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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填

这场盛会
让14亿人同频共振

“作为一名中国人，此时此刻感觉太骄
傲、太自豪了。”10月1日上午10点，庆祝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在北京天安
门广场开始，步步高集团董事长王填作为
全国人大代表受邀现场观看了这场举国关
注的盛会。他觉得，这场活动让全国 14亿
人同频共振，把 14亿人凝聚在了一起，“我
的感觉就是，只有一件事能把 14亿人凝聚
在一起，那就是我和我的祖国。”

10月1日上午8点多，王填早早抵达庆
祝大会现场。他看到，虽然距庆祝大会还
有一个多小时，其他嘉宾也跟他一样选择
了早早抵达现场，观礼台上已经差不多坐
满了。站在观礼台上，尽管庆祝大会还没
开始，王填已经提前感受到了现场的兴奋，
他歌唱了一首《今天是你的生日》表达自己
的心情和对祖国的祝福。

上午 10 点，庆祝大会开始，现场气氛
异常热烈。当东风－41核导弹方队亮相，
王填非常兴奋。“当时一亮相我就说，哇，
真的是未曾谋面已被传说。”王填说，看着
这些大国重器，让他作为一个中国公民特
别自豪，“让我深刻感受到祖国是真的强
大起来了”。

当湖南彩车过来，王填一眼就看到了
彩车上“十八洞村”几个大字。“十八洞村格
外引人注目。我看到十八洞村时，就马上
发了个朋友圈。”王填说，湖南彩车的这个
设计既让他感到意外，又是情理之中。“这
说明湖南彩车的设计是真的用了心，特别
接地气又呼应了国家扶贫攻坚的大政方
针。”2017年，王填在十八洞村实地考察后
当即决定，要在这里建一个纯天然山泉水
厂，帮助村民脱贫。现在，十八洞村已经成
功脱贫，而“十八洞水”也成为湖南产业扶
贫的代言。

观看完庆祝大会后，王填依旧很激
动。因此，他也当了一次朋友圈“刷屏
党”。“今天我一口气发了 9条朋友圈，这是
我第一次一天发这么多朋友圈。”王填说，
一天下来，他收到了 5000 多个赞、1000 多
条评论，“大家都很兴奋，一直在跟我互
动”。王填说，非常感谢能生活在这样一
个伟大的时代，见证祖国的繁荣富强，未
来步步高也将继续努力，实现“共创美好生
活”的愿景。 记者王欢

♥刘真茂

这是我一辈子
过得最好的节日

“这是我一辈子过得最好的节日。”全
国道德模范、湖南省宜章县长策乡原武装
部长、狮子口大山义务护林员刘真茂激动
地说，30 多年来，每年国庆节自己都是一
个人守山，今年的国庆节很特别，受邀前往
北京参加国庆观礼，现场感受了中国的强
大，祖国的繁荣昌盛。

9 月 29 日，刘真茂从长沙坐高铁到达
北京。10 月 1 日的观礼中，他坐在天安门
城楼东边观礼台第二排 45号。“各军种、武
器装备车辆从面前穿过，场面很大、很壮
观，感受到中国的武装力量越来越强大，越
来越先进。”刘真茂感叹。

当天，刘真茂穿了一件军装，衣服上还
有几个小洞。“这是一个小插曲。”刘真茂
说，自己喜欢部队生活，平时就爱穿旧军
装，这种衣服结实，穿着巡山也方便。参加
国庆观礼是一件庄严的事，他早就留了一
件军装作为观礼服，只有参加一些重大活
动时才穿，但一次参加活动回来，忘记换下
来了，在巡山的过程中，不小心被山上的刺
挂破了几个洞，“这次因为急着来北京，没
有时间再去买衣服了，也就穿了过来”。

湖南宜章县地处三湘大地南大门，狮
子口大山在宜章、资兴、苏仙三县（市、区）
交界处，这里群山连绵起伏，有着35万亩原
始森林、7万亩高山草甸及上百种珍稀动植
物。72岁的刘真茂就是这座大山的义务护
林员，36年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坚持巡
山护林。

刘真茂 1978年从部队退伍，到宜章县
里田乡政府工作。1980年调任长策乡武装
部长，看到从小生活的大山变得光秃秃，他
决心要恢复狮子口大山的原貌，他组织了
民兵护林小队，一片片山林渐渐恢复了往
日模样。但由于条件艰苦，护林队几乎没
有工作经费，队员们一个个下了山、回了
家，刘真茂决定，独自一人也要守护这座大
山。至今，他已守山36年。

“这将是我守护山林新高峰的开始，我
是大山的儿子。”刘真茂说。 记者陈张书

“这次能受邀参加国庆观礼，是一种荣耀，一
直很激动。”10月 1日，“时代楷模”湖南师大美术
学院教授段江华满怀期待参加国庆观礼活动。
他说，受邀参加国庆观礼，不仅是他个人和家庭
的荣耀，也是湖湘儿女的骄傲。

“那种幸福感无以言表。”段江华说，当他接
到参加国庆观礼的正式通知后，巨大的幸福感油
然而生，“赶紧和我的母亲、妻子，所有的亲戚朋
友分享了这种幸福”。

段江华说，抵达北京后，他与同行的代表一
直都急切地等待、期盼观礼时刻的到来。“以前只
在电视里看过阅兵式的场景，但这次可是现场，
我想那种恢弘、壮阔的场面一定会震撼到现场的
每一个人。”段江华颇为激动地说，阅兵式中，当
各部队方阵走过时，自己强烈地感受到了国家的
强盛、民族的自信和自豪感。

他把这种感受与艺术创作结合，“艺术创作
所追求的，就是这种崇高、雄浑、气势磅礴的精神
状态。我想这次观礼一定会对我的创作带来新
的灵感和动力。”

2015年3月4日，52岁的段江华跳进长沙市后
湖岳麓渔场，救起了落水儿童并被媒体广泛报道，
他也因此被誉为“最美画家”，并被授予“时代楷
模”、“全国师德标兵”等荣誉称号。其实，段江华
的救人善举并非偶然。在此前，汶川地震后，他将
画作拍卖所得的20余万元全部捐给灾区；为农民
工子女开办的“百年职校”，捐助善款100万元；通
过买学生作品关心和资助困难学生。记者吴和健

“整个观礼的过程，感受很多，千言万语汇成
一句话，内心为祖国感到骄傲和自豪，祖国强大
了，人民非常幸福。”10月 1日上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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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花枝受邀到现场观礼。观礼结束后，接受潇
湘晨报记者采访时，文花枝说，自己内心仍久久不
能平静。

文花枝回忆，印象最深刻的是战旗方队。在五
大战区指挥员引领下，载着100面荣誉战旗的猛士
车缓缓驶过天安门，展示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
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以及新中国成立以来荣
誉功勋部队的战旗。“当时一下子感情就涌上来了，
想到每一面旗帜背后都有无数先烈的英勇事迹，瞬
间非常感动，差点落泪。”

接下来的群众游行“美好生活”方阵，“我就坐
在第一排，快递小哥骑着车从我们面前经过，脸上
洋溢着欢乐的笑容，他们是最基层的工作者，我们
的美好生活离不开他们的奋斗。方阵中间也有像
我一样的残疾人，他们坐着轮椅参加游行，这也体
现了我们国家文明程度的提升。还有广场舞大妈，
穿着漂亮的裙子走过，每个人都特别高兴，非常接
地气。整个过程，欢乐的气氛很容易传达到我们身
上来。”

中国女排压轴出场，乘坐“祖国万岁”彩车亮
相。文花枝一开始没注意，“突然听见身边有人叫
了一声‘是郎平’，我抬头一看，真的是女排姑娘们，
那一刻非常激动。”

“我是一名普通的基层工作者，这次能受邀观

礼，很兴奋。”文花枝说，参加国庆观礼，非常受鼓
舞，在未来的工作中将继续扎根岗位，努力为祖国
的发展奉献一份力量。

文花枝是湖南湘潭人，她的事迹曾感动三湘大
地。2005年 8月，载着导游文花枝和 25名游客的
旅游大巴遭遇严重车祸，当施救人员一次次走向她
时，她坚持说：“我是导游，我没事，请先救游客！”由
于延误宝贵的救治时间，造成左腿高位截肢。2015
年，她主动请缨参加精准扶贫工作，到韶山乡平里
村（原韶西村）任第一书记，是湘潭市首批驻村帮扶
工作队唯一一名女干部。曾荣获全国三八红旗手
荣誉称号，2009年当选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
中国人物。2019 年 9 月 25 日，被授予“最美奋斗
者”荣誉称号。 记者张沁

来自长沙市雨花区的志愿者孟繁英，曾帮
教过上千名迷途青少年，获得“中国好人”等
称号。这位平凡而坚持的女性，10 月 1 日，也
受邀参加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大会
观礼。

孟繁英，长沙市雨花区志愿者。2006年创办
湖南首个社区青少年禁毒教育基地，2008年首创

“长沙孟妈妈青少年保护家园”，成功帮教青少年
上千名，先后荣获“中国好人”、“第五届全国道德
模范提名奖”等荣誉。

10 月 1 日清早 6 点半，孟繁英便和其他观
礼嘉宾一起来到天安门东侧观礼台就坐。身
穿黄色套装，身上戴着各种荣誉章及“最美人
物”绶带，为与现场气氛相融合，孟繁英在自己
的脸上、手上都贴满了五星红旗的贴纸，“我们
坐的位置非常好，所有的方队、花车都是从我
们这边进入天安门广场，整个仪式我们都看得
很清楚。”

孟繁英回忆，整个观礼过程，不少画面让她
印象深刻，“看到小学生在游览车上表演，那么天
真可爱；大专院校的学生在游行队伍中表演，那
么开心快乐，就像看到了我们祖国美好的未来，
让我们坚信，祖国的明天会更好。”

作为一名志愿者受邀参加国庆观礼，“我很
激动，很荣幸，也很骄傲。我只是祖国小小的一
分子，看到祖国那么有力量，让我更加坚定信念，
也更有动力，回去之后要继续做好志愿服务，因
为人民需要我们，祖国需要我们。” 记者张沁

是一种荣耀更是一种激励
湖南观礼代表在天安门广场直击新中国成立70周年庆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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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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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每一位中华儿
女来说，这是一个
期待已久、激动人
心的时刻。

此次庆祝大
会，邀请了来自全
国各地各行业的
优秀代表参加观
礼，其中包括多名
湖南代表。

现场直击庆
祝大会、阅兵式，是
一种怎样的感
受？潇湘晨报采
访了部分受邀参
加观礼的湖南先
进模范人物代表，
在他们看来，到现
场感受气势恢宏、
威武雄壮的场面，
是一种荣耀，更是
一种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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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湘脚步 36年

湖南宜章县狮子口大山，72岁的刘
真茂担任这座大山的义务护林员，守
山36年。 近1000人

长沙市雨花区志愿者孟繁英，
曾帮教上千名青少年，获“中
国好人”等称号。

礼

观

10月1日上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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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花枝（最前）受邀到现场观礼。图/受访者提供

♥文花枝

看到百面荣誉战旗几乎感动落泪

♥段江华

恢弘场面震撼每个人
♥孟繁英

很激动，很荣幸，很骄傲

段江华。

孟繁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