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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编者按】
七十年峥嵘岁月，七十年铸就辉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

际，从今天起，新华社与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联合推出专栏《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新中国峥嵘岁月》，以图文等报道形式，回顾在中国共产党
领导下新中国走过的70年非凡历程，重温一个个载入史册的重大事件、重
要时刻，呈现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昭示中华民
族阔步迈向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今天推出第一篇《新中国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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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读

➡记者从天安门地区管理委员会获悉，根据北京市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活动筹备工作统一部署安排，天安门广场于2019年9月7日18时至9月8日
10时暂停对外开放（届时，将根据广场实际情况适时恢复对外开放）。（据新华社）

天安门广场9月7日18时至8日10时暂停对外开放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体育强国建设纲要》

重庆棋手杨鼎新挺进三星杯决赛
➡9月2日，第24届三星杯在韩国继续举行。在当天下午结束的半决赛中，重

庆棋手杨鼎新发挥出色，中盘战胜队友辜梓豪挺进决赛。
根据赛程安排，此次三星杯将于9月4日在韩国开始三番棋决赛，届时杨鼎新

将迎战另一位中国选手唐韦星。 （记者 黄琪奥）

重庆社会救助基金会8个月为77名困难群众实施众筹
➡9月2日，记者从重庆社会救助基金会获悉，该基金会困难群众急难众筹平

台正式上线运营8个月，筹款总额突破200万元，共为77名困难群众实施众筹，接
受6万多人次爱心捐赠，单个最高筹款50万元。 （记者 陈波）

3000米，这是国产大飞机C919首
飞的最大飞行高度；

6000米，国内首架大型双发长航
时无人机成功首飞；

数百公里的太空轨道，神舟飞天、
北斗组网，中国卫星自由徜徉；

38万公里之外的月球，嫦娥四号
首探月背，五星红旗格外鲜亮……

梦想是伟大事业的开端。从温

饱不足到迈向全面小康，从站起来、
富起来到强起来，中华民族的发展进
程中，无数梦想拔节生长，美好希望
竞相绽放。

●从一穷二白到创造传奇：伟大梦

想决定伟大创造
●从仰望星空到走在前列：梦想让

我们离目标越来越近
●“科技梦”助推“中国梦”：对未知

的探索永不停歇 （据新华社）

中 国 高 度
——新中国成立70周年成就述评之二

“ 中 国 之 度 ” 系 列 述 评

9月2日晚，纪录片《城门几丈高》在
央视纪录频道（央视九套）首次播出。在
第一集《朝天门》中，100多年前长江三
峡船工号子的声音，100多年前来到重
庆的外国人对这座城市最初的印象……
这些充满历史气息的文字和影像，悉数
展现在观众眼前。

《城门几丈高》由此前获得各方赞誉
的历史题材电视纪录片《大后方》《西南
联大》拍摄团队倾力打造，历时3年拍
摄、修改，共分为5集播出。

《城门几丈高》有哪些看点？这个拍摄
团队为何对历史题材纪录片情有独钟？
多部纪录片的拍摄背后是否有迹可循？
重庆日报记者专访了该片总导演徐蓓。

系统梳理重庆的开埠历史

重庆日报：您觉得《城门几丈高》的
最大看点是什么？

徐蓓：《城门几丈高》讲的是一座城
市的故事。这是一个立体空间，跨度长、
范围广，不仅限于人物故事。为立体展
现重庆城，我们从历史、建筑、经济、文学
等角度描述重庆的近代化历程。

重庆开埠始于100年前，那时照相
术才刚刚进入中国。在片中，为了呈现
当年的场景，我们根据收集到的影像，用
现代技术复原那些已消失的风景，比如
朝天门的城门和城墙；同时，我们还集结
了本地和英国、美国等地的学者，力图构
建最强学术团队，表达全面而权威的学
术观点。片中大量引用史料文字，包括
报纸、日记、回忆录等；视觉上，则大量采
用穿越剪辑。

重庆日报：您最想通过该片传达给
观众什么？

徐蓓：重庆是座美丽的城市，由于独
特的地理位置产生了独特的生活方式。
要想走得更远，一定要知道我们从哪里
来，我们是谁？只有搞清楚了这个，我们
才能非常从容、非常智慧地把我们这个

城市打造成一个更有吸引力的地方。
我是地地道道的重庆人，我们拍摄团

队的成员大都来自重庆，对这座城市有着
深厚的情感。我们希望通过纪录片的方
式，把重庆这座城市形成的历史文脉系
统梳理，既让重庆人知道我们从哪里来，
也让非重庆人也被重庆历史所触动。

纪录片绝非简单的历史材料呈现

重庆日报：《大后方》《西南联大》在
豆瓣分别达到9.4和9.3的高评分，成功
的背后有何拍摄技巧？

徐蓓：把握历史题材纪录片关键在
于对历史的积累，没有任何捷径可走。
历史题材纪录片的拍摄对于创作者的要
求颇高，它绝非简单的历史材料呈现。
无论做任何选题都要有广泛的学术支撑，
通过咨询国内外不同专家，才能对事物有
一个全方位的了解。在了解史实的基础
上，创作团队才能将其融会贯通，以独特
的视角和新颖的方式呈现在观众面前。
除此之外，对于缺乏历史影像资料等问
题，拍摄团队还要想尽一切办法去弥补。

让优秀历史文化对接现代开放

重庆日报：在拍摄《大后方》之前，您

似乎一直在致力于社会现实题材的拍
摄，近几年为何又将视角转向了历史题
材纪录片？

徐蓓：1995年，我开始从事纪录片
拍摄工作。入行20多年来，中国经历了
深刻的变化，尤其是社会层面的变迁，而
我的纪录片正是自觉不自觉地记录着这
一场变革。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希
望工程”，到三峡移民，到城市化进程，我
关注着国家大事和社会浪潮之中的普通
人，记录着个体生命的喜怒哀乐，而从
2012年接触拍摄《大后方》后，我又找到
了新的兴趣点——讲述历史故事。

自小我便对历史故事非常感兴趣，
在读过的书中，历史书的占比最高。
2012年受市委宣传部邀约，开始筹拍
《大后方》，当时我已经40岁，对历史知
识也有了一定的积累，后来能够排除万
难完成这部作品，并从此喜欢上历史题
材纪录片，这一定是基于对历史、对纪录
片真正的热爱。

不忘本来，才能走向未来。历史题
材纪录片的拍摄，就是以实际行动保护
利用历史文化资源，丰富提升人文内涵，
让优秀历史文化对接现代开放，为新时
代开放发展增动力、添活力。

一部献给家乡的影像重庆开埠史
——专访纪录片《城门几丈高》总导演徐蓓

本报记者 王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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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

扫一扫
就看到

1949年9月30日，刚刚闭幕的中
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选举产生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毛泽
东主席向全世界郑重宣布：占人类总数
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中国的历史从此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
和国开国大典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
重举行。

下午2时，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

行第一次会议，中央人民政府正、副主
席及委员宣布就职。

下午3时，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
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
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接着，
毛泽东按动电钮，在义勇军进行曲的雄
壮旋律中，第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

升起。广场上，54门礼炮齐鸣28响，
象征着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艰苦
奋斗的28年历程。

升旗结束后，毛泽东宣读了中央
人民政府公告。接着举行阅兵式。人
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受阅部队以连为
单位列成方阵，迈着威武雄壮的步伐

由东向西行进，分列通过天安门前。
刚刚组建的人民空军的14架战斗机、
轰炸机和教练机，在天安门广场凌空
掠过。

阅兵式持续近3个小时，结束时天
色已晚，长安街上华灯齐放，工人、农
民、学生、市民的游行队伍高举红旗，纵
情欢呼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

当天，全国已经解放的各大中城
市都举行了热烈的庆祝活动。10月1
日这一天，被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庆日。

新中国的成立，是五四运动以来我
国发生的重大历史性事件，是近代以来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里程碑，
中华民族发展进步从此开启了新纪元。

（新华社北京9月2日电）

新 中 国 诞 生

新华社北京9月2日电 商务部新
闻发言人2日表示，9月1日，美国对华
3000亿美元输美产品中第一批加征
15%关税措施正式实施，中方就此在世
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下提起诉讼。美

方的征税措施严重违背中美两国元首
大阪会晤共识，中方强烈不满和坚决反
对。中方将根据世贸组织相关规则，坚
定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坚决捍卫多边贸
易体系和国际贸易秩序。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中国在世贸组织起诉美国
对3000亿美元中国输美产品征税措施发表谈话

据新华社香港9月2日电 香港警方
2日表示，修例风波以来，香港警方共拘捕
1117人。过去3日，警方共拘捕159人，
包括132男、27女，年龄介乎13至 58

岁，涉嫌非法集结、藏有攻击性武器、袭
警、阻碍警务人员执行职务等罪行。

警方呼吁，市民向暴力说“不”，合理
化或者容忍这些暴力行为，就会变成认同

暴力、鼓励暴力，暴徒毫无底线的暴力示
威只会牺牲香港的安定繁荣，绑架所有
人作为其牺牲品。警方会继续连同其他
执法部门，恪尽职守，让香港重回正轨。

香港警方：

修例风波以来共拘捕1117人

连日来，香港一些暴徒频频升级
暴力行为：砍伤警察、投掷汽油弹、纵
火焚烧、破坏港铁和机场、围殴乘客和
不同意见人士……这些暴行，残忍恶
劣之极，给香港经济、社会、民生造成
了严重的伤害。为维护社会秩序和安
宁，香港警察不得不使用最低限度的
武力，在执法过程中保持了最大限度
的冷静、理智和克制。

暴徒作恶在先，警方依法处置，孰
因孰果，孰是孰非，本来是再清楚不过
的。然而，美国一些政客却颠倒黑白、
混淆是非，屡屡公然美化暴徒，大肆抹
黑香港警察。最近，美众议院外委会主
席恩格尔、众议员麦考尔等人妄称极端
暴力分子“展示出可敬的勇气”，对香港
警方逮捕暴徒的正常执法行为横加指
责，对特区政府依法施政指手画脚。如

此睁着眼睛说瞎话，如此赤裸裸地干涉
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令人愤慨。

人们还记得，就在不久前，美国俄
勒冈州波特兰市部分示威者穿黑衣、
戴口罩当街打砸，当地警方封锁道路、
逮捕了十多人，美国一些人当即表示
考虑把有关组织定性为“恐怖组织”。
更不用说，2011 年美国警方处置“占
领华尔街”事件时，用警棍猛击示威者
头部、包围示威者并向其喷射刺激性
液体、强制挪走示威者等手段层出不
穷，处理起来毫不心慈手软。事实上，
美国政府处理国内示威和抗议活动向

来都是武力手段，每当这个时候，什么
“人权”“文明”就顾不得了。

同样是暴力活动，发生在美国是
“恐怖活动”，发生在中国香港就是“美
丽风景线”？对自己国内的暴力行为
毫不手软，对香港警察的依法执法就
污蔑为“武力镇压”？这种虚伪的双重
标准和无耻的强盗逻辑，根本不值一
驳，让每位有正义感的人都深感义愤
和不齿。实际上，美国一些政客为暴
徒撑腰打气、为暴行涂脂抹粉，其真实
目的就是要破坏香港的法治，让香港
社会失序，实现其反中乱港的图谋。

为违法暴力行为推波助澜，只是外
部势力插手香港事务的一个折射。在
香港修例风波中，从美国一些政要与祸
港乱港头目频频会面，到美国一些人持
续发表涉港谬论，释放错误信号，再到
美驻港总领馆官员与“港独”组织头目
接触，大量证据表明，美国就是香港乱
局背后的“黑手”，他们大打“香港牌”，
妄图以此遏制中国发展的良好态势。

“香港暴徒，美国制造”“美国黑
手，立即收手”……日前，香港市民游
行谴责美方插手香港事务，发出了正
义的呐喊。止暴制乱、恢复秩序是人
心所向。任何妄想在香港制造混乱、
破坏香港繁荣稳定的图谋，都必将遭
到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近 14 亿中国
人民的坚决反对，既不得人心，也绝不
会得逞。 （新华社北京9月2日电）

美化暴徒包藏乱港祸心
□辛识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