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CHONGQING DAILY

2019年9月27日 星期五
编辑 袁文蕙 美编 赵炬

本报讯 （记者 黄琪奥）1949
年12月复刊时的《新华日报》、1981
年重庆电视台成立时的第一台摄像
机……9月26日，“70年蝶变的影像
实物展”在曾家岩书院开展。

据了解，本次展览由市文旅委、重
庆日报指导，上清寺街道党工委主办，
曾家岩书院等机构承办，共分为解放
了、十年间、看今朝、城与人四个主题。

旨在通过老物件及影像，直观反映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人民生活日新月
异的变化。“我们希望通过这种贴近普
通大众，贴近生活现实的展陈，让观展的
人了解老一辈人的生活场景，进而产
生对比感。”本次展览的策展人吕真表示。

在众多展品中，一份由市民李炼
提供的旧报纸影像吸引了不少市民的
眼球。这份1949年12月1日出版的
《大公报》登载了重庆解放的消息。报
纸不仅把“重庆解放了”作为大标题，
生动、直观地报道了重庆市民迎接人
民解放军进城的热闹场景，还报道了

人民解放军与市民约法三章等消息。
重庆电视台在1981年成立时所

使用的第一台摄像机也吸引了不少市
民。“这台摄像机见证了重庆台创立之
初，那段最艰苦的岁月。”曾使用过该
摄像机的重庆电视台记者岑洪亮回
忆，那个时候电视台的规矩是——人
可以掉到水里，摄像机不能掉进去，因
为机器太贵了。

除了珍贵的老物件和旧照片，在
该展览的城与人板块，还重点介绍了
重庆大学前副校长任廷枢、民生公司
前董事长卢国纪等16位曾作出特别
贡献的老人，并现场循环播放着《城与
人》系列纪录片。

据悉，本次展览将持续展出半
年，市民可前往曾家岩书院免费观
展。

再现被遗忘的旧时光

“70年蝶变的影像实物展”开展

9 月 25 日，沙坪坝区，
山洞街道林园社区开展

“我和我的祖国——给祖
国 妈 妈 庆 生 ”百 家 宴 活
动，200 余名居民踊跃参
与。

百家宴是该社区庆祝
国庆节的特色活动，今年
是 活 动 开 展 的 第 4 个 年
头。往年，百家宴席由居民
提供品种多样、口感丰富的
拿手菜凑齐一桌美味佳
肴。今年，为隆重庆祝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
居民为祖国妈妈精心准备
了一份特殊的礼物——长
寿面，祝福祖国妈妈繁荣
昌盛。

活动现场，200多名居
民不仅带来了色香味浓的
拿手菜，还在菜品中融入了
对祖国的深情祝福和对幸
福生活的赞美。居民共同
品尝长寿面后，更一齐合唱

《我和我的祖国》，以表达对
祖国妈妈真挚的爱和生日
的祝福。

记者 张锦辉 摄影
报道

为喜迎新中国成立70周年华诞，重庆红岩方大汽车悬架有限公司开展了
丰富多彩的职工庆祝活动。9月25日，该公司举办主题为“迎国庆·我和我的
祖国”职工书画摄影展，通过一线员工的视角和笔墨，讴歌了伟大祖国发展成
就、展现了美丽中国大好河山、表现了员工奋斗的工作风貌，进一步激发员工
热爱祖国、热爱企业的情感和报效祖国、爱岗敬业的奋斗精神。 董印川 摄

本报讯 （首席记者 周尤）9
月 26日，“我和我的祖国——辉煌
70年·唱响新时代”“永川秀芽杯”第
二届青年好声音大赛总决赛在永川
区举行，来自全市各界的500余名青
年代表、师生代表参加活动。大赛面
向全国网络直播，累计5000余万人
次同时在线观看。

本届大赛由市委宣传部、市文明
办、团市委、重庆日报报业集团等单
位联合主办。

比赛在热情洋溢的开场节目《无
限梦想》中拉开序幕。随后，12名参

赛选手为现场观众带来了以“青春心
向党、建功新时代”为主题的朗诵、配
音、演唱节目，表达了对祖国的深深
热爱。据悉，这些选手来自全国7个
省市，经层层选拔后，最终脱颖而出
来到总决赛。据团市委相关负责人
介绍，本届大赛自8月20日启动以
来，历时近两个月，共收到来自全国
各地的报名参赛作品两万余件。

经过激烈角逐，最终，解昊翔（艺
名：昊翔需要赞）、许泽勇（艺名：重庆
许哲）、杨清（艺名：杨小清）分别斩获
了朗诵组、配音组、演唱组的冠军。

“我和我的祖国——辉煌70年·唱响新时代”第
二届青年好声音大赛总决赛落幕

累计5000余万人次同时在线观看

一线工人眼中的新中国70年

9月26日，渝北区体育馆，台上台下红旗飘飘，来自基层的合唱团员用歌声
表达对祖国的赞美。当日，“歌唱祖国”——渝北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
周年合唱音乐会举行。来自全区各系统和11个街道的18支合唱团逐一登台，
饱含深情放歌新时代，用歌声祝福新中国。记者 崔力 通讯员 陆世玲 摄

渝北：合唱迎国庆

“愚公移山”，是一个在中国流传
几千年的寓言故事。1957年10月9
日，毛泽东读到一份讲述山东省莒南
县厉家寨通过整治土地、兴修水利、科
学种田，使粮食产量大幅提高，全村面
貌焕然一新的报告，挥笔写下了“愚公
移山，改造中国，厉家寨是一个好例”
的批语。

“愚公移山，改造中国”，为这个伟
大精神所感召，中国人民抒写了无数
重整山河的壮丽诗篇。特别是在20

世纪60年代初的困难时期，全国人民
面对极端困难的考验，展开了一场同
自然灾害和物质匮乏的斗争。山西省
昔阳县大寨村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奋
斗和河南省林县（今林州市）人民开凿
红旗渠、重新安排山河的壮举，是其中
的杰出代表。

大寨，位于山西省晋中太行山麓
海拔1000多米的山区。这里自然条
件恶劣，土地贫瘠。大寨人在党支部

的带领下，苦干、实干、拼命干，从
1953年开始，用五年时间，改造了全
村七条大沟，把深沟变成了良田，被誉
为“全国农业战线的一面红旗”。
1962年，在全国大灾和严重困难的年
景下，大寨粮食亩产高出同县平均产
量530斤。

河南省林县位于太行山东麓，自
古以来就严重干旱缺水。林县人民
在县委带领下，大胆设想引漳河水入

林县，“重新安排林县山河”。1960
年初，3.7万名林县群众开始向太行山
开战。经过五年苦战，1965年4月5
日红旗渠总干渠通水。随后用了七八
年时间，进行支渠配套、总干渠加高加
固，直至1974年8月，红旗渠全部竣
工。红旗渠被誉为“人造天河”，对当
地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至今仍发挥着积极效益。

（新华社北京9月26日电）

“愚公移山，改造中国”新 中 国 峥 嵘 岁 月

◀展品——1949 年 12 月 1 日出
版的《大公报（重庆版）》关于重庆解放
的报道。 记者 齐岚森 摄

社区居民百家宴
吃寿面为新中国庆生

▲9月25日，居民江建华带来亲手包的彩色饺子
参加百家宴，寓意现在的生活五彩缤纷。

▲9月25日，居民欢聚一堂共进午餐为新中
国庆生。

▲9月25日，居民端上长寿面，上面用火腿肠和煎蛋拼有
“70”的字样。

▲9月25日，在沙坪坝区山洞街道林园社区，居民以百家宴的形式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9月25日，在百家宴后，居民开心地为祖国妈妈献上祝福的舞蹈。

▲9月25日，居民们齐声高唱《我和我的祖国》。

本报讯 （记者 汤艳娟 实习
生 吴志杰）9月26日晚，合川区庆
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群众
合唱音乐会举行。来自各行各业的
700余名群众汇聚一堂，以慷慨激昂
的歌声点赞祖国日新月异的变化，以
拳拳赤子之心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
盛。

今年6月起，合川区就启动了此
次群众合唱音乐会队伍选拔。通过
基层海选、部门初赛、区级决赛等环
节，最终从辖区70余支参赛队伍中

评选出了12支优秀队伍，来参加此
次群众合唱音乐会展演，向新中国成
立70周年献礼。

记者在活动现场看到，整个群众
合唱音乐会分为峥嵘岁月、火红年
代、逐梦未来三个篇章，12支合唱队
伍群情激昂、声声豪迈，表达了对革
命年代的缅怀、对祖国强大的自豪、
对幸福生活的赞美。其中，《天耀中
华》《走向复兴》《我和我的祖国》等合
唱节目，将现场气氛掀起了一个又一
个高潮。

合川举行群众合唱音乐会

本报讯 （记者 李幸）9月26
日，重庆市国庆招待会举行。应邀出
席招待会的嘉宾们盛赞重庆经济社
会发展成就，希望继续与重庆在各领
域展开务实友好合作。

法国埃顿集团华西区总经理陈
继宁为重庆的大数据、人工智能发展

“点赞”。他说，未来几年，大数据智
能化将成为中国各大城市转型升级
的关键。当前，重庆正着力发展人工
智能、云计算等产业，大数据智能化
在重庆方兴未艾。“我们很看重西部
尤其是重庆的发展，今后将围绕智能
科技、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方面开展
深入合作。”

谈起对重庆的印象，白俄罗斯明
斯克州思想、文化和青年事务总局主
任赫梅莉用“一见如故”来形容。她
说，明斯克州与重庆是友好州市，近
年来，双方以“文化旅游日”为平台，
通过音乐和舞蹈进一步相互了解彼
此国家的文化，进而促进双方交流合
作。同时白俄罗斯是中国“一带一

路”倡议合作伙伴国，中欧班列（重
庆）也使重庆在国际上的知名度大为
提升，希望通过这条大通道，不断深
化两地经贸人文领域交流合作。

“重庆的经济发展迅猛，城市发
展日新月异。”日本经济新闻社常驻
重庆支局长多部田俊辅表示，常驻重
庆的经历让他喜欢上了这座城市。
今后他将利用媒体资源优势推介重
庆，为促进重庆与日本的经贸人文交
流提供推广和支持。

“重庆近年来经济社会取得了突
飞猛进的发展，我们既是亲历者、参
与者，也是受益者，当前重庆走的是
一条务实、开拓、创新的智慧发展之
路，相信未来还有更加广阔的发展空
间。”五届市政协常委、重庆融汇地产
（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香港重庆总
会会长黄祖仕非常关注重庆的经济
发展。在他看来，作为一座以工业立
市的城市，借力大数据，以“智能化”
塑造产业新格局，将蹄疾步稳推进重
庆产业结构调整和高质量发展。

我市国庆招待会举行

嘉宾盛赞重庆经济社会发展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