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罗静雯）10月1日上午，
我市在人民广场隆重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70周年升国旗仪式。1300余名社会各
界代表前来见证国旗升起。市委副书记、市长
唐良智主持仪式。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轩，市
政协主席王炯，全国政协社法委副主任徐敬
业，市委副书记任学锋出席仪式。

早上7点过，不少群众陆续来到人民广

场，既有扶老携幼的市民，也有外地来渝的游
客，很多人手中挥舞着国旗。他们和观礼代
表一起，怀着激动的心情，等待着升旗仪式开
始。

8点整，唐良智宣布：重庆市庆祝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升国旗仪式开始。军
乐队奏响音乐，36名仪仗队官兵身着笔挺军
装，迈着威武雄壮的步伐，护卫着国旗从广

场牌坊下走出。他们昂首阔步穿过人群，走
向升旗台。在全场观众的注视和齐声高唱
的国歌声中，升旗手迎风展开国旗，右手用
力一抛，五星红旗冉冉升起。46秒后，国旗
升到杆顶。在场观礼代表和群众合唱《歌唱
祖国》，挥舞着手中的国旗，祝福祖国繁荣富
强，庆祝新中国70华诞。

升国旗仪式结束后，社会各界代表和群众

纷纷来到“我为祖国送祝福”留言墙，写下对祖
国的真挚祝福；纷纷参加“我和国旗合个影”活
动，记录喜迎国庆的精彩瞬间；纷纷观看“向祖
国献礼——重庆市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摄影展”，回顾重庆70年来取得的巨大
成就。

10点，市领导前往市委办公厅，集中收看
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以及

盛大的阅兵式和群众游行。
各区县在城区中心广场同步举行升国旗

仪式。
市委常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

领导，重庆警备区、重庆大学、武警重庆市总队
主要负责同志，市级有关部门主要负责人，渝
中区有关负责同志，社会各界代表等参加升旗
仪式。

我市隆重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升国旗仪式
唐良智主持 张轩王炯出席

10月1日早上
6点，天刚蒙蒙亮，
渝中区朝天门街道
二府衙社区居民金
凤就与家人就来到
重庆市人民广场没
多久，人们从四面
八方陆续赶来。不
到 1个小时，四处
悬挂着五星红旗的
广场，已是人头攒
动。

手持小国旗合
影，在摄影展前看
家乡巨变……大家
的幸福之情溢于言
表。

7 点半，人群
逐渐安静下来。，朝
着大礼堂前的旗杆
方向望去。旗杆
下，军乐队已做好
准备。不远处，英
姿飒爽的武警官兵
护卫着一面国旗，
整队待命。

由重庆市社会
各界代表组成的
1500人方队，也在
静静等待。

8 点，高亢激
越的升旗号划破长
空，护旗方队官兵
昂首挺胸，护着国
旗，铿锵行进。坚
定的脚步声由远及
近，响彻广场，震撼
人心。

护旗方队行进
至旗杆前，分区列
队站立，擎旗手和
两名护旗手齐步走
上基座。

“向国旗——
敬礼！”口令声响
起。在雄壮的国歌声中，擎旗手奋力挥动右
臂，将鲜艳的五星红旗抛向天空。

广场上两万多观礼市民齐声同唱国歌。
歌声中，五星红旗冉冉升起，迎风猎猎飘扬。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
亮。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
强……”随后，全场齐声同唱《歌唱祖国》，现
场顿时沸腾。

歌声唱出了豪迈，唱出了信心，唱出了对
未来的美好期许。这一刻，人人深受感染，人
人情绪激昂，不少人眼里泛着晶莹泪光。“本
来是带小孩来感受这个庄严时刻，没想到自
己先感动了。”眼眶湿润的金凤说。

“忘不了过去浴血奋战的岁月，由衷祝福
伟大的祖国明天更加美好！”原三野老战士、
中国人民解放军三二四医院离休干部程兴文
面对飘扬的国旗，心潮澎湃。87岁的程兴文
戎马一生，胸前挂满勋章。他说，对今天这来
之不易的幸福，每个中国人都应倍加珍惜。

“全国模范退役军人”“全国最美社区民
警”“感动重庆十大人物”高万禄，是渝中区公
安分局上清寺派出所的一位社区民警，这次
受邀观礼。“五星红旗凝结着先烈们的鲜血和
忠诚，我要更好珍惜现在，干好本职工作，把
红色基因一直传承下去。”

“非常激动！作为一名青年，我要更加努
力，把祖国建设得更加美好！”“全国向上向善
好青年”、中建二局西南公司党群工作部部
长、青年志愿者陈柯宇踌躇满志。

“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无论
我走到哪里，都流出一首赞歌……”这时，现
场又响起激荡人心的歌声，大家挥起手中的
国旗，深情地跟着唱起来。

全国劳模、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感
动重庆十大人物”张能瑜来自长寿供电公司。
他说，要继续当好模范，创造更好业绩报效国
家。

“我要继续扎根基层，干更多实事，把最
美好的青春献给国家。”重庆市优秀党务工作
者、江北区五宝镇宣传委员赵静表示。

现场，九龙坡居民刘德芳，一个人带着相
机，以独特的方式庆祝自己67岁的生日；两
江新区星光学校四年级12班的陈芷瑶、张语
心儿、柏思齐3位同学，相约来到这里，过了
一个特别的节日……

升旗仪式礼毕，人们久久不愿离去，纷纷
拿起手机，在五星红旗下定格难忘瞬间。

人们发自内心地表白：我爱您，五星红
旗！我爱您，祖国！我爱您，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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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寿：少年儿童放飞梦想
通讯员 张异 摄

南岸：齐声唱响《歌唱祖国》
通讯员 崔景印 摄

荣昌：同唱国歌
通讯员 刘汪洋 摄

19
2019年 10月2日 星期三

编辑 向菊梅 美编 乔宇

奋斗新时代奋斗新时代壮丽壮丽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70周年特别报道周年特别报道

年年

10月1日上午8点，重庆市在人民广场隆重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升国旗仪式。 记者 卢越 摄

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
年的大喜日子。当天上午，伴随着雄壮的国
歌《义勇军进行曲》在巴渝大地响起，鲜艳的
五星红旗在我市38个区县和两江新区、万盛
经开区冉冉升起。全市各界通过观看升国
旗、高唱国歌、与国旗合影等多种形式，庆祝
新中国70华诞。

升国旗：为祖国的发展而自豪

10月1日上午8点整，江北区升国旗仪式
在区政府广场隆重举行。在庄严雄壮的国歌
声中，国旗班队员护着国旗走向升旗台。随
着一名升旗手右手用力一抛，国旗便在半空
中划出弧线缓缓升起。

3000多名市民从四面八方赶来，以观看
升国旗仪式的方式，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70周年。江北区市民左权带着7岁儿子左
一丁早早赶来，怀着激动的心情观看了升国
旗仪式。左权说：“看着五星红旗冉冉升起，
我们感觉到无比光荣与自豪。今天，儿子上
了一堂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课。”

同样震撼人心的升旗仪式当天也发生在
璧山区。10月1日上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获得者、“中国好人”、
全国劳模等6000余人齐聚璧山区人民广场，
观看了隆重的升国旗仪式。

升旗仪式结束后，一面巨型国旗从观众
方阵上方缓缓舒展开来，整个现场恰似涌动
着的红色“麦浪”。

“这是一次激动人心的升国旗仪式！我
为祖国的发展成就感到自豪。”“中国好人”称
号获得者邹瑜无比振奋地说。

唱国歌：祝福祖国更加繁荣富强

10月1日上午8点，万州区举行庆祝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升国旗仪式。军礼、
少先队队礼、注目礼，肃然而立的人们凝神注
目，目光随着国旗缓缓上升。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
亮；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
强……”随后，参加升旗仪式的干部群众集体
挥舞着手中的红旗，齐声高唱《歌唱祖国》，歌

声在广场上久久回荡。
在两江新区升旗仪式现场，鲜艳的五星

红旗在大家的注目礼中徐徐升起，高高飘扬
在秋日的晴空。随后，大家也挥舞着手中的
国旗，齐声高唱《歌唱祖国》，歌声、掌声、欢呼
声汇成欢乐的海洋。

金山小学四年级学生田嘉怡说：“看着国
旗冉冉升起的时候，我的心里充满了骄傲和
自豪，衷心祝福祖国更加繁荣昌盛。”

表深情：我爱你我的祖国

昨日，在各地举行升国旗仪式之后，市民
纷纷表白祖国母亲。

垫江升国旗仪式结束后，现场干部群众纷
纷与国旗合影，在“我为祖国送祝福”展板上，
郑重写下了自己对祖国的美好祝福与深情。

合川区升旗仪式结束后，来自该区南津
街小学六年级的蔡晓慧在现场设置的“表白
墙”上画了一个心形，并写下祝福语：我们一
定要用心学习，学好本领，把祖国建设得更加
美好。

北碚区升旗仪式结束后，还在现场开展
了送祝福签名、国旗下的故事、“百米长卷·童
手绘祝福”等活动，祝福伟大祖国、点赞美好
生活。

南岸区当天的庆祝活动也多种多样。10
月1日清晨，南岸区在南滨路烟雨公园隆重举
行升国旗仪式的同时，还举办了有声故事图
书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精品巡展、退役军人
风采展。

多地升国旗等庆祝活动结束后，不少干
部群众久久不愿离去。大家挥动着手中的
国旗，表达着对祖国的祝福。“我祝福我的祖
国生日快乐、繁荣富强！我和我的祖国，一
刻也不能分割。”在看完潼南升国旗仪式后，
市民陈晨说。巴南升国旗仪式结束后，不少
市民都积极参与到“我与国旗合个影”活动
中，纷纷将自己定格在这个难忘的历史瞬
间。

（本报首席记者 陈维灯 彭瑜 陈
钧 记者 汤艳娟 龙丹梅 颜安 王翔
王亚同 周雨 实习生 孙天然）

“看着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我们无比光荣与自豪”
重庆各地群众观看升国旗仪式

垫江：我爱你，中国
通讯员 向晓秋 摄

巴南：我与国旗合个影
通讯员 赖丽莎 摄

·升旗

万州：向国旗致敬 特约摄影 冉孟军
黔江：我和祖国共成长

特约摄影 杨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