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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 ■■■■■ ■■■■■

■ 本报特派记者 周晓梦 尤梦瑜

10月1日12时20分许，当“美好新海
南”号彩车缓缓驶过天安门城楼时，张国
威与司机坐在彩车驾驶室里，注意力全部
放在了车内的实时监控和操控设备上。

长安街上气氛隆重热烈，车厢内充斥
着发动机运转声和调度声。张国威与其
他的彩车保障工作人员在现场，却无法直

观看到现场盛况。
作为海南省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彩车领导小组综合协调组组长兼正车长，
张国威经验丰富。10年前，在庆祝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大会上，他就曾担
任海南国庆彩车团队相关负责人一职，负
责保障彩车运行等工作。

“这是一种磨练，也是一辈子的荣
誉。而且全省上下联动合力在完成这项
任务，推动力度非常大，我能参与其中，深
感荣幸。”张国威说。实际上，担任车长，
他55岁的年纪已“超龄”，但组织的信任让
他欣然接下任务。

车长肩负着重要的职责，每次出行参
加演练彩排，张国威和同事都要认真地给
彩车做一次“体检”，检查每一个重要部件
的运行情况并做好记录，避免出现问题。
而“以4.2公里/小时的表演时速行进”“注

意保持跟车距离”“及时发出调度指令”
“整改隐患和不足”等高频词汇，更是一条
条牢牢记在他们脑海里的硬要求。

“从模拟演练到半妆彩排，再到全要
素带妆彩排，我们平时在深夜里的多次训
练磨合和转场，是为了确保彩车最后正式
登场的万无一失。”张国威说，团队的综合
协调组、展演展示组、安保消防组、后勤保
障组的同事都十分给力，人人尽职尽责。

为了向全国人民、世界人民展示美好
新海南的崭新形象，彩车设计单位、各方参
与单位从大半年前就开始各项筹备和准备
工作。“作为彩车协调保障人员，我是6月
12日参与到彩车运行保障工作中。在8月
18日之前我6次来北京，8月18日之后就
再也没回去过。”张国威说，因为任务艰巨、
工作紧张，他无法为初入大学的一对双胞
胎女儿送行，为此他心里颇感愧疚。

据介绍，“美好新海南”号彩车上有3
名驾驶员、12名舞蹈表演人员，以及车长、

舞蹈带队、技术保障员、推车人员、警察和
消防员等相关人员，共39人。除此之外，
彩车背后还有许许多多人在付出汗水和
努力，大家分工合作、全力以赴。

在准备迎接检阅期间，张国威和同事
们在广场上扎过营、露天睡过马路、深夜
淋过暴雨。他们唯一的目标就是确保彩
车安全、平稳驶过天安门城楼和长安街，
向全国人民展示海南风采。

“与10年前相比，我们今年的彩车表
现元素和表现力更加多元，彩车上除了自
然风光和瓜果椰树以外，还展现了海南基
础设施建设、产业发展、科技发展等多方
面的辉煌成就。”张国威说。

当天13时左右，当彩车平稳驶过长安
街西侧的人车分离线时，张国威绷了数个
月的神经才放松了下来，笑容伴着汗水在
他与其余工作人员的脸上绽放，沸腾的欢
呼声在长安街上回响。

（本报北京10月1日电）

■ 本报特派记者 李英挺

很巧！还是在天安门东临观礼台！
10年前的今天，我也是在这参加新中国成立60周年庆典

观礼活动。很幸运、也很巧合！10年后的今天，我又有机会以
全国先进模范人物代表身份到这里，参加新中国成立70周年
庆典观礼活动。作为一线新闻工作者，先后两次获邀来京参
加国庆观礼活动，倍感荣幸！这体现了国家对奋斗在一线的
新闻工作者的一种褒奖。

虽然这是第二次观礼，但这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
新时代的首次国庆阅兵，这一次参加庆典的感受因此更加不
同。这是一次特别振奋人心的观礼，感到前所未有的震撼，观
礼现场，我数次热泪盈眶，这份感动，我铭记于心。

当空中梯队飞机轰鸣着划过天际……现场许多观礼嘉宾
激动欢呼。这时，我的脑海中想起，前不久举办的庆祝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活动首场集体采访活动中，国防部新闻
发言人说了一个故事：“70年前，在开国大典的阅兵式上，当时
我们的飞机不够，只有17架。周总理说，‘飞机不够，我们就
飞两遍’。”70年弹指一挥间，新时代的中国，早已山河无恙、国
富兵强，我们的飞机再也不用飞第二遍了。

这次阅兵集中展示了70年来我国国防科技工业发展水
平和军队建设的巨大变化。只有国家不断地发展壮大，民族
才不会受到欺凌，老百姓才会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

身临现场，真切感受到祖国的强大，为新中国成立70年
来的沧桑巨变感到骄傲！观礼过程中，我数次热泪盈眶，为我
是中国人而自豪、骄傲！

当群众游行最后一个方阵“祖国万岁”走向天安门时，大家
情不自禁地站起来挥舞国旗高喊“祖国万岁”“伟大的中国人民
万岁”。紧接着，《歌唱祖国》的激昂旋律、歌声在整
个广场回荡，观礼的人们纷纷跟着唱起来，用自己
的方式向伟大祖国深情告白。我，再一次热
泪盈眶。 （本报北京10月1日电）

海南各界嘉宾谈观礼感受——

激动！自豪！骄傲！
■ 本报特派记者 周晓梦 尤梦瑜

“自豪”“骄傲”“激动”“自信”“震撼”……这些词汇，是海
南各界嘉宾在观礼后频频提到的直观感受。10月1日上午，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阅兵仪式和群众游行
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在现场，海南日报记者采访了
多位受邀观礼的海南嘉宾。

“今年是我第三次受邀参加国庆庆典观礼，作为民营企业
家我感到非常荣幸和自豪。”海南省工商联主席、海马集团董
事长景柱又一次在天安门广场上度过难忘的国庆节，他直言，
这对他是莫大的荣誉、鼓舞和鞭策。

气势磅礴的阅兵式、群众游行，同样让参加观礼的海南玫
瑰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杨莹激动不已。

“70年来，新中国在方方面面取得巨大成就，老百姓是这
累累硕果的直接受益者。”杨莹说。当年，习近平总书记正是
在玫瑰谷提出了“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未来，她要带领
员工们创造更好的成绩，为海南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特
色自由贸易港贡献一己之力。

“在群众游行中，琼中女足队员王靖怡和多位优秀运动员
一起，站在国家体育总局的彩车上，这是我们琼中女足的骄傲、
海南的骄傲。”琼中女足教练谷山感触颇深，他表示，琼中女足
将不辜负大家的期望，奋勇拼搏，努力创造更好的成绩，为海
南、为中国争光。

红旗猎猎、将士威严，长安街上的盛况令人热泪盈眶，也
令人心潮澎湃。

“能够参加这样重大的庆典活动真是太激动了。这些年
来，家乡的黎村苗寨越来越美，乡亲们的生活越来越好。我们
景区也积极通过‘旅游+扶贫'的模式，带动乡亲们致富。”海南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槟榔谷黎苗文化景区总经理吉贵说，他
要把今天的这份喜悦带回槟榔谷、带回村里，“把这份喜悦转
化成干劲，继续努力。”

在现场，观澜湖集团主席朱鼎健心中感到无比激昂。“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的成就举世瞩目，国家军队的现代
化程度也让人倍感振奋。同时我更深深感到，只有国家好，我
们大家才会好。”朱鼎健说，“我们要继续团结一心，不懈奋斗，
在各自的岗位上作出更好的业绩，同心协力铸就更大的辉煌，
衷心祝愿祖国永远繁荣昌盛！” （本报北京10月1日电）

以特色鲜明的海南元素反映海南新发展，受到嘉宾、观众一致认可

添靓盛典

五指山、博鳌亚洲
论坛、环岛高铁、文昌航
天发射场……在10月1
日上午举行的庆祝新中
国成立70周年大会群
众游行中，当各省市自
治区彩车缓缓经过天安
门城楼时，海南彩车“美
好新海南”号以海南特
色元素为这场盛典带来
了热带风情与清新，向
世人展示新时代下海南
的新发展，赢得了现场
嘉宾和电视机前观众的
一致赞许。

据悉，“美好新海
南”号彩车设计方案首
轮就通过了国家专家组
的测评，在模型制作、推
演过程中，得到了专家
组组长范迪安等的高度
评价。专家们认为“美
好新海南”号极具海南
风格，在全国各省的彩
车中特色鲜明。

■ 本报特派记者 尤梦瑜 周晓梦

“‘美好新海南’号让人在秋日的北京一
下子感受到来自热带海岛的风情。虽然距离
我的位置有些远，但五指山、博鳌亚洲论坛等
几个标志性的元素让我一下子就认出了它。
这些元素让这艘‘邮轮’有了很高的辨识度。”
芬兰华商总会会长杨二林博士说。

2018年9月，“海南文化走进芬兰”活动
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举行。当时，杨二林组
织了多位芬兰政界商界人士前来支持，让更
多芬兰人了解海南。他说：“那次的图片展给
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也让我对海南近几年来
的发展有了更加全面的了解，这里不再只是
一个拥有美丽风光的海岛，自贸区、自贸港的

建设让海南充满了新机遇。这次彩车上的文
昌航天发射场发射架模型、‘博鳌亚洲论坛’
字样等都让人们看到了海南近年来在产业发
展、推动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上取得的成果。
我也希望未来有机会为芬兰与海南之间的合
作做出更多贡献。”

海南南方民族艺术学校副校长陈彩英作
为观礼嘉宾在现场近距离看到了海南彩车，
她激动地说：“当彩车从长安街东边缓缓驶过
来的时候，挂在车头的‘海南’两个红色大字
一下子就吸引了我的注意力。彩车整体造型
设计和色彩搭配清新亮丽，不大的车身上集
齐了诸多独具地域特色的元素，身着黎族服

装的阿妹、穿着岛服的游客在车上向观众热
情挥手，整个彩车将海南的热带自然风光、人
文风景、山海奇观等画面栩栩如生地展现在
观众面前。”

“海南彩车一出现，我就赶紧用手机拍下
来，分享到朋友圈。”10月1日上午，守在电
视机前收看活动直播的海口市民王乾衡说，
群众游行部分保密工作做得最好的就是彩
车，不到最后一刻不揭开神秘面纱，他对此也
十分期待。“‘美好新海南’号彩车的设计别
致，在群众游行队伍里与其他五彩缤纷的彩
车共同形成了一道流动的风景线。”王乾衡兴
奋地说。

“美好新海南”号外观是一艘邮轮。邮
轮前“海南”二字由黎锦图饰组成，寓意海
南前程似锦。邮轮分海底、海面、空中三大
空间立体呈现“美好新海南”。空中部分包
括文昌航天发射场和风筝冲浪运动展示，
以及五指山海南热带雨林公园腹地景观。
3位演员扮演的“运动员”以海上风筝冲浪
这一运动，表现海南“奋力向前”“迎风而
上”的活力。

海面的“天涯”礁石呈现海岛地域特点，
三亚邮轮母港及游艇码头代表着海南正全力
建设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在彩车行进过程
中，“高铁动车”不断环绕“五指山”“文昌航天
发射场”和“博鳌亚洲论坛会址”行驶，充分展
现了海南交通运输体系建设的成果。

白色邮轮底部的LED屏上，展示的是深
海勇士号和南海海底海洋生态系统及游人潜
入海底观光的实景和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
设成就。

本次彩车工作由省委宣传部牵头组织，
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实施。在省委宣传
部的高度重视和指导下，负责本次彩车的创
意设计工作的海南省图片社突破以往的设计
理念，用更加写实的方式将海南的新风貌展
示在全国观众面前。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静态展示，彩车上12
位来自省旅游学校的学生分别以红色娘子
军、世界小姐、国际旅游岛游客、黎族乡亲、运
动员等角色，以各自的特色动作，欢迎四方宾
客，向祖国送上来自海南的问候。“红色娘子
军形象代表着海南‘琼崖革命二十三年红旗
不倒’的革命精神，世界小姐代表着海南的国
际化与开放，游客则象征着国际旅游岛，而黎
族同胞则传递着海南少数民族的问候。”设计
团队相关负责人介绍。

据了解，将彩车定为“美好新海南”号，正
是为了向祖国汇报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1
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展示海南在建设自由
贸易试验区、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新机遇
下所焕发的勃勃生机。

（本报北京10月1日电）

点赞彩车 展示自贸区建设新风貌

创意设计
展示海南31年发展成就

“美好新海南”号彩车车长张国威：

全力以赴，让彩车焕发光彩

热泪盈眶
只因祖国更加富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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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 日，“美好新
海南”号彩车沿长安街经
过天安门城楼，展示美好新
海南的崭新形象。

本报记者 宋国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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