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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赵超、安蓓

70 年风雨兼程，70 年沧桑巨变。
9 月 23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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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展览馆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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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个五年规划和计划，

70 年非凡成就

在展馆的时光隧道中，十几块橙红
色主题展板，对每隔 5 年的经济社会发
展成就进行集中展示。

从“一五”计划时期首次大规模、有
重点进行工业建设，到“五五”计划时期
改革开放大幕拉开；从“计划”向“规划”
转变的“十一五”规划，到指向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的“十三五”规划……

如同一把时间标尺，新中国成立以
来的 13 个五年规划和计划，刻录着 70
年非凡成就背后的艰辛与辉煌。

70 年，探索一条道路。
成就展中，有一张 156 项重点工程

的行业分布图，绝大多数工程集中在重
工业领域，其中煤炭、电力、机械工程占
比最高。这 156 项重点工程，是“一五”计
划时期苏联援建的。

正在推进的“十三五”规划中，有
165 项重大工程项目。从深海空间站到
量子通信、从 5G 到高速铁路，这些工程
项目凸显战略性和牵引性，代表着世界
科技发展和产业变革方向。

两个五年，两组重大工程，折射的是
一个国家发生的历史性变革。

70 年前的中国，一穷二白，摆在面
前的，是一个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何
走向现代化的时代课题。

70 年后的中国，高高举起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探索出一条发展中
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光辉道路。

70 年，见证融入世界。
展馆中，历年广交会会场图片在视

频中循环播放。
1957 年 4 月，首届中国出口商品交

易会在广州开幕，新中国冲破西方经济
封锁和政治孤立，打开通向世界的窗口。
从此，全球市场得以见证中国制造的巨
大潜力。

61 年后，上海，全球首个以进口为
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拉开帷幕，让世界惊
叹于中国市场的强大活力。

进出之间，凸显 70 年中国与世界的
深度互动。

1971 年 10 月，第二十六届联合国
大会以压倒多数的票数恢复中华人民共
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

2001 年 11 月，在卡塔尔首都多哈
举行的世界贸易组织第四届部长级会议
通过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决定；

2013 年 3 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演讲，首次在国
际场合提出“命运共同体”理念。

一个个高光时刻，一个个历史瞬间，
见证一个古老的东方大国从封闭走向开
放，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正日益走近世
界舞台的中央。

走出时光隧道，成就展将观众引向
一艘在蓝天碧海中搏击的航船。片片风
帆扬起，点亮中国迈向富强、民主、文明、

和谐、美丽伟大征程中的 60 个关键指
标，以“数读”形式呈现 70 年发展成就。

70 年峥嵘岁月，从屹立东方到改革
开放，再到走向复兴，中国航船奋发
向前。

150 个第一，70 年创新突破

如果说成就展是一条淌过 70 年的
时间长河，其中标示的 150 个“新中国第
一”就是这条长河中的颗颗珍珠。

150 个第一，勾勒出一个传统农业
国家迈向制造大国，进而向制造强国进
发的光辉历程——

轿车，部件多、生产链条长。能否造
出自己的轿车，是一国制造业水平的重
要体现。

1958 年，第一辆“红旗”牌轿车研制
成功，为新中国工业发展写下新的注脚。

今天的中国，已拥有联合国产业分
类中全部工业门类，汽车、手机、电视机、
煤炭、钢铁等 200 多种主要工业品产量
位居世界第一，成为全球工业第一大国、
制造业第一大国。

进入新时代，“第一”的含金量越来
越高：

2013 年 12 月，世界最大矩形盾构
机研制成功；2017 年 5 月，我国自主研
制的首款大型客机 C919 首飞成功；
2017 年 6 月，复兴号动车组投入运营；
2 0 1 8 年 4 月，世界最薄触控玻璃量
产……

当前，中国已跻身全球创新指数 20强
行列，中国经济正加快质量变革、效率变
革、动力变革，向高质量发展不断迈进。

150 个第一，记录一个发展中大国
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从瓶颈制约成为优
势支撑的不凡进程——

150 个第一中的“第一”，是 1951 年
10 月官厅水库开工建设。这是新中国成
立后建设的第一座大型水库。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各领域薄弱

的基础设施对国民经济发展、人民生活
水平提升的制约十分明显。

今天的中国，高速铁路、高速公路营
业里程均位居世界第一，一日千里已不
是梦想；光纤宽带成家庭标配，网民规模
世界第一；能源、水利、通信、交通，网络
覆盖之广、通达之深，令世界惊叹……

人才、物资、信息、资金等要素在不
同区域之间、在经济全球化的舞台上自
由流动，“流动中国”释放出活力奇迹。

150 个第一，见证一个文明古国向
创新大国跃升的决心和步伐——

成就展上，两张图片令人驻足，一张
是 1978 年 3 月，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开
幕；一张是 2016 年 5 月，科技界最高规
格的三大会议首次同步召开，提出建设
世界科技强国的目标。

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到“创新
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从科教兴国战略
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70年来，科技“集结
号”每一次吹响，都释放出强大动能。

细心的观众发现，从新中国建设的
第一条铁路建成通车、第一台蒸汽机车
下线投用、成功冶炼第一炉不锈钢，到中
国科学家第一次发现青蒿素、“神威·太
湖之光”夺得世界超算冠军、世界最大单
口径射电望远镜落成启动、“墨子号”发
射成功……从新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个
“第一”，到全球科技领域一个个“第一”，
一个创新大国正在崛起。

2019 年 1 月，中国成为世界第一个
月背着陆和巡视探测的国家。这是成就
展展示的 150 个第一中的最后一个“第
一”。但人们相信，更多的“第一”还会接
连不断地被创造出来。

4 个家庭场景，70 年民

生变迁

成就展通过还原不同年代的家庭场
景，让人们回到往昔，看到现在，畅想未
来——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 50 年代，一间乡
村婚房里，一张土炕、一盏煤油灯、两三
件简单家具，几乎就是全部家当。

改革开放后的 80年代，一户城市家庭
内，电视、冰箱、电风扇、缝纫机成了“标配”。

进入新时代，走进普通的安居住宅，
宽敞的客厅，齐备的家具电器，透出幸福
生活。

不远的将来，人工智能走进千家万
户，智慧家居会让生活更加舒适便利。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国家走向
强盛的背后，是亿万人民命运的改变、生
活的变迁。

70 年，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矢志不
渝——

成就展上，展出了一张 1979 年 12
月邓小平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的照
片。那次会见，首次提出“小康”目标。

以此为起点，成就展充分展示了中
国人民从生存走向发展的小康之路。特
别是党的十八大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后，成就展标注了首次提出精准扶贫、在
全国范围内开展贫困人口建档立卡工
作、设立扶贫日、建立贫困退出机制等一
个个重要节点。

40 年后，中国贫困发生率下降至
1 . 7%，脱贫攻坚战进入决胜阶段，全面
小康已近在咫尺。

70 年，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
以贯之——

“赤脚医生”的医药箱，“的确良”做成
的衣服……成就展上，一个个老物件在唤
起人们记忆的同时，也通过生活变化的对
比，为人民至上的理念写下温暖的注脚。

通过成就展可以看到，从赤脚医生
到全科医生，从消灭血吸虫病到攻坚慢
性病，中国人均预期寿命翻了一倍多；从
恢复高考的场景到实施“985”工程的图
表，中国正走向高等教育普及化；从实行
双休日到启动 7 天长假，从开放中国公
民出境游到出国手续简化，中国人有了
说走就走的便利。

一张张照片展现的笑脸、一件件实
物承载的历史、一个个图表彰显的变化，
无不印证着中国共产党人念兹在兹的为
民情怀，无不体现着人民群众不断增强
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70 年，“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
奋斗目标愈加鲜明——

成就展开幕当天正值第二个中国农民
丰收节，展览现场用充足的粮仓、饱满的果
实布置了丰收场面，表现了广大农民五谷

丰登、国泰民安的美好期待。
从推动“四好农村路”建设到农村

环境治理，从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农民越来
越美好的生活成为党的十八大以来改
善和发展民生的生动例证。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
加快发展职业教育让每个人都有

人生出彩的机会，抓厕所革命提升旅
游业品质，推行垃圾分类改善生活环
境……成就展展示的一件件民生实
事，瞄准的是短板，解决的是痛点，体
现的是担当。

一个国家以人民作为发展的价值
尺度，一个政党把为人民服务庄严地
写进党章，必然凝聚起最大的共识，激
发最强的力量，共同书写壮丽史诗。

7 面英模墙，70 年奋斗足迹

从时传祥到郭明义，从焦裕禄到
廖俊波，从蒋筑英到黄大年，从杨善洲
到张富清…… 70 年，一个个闪亮的名
字镌刻在新中国的年轮上，浸透在民
族精神的血脉里。

国家繁荣，离不开人民的奋斗；民
族强盛，离不开精神的支撑。

成就展以年代为序，设置了 7 面
人物墙，集中展现新中国发展建设进
程中不断涌现的英雄模范。

曾记否，铁人精神点燃发愤图强
的激情岁月。

成就展还原了大庆石油工人王进
喜带领 1205钻井队，在冰天雪地中艰
难推动贝乌 40 型钻机绞车的场景。

新中国成立初期，石油资源匮乏，
工业基础薄弱。在松辽石油大会战中，
王进喜喊出“宁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
要拿下大油田”的豪迈誓言。中国工人
靠着实干苦干，在 1965 年底甩掉了贫
油帽子，建立起石油工业基础。

今天的中国，正向制造强国进军。
成就展同时展现了高凤林、鲁宏勋等
大国工匠的风采。从王进喜到大国工
匠，时代曾赋予产业工人以重任，时代
也必将赋予产业工作以新的荣光。

曾记否，红旗渠精神激励中国人

民攻坚克难。
四个人，身穿厚厚的棉衣，一锤一

锤开凿岩石，脖子上的毛巾已满是汗
水，脸上却带着笑容。成就展上，栩栩如
生的人物蜡像，把人们带入建设红旗渠
的火热现场。

上世纪 60 年代，河南省林县干旱
缺水，极度贫困。林县人民发扬自力更
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用最普通的工具
劈开太行山的重峦叠嶂，把漳河水引入
林县，建成了人工天河。

在成就展上还可以看到，同样的年
代，塞罕坝人在莽莽荒漠上默默奉献，
建成了面积达 100 多万亩的世界最大
人工林。

70 年，中国人民始终保持和发扬
着奋斗精神。“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
这是今天中国人民向着“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迈进最有力的动员令。

曾记否，女排精神发出顽强拼搏的
时代强音。

成就展展出的一座奖杯引人注目，
它是第三届世界杯女子排球赛中国女
排获得的冠军纪念杯。

1981 年，改革开放刚刚起步，正需
要汇聚共识、振奋精神。这年 11 月，中
国女排第一次夺得世界杯冠军，随后又
创下五连冠的奇迹。“学习女排，振兴中
华”鼓励着无数人投入改革开放大潮。

从获得第一枚奥运会金牌到实现
冬奥会金牌零的突破，从成功举办第 29
届夏季奥运会到即将举办第 24 届冬奥
会……跟随成就展的展示，可以读出体
育所承载的梦想、传承的精神。

成就展上，精神印记随处可见：一
本翻开的雷锋日记写道“我是党的儿
子，人民的勤务员”；一处叫“地窝子”的
场景呈现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创业
艰辛；抗击“非典”疫情、汶川特大地震
抗震救灾的一幅幅图片表明中国人民
有足够信心底气战胜任何困难挑
战……

70 年，天翻地覆慨而慷！面向未
来，中国人民必将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
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继续朝着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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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春潮激荡九州，亿万人民同心
筑梦。

截至 9 月 22 日，文献专题片《我们
走在大路上》已经连续播出 14集。该片
倾情呈现了 70 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全
国各族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
革中不懈奋斗谱写的壮丽史诗，充分展
现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
的伟大飞跃，在全国范围引发了追片热
潮和热烈反响。

专题片第 8集《伟大转折》聚焦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从恢复高考、召开全国
科学大会、实施改革开放等方面展现了
这段波澜壮阔、激荡人心的历史时刻。

“辉煌的成就让人无比自豪，感人故
事更是催人奋进、让人热血沸腾，还有不
少历史镜头频频唤醒我们尘封的记忆，
将我们的思绪带回那段激情燃烧的岁
月。”陕西省西安市纪委派驻市外侨办纪
检组副组长袁战鸿表示，在过去与现在
的对比中清楚感受到，没有共产党就没

有新中国，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社会主
义的快速发展、伟大祖国的日益壮大和
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袁战鸿表示，作为一名党的纪检干
部，要以永远在路上的执着和韧劲，敢于
监督、善于监督，捍卫来之不易的美好生
活，用激浊扬清的实际成效向新中国成
立 70 周年献礼。

“作为一名党史工作者，自己将进一
步创新党史研究方式方法和资政育人形
式载体，为构建红色文化精神高地，促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吉林省委党史
研究室抗联研究处干部孙太志谈到，在认
真收看了《我们走在大路上》专题片后，对
党史研究工作有了更加深入的理解。

“从《新中国诞生》到《艰辛探索》，从
《突破重围》到《民为邦本》，已经播放的
14集，每集都让我热血沸腾、热泪盈眶。
我深刻感受到中国前进的不易，也为祖
国日益富强感到振奋！”陕西建设机械股

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杨宏军激
动地告诉记者。

杨宏军表示，将继续秉承国企的使
命和担当，以继续优化产业结构为主线，
提品质、扩产能，为实现从“中国制造”到
“中国创造”添砖加瓦。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少年强，则国
强。”吉林省长春市绿园区艺凡艺术教育
培训学校校长张超凡说，当专题片播放
到“我要读书”的组照中那双渴望读书的
大眼睛时，深刻感受到国家教育事业的
蓬勃发展。

“专题片里带有鲜明时代特征的建设
精神、奋斗精神通过电视语言叙述，有一
种跨越时空的精神感召。” 上海大学党
委宣传部副部长吴铭谈到自己作为高校
教育工作者，将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感召和激励新时代大学生，一起走好新时
代长征路，“以青春之我，奋斗之我，为民
族复兴铺路架桥，为祖国建设添砖加瓦”。

“《七子之歌》朴实无华，却反映了近代

中国遭受的苦痛，咏唱出追求统一大业的
呐喊。”山东大学学生李思琪讲述自己看完
专题片第 11集《统一大业》后，心绪难平。

李思琪说，祖国的强盛与每个人的努
力都息息相关，当代大学生既有着光明的
前途，更有着艰巨的责任。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需要一代代青年人接续奋斗。

“奥运圣火点燃，青藏铁路通车，三
峡大坝建成，神舟飞船升空，我看得心潮
澎湃、热血沸腾。”吉林大学新闻与传播
学院 2016级本科生解丛安谈起自己收
看专题片的感受。

解丛安曾在吉林大学原创话剧《黄
大年》中饰演黄大年。为了更好展现“心
有大我，至诚报国”的黄大年精神，他辗
转广西、北京、长春等地采风，从创作剧
本、排练到首演历时一年时间。“作为一
名青年学生，我将不辱使命，努力学习，
刻苦钻研，至诚报国。”解丛安说。

（记者余俊杰、萧海川、赵丹丹、许东远、
李浩） 新华社北京 9 月 23 日电

深化改革永葆初心 继往开来逐梦前行
文献专题片《我们走在大路上》引起社会各界热烈反响

大型文献专题片《我们走
在大路上》陆续上线，全网热
播，社会各界反响愈发热烈。

风起云天，潮涌东方。以
1978 年为起点，改革之风从
农村而起 ，开放之门从特区
打开 。中国在困顿中踏上改
革开放之路 ，又在接续奋斗
中不断探索向前。“个体户”

出现 ，“企业家”兴起 ，“大众
创 业 、万 众 创 新 ”千 帆 竞
发……越来越多的人走出命
运的方寸之地 ，把人生掌握
在自己手里 。个体的力量充
分 激 发 、国 家 的 活 力 不 断
增强。

从改革春潮到中国速度，
从沿海开放到全方位开放。不
断深化的自我革命历程，成就
了一段波澜壮阔的东方传奇，
走出了一条通往民族复兴的中
国道路。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
人民，用一个又一个领域的接
续突破，用一次又一次国家综合国力
和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升，坚定了
全国人民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
自信。

如果将改革开放奔腾不息的伟大

进程，放到民族复兴的征程中
来看，这一世界上“最复杂”“最
成功”的伟大变革，也有清晰的
历史轨迹。我们党把马克思主
义基本原理同中国改革开放的
具体实践结合起来，鼓励探索，
倡导创造，敢为人先，将人民的
发展和国家的振兴紧紧相连，
将国家的振兴和世界的进步紧
紧相连，使中国的发展迅速地
赶上了时代，迎来了中华民族
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的
伟大飞跃。

东方风来满眼春。新时代
的改革开放，将进一步打开每
一个人的成长空间和梦想空
间。让我们共同携手，在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指引下，用近 14 亿人的激情、
梦想和奋斗点亮中华民族的历
史星空，再造辉煌。

（记者姜伟超）
新华社北京 9 月 23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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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23 日，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克强、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等在北京展览馆参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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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记者鞠鹏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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