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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年时光流影，70 行见证发
展——

行业在变迁，不变的是中国
人在平凡岗位上的不懈奋斗。脚
踏实地走向梦想的劳动者，是新
中国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守护者。

每一个中国人，每一点平凡
的努力，成就了不平凡的自己，也
成就了不平凡的中国。来自国家
统计局的数据显示，1952 年，我
国国内生产总值仅为 679 亿元。
2018 年，中国经济总量跨过 90
万亿元大关。70 年来，中国从封
闭落后迈向开放进步，从温饱不
足迈向全面小康，从积贫积弱迈
向繁荣富强，创造了人类发展史
上的伟大奇迹。

▲上图为 1951 年，北京市邮政管理局的三名
女邮递员一早准备出发工作（新华社记者牛畏予
摄）；下图为 2019 年 6 月 26 日，北京市前门石头胡
同顺丰快递点快递小哥刘阔驾驶电动车出发送快
递（新华社记者鞠焕宗摄）。

过去，邮递员大多骑着一辆绿色加重自行
车，一天可派送近百封平信。近年来，随着电子
通信设备的日益完善和电商的发展，传送家书的
平信少了，快递包裹越来越多。如今，在派送高
峰期，一名快递员用快递三轮车一天可派送数百
件包裹。

▲上图为 1963 年，浙江杭州云裳丝织厂技术人员
在调试更新设备（新华社记者章耕辛摄）；下图为 2019
年 6 月 12 日，工人钱琴姝在江苏苏州市吴江区盛泽镇
江苏华佳丝绸股份有限公司车间进行络丝作业（新华
社记者李响摄）。

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使用自制的铁木丝织机，发
展到如今使用剑杆织机、喷气喷水织机等设备，技术的
改良提升了纺织工人的工作效率。一些纺织企业在
智能制造的助力下，实现生产工序的自动化、数字化，
降低了纺织工人的劳动强度。

▲上图为 1958 年拍摄的第一汽车制造厂（资料
照片）。这里生产了第一批红旗轿车；下图为 2019 年
4 月 9 日，在一汽红旗总装车间内，职工在对生产的
红旗轿车进行静检作业（新华社记者许畅摄）。

60 多年前，新中国汽车工业百废待兴，老一
辈汽车人和建设者来到长春创立第一汽车制造厂

（现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开启了我国汽
车工业的发展大幕。如今，新一代“汽车人”正在不
断精进技艺，缩小与世界最高水平的差距，努力踏
上自主品牌振兴之路。

▲上图为 1958 年，在湖北恩施，农民将采摘后
的鲜叶进行萎凋处理（新华社记者李德义摄）；下图
为 2018 年 4 月 11 日，福建武夷山市桐木村茶农、福
建省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正山小种红茶
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江元勋（右二）指导当地茶农
制作红茶（新华社记者张国俊摄）。

桐木村茶农江元勋介绍，过去由于生产经营模式落
后，产品销路不畅，茶农收入低。如今，茶叶形成了规模
化、产业化生产，传统工艺不断改良，茶叶生产已成为当
地支柱产业。

▲上图为 1962 年，山西太原林香斋饭店的厨

师匡茂彩端出一盘新做的糖醋鱼（新华社记者花皑

摄）；下图为 2019 年 6 月 6 日，在山西太原林香斋

饭店，厨师张澜在给糖醋鱼浇汁（新华社记者詹彦

摄）。

张澜说，现在从事烹饪工作，相比以前食材更丰

富，厨房设备更先进，食品卫生与安全方面的要求也

更加严格。他希望自己和同事们能在继承传统烹饪

技艺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做出与时俱进的菜品，让更

多的顾客认可。

▲上图为上世纪 90 年代的长春客车厂载客
列车装配生产线（资料照片）；下图为 2019 年 6 月
20 日，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中车长
客）工人唐建坤（前）在中车长客高速动车组制造
中心检查“复兴号”动车组列车底部电气系统（新
华社记者张楠摄）。

从“绿皮车”到“复兴号”高铁，从时速 80 公里到
时速 350 公里，中国高铁已成为中国的一张闪亮名
片，工作在列车生产线上的劳动者们见证了中国高
铁告别跟跑者历史、驶向领跑者位置的新征程。

▲上图为 1949 年 10 月 8 日，黑龙江讷河农民
在秋收（新华社记者王纯德摄）；下图为 2019 年 5 月
31 日，在山东省济宁市嘉祥县仲山镇，雷沃重工股
份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在遥控指挥自动驾驶收割机作
业（新华社记者郭绪雷摄）。如今，无人驾驶收割机安
装了自动驾驶系统，可以实现高精准定位，自动路径
规划和无人驾驶行进。

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人工收割，到智能化、自
动化收割，技术的进步正在把农民从艰苦的田间劳
动逐步解放出来。

▲上图为 1962 年，黑龙江红色草原牧场星
火牛场第二生产队饲养员王德成拿着奶瓶喂刚
生下 4 天的犊牛（新华社记者胡伟摄）；下图为
2019 年 7 月 10 日，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红星有机
森林牧场的牛舍内，工作人员张德玉在检查奶牛
身体情况（新华社记者王建威摄）。

过去奶牛都是单头饲养，吃的是玉米秸秆，产
奶量也比较低。近年来，我国涌现出一批大型乳
企，现代化养殖不仅使产奶量增加，奶的品质也越
来越好。2018 年，全国牛奶产量达 3075 万吨。

▲上图为 1950 年，辽宁鞍山职工医院医务人

员在为婴儿称体重（新华社记者王纯德摄）；下图为

2019 年 7 月 19 日，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内蒙古自

治区人民医院新生儿科护士长杨晓玲（右）和同事

用多功能保温箱为婴儿称体重（新华社记者彭源

摄）。

新中国新生儿医疗护理水平取得巨大进步，新

生儿科医务工作人员的工作条件也发生了巨大的变

化。在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新生儿科设置新生儿

重症监护病区，并配置进口呼吸机、辐射抢救台、封

闭式婴儿培养箱等先进设备。

▲上图为 1960 年，一名交警在北京市东长安
街执勤（新华社记者黄景达摄）；下图为 2019 年 6
月 26 日，北京市交管局中心区支队二中队交警仁
俊汉在东长安街指挥路面交通（新华社记者张晨霖
摄）。

过去，交通警察在交通岗亭执勤，控制信号灯
要靠手扳。只要有车走，交警的手就不能停。如今，
交通管理手段不断朝着数字化、智能化、现代化发
展，交警可以通过大数据判断车流量，用手中的遥
控器控制信号灯。同时，随着我国机动车数量与日
俱增，他们的工作强度比以往更大。无论刮风、下
雨、烈日、严寒，从清晨到黄昏，甚至在深夜，都能看
到交警执勤的身影。

▲上图为 1958 年，在苏联的技术援助下
我国试制成功我国第一台通用电子计算
机——“八一”型电子计算机。这是工作人员
在观察运行工作中的通用电子计算机（新华
社记者李基禄摄）；下图为 2019 年 4 月 24
日，在国家超级计算天津中心“天河三号”原
型机机房内，该中心应用研发部部长孟祥飞

（左）和同事巡查（新华社记者李然摄）。
在 2019 年发布的新一期全球超级计算

机 500 强榜单上，中国超算上榜数量蝉联
第一。

▲上图为 1952 年，在湖南醴陵，司法工

作人员（左）将结婚证递给白兔潭村村民全裕

盛（中）和孙桂华（新华社记者毛松友摄）；下

图为 2019 年 6 月 25 日，在湖南醴陵，民政局

工作人员宋宛真（左）将结婚证递给前来登记

的新人刘亮（右）和范灵芝（新华社记者薛宇

舸摄）。

据醴陵民政局工作人员介绍，现在婚姻登

记使用实时在线登记系统，更加科学、规范、

便民。

▲上图为 1987 年，上海市南京美发公司特级
理发师张学明（左二）和同事在为两名女士设计发
型（新华社记者柳中央摄）；下图为 2019 年 7 月
26 日，在上海市南京美发公司，发型师李德中在
为客户整理发型（新华社记者丁汀摄）。

李德中告诉记者，上海市南京美发公司是一家
拥有 87 年历史的老店，靠着良好的口碑和品牌形象
走到今天，店中老师傅最长的已在此工作 43 年。现
在，年轻的发型师在老师傅的言传身教下，在保留过
硬基本功的同时更加注重潮流元素，借助先进的美
发设备，为顾客设计出更时尚的发型。

▲上图为 1954 年，在帕米尔高原上的新疆乌
恰县，一位牧区医疗小组的医务人员被柯尔克孜
族牧民妇女们请到家里去看病（新华社记者王平
摄）；下图为 2019 年 7 月 7 日，新疆塔什库尔干塔
吉克自治县达布达尔乡热斯喀木村村医发尔亚
特·塔西白克（右三）与来自乡卫生院的医务人员
来到热斯喀木村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出诊（新华
社记者胡虎虎摄）。

从过去骑着马深入大山牧场巡诊，到现在定期
前往集中居住点上门服务；从过去几种简单的常备
药，到如今种类丰富的各类药品……新疆牧区的医
疗条件和水平大幅提升。

▲上图为 1964 年，在河北省坝县（今霸州市）
的一所耕读小学，青年教师高香兰在给学生们上
语文课（新华社记者梁一丁摄）；下图为 2019 年 7
月 2 日，在河北省清河县连庄小学，老师潘海丽用
电子黑板为三年级学生上语文课（新华社记者朱
旭东摄）。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我国乡村小学教学环境
和条件较新中国成立初期有了明显改善，上课方
式日趋多样化和现代化。同时，我国乡村小学教师
的学历结构不断优化，社会地位不断提升，乡村教
师教学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乡村教育事业得到
了迅速发展。

▲上图为 1959 年，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

交通局第二汽车运输队的女司机坐在车中（资料照

片）；下图为 2019 年 7 月 5 日，在贵州三都水族自治

县，女司机万兴丽坐在车中（新华社记者欧东衢摄）。

万兴丽的驾龄已有 20 年，她现在是三都交通

运输公司的一名司机，驾驶从高铁站到三都的班

车。万兴丽告诉记者，20 年前贵州山高路远，司机

职业非常辛苦，专职女司机非常少。近年来，随着

贵州“县县通高速”，道路条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

变化，专职女司机逐渐增多，开车再也不是一件

“苦差事”。

▲上图为 1982 年，铁道兵第八师指战员在
引滦入津工程隧道施工中人工装运石渣；下图
为 2019 年 5 月 25 日，中铁十八局集团有限公
司（原铁道兵第八师）的建设者在玉磨铁路大尖
山隧道中施工（新华社记者杨宗友摄）。

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是一支从战火中
诞生、修路中成长的铁道工程部队。1984 年
兵改工后，这支筑路队伍生活和战斗在最艰
苦的地方，他们的工作也从以前落后的施工
作业发展到现在的机械化作业和科学管理，
实现了质的飞跃。

▲上图为 1984 年，原四川省平武县林业局
助理工程师钟肇敏（左）给野生大熊猫幼崽“龙
龙”喂食（新华社记者金勖琪摄）；下图为 2019
年 5 月 26 日，在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卧龙
神树坪基地，饲养员在照顾“熊猫幼儿园”内的
大熊猫（新华社记者薛玉斌摄）。

2016 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将大熊猫从“濒
危”物种调整为“易危”物种。如今，中国大熊猫保
护工作者不仅攻克了圈养大熊猫人工繁育“发情
难”“配种受孕难”“育幼成活难”三大难题，还在不
断增加大熊猫野化放归数量。

▲上图为 1997 年，摄影记者在上海市八运会曲
棍球场上使用胶片相机和长焦镜头拍摄（新华社记
者焦卫平摄）；下图为 2017 年 8 月 11 日，新华社摄
影记者在山东青岛奥帆中心操作无人机（资料照
片）。

新中国成立以来，媒体工作者的工作方式发生
了巨大改变。摄影记者手中的器材从单纯的胶片相
机发展到数码相机，再到无人机等各种新型设备。新
技术与摄影结合，拓展了记者的采访领域和拍摄手
段，丰富了报道内容，新闻记者正以崭新姿态迎接融
媒体时代的到来。

▲上图为上世纪 60 年代，动画片艺术家万籁鸣在
构思彩色动画片《大闹天宫》（下集）中的人物形象（新
华社记者林慧摄）；下图为 2019 年 6 月 20 日，上海美
术电影制片厂厂长、3D 动画电影《孙悟空之火焰山》
导演速达审看片中孙悟空的造型图（新华社记者刘颖
摄）。

上世纪 60 年代，著名动画艺术家万籁鸣和他的
团队为了创作动画片《大闹天宫》，用铅笔画了 10 万
多幅画面。如今，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厂长速达和她
的团队在创作电影《孙悟空之火焰山》（预计 2021 年
上映）时使用了三维动画等高科技技术。

▲上图为 1974 年，时任秦始皇兵马俑考古
队领队的袁仲一在陕西西安兵马俑一号坑发掘
现场进行文物清理工作（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提
供）；下图为 2019 年 7 月 4 日，秦始皇帝陵博物
院文物保护部副研究员兰德省在兵马俑一号坑
修复现场进行彩绘加固保护（新华社记者李一
博摄）。

位于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的秦始皇帝陵博
物院用最先进的文物科技保护技术为兵马俑的
保护修复提供保障，兵马俑修复多项技术获国
家专利。

扫描右侧二维
码，观看新华社互动报道
“70 年时光流影，70 行见
证发展”，看看 70 年来 70
个行业有哪些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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