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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城区块联欢活动总导演、
区文旅局退休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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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国庆盛典 我们为祖国自豪

10月1日晚，紧邻金水桥主题表
演区，东城区以“幸福生活”为主题，以
形式多样的表演为新中国70周年华
诞献礼。回忆起那一晚，刘苏强依然
会由衷地感慨：“联欢活动的成功，
源于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
持，源于每一位参演人员的无私奉献，
源于我们这支队伍的团结向上。”

早在1984年，刚刚从部队转业的
刘苏强便有幸参与了国庆35周年晚
会，并凭借在部队14年舞蹈专业的功
底脱颖而出，成为众多参与者中的佼
佼者。自此，40周年、50周年、60周年
的国庆活动，无论是群众联欢还是主
题游园会，刘苏强从未缺席。今年，已
经64岁的他再次挑起这个重担，义无
反顾地加入东城区的导演团队，成为
全市参训成员中最年长的“小教员”。

尽管已有多次参与国庆联欢和

长年组织文艺活动的经验，但从未编
排或参与过灯光秀演出，刘苏强坦言
今年的任务依然是个不小的挑战，

“既要配合主题表演区的灯光秀，又
要充分展现东城区的主题。”从思路
创意到节目编排，从动作草图到队
形设计，自“上岗”以来，刘苏强带领
编导组一遍又一遍修改方案，在一
次又一次的磨合摸索中，深刻理解
领会市指挥部导演组的意图，直至
最终确定演出方案。

东城参加群众联欢的人数多达
2600余人，包括机关干部、社区居民、
中小学生、“广场舞大妈”和体育爱好
者五类人群，其中最年长者是共和国
同龄人，最年幼者8岁。特别值得一
提的是，此次联欢队伍中有数对新婚
夫妇和老年夫妇，充分展现了“幸福
生活”区块的主题内涵。 记者 李滢

“小教员”再现东城幸福生活

“每一个群众方阵通过天安门
的时间是 1 分钟，长度为 600 米，一
共要走 116 步。”对于永外街道城市
管理办的张瀚来说，这组数字背后
是长达4个月的集中训练，是一次次
在晨光中辛苦的演练，是汗水与泪
水的交织，也是辛劳与光荣的并存。

6 月集中培训，7 月基础训练，8
月合成训练，8月底成果验收，9月实
战演练。3次长安街实战演练，包括
框架彩排 1 次和全要素彩排两次，3
次彩排时长均超过15小时。这一切
的努力，都是为了国庆当天从天安门
前走过的那一刻。张瀚回忆当时的
情景动情地说：“当我蹦跳着通过天
安门城楼的时候，当我看到习近平总
书记向我们挥手微笑的时候，当我们
震天的口号响翻全场的时候，那一
刻，我落泪了。我们自豪，我们骄傲，
我们是最平凡的真心英雄。”

张瀚所在的方阵为第 23号民族

团结方阵，是由北京市民委和中央
民族大学两部分组成，共计 2147
人。张瀚不仅是队列方阵的一员，
还是一中队 57 名同志的中队长，这
位年轻的中队长不仅带头刻苦训
练，更承担起照顾队友的责任。

在训练期间，队伍中不少人都
遭遇了感冒、受伤、过敏等多种状
况，张瀚时刻注意队员们的身体情
况，关心备至，嘘寒问暖，当起方阵
里的“医疗兵”。4个月的训练中，夜
间彩排、通宵熬夜都是家常便饭。每
次演练结束后，回到市里的解散点都
已是半夜三四点钟了，不但公交、地
铁都已停运，连出租车都很难打到，
张瀚每次都是一一确定队员全部安
全到家后才安心休息。他还是“后勤
兵”，小队中每位成员的9件民族服装
都是他和同事鲁建秋开车去领取，再
装车、运送、分发，还要承担后期调
换、修改等任务。 记者 李冬梅

方阵队员背后的光荣故事

“太精彩了！看得我热泪盈眶，
既激动又感动，现在回想起来，心跳还
特别快。”交道口街道福祥社区雨儿胡
同居民李伏生高兴地说。10 月 1 日
上午，她就坐在长安街北侧观礼台
上，晒了 3 个多小时，她的脸被晒得
通红，但一直洋溢着开心的笑容。

看到五星红旗高高飘扬，军人们
迈着整齐的步伐从观礼台前走过，看
到先进的战机从头顶飞过，游行队伍
中大家欢呼雀跃的样子，李伏生忍不
住落泪了，她说：“我们的国家一路走
来，发展到今天的强大，太不容易
了。作为一名中国人，我感到非常自
豪，我一辈子都会记住这个时刻。”

68岁的她住在雨儿胡同6号，是
土生土长的“老北京”。她说：“我是幸
福生活的见证者，也是直接受益者，如
今我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李伏生回忆起 2014 年正月时，
习近平总书记来到雨儿胡同对居民
们嘘寒问暖、了解居民生活，询问大

家对美好生活还有什么需求愿望。
当时，李伏生老两口和儿子一家3口
就住在仅有 2 间正式房和 1 间自建
房里。李伏生说：“儿子结婚生孩子
时实在没地方住，我们就盖了一间
自建房用于日常居住和生活，想着
这辈子就这样生活下去了。”

让李伏生没想到的是，在四条胡
同修缮改造项目中，雨儿胡同也被纳
入其中，区政府聘请了专业人员对院
落进行整治修缮。自今年 4 月底雨
儿胡同6号开始修缮，经过5个多月，
在国庆前夕，李伏生一家搬进了修缮
一新的院里。放眼看去，违建没有
了，空间变大了，厨房和卫生间都配
备齐全，洗澡、上厕所都不用出屋了；
房屋还建了二层，使用面积多了一半
儿，孙女学习也有了空间；胡同内实
施不停车，道路更宽更安全了。

她说：“真没想到我住了大半辈
子的小平房，也能变得如此宽敞、漂
亮，我打心底里高兴。”记者 王慧雯

“我是幸福生活的受益者”

国庆期间，景山街道党群工作办
公室副主任齐欣哪儿也没去，耐心
地守在父母身边分担家务、照顾生
病住院的奶奶。距离 10 月 1 日的群
众联欢活动已过去好几天，可她依
然有点黑白颠倒，一到晚上就精神。

“可能是因为当天太激动了。”
10月1日晚上，齐欣和景山街道其他
成员一起参与群众联欢，完成了集
体舞和快闪表演，“我们位于天安门
东侧，表演开始时几万人一起面向
国旗、手抚左胸高唱《歌唱祖国》，大
家越唱越激动，发自内心地祝福祖
国。”4场集体舞、1场快闪、四五种队
形变换……大家用 3 个月的训练成
果向祖国献礼。

“10 月 1 日上午 10 点，大家还在
天坛体育活动中心训练。”提起 3 个
月的艰苦训练，齐欣坦言经历了很

多“第一次”：露天训练突然遭遇大
雨，第一次吃了被雨水泡过的盒饭；
9月连续三次通宵演练，为了不影响
家人休息，她第一次坐在 24 小时餐
厅里等着太阳升起；高强度的蹲起
人浪训练让她第一次经历膝盖浮
肿，直到现在还没消退。

其实，这不是齐欣第一次参加
国庆活动。10 年前，还是大学生的
她是国庆 60 周年群众游行“继往开
来”方阵的队员；10 年后，成为街道
干部的她肩负起更重的任务。除了
常规训练，齐欣还是单位负责人、中
队长和 13 号车车长，每次训练都是
第一个到场最后一个离开，在别人
休息的时候她还要编辑通知，统计
报表，为大家设计“温馨提示”，做好
各项指令的“上传下达”，当好每位
队员的“坚强后盾”。 记者 庄蕊

联欢让我经历很多“第一次”

10 月 1 日夜，天安门广场灯光璀
璨，礼花升空，照亮袁静潍、王秀兰夫
妇幸福的脸庞。在广场东侧，最靠近
中心舞台的位置，一袭红色旗袍、一身
蓝色唐装，两位老人红光满面，轻轻相
依，会心一笑，流露出携手38载相濡以
沫浓浓的爱意。

袁静潍今年 63 岁，是东城区第二
文化馆模特队的“红人”。街道、社区
里的老年模特队经常能看到他的身
影。一次排练，文化馆的负责人说有
一个机会能参加国庆当晚的联欢晚
会，袁静潍连忙答应，赶快回家告诉老
伴王秀兰这个喜讯，从此就认认真真
地踏上训练之路。说起老伴参与表演
这事儿，袁静潍说真是意外的惊喜。

“要说我能参加，那真是幸运得不
得了，真是不可求的幸福！”今年 62 岁
的王秀兰眼里满是喜悦，因为导演组
临时计划让真正的夫妻表演“金婚”老
人，才有了这个夫妇同台的机会。

10月1日晚上的天安门广场，举国
欢腾，到了整个表演的第四篇章，礼花
齐放，璀璨夺目，镜头转向广场东侧的
袁静潍、王秀兰夫妇，他们虽已白发苍
苍，却精神抖擞，在新时代的漫天华彩

下，他们幸福亲吻，感动了不少观众。
“动作、表情没有提前设计，全都是发
自内心的真实流露。”袁静潍说，新中
国成立70周年，老百姓是非常激动、高
兴和自豪的，表演时，动作和表情溢于
言表。

提起训练的过程，王秀兰已记不
起总共有多少次了:“时间最长的一次，
加上前期化妆、候场，快 20 个小时了。
虽然大家都很累，但没一个人喊苦喊
累。”对大家来说，这是一项光荣的任
务，打心眼里高兴，再苦心里也是甜
的。训练场上，大家的年龄、职业不一
样，但每个人的心声都是统一的。

“经常把训练场搬回家去。”虽然
动作简单，但老两口丝毫不敢马虎，一
个细微的表情，一个简单动作，俩人常
常要合上半天，闺女也乐于当观众，一
家人常常为一个动作拿捏半天，王秀
兰说，训练已经成了家常便饭。

东城区第二文化馆舞蹈干部、在
现场担任国庆联欢晚会东城区执行导
演的石原说：“这么辛苦的训练，丝毫没
有动摇老人们训练的决心，反而是他们
眼中的坚定、自豪，鼓舞着年轻人。”

记者 乔斐

“金婚”夫妇的最幸福时刻

10月7日是国庆小长假最后一天，
也是崇外街道城管执法队孙桂兰最后
一次国庆节值班，“十一”节后，她将光
荣退休，迎来属于自己的人生长假。

这天一早，孙桂兰准时来到正阳
门东侧的保障点位，这里是天安门广
场的入口之一，人流密集。一位操着
外地口音的游客向孙桂兰问路：“请问
没有身份证能进广场吗？”耐心解答完
问题后，孙桂兰沿着前门东大街巡视，
协助交警疏导交通，维护天安门周边环
境秩序。中午换班时，孙桂兰还要赶回
单位处理辖区内的“接诉即办”案件，及
时清理无照游商和随意张贴的广告。

国庆长假期间，城管执法队不仅
要完成街道辖区的各项保障检查工

作，每一班次还要在天安门固定点位
站岗，维护天安门周边环境秩序、协助
交警疏导人流车流，不间断地巡视、不
停地疏导人流为群众解答各种问题，
她都积极主动参与其中。

一天下来，55 岁的孙桂兰要走上
万步。其实她的身体并不好，前段时
间做了心脏支架手术，即将退休的她
原本可以从国庆长假开始修养调理，
但是在得知队内人员紧缺，此次国庆
保障任务重大后，她主动提出坚守最
后一班岗，充实队内执法力量。

当了 35 年城管的孙桂兰很珍惜
“最后一班岗”：“今年是国庆 70 周年，
以此作为我职业生涯的结点，我感到
很骄傲。” 记者 庄蕊 文/摄

日行万步站好“最后一班岗”

本报讯（记者 刘旭阳）10月1日，新中国成立70周年庆祝大会及联欢晚会
顺利举行。阅兵仪式威风凛凛，群众联欢欢乐祥和，在这背后，有前门志愿者们
为顺利完成国庆服务保障工作而全力以赴，在各自岗位持续奋战的身影。

9月30日，新中国成立70周年庆祝大会进入最后倒计时，街道各志愿者们
对街巷各处的防火安全状况进行了再次检查，确保万无一失，并及时清理街巷
内未按要求停放的机动车与非机动车。各个守望岗的志愿者早已到位，全天候
轮班值守。此外，由志愿者们组成的巡逻队对街巷进行不间断巡视。直到10
月1日凌晨，志愿者们仍毫无倦意，坚守岗位，严格执行各项服务保障措施。

“10月1日上午，天安门广场阅兵仪式和群众游行时，我们都激动坏了，大
家都拿着手机关注着庆祝大会的最新进展，但仍没有离开岗位。”志愿者说道。

庆祝大会结束后，志愿者们又投入当天联欢晚会和烟火表演的保障中，抓紧
时间对辖区居民进行安全疏散，并安排专人将社区老人送往酒店安置。烟火表演
结束后，直到临近午夜，演出队伍正式疏散完毕，志愿者们才松了口气。48小时
不分昼夜的坚守，前门街道志愿者们在细微处保障着庆祝活动的顺利进行。

保 障

前门志愿者48小时坚守“前线”

国庆期间，我区2300余名城市志愿者连日值守，依然坚守在全区17个城市志
愿服务站点上，为游客提供便利和温暖的同时，各站点还设置了留言墙、手举牌、合
影KT板等道具，为游客和市民提供向祖国“表白”送祝福的机会，成为热门“打卡
地”。在东华门街道“故宫墙外”城市志愿服务站点内，两面留言板格外引人注目，
不少游客把对祖国的祝福写在便利贴上，贴在了留言板上。记者在留言板上看
到，其中不乏“我爱你中国”等祝福语。 记者 王慧雯 通讯员 刘海勇 摄影报道

城市志愿者花式表白祖国

共享国庆喜面 同庆祖国华诞

百岁老人祝祖国生日快乐

10月2日中午，在天坛东里50号楼3、4单元的居民家中，一碗碗热气腾腾
的面条让聚在一起的老街坊们笑逐颜开。当天，体育馆路街道四块玉社区党委
举办“倡导新民俗，欢乐过国庆”活动，50余位党员志愿者、地区居民共吃为祖国
母亲庆生的“长寿面”，欢度国庆。 记者 李冬梅 通讯员 李艳静 摄影报道

“祝福祖国！”10 月 1 日上午，百岁老人王文玉回到自己居住了 20 多年的
宝华里，和值守在宝华里危改项目指挥部的工作人员们一起观看庆祝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电视直播。老人在宝华里19.73平方米的老旧平房
里蜗居了 20 多年，随着宝华里危改项目启动，王文玉今年选定了一套面积
68.92平方米的一居室回迁房，预计将在2023年6月回迁。

记者 李冬梅 通讯员辛桦 摄影报道

东城黄金周迎客548万
昨日，记者从区文化和旅游局获悉，国庆黄金周期间，区重点监控的故

宫博物院、雍和宫、天安门城楼、中山公园、地坛公园等14家景点，共接待游
客548万人次，全区旅游市场安全有序、旅游活动精彩纷呈。

我区在国庆期间举办了以“普天同庆，共筑中国梦”为主题的国庆游园
活动。10月1日、2日，8个区属公园和天坛公园不仅为游人奉上精彩纷呈
的文艺演出，还精心安排了多项非遗项目展和文化互动活动供游人体验。
此外，15处各具特色的主题花坛也成为游人“打卡地”。

2日上午，歌曲、舞蹈、器乐、戏曲等多种形式共12个节目在地坛公园轮
番上演，吸引了不少游人驻足欣赏。

在文体互动区，经典诵读会、作家与读者见面会、宝宝故事会、云屏自
助阅读等文化互动项目，让游人近距离感受文化的魅力。VR模拟滑雪、冰
壶、冰蹴球、冰雪知识互动问答等冰雪互动项目，以及抓羊拐、沙包掷准等
趣味体育互动项目，成为孩子们的最爱。以“非遗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为主
线的世界非遗、国家非遗、京味非遗3大展区，吸引游人观赏体验。

当天，在天坛公园国庆游园活动上，15个形式多样的节目在祈年殿前广场
精彩上演。传统健身项目、民俗健身项目、时尚健身项目、冰雪体育项目共4场
学做互动活动吸引了不少游人参与体验。园内展出15个非遗项目，每个非遗
项目都邀请了两位传承人携经典作品展示，游人还有机会亲自动手体验。

记者 王慧雯 李滢

●张瀚
29岁

永外街道城市管理办干部

活 动

游 园

●李伏生
68岁

交道口街道福祥社区
雨儿胡同居民

●齐欣
30岁

景山街道党群工作
办公室副主任

●袁静潍
63岁

东城区第二文化馆
模特队队员

●王秀兰
62岁

退休居民

●孙桂兰
55岁

崇外街道城管
执法队队员

地坛公园。 通讯员 王冉 摄

天坛公园。 记者 张维民 摄

地坛公园。 通讯员 王冉 摄

龙潭公园。 通讯员 薛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