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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新华社北京 8 月 19 日电 8月 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宣部部长黄坤明出席第十五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表
彰座谈会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
文艺工作系列重要论述，牢记初心使命、坚持正确方向，聚焦文
艺精品创作，推动文化高质量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
生活新期待，更好发挥文艺在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
展形象上的积极作用。

黄坤明指出，文艺担负着为民族培根铸魂的重要作用。要
坚持思想性和艺术性相统一，以深厚家国情怀、高尚道德取向
点燃精神火炬、点亮人生理想，以真挚的情感、鲜活的形象、平
实优美的语言诠释伟大时代。要坚持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
化、讴歌真善美，深刻认识时代的丰富性、实践的多样性，在创
新创造上下功夫，用生动的艺术形象讲好精彩的中国故事，激
励人们拼搏奋斗、勇往直前。

黄坤明强调，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坚持
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引导广大创作者把作品作为立身之本、
立业之基，推出更多温润人心、文质兼美的佳作，让人们感受
美好、感触温暖、追求梦想。要把科学有效的组织引导与充分
调动创作者的积极性主动性有机结合起来，把更多优秀人才
集聚到文艺创作生产中来，形成精品力作竞相涌现的生动局
面。

黄坤明在第十五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表彰座谈会上强调聚焦文艺精品创作

更好满足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新期待

新华社北京 8 月 19 日电(记者周玮)聚焦第十五届精神文
明建设“五个一工程”获奖作品，涵盖电影、电视剧(片)、戏剧、广
播剧、歌曲、图书等门类的 73 部作品，充分反映了近年来全国文
艺产品创作生产的最新成果，描绘出新时代的精神图谱。

文艺吹响时代前进的号角。近年来，广大文艺工作者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
自觉承担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
传世之心打造传世之作，努力攀登艺术高峰，不断创作生产优秀
作品，坚定人民信心、振奋人民精神，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
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精神力量。

讴歌新时代，唱响主旋律传递正能量

歌曲《信仰》紧紧抓住梦想和信仰这两个新时代关键词，抒写
新时代梦想的长度、信仰的高度和祖国繁荣富强的美好蓝图；电
视纪录片《必由之路》回顾改革开放 40 年历程，深入阐述改革开
放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这一重大主题；电
视剧《换了人间》真实还原国共和谈、北平和平解放、抗美援朝等
一系列惊心动魄的历史事件，生动展示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
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奋斗历程；广播剧《大国工匠》展现了
新时代产业工人“精于工、匠于心、品于行”的工匠精神……

记录新时代、书写新时代、讴歌新时代，从当代中国的伟大
创造中发现创作主题、捕捉创新灵感，深刻反映我们这个时代的
历史巨变，弘扬中华儿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奋
斗精神——— 这是本届“五个一工程”获奖作品的鲜明品格。

用心用情用功抒写伟大时代，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
讴歌英雄，本届获奖作品大多围绕庆祝改革开放 40周年、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等重大节庆纪念
日、重大主题，涵盖现实题材、重大革命和历史题材、农村题材、
少儿题材等，唱响主旋律、传递正能量。
纪实文学《战上海》荣获本届“五个一工程”特别奖。上海人民

出版社社长、总编辑王为松说，在新中国成立 70周年之际，通过
《战上海》这本书，帮助读者重回 70 年前那个硝烟弥漫的上海战
场，重温共产党与人民群众同心同德的建设历程，就是为了充分展
现从“战上海”到“建上海”波澜壮阔的奋斗历程，充分反映从“旧世
界”到“新世界”翻天覆地的时代巨变，努力塑造从“武安邦”到“文治
国”的共产党人群像，就是为了秉持初心，坚守初心，锤炼初心，更
加凝聚起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砥砺奋进的民族品格。

一大批现实题材佳作立足现实、扎根大地，关注当代中国发
展进步和当代中国人精彩生活———

电影《十八洞村》取材于十八洞村的真实故事，通过村民在
脱贫过程中发生的观念以及生活方式的改变，用诗意的电影语
言描述当下乡村居民的内心世界，折射出时代变迁，被誉为“中
国‘脱贫奇迹’的真实写照”。纪录片《飞向月球》围绕人类对月球
的探索历程、中国探月工程取得的成就，尤其是嫦娥四号在月球
背面软着陆所蕴含的科学原理、科技创新等内容展开，深入挖掘
航天科学家的动人故事，展现中国航天人勇于探索、勇于超越的
精神风貌。话剧《塞罕长歌》讲述了塞罕坝三代务林人 55 年如一
日植树造林，将塞罕坝从荒漠变成森林的感人故事，生动诠释了
“牢记使命、艰苦创业、绿色发展”的塞罕坝精神。《海边春秋》《战
国红》《心无百姓莫为官——— 精准脱贫的下姜模式》《中国桥———
港珠澳大桥圆梦之路》等图书作品，聚焦生态文明建设、脱贫攻
坚、乡村振兴、“一带一路”建设、重大工程建设、培育时代新人等
时代主题，浓墨重彩反映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生的历史性变
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讲述精彩的中国故事。

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弘扬民族精神塑造中国形象

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
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不论多么宏大的创作，多么高的立
意追求，都必须从最真实的生活出发，从平凡中发现伟大，从质朴
中发现崇高，从而深刻提炼生活、生动表达生活、全景展现生活。

“学习习总书记讲话，内心非常振奋，对我的鼓励非常大。回
顾我这几十年的创作，特别是电视剧《右玉和她的县委书记们》
等荣获‘五个一工程’奖的作品，都是对生活有深入的了解、真实
的感受和深刻的认识。”编剧马连伦说。

电视剧《右玉和她的县委书记们》将右玉县干部群众近七十
年植树造林、改变环境、造福人民的奋斗史搬上荧屏，感动无数
观众。这部电视剧的创作过程，让马连伦感触很深：“前前后后去
了右玉无数趟，那里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我都非常熟悉。右玉
的春夏秋冬是什么样子、群众的衣食住行是什么样子、干部和群
众的关系是什么样子、他们春天怎么种树、秋天又怎么种树、各
种树木是怎么在黄沙里种活的等等，这些情况我通过不断去深
入生活都做了认真细致的了解和体验。”

自从 2018 年 12月首演以来，民族歌剧《沂蒙山》已演出
50多场，生动讲述沂蒙革命老区党政军民水乳交融、生死与
共的革命历史，让观众感悟红色精神、传承红色基因。

“沂蒙山，是人民军队胜利的靠山！沂蒙山，是军民同心的
不朽丰碑！”对于此剧导演黄定山和他的创作团队而言，这是
心怀敬意弘扬红色文化的创作过程，也是坚持民族歌剧守正
创新的成功实践：“我们在《沂蒙山》的创作中，重视向传统的
民族歌剧艺术学习，把歌剧艺术的根须深深地扎在民族文化
的沃土之中。剧组多次赴沂蒙老区采风和体验生活，深入了解
沂蒙故事、沂蒙精神、沂蒙风土人情、民歌民谣，感受传统戏曲
及民间音乐、表演的艺术魅力和浓浓的乡土气息。”

无论是展现哈萨克族牧民走向定居兴牧现代生活的电影
《远去的牧歌》，反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土地政策的积极变化
和社会巨大进步的滑稽戏《陈奂生的吃饭问题》，还是弘扬“塞
罕坝精神”的电视剧《最美的青春》，全景描写中国脱贫攻坚的
长篇报告文学作品《乡村国是》，这些满腔热忱为人民书写抒
情抒怀的优秀作品，高扬中国精神、中国价值，用文艺的力量
感召人鼓舞人。

《“事儿妈”宋小娥》是一部有趣、励志、温暖，听后让人深
思的儿童广播剧。“作为成人创作者，怎么才能写出一个鲜活
的属于孩子的故事？这是我们在创作中时刻在问自己的问题。
我们走进幼儿园，与孩子交朋友，知道了他们最爱玩的游戏、
最爱说的口头禅、最爱看的动画片，了解他们最讨厌什么、最
不希望大人干涉他们什么。”编剧潘海琳说，我们的戏立足于
童真童心这一命题之上，用真诚和真实拷问生活、表现社会，
表达人民对真善美的追求，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也是
文化自信的体现。

2018 年，著名作曲家王黎光赴贵州采风，有一个故事强烈
吸引了他，这就是“天眼”工程总工程师南仁东的事迹：“喀斯特
的山山水水、黔南的乡音乡情，与‘天眼’之光相辉映，形成了巨
大的冲击力，扑面而来地碰撞着我的内心世界，进而也激发和
释放了我的艺术创作能力，《心远天高》作曲过程一气呵成。”

“必须向人民学习、为人民服务才能做人民的艺术家，必
须五体投地地扑向生活：在融入对中华大地的触觉、对青山绿
水的视觉、对五谷丰登的味觉和对浓郁乡音的听觉中，形成文
化担当的自觉。”从十二届至十五届“五个一工程”奖蝉联获奖
的王黎光如是说，“艺术家从自我生活的灵性，到文化碰撞的
灵气，最终上升到国家时代的灵魂，从小我到大我，方能实现
‘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

潜心磨砺锻造精品，实现社会效益经济

效益双丰收

纪录片《如果国宝会说话》用文物讲文化，用文物梳理文
明，用文物定位时代坐标，以全新视角揭秘中华文物之美，生

动解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秦腔《王贵与李香香》以歌队、舞蹈
队来烘托气氛，巧妙运用信天游、花儿等民歌小调，音乐性和
表现力明显增强；《主角》《北上》《云中记》等文学作品富有历
史纵深感，展现出良好的精品特质和文学价值。

不少评委认为，本届获奖作品制作精致精良，艺术质量进
一步提升，生动讲述中国故事，着力弘扬传统文化，凸显了中
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2018 年，《红海行动》以 36 . 5 亿元票房成绩荣登春节档
电影票房冠军。“只要以真诚的创作态度，付出辛勤的汗水，主
旋律电影一样可以叫好又叫座。”主演张译说。

在张译看来，蛟龙突击队队长杨锐这个角色对演员的
要求不仅仅是演技，更重要的是信念的建立和军事素养的
体现。“感谢培养了我十年的军队，它赋予了我军人的风骨
和品格，也把军人的职责融入了我的血液。拍摄过程中，我
们更是亲眼见证了我国国防实力的强大。经历了半年的拍
摄，我们终于将植根于骨子里的国防自信，用精彩的故事传
递给了观众。”

精益求精、潜心磨砺、锻造精品，让《红海行动》成为军事
动作类型片的新标杆，也让电影《流浪地球》实现了国产科幻
大片的类型破冰。这是一个“愚公移山”的故事，不仅是人类自
救，而且是和地球一起逃离。《流浪地球》在海内外引发了一波
不小的观影热潮，成为对外文化传播中讲好中国故事的又一
个鲜活案例。

电视剧《大江大河》豆瓣评分 8 . 9分，这部为纪念改革开
放四十周年而创作的献礼剧，让带有历史质感和情感温度的
正剧占据观众注意力的中心；《那座城这家人》以“扎根生活”
的剧情、温暖治愈的情感、真实质朴的画风吸引了大家的关
注，有评论称其以“大情怀、大题材、大时代和真善美”诠释丰
富而深刻的精神内涵。

本届评选的一大特点是注重时代性和群众性，充分考虑
作品的社会认可度、群众喜爱度、网络传播度。特别是对既有
良好社会效益、社会价值，又在互联网平台点击率高，线上线
下均受到广大人民群众好评的作品，给予了重点关注。

纵观本届获奖作品，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更加突
出，影响力明显增强，较好实现了群众评价、专家评价和市场
检验相统一。《流浪地球》《红海行动》和《我不是药神》三部影
片的累计观影人次近 3 亿，票房合计达 114 亿元。歌曲《我们
都是追梦人》仅在抖音短视频平台，其相关视频播放量就达
74 . 6 亿次，歌曲《点赞新时代》入选国家体育总局全国广场舞
推广曲目，传唱度较高。

站在新时代的起点，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为决胜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实现中国梦而努力奋斗。我们相信，作为精神文化产
品创作生产的示范工程、响亮品牌，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
程”将在筑就文艺高峰的征途上，努力书写中华民族新史诗，
为党和人民继续前进提供强大精神激励。

描 绘 新 时 代 精 神 图 谱
第十五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获奖作品巡礼

（上接 1 版）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让农业更加
生机盎然，人们迈开了从温饱奔向小康的大步伐。

30多年前，在“农圣”贾思勰故里寿光市，三元朱村党
支部书记王乐义狠心拍板，铲掉青玉米、建起反季节“冬暖
式大棚”，从此寿光成为中国蔬菜产业高地。

蔬菜生产产业化的“寿光模式”、贸工农一体化的“诸城
模式”、农业产业化的“潍坊模式”、农村基层治理的“莱西经
验”……山东处处跃动着创新的音符，广袤的齐鲁大地成为
一片希望的田野。
进入新时代，科技为山东现代农业发展插上了持续腾飞

的翅膀。农业少了“土味”、农民少了“汗味”、农村多了“韵味”。
在青岛海水稻研发中心，专家将野生稻的耐盐碱基因

与现有优质稻种杂交，努力让一无用处的盐碱地成为稻穗
飘香的粮田；

在日照以东的黄海上，我国首座自主研制的大型全潜
式深海渔业养殖装备“深蓝 1 号”投付作业，可一次性养殖
30万尾三文鱼，叩开了“海上粮仓”的大门；
在潍坊，雷沃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开发的新型收割机，可

实时回传作业进度、机收价格等数据，形成了中国农民的
“收割机指数”……

东阿阿胶、德州扒鸡等传统农特产品历久弥新，烟台苹
果、日照绿茶等优质农产品成为山东闪亮的新名片。

与 70 年前相比，山东不仅更好地养活了更多的本省人
口，农产品出口份额还连续 19 年居全国第一。

党的十九大以来，山东积极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
展。以“棚二代”为代表的新农人勇立潮头，以“深蓝 1号”为代
表的远海养殖装备伴随新渔民耕海牧渔；农村厕所革命、乡
村田园综合体建设、山水林田湖草综合治理、陆海一体锻造
海洋强省，让农业更有干头、农村更有看头、农民更有奔头。

从白手起家到百业兴旺

山东区位优势独特，矿产资源丰富。但在新中国成立
前，山东为数不多的铁路、厂矿，曾长期被外国殖民者掌握。

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走上自主发展、自立自强
的道路，一批民族工业企业在齐鲁大地上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济南钢铁厂建起来了，中国重汽建起来了，胜利油田建

起来了……为了让中国人能穿上皮鞋，万华前身烟台合成
革厂也在 1978 年诞生。

从计划经济时代的政府办厂，到改革开放后的“下海”
创业，再到外资引进来、混合所有制蓬勃发展，各种所有制
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舞台上奏响了协奏曲。

张瑞敏挥动锤子砸掉不合格的冰箱，谭旭光将破产边
缘的潍柴做成全球柴油发动机佼佼者……靠着骨子里“闯
关东”的拼劲和踏实耐劳的品格，山东发展成为中国工业门
类最齐全的省份之一。

山东制造的“大国重器”，更是频频刷新“中国制造”的
天际线！

2017 年以来，“蓝鲸一号”钻井平台在烟台交付使用，
神威 E级超算原型机在济南部署，世界最大的无焊缝整体
不锈钢环形锻件在章丘轧制成功，时速 600 公里磁悬浮试
验样车在青岛下线……

工业引擎的持续高速运转，使山东省经济总量 40多年
来稳居全国前 3 名。从 2016 年起，第三产业在山东经济中
的占比超过第二产业，如今更是超过“半壁江山”。

转变的背后，是山东省顺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
的结果，“一业一策”为 20多个服务业行业制定转型升级方
案；医养健康、文化创意、精品旅游、现代金融服务等现代服
务业被山东省列入重点发展的十大产业，山东第三产业迎
来快速发展。

今年春节档期，拍摄自青岛灵山湾影视文化产业区的
电影《流浪地球》《疯狂的外星人》，实现了票房“霸榜”。山东
省正大力扶持灵山湾影视文化产业区，打造影视工业化生
产体系完备、科技含量高的世界级影视产业基地。

从“白手起家”到产业门类齐全，从鼎力发展工业到服
务业快速“超车”，曾经“一穷二白”的山东，人均 GDP 前年
已超过 1万美元……

回首来时路，日月换新天！

从高起点出发塑造开放新山东

2019 年 8月 6日，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在青岛挂
牌成立，7个沿海港口进入一体化发展的新阶段。

作为沿海港口年吞吐量超过 16 亿吨的港口大省，山东
省提出，把港口作为陆海统筹、走向世界的重要支点。

这是山东省在新起点上转变发展方式、寻求自我革新
的一声冲锋号！

产业门类齐全而聚集度不足、产值突出却附加值不高、
紧邻日韩但外向性不强……补短板、强弱项，山东提出了包
括海洋强省建设、乡村振兴、新旧动能转换、对外开放高地
建设等在内的“八大战略”。

制度供给的破旧立新，为迈向高质量发展清扫障碍。
2018 年以来，山东围绕深化机构改革、资源要素市场

化配置等重点领域，出台了“实体经济 45 条”“民营经济 35
条”等富含“真金白金”的政策，源源不断地为企业逢山开
路、遇水搭桥。

作为市场的主体，企业在新技术、新模式、新产品等方
面的突破，让“高质量发展”的脉络变得清晰。
经过 7年自主创新，歌尔股份有限公司突破MEMS传声

器芯片设计关键技术，声学传感器广泛应用到诸多国际品牌
手机厂商的主流产品上，MEMS传声器年销量超过 10亿只。

“紧抓‘美丽经济’机遇、调整产业布局，上半年公司总营
收增长了近 4 5 % ，其中功能性护肤消费品就增长了
122%。”华熙生物有限公司负责人说。

更加开放的全球资源配置，正为山东的动能转换凝聚
合力。

“哪里有人才、有技术、有市场，我们就去哪里！”中国柴
油发动机领军企业潍柴集团董事长谭旭光介绍，近年潍柴
在海外连续收购了德国凯傲、意大利法拉帝等一批企业，并
在俄罗斯、印度等国建厂。

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
去年 6 月，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令世人瞩目。一年

来，山东持续放大“峰会效应”，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
强化与世界各国的经贸和人文往来。

目前，山东已形成了东连日韩、西接中亚及欧洲的国际
海陆大通道，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地方经贸合作示范区启
用，中德生态园、中韩(烟台、威海)产业园示范区层次提升
工作正在进行……
拓展全面开放“大市场”、搭建中日韩合作“大平台”、开辟

互联互惠“大通道”，一个中国北方的开放新高地正在隆起！
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
在奋斗新时代的征程上，在齐鲁大地焕发蓬勃生机、新

动能不断形成之际，1 亿多山东儿女秉持新时代的“挑山
工”精神，努力打造“走在前列”的新山东。

新华社济南 8 月 19 日电

（上接 1 版）在吴思康看来，除了全国领先的经济实力，深圳
在市场化、国际化、法治化等多方面都处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先行地位，这也是中央把深圳设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
区的重要原因。

“多年来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让市
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在深圳，华为、腾讯、大疆、比亚
迪、恒大、平安、招商等都是民营和股份制的成功案例。”宋丁说，
深圳实施高品质服务和监督的职能，在市场失灵的时候起到了
有效纠偏的作用。

今年初，《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正式推出。宋丁说，
这意味着我国将在更高层次上实施深度改革、扩大开放，大湾区
无疑是国家未来创新发展的重要试验场，它的启动发展急需更
加务实、稳健、能干的引擎带动，深圳符合这个角色定位。

“未来粤港澳大湾区的合作，并不只是深圳向港澳看齐。过
去我们是从港澳地区找项目、找资金，未来可能是他们的资金项
目主动找深圳合作。”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所副所长白明

说。

新征程：从创新之都迈向全球标杆城市

到 2025 年，深圳经济实力、发展质量跻身全球城市前列，
建成现代化国际化创新型城市；到 2035 年，建成具有全球影
响力的创新创业创意之都，成为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的城市范例；到本世纪中叶，深圳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
世界先进城市之林，成为竞争力、创新力、影响力卓著的全球
标杆城市……

意见描绘的城市发展宏伟蓝图，令人振奋，开启了深圳奋
进的新征程。不少专家认为，从经济总量超过 2万亿元，深圳
已经拿到了“全球城市”的入场券，但距离“全球标杆城市”，还
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郭万达表示，“全球城
市”指的是在全球政治、经济等社会活动中处于重要地位并具

有主导作用和辐射带动能力的国际大都市，它们吞吐着全球
的人才、资金和信息，在国际金融、科技、文化等领域有着广泛
话语权。“近年来，深圳在民生、法治、生态等方面做了大量的
工作，但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重要的是突破瓶颈。”比如，深
圳的教育、医疗等民生事业底子薄、基础差、发展起步晚，为了
补课，深圳一方面加大了财政投入，新办学校和医院，另一方
面也向全球教育和医疗人才抛出橄榄枝。

“先行示范区责任重大，这些短板必须以极大的魄力进行
补足。”深圳市委党校副校长谭刚说，“从‘秒批’到‘最多跑一
次’，深圳近年来不断推进优化营商环境的改革，不断迈进国
际先进地区行列。”

改革开放再出发，勇当尖兵谱新篇。“秉承改革尖兵的初
心，我们要以昂扬的精神状态推动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
吴思康说。

(记者周科、孙飞、李晓玲、王丰、印朋)
新华社深圳 8 月 19 日电

歌曲《 信仰》紧紧抓住

梦 想 和 信 仰 这 两 个 新 时 代

关键词 ，抒写新时代梦想的

长度 、信仰的高度和祖国繁

荣富强的美好蓝图 。《 点赞

新时代》入选国家体育总局

全国广场舞推广曲目 ，传唱

度较高

电视剧《右玉和她的县委书
记们》将右玉县干部群众近七十
年植树造林、改变环境、造福人
民的奋斗史搬上荧屏，感动无数
观众

《那座城这家人》以“扎
根生活”的剧情 、温暖治愈的
情感 、真实质朴的画风吸引
了大家的关注

《红海行动》成为军事动

作类型片的新标杆，《流浪地

球》实现了国产科幻大片的类

型破冰

《流浪地球》《红海行动》

和《我不是药神》三部影片的

累计观影人次近 3 亿，票房合

计达 114 亿元

《海边春秋》《战国红》《心

无百姓莫为官——— 精准脱贫的

下姜模式》《中国桥——— 港珠澳

大桥圆梦之路》等图书作品，浓

墨重彩反映新时代党和国家事

业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取得的

历史性成就，讲述精彩的中国

故事

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弘扬民族精神

塑造中国形象
讴歌新时代，唱响主旋律传递正能量

关注当代中国发展进步和当代中国

人精彩生活

潜心磨砺锻造精品，实现社会效益

经济效益双丰收

看今朝齐风鲁韵

七十载芳华正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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