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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9月23日起至今，“伟大历程 辉煌成
就——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型
成就展”一直在北京展览馆展出。新中国成立
7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华
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
飞跃，绘就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谱写
了一曲气壮山河的奋斗赞歌，走出了一条彪炳
史册的人间正道。

从1949年到2019年，成就展采用编年体
形式，带领观众沿着时光隧道，跟随历史年
轮，全方位回顾和感知共和国走过的光辉历程。

每天，来自中国各地的参观者络绎不绝，
他们在自己感兴趣的展板前流连，感受着国家
和自己的小家在70年间的变迁——

国庆大展里的家国事
我是江西南昌人，大学毕业后

到美国读了研究生，最近刚刚毕业
回国，特地赴京参观了《庆祝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大型成就
展》，我非常想了解一下祖国这 70
年的发展历程。

说实话，在外留学的日子里，
我才格外深刻地体会到网上的一句
话，“越是出国，越是爱国”。可能
在家时对祖国强大与否没有太多感
觉，但是当你离开家，就会明白有
一个伟大的祖国做后盾真好。

回国后，我感到城市的公共设
施建设进步非常大。我参观了新建

成的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感觉特别
震撼。机场里应用的机器人停车、
刷脸通行等技术，在国外都看不
到。我们的机场智能、整洁，我们
的地铁便捷、有序，这都是中国了
不起的地方。

因为我自己对航空航天的内容
比较感兴趣，所以在参观成就展

时，印象最深的是3个年份：2003
年、2008年和2016年。

2003 年，我们国家的航天事
业取得巨大进步：神舟五号载人飞
船成功发射，将航天员杨利伟送入
太空。

到了 2008 年，神舟七号飞船
又载着翟志刚、刘伯明、景海鹏飞

向太空，中国宇航员首次出舱作
业，这又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

再到2016年，神舟十一号飞船
与天宫二号对接，两名航天员进驻
天宫二号完成了长达30天的驻留，
完成了目前为止中国持续时间最长
的一次载人飞行任务。这3次重要
突破让中国的航天事业创造了新的
辉煌。

我想起在国外读书时，一位读
空间物 理 系 的 美 国 同 学 曾 告 诉
我，他的老师认为中国的航天事
业是全世界学习的榜样。那一刻，
我深深为自己是中国人而自豪！

伟大祖国是坚强后盾伟大祖国是坚强后盾
■ 牛 懿 江西 归国留学生

我们是来自山东青岛的退休职工，过去由于工作繁忙没机会外
出旅游。这是我们第一次来北京感受首都风采。得知 《庆祝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型成就展》正在举办，我们就赶来参观，看
看70年里咱们国家的变化。

我们都 60 多岁了，对国家发展最切身的体会就是在衣、食、
住、行等方面，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好了。在我们小时候，吃不饱、
穿不暖，到了冬天，北方的日子更难熬。后来家里装上了暖气，冬
天也过得暖洋洋。过去出门只有绿皮火车，特别慢，现在我们出门
都坐高铁，又快又舒适。

展览中有一处还原了1977年高考的场景，让我们感觉一下子又
回到了过去。我们是参加过这一届高考的考生，当年学生的穿着、
高考时候的教室和考试证的样子，和展览的布置几乎一模一样。那
时，要是考上了县城里的学校，农业户口就可以变成非农户口，生
活条件和经济情况都能得到很大改善，经历过这些就会明白“知识
改变命运”绝对不是一句空话。现在国家提供了这么好的条件，我
们希望年轻人多学习掌握知识，为祖国的发展贡献力量。

1998年的那部分展览，我们也看了很久，因为对那一年的印象
实在太深刻了。1998年，我们家买了第一台电视机，每天下班回家
后一家人就围着看电视。有一天，我们看到新闻里说南方发生特大
洪灾，看到解放军战士们抗洪救灾的画面，感觉特别揪心。听了讲
解员的介绍，我们更加了解了当年抗洪救灾是多么不容易，人民子
弟兵们修建大堤、转移受灾群众，甚至立下了“生死牌”来鼓舞士
气。我们要向军人致敬，大家有如今这样的美好生活，都是因为有
他们在保护着我们。

展览还展出了这些年国家的科技发展成就。看着中国人自主研
发的汽车、火箭、潜水器，我们深感自豪。现在我们的心愿就是健
健康康的，希望10年之后能够再来首都，看看新中国成立80周年的
成就展，期待那时我们的国家会发展到一个更高的高度。

我今年 12 岁，是广州市小北路小学六年级学生。国庆节期间，
我和爸爸妈妈一起来到北京度假，其中就包括参观 《庆祝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型成就展》。

我在展馆里认认真真地观看了两个多小时，展览中让我印象最
深的是两组图片和一辆车。

第一组图片是十大元帅的照片。这些革命先辈都是我特别熟悉
的“陌生人”。我虽然没有和先辈们生活在同一个时代，但我的爸爸
也是军人。他常常会给我讲述革命先烈们为建立新中国不怕牺牲、
艰苦奋斗的英雄事迹，所以我对先辈们的故事有比较多的了解。

第二组图片反映的是1997年香港回归的内容。因为这组照片和
我国庆节期间看过的电影 《我和我的祖国》 中的一个片段一样，都
讲述了香港回归的故事，所以我又想起电影中让人很感动的一句台
词：“零时整，中国的国旗必须升起来！”

让我印象深刻的一辆车——在彩车模型展示区里出现的国庆群
众游行时的云南省花车模型。因为我出生在云南，喜欢家乡的大象
和绿孔雀，能在北京看到云南的花车模型，我觉得特别亲切、自豪。

参观展览让我了解了很多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历史，那时我们的
国家还比较贫穷。对比现在中国人所拥有的幸福生活，更让我明白
了祖国取得的成就来之不易。先辈们的奋斗故事激励着我，心中产
生一股责任感。我要好好学习，长大后也成为一个对祖国有用的
人，把未来的中国建设得更加繁荣！

先辈的奋斗激励着我
■ 刘熙尧 广东广州 小学生

十年后会再来逛首都
■ 李建华 孙玉芬 山东青岛 退休夫妇

我来自辽宁丹东，2015年当
选为第五届全国道德模范孝老爱
亲模范。这次有机会和20多位来
自全国各地的道德模范一起参观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
年大型成就展》，让我感到特别
荣幸，也特别兴奋。

我是个普普通通的农民。照顾
好一家老小，宁可自己受苦受累也
不亏待老人，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
美德，也是大家都应该坚守的一份
责任。

过去的日子很苦，但村里给了

我很多帮助，后来国家又给了我这
么多荣誉，我一直心怀感激。

参观展览时，我看到有7面英
雄模范人物墙，介绍了不同时期英
雄模范人物的事迹。这些英雄的故
事，有的我从前就很熟悉，像黄继
光、王进喜、雷锋、焦裕禄等；有

的名字我则是第一次听说，也借此
机会了解了更多模范的故事。他们
都为国家的发展、为人民的幸福作
出过了不起的贡献。我要向这些英
雄模范学习，在以后的生活中为更
多人带去正能量。

在展览上看到新中国 70 年的

发展变化，我由衷地想说现在百姓
的生活太幸福了。全国都在脱贫攻
坚，离我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日
子越来越近了。我们国家还有这么
多的高科技，有火箭、有宇宙飞
船、有高铁，太先进了，这都是过
去想也想不到的。我相信未来中国
的发展肯定会更好，百姓的日子会
越过越红火。

这是我一生中头一次到北京参
观这样的成就展，给我的震撼太多
了。在这里看到的、学到的，我将
永难忘记。

为更多人带去正能量为更多人带去正能量
■ 王峥嵘 辽宁丹东 全国道德模范

我今年 25 岁，从上大学到毕
业 后 进 入 北 京 人 民 广 播 电 台 工
作，已经在京城生活了6年。平时
我 对 参 观 各 种 展 览 就 十 分 感 兴
趣，所以早就了解到北京展览馆
在举办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70周年大型成就展》，特意抽时
间来看一看。

我特别喜欢成就展的布展思
路。展板上方和脚下的地毯上，
标识出了从 1949 到 2019 的年份，
让观众感受到时光的变迁。一路
参观下来，像是看了一部浓缩的
记录片，仿佛自己正在与祖国一
同成长，并见证了 70 年来国家一
步一步走向强盛的过程。

新中国成立已经 70 年了，而
我自己只经历过其中 1/3 的岁月。
在我出生之前国家是什么样的？
看了展览后我有了更多了解，比
如有几处布置还原了上世纪五六
十年代中国百姓的生活场景，让
我觉得很有趣。

此外，我印象最深的是关于
2008年的展览部分。2008年中国发
生了两件大事，一个是让我们揪心的

“5·12”汶川大地震，一个是让我们
自豪的北京奥运会。那一年，我还是
个学生。记得地震发生后，在学校里
大家集体收看新闻，好多老师、同学
都哭了，我们还组织了捐款支援灾
区。到了8月，北京奥运会举行，看
到赛场上我们的奥运健儿们奋力拼
搏，我感到中国人民有一种不会被苦
难打倒的气质。再后来，我看到四川
灾区迅速重建，全国人民团结一心支

持灾区，感到中国人民有着强大的力
量，即使有再大的苦难降临，也可以
从废墟中站起来重建家园。

如今，随着国家的强大、随
着科技进步，中国应对自然灾害
的能力也在不断提升。我相信即
使将来再遇到这种灾害，中国也
有能力将损失控制到最小。

除了展览中呈现出的变化，
我自己在日常生活里也能看到国
家飞速发展的痕迹。比如，城市
里 的 高 楼 大 厦 越来越多了，环
境绿化也越来越好了。能生活在
一个既现代化，又干净、安全、
整洁的城市中，我感到每天都干
劲十足。

我愿与祖国一同成长
■ 王乐陶 北京 播音员

我是河南郑州人，今年大学毕
业并参加了工作。参观《庆祝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大型成就
展》，让我更直观地了解了祖国这
些年来发生的辉煌变迁。参观时，
我目睹神舟一号无人试验飞船返回
舱和现在的各种VR设备、智能机
器人，十分震撼。科学技术是第一
生产力。中国的科技发展这么快，
我特别自豪。

除了科技成就，中国的体育事
业也发展得越来越好。1984 年展
区播放着中国女排在洛杉矶奥运会
夺冠的录像，看得我心潮澎湃。还

有在 2004 年雅典奥运会上，中国
奥运健儿取得了多项突破，录像中
飞人刘翔身披国旗的画面让人热泪
盈眶。

在我们平时的生活中，国家的
发展变化也很明显。现在无论我们
要去哪里，只要带上手机，就可以
方便快捷地“说走就走”。人们越

来越富裕了，家乡的城市面貌也变
得越来越好，每年春节回家，我都
能发现不少新变化。我相信不仅是
我的家乡有变化，祖国的其他地方
也在发生着同样的巨变。

一进门的展厅里有一个屏幕，
滚动介绍着新中国成立前的时代背
景。在艰苦的战争年代，我们取得

了伟大胜利。新中国成立后，我们
在发展过程中同样遭遇了许多困
难，一点儿也不轻松。但是在各种
挫折中，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走出
了一条光明的发展之路，这太了不
起了。

在历史的每一个关键节点上，
中国共产党都作出了正确的决策部
署，尤其是从改革开放到五大发展
理念，不断引领着中国朝正确的方
向前进。

一路从 1949 年看到 2019 年，
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中国能取得今
日的发展成就，真是太不容易了。

带上手机“说走就走”
■ 郭怡君 北京 中国联通员工■ 郭怡君 北京 中国联通员工

▼ 年轻观众对当年的高考准考证充满好奇。
本报记者 赵树宴摄

▲ 观众在参观展览。 本报记者 赵树宴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