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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年，血脉相依，风雨兼程
——

这是一支军队对祖国的深情
告白：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
民族的希望，浴血奋战，勇往直
前。

70 年，信念如炬，九死不
悔——

这是一支军队对人民的庄严
承诺：紧紧和中国人民站在一
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中国
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始终
英勇投身为中国人民求解放、求
幸福，为中华民族谋独立、谋复
兴的历史洪流，始终同中国人民
和中华民族的命运紧紧连在一
起。

在共和国的史册上，肩负
维护国家安全和实现民族复兴伟
大使命的人民军队，用忠诚和热
血书写了一幅感天动地的历史长

卷。新华社昨天播发了《为了“中
国号”巨轮扬帆远航——中国共产
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忠于祖国、服
务人民启示录》，全文分为 4 个部
分：一、人民军队，是巩固人民政
权、捍卫国家安全的坚强柱石；
二、人民军队，是投身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的突击力量；三、人民军
队，是保卫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
强大后盾；四、人民军队，是维
护国家海外利益的战略支撑。

为了“中国号”巨轮扬帆远航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忠于祖国、服务人民启示录

新华社济南9月23日电
记者 邵琨 张志龙

在9月23日的中国农民丰收节
里，各类农产品的视频直播成为网
民围观热点，众多乡村主播成为人
气超高的网红。通过直播，大量新
鲜的蔬菜、水果、海鲜不断刷新让
人惊叹的交易量。

淘宝、抖音、快手等平台均在
丰收节这一天，联合一些基层政府
推出了大量视频直播农产品销售活
动。在中国农民丰收节组织指导委
员会办公室指导的系列评选中，淘
宝主播薇娅、烈儿宝贝入选十大网
络销售达人，淘女郎 demi 入选十
大丰收节使者。

丰收节热闹堪比“双
十一”，农民网红与基层干
部直播带货

张晓辉是山东省惠民县姜楼镇
张扬村一名 80 后农民。每晚 6 点
半,他会准时进入淘宝村播间，面
对摄像头，津津有味地边吃刚煮熟
的玉米边介绍：“这是今天刚从自
家地里掰下来的,天然无公害,明天
早上还去掰。”不一会儿就有人询
问、下单。现在，张晓辉自家的玉
米已经不够卖了,开始收购邻里的
玉米。

在淘宝、抖音、快手等平台，
越来越多的农民、返乡大学生、扶
贫带头人甚至村干部和县长，都当
上了农产品销售的主播，吸引了大
量粉丝。

“一个薇娅抵得过一个小电
商。”在云南，仅一场直播，“淘宝
第一主播”薇娅就为云南特产实现
销售超3000万元；在491万粉丝的
围观下，1.3 吨云南咖啡 2 秒内告
罄，110万枚鲜花饼3分钟售完。

9月23日上午，快手、黑龙江
广播电视大小屏同步直播的丰收节
活动，5位主持人与多位农民网红
互动直播，仅两个小时累计观众人
数超过650万人。

这个秋天，阿里巴巴聚合集团
13 个涉农业务，联动全国 1000 个
核心农产品产区、832 个国家级贫
困县，打造堪比“双十一”量级的

丰收节。
阿里巴巴 2019 丰收节公益直

播活动中，“县长+网红+明星”3
小 时 直 播 ， 吸 引 3400 万 人 次 围
观，创下 2640 万元成交新纪录，
较去年同期增长164%。

在第七届中国淘宝村高峰论坛
会场的电商直播间里，惠民县委副
书记推介完当地农产品后，有些不
好意思地说，“我还是第一次对着
100多万人喊出‘宝宝’这个词。”

农产品视频直播为啥
这么红？科技赋能“三农”

近距离、直观、身临其境的感
觉，再加上各种农村生活场景给网
友带来的新鲜感，让一些农民在网
上迅速吸引大量粉丝成为网红。

“真实与直接是农产品视频迅
速走红的重要原因。”中国农业大
学农民问题研究所所长朱启臻说，
如果做电商，一个农民要掌握摄影、
文案等复杂技能，技术门槛高，但视
频直播则是每一个普通的农民都可
以开展的。此外，平台的功能不断优
化，一触屏就能下单支付，快递物流
方便快捷，使售卖双方容易达成交
易 。“ 简 单 说 ，就 是 科 技 赋 能‘ 三

农’。”
快手科技副总裁宋婷婷说，视

频直播既是广告也是监督。农民可
以呈现农产品生产、种植的全过程，
并分享独具特色的乡村生活；城市
消费者在体验乡村生活乐趣的同
时，会对人物发生兴趣，从而演化为
有信任度的消费行为。

拥有 300多万粉丝的快手主播
“爱笑的雪莉吖”袁桂花，生活在
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天柱
县雷寨村。有一年临近除夕，她在
家直播吃自制腊肉，“老铁”们见
她吃得特别香，纷纷留言：“能不
能多做一份给我邮过来啊？”她当
即把制作的腊肉全都卖掉，挣了两
千元。此后，腊肉、腊肠、豆腐
乳、烤米酒等自家土特产，通过袁
桂花的直播摆到了全国各地网友的
餐桌上。

农民主播们的农村生活片段让
“老铁”们看得津津有味。在去玉米
地前，张晓辉通常会用手机拍摄农
村的各种生产工具等。“别小看这
些，城里不少人没见过。搂草的耙
子、灌溉的沟渠、乡间小路，甚至村
道边的庄稼都能带来流量和粉丝。”
他说，刚在淘宝村播平台售卖农产
品不到半个月，他就收获了 2000多
个粉丝，每天接到将近20个订单。

互联网技术重塑“三
农”，成为扶贫新力量

直播卖货不仅打开了农产品销
路，让更多农民增收致富，还在推动
农村传统生产方式的改变，重塑农
民思维方式，促进农业生产质量的
提高。

23日，在 2019年中国农民丰收
节北京会场阿里巴巴大屏幕上的两
组数据非常醒目：已助力 8亿件农
货 上 行 ， 举 办 37 万 场 丰 收 节 直
播。“手机变成了新农具，直播变
成了新农活，数据变成了新农资。”
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方建生在现场
介绍。

为了让消费者买到更好的产
品，一些直播平台与地方政府合作，
倒逼农民科学种植、精细管理，提升
农作物品质。

通过快手与黑龙江省克山县政
府开通的快手政务号，种植用户用
短视频真实记录马铃薯生长的环境
和过程；政府和相关食品企业发布
的视频，则展示农产品生产、销售全
产业链。

视频直播还成为扶贫的新力
量。今年以来，500 万贫困县区的人
口从快手平台上获得直播收益。首
批数十位带头人的产业总值已超过
1000万元。

2018 年 9 月，抖音达人为河南
省栾川县潭头镇拨云岭村的特色扶
贫项目“拨云妈妈面”拍摄了一条短
视频，带火了当地的农家面馆“山顶
人家”。景区因此新设立了不少旅游
扶贫摊位，共带动 138 户贫困户实
现脱贫。

宋婷婷说，随着直播场景不断
拓展，未来互联网对农业的推动也
将从后端的推广销售延伸到前端的
规划和生产，从技能培训到供需数
据精准对接，都有很大发展空间。

山东大学社会学教授王忠武
说，也应注意到，一些直播的商品
质量还不是很过关，售后服务跟不
上，一些贫困地区的供应链还在初
级建设阶段，相关各方要进一步形
成支持合力，提升质量，不断增强
消费者的体验和信任度。

丰收节大量网民围观农民网红带货

视频直播为啥成了“新农活”？

9 月 22 日，山东省枣庄市山亭区店子镇柳泉村农民在展示收获的红
薯。金秋时节，各地一派丰收景象，农民们满怀收获的喜悦，迎接“中国
农民丰收节”的到来。 新华社发（刘明祥 摄）

新华社北京9月23日电 记
者从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活
动新闻中心获悉，9月21日下午
至 23 日凌晨，北京天安门地区
和长安街沿线举行了国庆 70 周
年庆祝活动全流程、全要素、全
力量演练。

据介绍，本次演练是庆祝活
动最后一次演练，包括庆祝大会
仪式、阅兵、群众游行、联欢活
动、转场及应急处置等 6 项内
容，重点检验庆祝活动全流程、
全要素、全力量的衔接配合，全
面提升各方组织指挥和保障体系
运行效能。各类参演、观礼及保
障人员30余万。

夜幕下的天安门广场灯火辉
煌、气氛热烈。在雄壮的军乐声
中，在嘹亮的口号声中，在观众热

烈的掌声中，受阅部队重点进行了
阅兵式、分列式演练。随后，各界
群众游行队伍依次走过，全装彩车
首次亮相，处处洋溢着欢乐喜庆、昂
扬奋进的精气神。联欢活动在 22日
晚进行演练，首次增加烟花部分燃
放任务，多个表演区块各具特色又
浑然一体，广场上唱响盛世欢歌。

本次演练的内容、流程及流线
完全模拟正式活动。现场组织有
序、转承紧凑、运行顺畅，达到了
预期目标，为正式活动的成功举办
奠定坚实基础。北京市有关方面向
广大市民对三次联合演练的支持表
示衷心感谢。

据悉，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
年活动新闻中心近期将组织集体采
访，介绍群众游行和联欢活动有关
情况。

国庆70周年庆祝活动
第三次演练圆满结束

新华社香港9月23日电 据
香 港 特 区 政 府 新 闻 处 23 日 消
息，特区政府将于10月1日举行
一系列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 70 周年，主要活动包括
升旗仪式暨国庆酒会，以及推出
重新编排的“幻彩咏香江”灯光
音乐汇演，期望社会各界一同庆
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除了10月1日上午举行的升
旗仪式暨国庆酒会，“幻彩咏香
江”灯光音乐汇演将在今年整个
10 月的每晚 8 时，通过重新编
排，在 LED 屏幕展示庆祝国庆
的元素，为观众带来新的视听体
验。

香港邮政将于10月1日以“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为题
发行一套四枚邮票及一张邮票小型
张。中国邮政、澳门邮电和香港邮
政也将于同日联合发行一款邮票小
册子，展示三地邮政为国庆主题而
分别发行的邮票小型张，共贺国
庆。

另外，香港的主要街道、政府
建筑物外墙、政府场地和口岸将悬
挂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
年的灯柱彩旗和横幅。特区政府为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
而 设 的 专 题 网 站 于 23 日 开 始 运
作，让公众了解政府主办的各项庆
祝活动详情。

香港将举行系列活动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1963 年 12 月，周恩来总理
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
次会议上庄严宣布：“我国需要
的石油，现在可以基本自给了。”

新中国成立前，我国石油工
业的基础十分薄弱，仅有甘肃玉
门老君庙、新疆独山子、陕西延
长等几个小规模油田，年产不足
12 万吨，国内消费的石油基本
上依靠进口。新中国成立后，先
后开发建设了新疆克拉玛依油田
和青海冷湖油田及四川油、气
田，扩大了玉门油田，初步形成
了玉门、新疆、青海、四川 4个
石油、天然气生产基地，在东
北、华北、西南等几个大盆地进
行的区域勘探取得新的进展。
1959年全国原油产量达到 373万
吨，主要石油产品自给率达到
40.6%。但远远不能满足国家经
济建设的需要。

60 年代初，我国面临着来

自国内外的严重困难和巨大压力，
大庆石油会战就是在这个时期打响
的。经过 3 年多的奋战，到 1963
年，我国高速度、高水平地探明和
建设了大庆油田，形成了年产 600
万吨原油的生产能力，对实现石油
产品基本自给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1964 年 1 月 21 日，石油工业
部党组向中共中央报告，提出要在
天津以南、东营以北的沿海地带，
组织华北石油会战。到 1965 年，
在山东建成的胜利油田、在天津建
成的大港油田都开始出油。华北石
油会战打开了渤海湾地区的勘探局
面，在中国东部又开辟了一个新的
石油生产基地。

经过大庆石油会战和华北石油
会战，到 1965 年底，中国原油产
量达到 1131 万吨，实现了国内消
费原油和石油产品的全部自给，实
现了中国石油工业发展史上的一次
飞跃。（新华社北京9月23日电）

1963年：石油基本自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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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于 2019 年 9 月 23 日
在北京展览馆正式开幕，9月24日
起向公众开放，欢迎社会各界和广
大人民群众前往参观。现将有关事
项公告如下：

1. 开馆时间为每日 9 时至 17
时，闭馆前 1 小时停止安检入馆。
参观展览时长建议为1.5小时。

2. 观众凭本人身份证（军官
证、护照、户口本等）在北京展览馆
文化广场东南侧“领票处”领取当
日门票，自觉接受安全检查后进入
展馆（展览不设网上预约渠道）。

3.国庆节前，将举办若干专场
参观活动，届时展馆将临时封闭。
具体开放时间为：9 月 24 日和 26
日全天、27 日上午、28 日下午、29
日下午对公众开放，10月1日将暂
停展览一天，10月2日以后正常开
展。遇有特殊情况将另行公告，请
及时予以关注。

4.严禁携带任何禁限物品参观
展览，展馆内严禁吸烟，禁止使用明
火。请勿携带食品饮料、笔、自拍杆
等参观展览。如携带大于30厘米×
40厘米的包，需存包后进馆参观。

5.参观过程中，请注意看管好
随身物品，在展览开放区域内按照
工作人员的指引有序观看展览，严
禁进入未开放区域，遇有突发情
况，请服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指挥，
紧急疏散、避险。

6. 北京展览馆周边大型社会
停车场较少，请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前往观展。

7. 9月29日起，社会公众可以
参观大型成就展网上展馆（guoq-
ing70.cctv.com），随时随地体验展
览、感受成就、重温精彩。

预祝各位观众观展愉快。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

周年大型成就展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9年9月23日

（新华社北京9月23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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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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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3日，媒体记者在位于北
京梅地亚中心的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活动新闻中心采访报道。

当日，设在北京梅地亚中心的
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活动新闻
中心正式开始对外接待服务。新闻
中心设置新闻发布厅、新闻图片
室、记者工作区、医疗服务室等功
能区。新闻中心将组织新闻发布
会、专题集体采访和外出参观采访
活动，提供资料信息服务和传输通
讯服务等。

（新华社记者 王全超 摄）

庆祝新中国成立庆祝新中国成立7070
周年活动新闻周年活动新闻中心中心

正式正式开始开始
对外接待服务对外接待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