用布票， 最终没有
买到这件衣服。”62岁的志愿者孙丽琼融入了
自己故事的讲解生动有趣，吸引了许多观众。
几位“00后”，听得尤其认真，不停发问。

孙丽琼最近眼睛不太舒服， 但是这次展
览燃起了她的激情， 她非常想与观众分享自
己亲眼见证的祖国的巨大变化。

许多孩子围着年代电视剧里才有的“笨
重”的照相机看“稀奇”。“20世纪80年代，长沙
的照相馆用的就是这样的相机。 拍1寸照，要
拍满12个人才能冲印。 现在用手机想怎么拍
就怎么拍，多方便啊！”孙丽琼热情地解说。

她指着另一件展品：“你看那个打煤球
的。那时候没有天然气，长沙好男人的标准就
是‘洗衣服一脚盆，打煤球一千斤’！”

松鹤自行车、《大众电影》杂志、磁带、仙
女牌电风扇、写着“自由恋爱好 劳动幸福多”
的对联式镜子……一件件充满时光回忆的老
物件，可以观看、合影、触摸、使用，观众像在
整理自家的老物件。

一张张老照片定格珍贵历史瞬间。1949
年8月22日，长沙市人民政府成立，长沙人民

成了新社会的主人；1972年9月30日， 长沙湘
江大桥剪彩通车；1998年特大洪水暴发，军民
奋力封堵溃口……

1977年，高考恢复，无数中国青年的命运
因此改变。 湖南日报记者唐大柏拍摄的当年
12月18日的照片， 记录了参加高考的青年在
长沙市一中考场认真答卷的情景。

根据这张照片，本次展览复原了“1977年
长沙高考考场”，吸引不少观众拍照。黑板上
“以优异成绩迎接祖国的挑选”的大字，课桌
上当年的准考证、4名因为恢复高考改变命运
的当事人的人生故事，令老者感怀，让年轻人
惊叹。

“祖国的时光里有我有你。”本次展览的
总策展人、长沙博物馆副馆长李历松说，主办
方的初衷是办一个祖国和人民紧密相连的展
览，许多展品都是向长沙市民征借的，大家很
踊跃。

湖南日报10月2日讯 （记者 黄利飞）
10月1日20时8分，北京天安门广场联欢晚
会现场迎风升起一面90米乘60米的巨幅
国旗。稳稳“举起”这面巨幅国旗的，是6台
三一重工起重机和12台三一重卡。

9月30日晚， 三一重工SAC6000全路
面起重机和三一重卡组成的红色车队，沿
着前门西大街驶入了天安门广场， 整齐排
列在毛主席纪念堂的东西两侧。

10月1日14时30分，根据指令，起重机
从毛主席纪念堂两侧分列驶入舞台后方，

40分钟内完成了所有车辆的定位、 展车、
自装配重、大臂伸展等一系列动作。

吊装操作手王海波是“升旗手”之
一。他是一位开了21年吊车的“老司机”，
为了完成此次“升旗”任务，经过了较长
时间的严格训练。圆满完成任务后，王海
波动情地说：“10年前的国庆节，是6台进
口起重机负责大屏的吊装。今天，我们全
部换上了中国自主品牌的装备， 这是中
国的骄傲 ， 也是我们每个吊装人的骄
傲。”

祖国的时光里有我有你
长沙博物馆“时光：我和我的祖国”特展受热捧

湖南日报10月2日讯（记者 王茜 通讯员
潘东晓）“我在田汉故里长沙县果园镇， 祝新
中国生日快乐！”今天天气晴好，一批批游客
来到长沙县果园镇田汉文化园， 聆听国歌故
事，追寻田汉精神。

田汉是国歌歌词作者。昨天，70位共和国
同龄人与国庆节出生的人聚在田汉文化园，

唱国歌、升国旗，吃蛋糕、品寿面，庆祝新中国
70华诞。当熟悉的旋律响起，大家高唱国歌，
庄严注视着国旗冉冉升起。

“出门就是柏油路，家家有楼房，不少人
还有小汽车，现在生活越来越好。”昨天一大
早，共和国同龄人、长沙县春华镇的陈陵德赶
到田汉文化园，参加唱国歌、升国旗活动，心

情十分激动。
今年国庆节， 田汉文化园举行了唱一首国

歌、看一次升旗、共一场庆生、听一段故事、观一
次阅兵、游一次文化园、赏一台舞台剧等“七个
一”活动，吸引众多市民和游客参加。田汉文化园
里红旗招展、游人如织，大家争相拿着“我为祖国
点赞”的拍照板合影，并写下祝福祖国的话语。

田汉故里：“七个一”为祖国庆生

三一集团装备在晚会现场
“升起”巨幅国旗

湖南日报10月2日讯 （记者 胡信松
通讯员 肖军勇 董金龙）10月1日，作为国
产最新型陆军装甲突击力量的优秀代表，
15式轻型坦克首次亮相国庆阅兵。让湖南
人民颇感自豪的是，其搭载的35毫米自动
榴弹发射器系统由湖南兵器集团研制。

据了解，15式轻型坦克上的QLZ04式
35毫米自动榴弹发射器系统，是湖南兵器
集团为我军研制的第二代自动榴弹发射器
系统。该榴弹发射器系统顺应我军机械化、
摩托化发展大势，具有火力持续性长、火力

密度高和轻量化、 驻地车载通用化等显著
优势，技术标准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QLZ04式35毫米自动榴弹发射器
系统能参加国庆阅兵， 接受党和人民的
检阅， 给湖南兵器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
自信， 湖南兵器工业将更多地参与国内
国际合作，紧跟世界兵器工业发展步伐，
通过军民融合发展、高端科技人才引进、
核心能力建设， 为我国国防建设作出新
贡献。”湖南兵器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
金银国说。

湖南兵器亮相国庆阅兵
15式轻型坦克搭载的自动榴弹发射器系统由

湖南兵器集团研制

湖南日报10月2日讯 （记者 刘跃兵）
10月1日， 祁阳县第四中学341班毕业生
伍政驾驶直升机参加国庆阅兵， 飞越天
安门广场。消息传来，学校师生感到无比
骄傲，纷纷在微信群、朋友圈转发相关消
息、图片。

伍政出生于1993年1月，2010年从祁
阳四中毕业， 后进入空军航空大学陆航学
院学习。现在陆军某旅服役，曾多次执行重
大任务，已安全飞行1000余小时。这次经

层层选拔， 成为国庆阅兵直升机方队的一
名驾驶员。

曾担任伍政班主任的王诚老师、飞
行员指导老师潘建国老师介绍， 伍政在
校就读期间学习勤奋，训练刻苦，品学兼
优，曾担任341班班长，读高三时光荣入
党。阅兵结束，伍政把自己驾机飞过天安
门广场的照片、 阅兵部队颁发的荣誉证
书照片等，发给了老师，感谢母校对他的
教育和培养。

祁阳学子驾机飞越天安门

通讯员 陈瑜 邹敏 湖南日报记者 易禹琳

10月1日， 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70周年大会上， 解放军联合军乐团以
1300多人的宏大阵容亮相天安门广场。也
许你不知道， 其中一位来自空军军乐团的
单簧管演奏员，是中南林业科技大学2014
级旅游管理专业的学生张雨辰。

2017年，即将读大四的张雨辰怀着对
绿色军营的向往应征入伍，开启军旅生涯。
从小学竹笛的她， 经过3个月的新兵集训
后，被分配到空军军乐团，成为一名单簧管
演奏员。今年3月，只有半年就要退伍的张
雨辰，获知自己将参加新中国成立70周年
阅兵式，激动不已。

6月30日， 解放军联合军乐团开始进
行集训。张雨辰介绍，3个月的时间，演奏员
要背奏56首曲子，“时间紧，任务重，压力很
大。”联合军乐团的所有演奏人员，都需要

站立4小时， 同时分秒不差地完成56首乐
曲的演奏，被称为“全场唯一站着不动接受
检阅的队伍”。但是不动，并不意味着轻松，
而是更多的责任与艰辛。

训练的时候，全体队员要站立演奏5小
时不倒。烈日炎炎、酷暑难耐，队员们的脸
都被晒脱皮，变得黝黑，汗水常常把迷彩外
套都湿透了。

艰苦的训练，换来了震撼的演出效果。
“我最喜欢的是装甲部队出场时的背景音
乐《钢铁洪流》。”难忘的经历，让张雨辰热
泪盈眶。

国庆阅兵结束后， 圆满完成演出任务
的张雨辰跟战友们兴奋地在天安门城楼前
拍照留念。今年10月8日，张雨辰将退伍继
续未完的学业。 虽然因为身负重任而延期
退伍，但她觉得自己非常幸运。她说，一次
受阅，一生荣光，“青春有很多种样子，很庆
幸我的青春有穿着军装的模样！”

军乐团里，“林科大”女生深情献奏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李杰

“祖国万岁！青年加油！”10月1日，庆
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大会在北京天安门
广场隆重举行。在群众游行“复兴方阵”中，
常德姑娘童心雨一边挥舞着手中的鲜花 ，
一边发出心底最真诚的呼喊。

“能亲历新中国成立70周年庆祝活动，
我感到很幸运、很光荣！”当天下午5时许，已
回到学校的童心雨依旧难掩心情激动。

童心雨是常德桃源人， 两年前考取清
华大学。今年6月，她接到学校通知，将参加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大会。8月1日，童
心雨正式参加训练。

北京的夏天高温酷暑， 但童心雨从未

迟到、请假。虽只是参加群众游行，但每次
训练， 童心雨都格外认真。“一遍遍练习踏
步、喊口号，累并快乐着。”她说，以前每次
在电视机上观看国庆阅兵式， 心情都莫名
激动。亲历现场，更感到震撼。

10月1日凌晨2时多， 童心雨就起床
了。清晨6时许，到达长安街指定地点。

太阳升起，阅兵队伍逐渐聚集。童心雨
第一次近距离看到了高端的武器装备， 看到
了身穿不同制服的军队方阵。“尽管太阳很
大，但每个人脸上都写满了自豪。”童心雨说。

游行开始， 童心雨和同伴迈开矫健的
步伐。经过天安门城楼时，她看到国家领导
人向他们挥手致意， 一种强烈的自豪感再
次深深震撼着她的心灵。

童心雨：“很幸运、很光荣”

湖南日报记者 肖军 通讯员 杨娟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10月1日
7时许，雄壮的国歌声从辰溪县城胜利公园附
近居民胡茂金家的房顶上传出。

伴随着歌声，83岁的胡茂金和两个儿子
手捧国旗，将国旗沿着装有滑轮的“特制”旗
杆座上缓缓拉升。望着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
胡茂金和家人昂首挺胸行注目礼。

每年国庆节这天，全家人升国旗，是胡茂
金家的传统。从1974年算起，胡茂金一家已坚
持45年。“我们是从兵荒马乱的岁月里走过来
的，自从建立了新中国，才过上安居乐业的日

子。每年升国旗，就是为了感恩祖国！”胡茂金
说，过去生活很艰难，是党和政府的好政策让
一家人有了现在的好生活。

“解放前， 我们家里兄弟多， 经常吃不
饱。”胡茂金说，他自小家境不好，被过继给
人，家里生活很艰辛。新中国成立后，养父通
过招工有了固定工作， 他自己也学了泥工技
术，一家人生活才逐渐好转。

1974年起，胡茂金先后在县运输公司、盐
业公司等单位工作， 其妻子向健如也当上了
代课老师。“我们心怀感恩，1974年国庆节时，
就在屋顶插了一面国旗。”说起第一次插国旗
的事，胡茂金历历在目。

1981年，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胡茂金凭
借其家毗邻辰溪电影院的优势， 摆起了连环
画书摊，并开展自行车寄存服务，日子越过越
好。

“没有党和国家的好政策，哪有我们现在
的好生活！”胡茂金感慨地说，2000年，他家拿
出积蓄新建6层临街楼房， 并在楼顶自制旗
杆，每年国庆节，都会组织家人举行升国旗仪
式。

现在，胡茂金和老伴有医保社保，平时种
种花草、练练书法，日子过得惬意。其4个子女
事业有成，家庭幸福。全家平时各忙各的事，
但国庆节这天， 一家人一定会聚在一起升国
旗。

从1974年至今，胡茂金用过20余面国旗。
如今， 这些国旗都被他珍藏在家中，“这些国
旗历经岁月风雨，是我家的传家宝，我们会一
代代传下去。”

辰溪八旬老人———

坚持45年国庆日升国旗

湖南日报记者 曹辉 王茜

10月1日，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大喜日
子。88岁的原长沙床单厂退休工人廖和群抑
制不住内心的喜悦，早早起床，等待观看国庆
阅兵式和群众游行直播。 她示意二儿子戚永
革把她的16枚奖章拿出来， 仔细地从中挑选
了4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
念章挂在脖子上，其他3枚别在胸前。

上午10时，庆祝大会开始，70响礼炮响彻
云霄，全场齐声高唱国歌。虽然因为职业病和
高龄的原因， 廖老并不能听清这些热闹与欢
腾，但她仍然看得目不转睛，尤其是看到阅兵
方队迈着铿锵整齐的步伐经过天安门时，她
对着电视竖起了大拇指。

一个多月前，廖和群第3次受邀赴京观礼，但

她当时身体不好，躺在床上，无法北上，决定由其
长子戚德林和媳妇王明辉作为受邀人后人与陪
同人，代替她赴京观礼。9月27日上午，戚德林与
王明辉带着母亲的嘱托，登上了北上的列车。

对于廖和群来说， 上世纪50年代是一段
激情燃烧的岁月。她是从旧社会走过来的，14
岁就进工厂当童工，住草棚、吃馊饭、穿破衣，
还经常挨打受骂。新中国成立后，广大工人翻
了身， 她便时刻琢磨着怎样为国家多作些贡
献。二十出头的廖和群废寝忘食、多方拜师、
刻苦钻研，凭借2.5秒接一个细纱线头的“闪电
式操作法” 和落纱前5分钟清扫吸棉管的创
新，于1956年和1959年两次被评为全国劳模。

1956年4月，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的廖和
群生平第一次来到了北京。“开完表彰会回到
宾馆，门外已经停了一排车，说是要接劳模们

逛逛北京城，当时多数人都不肯上车，有人想
抓紧时间留在宾馆里学习文件， 有人因为惦
记单位的活想早点回去。”廖和群回忆，周恩
来总理早就料到这一点， 还特意派人来劝大
家，不但要会干活，还要会休息、会玩。“要是
放在旧社会， 绝对不会得到这样的尊重。”廖
和群暗下决心，回去后一定要更加努力工作，
好好劳动，报答党的恩情。

1959年，新中国成立10周年时，廖和群再
次受邀参加在天安门举行的阅兵和群众游行
庆祝大会， 还收到了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
行宴会的请帖。 她至今珍藏着60年前的邀请
函，虽然纸张已泛黄，字迹仍清晰可见。当年
参加全国劳模会议的大合照也装在玻璃相框
里，一直挂在客厅里。

“国家给我的荣誉太大，我对国家的贡献
太小！” 谈及今年因身体原因无法进京观礼，
老人说，虽有一些遗憾，但更多的是对伟大祖
国的美好祝福。

廖和群：有些遗憾，更多祝福

湖南日报记者 邢骁
通讯员 吴珊 张照 郭双

“寿星们，吃面喽！”10月1日一大早，
长沙市芙蓉区火星街道陶家山社区， 绿色
联盟志愿者为16名与共和国同龄的爷爷
奶奶们做好了香喷喷的长寿面。 接过长寿
面，老人们围坐一圈，畅聊国事家事，共同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求消息扩散！70岁以上的爷爷奶奶，
可在银港水晶城小区门口领取长寿面一份
喽！”陶家山社区负责人告诉正在吃面的老
人们，社区内早餐店做好了准备，国庆节当
天均免费为70岁及以上老人提供长寿面。

自9月30日开始，芙蓉区大街小巷、餐
饮门店纷纷兴起“国庆吃面”新习俗。

“放点红辣椒，祝福祖国红红火火；加

点儿青菜，祝福祖国盛世长青……”10月1
日下午， 芙蓉区东湖街道滨湖社区丹桂小
院中传来阵阵欢笑声。70岁居民陈玲玲哼
着自创的歌曲，娴熟地做着寿面。不一会儿
工夫，在她和几位同龄姐妹张罗下，数十碗
热气腾腾的“福寿面”出锅。“各位邻居，10
月1日是我们几个好姐妹70岁的生日，我
们和共和国同龄，这是谁也抢不走的荣耀。
今天我们备下‘寿面宴’，和大家一起分享
喜悦，共同祝福祖国好不好！”“好！”社区居
民纷纷端起碗， 为祖国和几位老寿星送上
祝福。

10月1日， 湘湖管理局食堂里也热闹
非凡，鲜艳的五星红旗插在餐桌上，一碗碗
排骨面冒着热气。 当地社区负责人告诉记
者，凡在1949年出生或名字叫“国庆”的，
都可以免费领取“国庆长寿面”。

芙蓉区：“国庆吃面”成新民俗

湖南日报记者 谢璐

10月2日上午，长沙新华联铜官窑古镇热
闹非凡，“同吃一碗面，共祝祖国好”活动在这
里举行。70张圆桌在前门广场上排开，1000余
名市民和游客围坐一起， 吃着热气腾腾的寿
面，分享对祖国的热爱与祝福。

广场边，厨师们在马不停蹄做面、煮面。其
中一位做面师傅吸引多人围观， 他就是望城区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易国宁， 正在做被列为
长沙非遗项目的“怡华楼祖传杠子面”。

一坨纯小麦粉加水和成的约5公斤的面
团，被摊在白案上。身材高大的易师傅操起一
根3米长、碗口粗的竹杠子压在面团上，然后
抬起一条腿骑到竹杠上， 上下跳动用力压面
团。移开竹杠，易师傅拿起擀面杖，将面团细
细擀开。在他熟练的操作下，面团逐渐变长、
变宽，两边泛起好看的荷叶边。擀完，他拿起
手边的淀粉包，在整块面皮上轻轻沾一遍，再
用细杖卷起面皮，将其重新叠成厚厚几层，再
次用竹杠碾压。

易师傅边忙活边介绍，刚才这个压面坯、

擀面皮的过程，需要重复6次，期间要骑在竹
杠上“跳”3000来次， 这样压出的面劲道、爽
滑、不粘口。

据了解， 易国宁的曾祖父易荣庭曾是杠
子面扛鼎之人， 于清末时期在望城靖港创立
怡华楼餐馆。如今到易国宁的两个儿子，技艺
已延续五代。近年来，借助湘江古镇群文旅产
业蓬勃发展，易氏父子将生意做得红红火火，
节假日一天可卖面1000多碗。

杠子面新鲜出炉，市民、游客争相品尝，
赞不绝口。

同吃一碗面 共祝祖国好

10月2日上午，新
华联铜官窑古镇，千余
名游客在参加“同吃一
碗面， 共祝祖国好”活
动，祝福祖国。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通讯员 叶子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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