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综合消息 10 月 1 日，我市各县(市、区)组织
庄严的升国旗仪式，并组织集中收听收看庆祝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 70 周年大会、阅兵式、群众游行和联欢活动的
直播盛况。

全州县特地将集体收看庆典盛况的地点设在新落成不
久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上午 8 时 30 分，全州县干
部职工和社会各界万余人集聚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广
场上，大家挥舞着手中的五星红旗，整齐地坐在内嵌“70”
的方队阵营收看国庆盛典直播。阅兵场上，强大的阵容、恢
弘的气势，让收看盛典的大家个个热血沸腾、心潮澎湃。

兴安县四家班子领导、各行各业代表、老红军后代亲
属等 200 余人在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纪念馆报告厅集中收
看大会盛况。每当看到国家强盛、国防装备先进、人民群
众挥舞旗帜的画面出现时，现场观众也一同挥舞手中旗
帜，表达强烈的自豪感。兴安县还通过举行千人升国旗、
唱国歌仪式，表达兴安人民团结一致、拼搏奋进的决心和
信心，抒发对伟大祖国的无比崇敬和热爱之情。

灵川县在县创业大厦广场举行升国旗仪式，来自党、
政、军、民各界代表 400 多人参加升国旗仪式，全场高声齐
唱《义勇军进行曲》。伴着嘹亮的国歌声，五星国旗迎着朝阳
缓缓上升，参加仪式的人员注目国旗，祝愿祖国更加繁荣
昌盛。随后，该县组织干部职工集体收看了庆祝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大会、阅兵式、群众游行。

永福县在福寿广场举行隆重的升国旗仪式，当地党政机
关和各界群众 1000多人参加。随后，县四家班子领导集中收
看国庆盛典直播。各乡镇各部门各单位和各界群众也通过不
同方式收看直播。永福县两新组织党工委还在国家 4A级景
区金钟山开展了“庆国庆、唱红歌、诵经典、读习语”红色快闪
活动，两新组织党员及社会人士等近百人参加活动。

阳朔县各界人士通过电视、手机等平台收看这场国庆
盛典，反响热烈。在欧美达中文书院，中外学生欢聚于
此，通过电视收看直播。庄严、隆重的阅兵式，让来自世
界各地的外国友人为之惊叹。来自西班牙的学生虎夏恒
说：“中国人民很热情，中国人民为自己的祖国感到骄
傲，我觉得中国很酷、很棒。”

灌阳县在县政府大院隆重举行国庆升旗仪式。升旗仪
式后，灌阳县在县委、湘江战役新圩阻击战酒海井红军纪
念园以及各个乡镇政府、村两委驻地组织广大党员干部群
众集体收看直播。当看到一个个整齐的方阵、现代化的武
器和装备接受检阅时，大家不约而同挥舞手中的国旗，脸
上洋溢着自豪与喜悦。参战老兵陈顺龙说：“祖国日益强
大，是我们的心愿，也是我们的骄傲。”

当天上午，龙胜各族自治县组织干部群众举行升国旗
仪式。升旗仪式后，县四家班子领导到会议室收看庆祝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大会、阅兵式和群众游行电视直
播。此外，该县各乡(镇)和县直各单位纷纷在本单位进行集
中收听收看。

资源县在县人民政府广场举行升国旗仪式。资源县四
家班子领导及公检法、各乡镇、县直单位党员干部，退伍
军人、老战士、群众和学生代表，共计 1000 余人共唱国
歌，歌颂今天的幸福生活，礼赞祖国辉煌成就，表达全县
人民群众对祖国母亲的深情热爱和美好祝福。升国旗仪式
结束后，现场干部群众在民族会议中心集中收看直播。

平乐县组织机关事业单位干部职工和“两代表一委
员”、军烈属、少先队员、少数民族群众等各界代表
1000 多人在县政府广场隆重举行升国旗、唱国歌仪式，
集中收看国庆直播盛况。当天，全县各乡镇、各单位、学
校、企业、村(社区)组织开展庆祝活动达 50 余场次，参
加人员达 10 余万人。在平乐县大发瑶族乡，近 8000 名
瑶族同胞身着节日盛装收看直播，家家户户红旗飘扬，一
片喜气洋洋的节日氛围。

荔浦市在市委、市政府大楼前举行庄严的升国旗仪式，共祝伟大祖国繁荣昌盛，祝福
荔浦更好发展。升国旗仪式结束后，荔浦市四家班子领导、官兵部队代表、少年队员代表和各
单位干部职工代表集中收听收看直播。

恭城瑶族自治县在县政府大礼堂组织党员干部群众 300 多人收看国庆阅兵仪式，同
时下发通知，要求各乡镇、村组织干部群众通过电视、新媒体等多种形式收听收看，共同
祝福伟大祖国日益强盛。

临桂区组织人大代表、少数民族代表、环卫工人等一线工作人员共 600 余人集中收
看直播。临桂区南边山镇全国劳动模范魏胜才兴奋地说：“阅兵式、群众游行场面震撼、
振奋人心，让我们直观地感受到新中国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
在脱贫攻坚的关键期，我们更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努力推进整村顺利脱贫。”

象山区组织党员干部及各界群众共 1600 余人在德天时代广场举行集体升旗仪式。随
后，象山区四家班子领导带领象山区机关全体干部职工在区政府会议室集中收看直播。
“阵容齐整、军威雄壮，让人热血沸腾。”看到一个个方队迈着整齐有力的步伐接受检阅
时，大家自豪之情油然而生，“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未来的美好生活，我们撸起袖
子继续加油干！”

秀峰区四家班子领导、各街道党工委班子成员、区属事业单位负责人、区机关全体干
部职工，在区政府礼堂集中收看了直播。大家聚精会神、高度关注着阅兵式中的每一个环
节，一个个方阵以恢宏、磅礴之势强烈震撼着大家的心灵，大家内心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叠彩区在辖区文化广场举行千人升国旗仪式。在庄严的国歌声中，广场全体人员怀着
无比自豪和崇敬的心情凝视着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随后，叠彩区干部职工集体收看
了直播，看到精彩画面时，大家都激动鼓掌。

雁山区在雁山区创业服务广场举行升国旗仪式，雁山区四家班子领导及党员干部一起
参加。随后，大家在政府会议室统一收看庆典活动，威武的新型武器、雄壮的军人气势让大家
心潮澎湃、热血沸腾。

高新区七星区机关全体党员干部 200 余人在高新大厦多功能厅收看现场直播。阅兵
式时，看到一个个威风凛凛的方队、一项项国之重器威武亮相，大家都忍不住欢呼起来。
党员干部们倍感骄傲地表示，如今国家日益强盛、人民安居乐业、生活幸福指数节节高
升，作为新时代的党员干部，更要立足岗位，坚定信念、为民服务、敢于担当，为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记者孙敏 胡逢超 刘倩 陈娟 周文俊 文新军 韦莎
妮娜 通讯员曹艳玲 易雪芳 何佳霖 旺恒 赵群 时荣林 梁辉 夏冯斌 吴生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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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社会各界群众为祖国庆生为祖国点赞：

“我爱你，中国！”
本报综合消息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

喜迎 70 华诞。当天上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 70 周年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人民
军队以一场盛大阅兵式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我市社会各界群众以各种方式收听收看
了大会及阅兵式盛况，大家心潮澎湃，为祖国自
豪，为祖国点赞。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我爱
你，中国！”

心潮澎湃 见证祖国伟大成就

97 岁的老八路刘文波，从 14 岁参加革命，历
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等战火洗礼。刘
文波表示很高兴今天看到祖国日益繁荣昌盛，人民
生活幸福，祝愿祖国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
中央带领下，国家更加富强，人民生活更加美满幸
福，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非常震撼，非常激动；热泪盈眶，热血沸腾！”
全州县人社局办公室副主任唐秋霞与该县上万名干
部职工、群众在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前的广场
上收看了此次阅兵盛况。她表示，通过收看阅兵式，
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了 70 年来祖国发展的巨大变
化，尤其是国家国防力量的愈发强大。唐秋霞说：“由
衷地祝愿我们的祖国更加繁荣昌盛，越来越强大！”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
有新中国，共产党辛劳为民族，共产党他一心救中
国……” 10 月 1 日上午，一首《没有共产党就没
有新中国》拉开了永福县两新组织“庆国庆、唱红
歌、诵经典、读习语”红色快闪活动的序幕。参加
活动的两新组织党员、广西甙元植物制品党支部书
记李荣明说：“当国歌响起时，由衷地觉得祖国是
那么强大，内心的爱国之情久久无法平息；看着冉
冉升起的五星红旗，我的眼睛湿润了，眼前展现出
一个腾飞的中国，一个充满希望的明天。”

桂林旅游学院师生们集中收看庆祝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 70 周年大会现场直播后，师生们强烈的
民族自豪感和爱国热情被激发。师生们挥舞手中的
国旗，共同发出“祝福祖国繁荣昌盛，祝福学校明
天更美好”的欢呼。

桂林医学院学生在临桂校区收看盛大阅兵仪式
直播，同学们现场唱响国歌，自豪感洋溢在整个校
园。学生陆彩霞说：“ 70 年来，祖国的发展进
程，人民有目共睹，我为祖国的强盛发展而感到十
分自豪！”

福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黎福超与全体员

工一同收看了阅兵式。他说：“桂林福达股份有
限公司作为桂林企业，以我们过硬的产品质量，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阅兵式的车辆保
障上作出了应有的贡献，我们感到非常自豪！为
祖国点赞！”

我们有个共同心愿：

祝祖国繁荣富强

在灌阳县西山瑶族乡罗家村，当地瑶族同胞
们一大早来到村委会，围坐在电视机旁收看大会
直播盛况。当看到英姿飒爽的阅兵方队和各类先
进装备出现时，大家不时挥动着手中的小国旗，
表达内心的喜悦。“今天是祖国母亲的生日，祝
愿我们的祖国越来越繁荣昌盛，我们老百姓的生
活一天比一天幸福美满。”西山瑶族乡罗家村村
民李静明高兴地说。

94 岁的广西师范大学离休干部、老红军井
茂荣与青年学生一起收看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 70 周年大会。立下了汗马功劳的老干部
心潮澎湃、热血沸腾，他说：“今天全中国人
民的幸福生活是靠党带领全国人民艰苦奋斗换
来的！不管在任何时候，国家和党需要我干什
么，我都会义无反顾！祝福我们的国家更加繁
荣富强！”

为了喜迎国庆，空明社区居民蔡远芬全家都
穿上了少数民族服饰。蔡远芬说，作为普通老百
姓，个人的命运是与国运紧密相连的。只有祖国富
强了，人民才能安居乐业，生活也才有盼头，希望
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祖国越来越昌盛繁荣。

“祝福中国繁荣昌盛，明天会更好！我爱你
中国！”李俊是一名来中国留学的巴基斯坦学
生，他和广西师大师生一起参与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庆祝活动。他说，中巴长久以来都保持着良
好的友谊，作为一名巴基斯坦籍留学生，看到中
国变得越来越好，他也感到开心。

在芦笛景区，一场“我和我的祖国”快闪
活动上演。“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
割，无论我走到哪里，都流出一首赞歌……”
伴着熟悉的旋律，在景区门口的不同位置，景
区验售票员、导游员从四面八方边唱边走到人
群中间，与游客们挥动着手中的国旗，用饱含
真情的歌声，共同歌唱《我和我的祖国》，表
达对伟大祖国最诚挚的热爱，向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献礼。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奋斗新时代

“收看阅兵仪式后，我的心情非常激动，感
受到祖国的繁荣富强和作为一个中国人的骄傲与
自傲。”恭城瑶族自治县恭城镇庄埠村支部书记
彭明环表示，“今后，我们庄埠村将在上级党
委、政府的领导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
2018 年实现整村脱贫为起点，乘势而上、创新
实践，共同创造我们的幸福生活和美好未来。”

“只有国家愈发强大，人民才能更加幸福！”作
为一名基层党务工作者，叠彩区回龙社区书记唐
文红收看完阅兵仪式后感慨道，“我们社区工作人
员要以先辈为榜样，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积极听取辖区群众的意见和建议，
多办成几件顺人心、暖人心、聚人心的好事实事，
不断提高辖区群众的满意度、幸福感。”

秀峰区总工会主席彭新民说：“我们‘ 60
后’这一代人，既看到了父辈们的艰辛和他们无
怨无悔的奉献与付出，更见证了在党的领导下，
国家逐步走向富强的历程。在新时代的征程上，
我们这些普通党员，要在自己各自岗位上作奋斗
者，发出我们的光和热！”

桂林国旅总经理陈曦挥舞着手中的小国旗，
激动地说：“今天是中国人民的大喜日子，我们为
伟大祖国而感到无比自豪！就如同习近平主席说
的那样，‘今天，社会主义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东
方，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撼动我们伟大祖国的地位，
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
进步伐’。在这样的新时代，作为一名桂林旅游人，
我们应该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好本职工作，为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自己的贡献！”

桂林市中医医院脾胃病科医师李铁强收看了
直播后感触良多。“致敬共和国，礼赞新时代。
祖国强大，人民才有幸福安康的生活。”李铁强
坦言，“习总书记的讲话更是激励人心，身为医
务人员，我们更应认识到肩负的历史使命与责
任，要倍加珍惜和努力，不断加大中医药临床和
科研建设，不断提升中医药服务能力与服务水
平，不辜负这个伟大的时代，为中医药事业的更
加繁荣而作出中医人应有的贡献。”

(记者刘倩 陈娟 孙敏 周绍瑜 文新军
周文俊 胡逢超 韦莎妮娜 通讯员滕嘉

梁辉 时荣林 夏冯斌 周雅婷 陆经钊 王亚
东 王亚丹 唐娅琳 潘轶群)

□本报记者 胡逢超

10 月 1 日清晨，旭日初升，晴空万里，青山
苍翠，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庄严雄伟。上午 8
点多，纪念园的入口处已经是车水马龙。从各地赶
来的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手持国旗，有的在脸上贴
上国旗的装饰，有的身着节日的盛装，准备在这里
集中收看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盛典直
播。全州县城关完小四年级学生廖圣凯和他的同学
们，手里拿着五星红旗，胸前系着红领巾，一起来
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

9 点多，纪念馆前广场上的大屏幕正在同步直
播 70 周年大会的报道，前来收看庆典直播的人们
已经按照秩序就座。廖圣凯和同学们将手中的国旗
紧紧握着，眼睛紧盯着大屏幕，生怕错过任何一个
精彩的镜头。站在后排的几位父亲将孩子高举过头

顶，随着《我和我的祖国》音乐响起，孩子们也
跟随音乐旋律挥舞起手中的国旗。“之前从新闻
上看到纪念馆已经正式开馆，这次国庆假期特地
赶回来看看。”在南宁上班的全州人蒋良驹带着
家人也来到纪念馆。

9 点 57 分，大屏幕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
领导人在欢快的乐曲声中来到天安门城楼主席
台，向广场观礼台上的各界代表挥手致意。纪念
馆前广场上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10 点，庆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大会正式开始。在
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收看直播的万余名观众
全体起立，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注视
着屏幕上鲜艳夺目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在天安
门广场上空迎风飘扬。

“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伟大的中
国共产党万岁！伟大的中国人民万岁！”习近
平主席铿锵有力的话语，把屏幕前的观众激情

点燃，大家挥舞着手中的国旗，纪念馆前的广
场顿时变成了一片红色的海洋，全场响起长时
间热烈的掌声。

11 点，大屏幕上直播的镜头还在继续，屏
幕前的各界群众的心情也跟着一起澎湃，大家一
起高呼：“我爱你祖国，我爱你祖国！”声音回
荡在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内。

全州县两河镇党委书记王军生身着白衬
衫，汗水浸湿了后背，额上的汗珠滑落，他随
意用手擦去，眼睛一刻也没有离开大屏幕。当
天的活动也吸引了中央电视台的记者前来拍摄
采访。“习主席的讲话催人奋进，阅兵式的盛
况让人震撼，群众游行鼓舞士气。”面对摄像
机镜头，王军生道出了内心的真实感受，“由
衷地祝愿祖国繁荣昌盛！我们基层干部要传承
红色基因，弘扬长征精神，勇担使命，筑梦前
行！”

共祝祖国好 筑梦勇前行
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万人收看国庆盛典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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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长征
湘江战役纪念馆
前的广场上，全
州县党员干部职
工和各界群众万
余人集体收看国
庆盛典活动。

记者胡逢超 摄

▲龙胜各族自治县泗水乡周家村瑶族同胞穿着盛装在收看国庆直播。通讯员吴生斌 潘志祥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