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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新中国奠基

新华社记者 季小波 魏梦佳
金秋九月，位于北京西郊的香山满山
叠翠，游人如织。
70 年前，毛泽东率中共中央进驻香山，
由此让香山这座拥有近 900 年历史的古老
园林，在新中国成立的历史上留下了浓墨
重彩的一笔。
这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解放战争走
向全国胜利、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伟大胜
利的总指挥部，也是中国共产党人“进京
赶考”的首站。正值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之
际，为了更好地再现中共中央在香山时期
的革命历史，修缮复原的香山革命旧址以
及新建的香山革命纪念馆 13 日正式向社
会开放。
70 年后的今天，人们可以在这里，回顾
“为新中国奠基”的历史伟业，重温中国共
产党人的爱国初心、壮志情怀和革命精神。

8 处革命旧址首次开放 重温香
山光辉岁月
从香山公园东门入园，拾级而上，便可
来到双清别墅。
六角红亭旁，
池水清澈，
绿草
茵茵。屋内入口处，悬挂着一张毛泽东同志

——揭秘香山革命纪念地
在香山读报的黑白照片，
报纸上
“南京解放”
四个大字赫然可见。
屋内摆放着毛泽东曾使
用过的办公桌、
沙发、
床等家具及物品。
1949 年 3 月 23 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
同志率领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国人民解放军
总部从西柏坡赶赴北平，25 日进驻香山。原
为清代静宜园内松坞云庄的双清别墅，于
彼时成为毛泽东在香山的办公和居住地。
直至当年 9 月，毛泽东才从双清别墅移居中
南海。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
作为中国革命胜利前夕党中央所在地，巍
巍香山目睹了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指点
江山、挥斥方遒的豪情，也见证了中国共产
党人团结各界人士凝心聚力描绘新中国宏
伟蓝图的艰辛和荣耀。

在
火红湛江
本报记者 陈彦 通讯员 周文韬
中秋佳节，夜幕降临，不少市民选择陪
伴家人共赏明月，享受团圆时刻。但在调顺
跨海大桥的施工现场，灯火通明，大型机械
轰鸣，来自全国各地的建设者们放弃休息，
坚守施工一线，
昼夜奋战抢工期。
9 月 13 日晚，记者在调顺跨海大桥移
动模架施工现场看到，40 多名钢筋工人
“晒着”月光，正紧张有序地绑扎钢筋，不远
处主桥上四台 60 米高的塔吊矗立湛江湾
上，多台履带吊配合安装主墩模板，混凝土
罐车不时穿梭其中，
一派繁忙的施工景象。
“中秋节是全家团聚的时刻，但也是在
湛江干活的最好时候，微风无雨，最能出
活，大家都没给自己放假。”现场生产经理
韦江告诉记者，自从 8 月份第二套移动模
架安装到位，现场再增加两个施工班组，确
保两套移动模架均能 24 小时不停作业。
“今年是调顺大桥施工攻坚克难的关键年，
项目部要抢抓现阶段每一个有利时机，力
争超额完成年度目标任务，为大桥 2020 年
底通车奠定坚实基础。”
据悉，调顺跨海大桥东岸右幅移动模
架中秋节期间率先完成三分之一，左幅移
动模架预压完成。大桥红门主塔经历了一
个夏天的“烤验”，均完成首节浇筑；主桥上
部结构钢横梁目前正在南通基地“孵化”生
产，半年龄期一满将漂洋过海来‘看’湛江。
率先开始架梁的东岸坡头区，右幅还剩 3
跨将全部完成，届时会与移动模架相连通，
施工车辆直达海上，为大桥上部结构施工
提供大量作业面。
该项目梁场施工负责人罗凯向记者介
绍，目前东岸架设的箱梁均为长 30 米预制
宽幅箱梁，单跨共 8 片梁，一片梁重达 175
吨，相当于一架波音 747 飞机，大桥连接的
“脊背”，全凭这一块块“钢筋混凝土积木”
精准搭接。箱梁架设属于高空作业，安全管
理工作显得尤为突出。架设完成的箱梁，因
梁板间存在 50 厘米宽的湿接缝及边梁处
无防撞护栏，施工的重中之重便是确保箱
梁架设安全，质量可控，稳中有进。
“每架设

我们的节日

中

秋

在香山期间，中共中央指挥了举世闻
名的渡江战役，吹响了解放全中国的进军
号角；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为新
中国奠定理论和政策基础；中国共产党人
与各民主党派、各界人士共同筹备中国人
民政治协商会议，起草通过《中国人民政治
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确定了新中国国体、
政体，制定了新中国一系列基本政策，携手
为新中国搭建
“四梁八柱”。
为了全面展现中共中央在香山时期的
革命历史，去年以来，北京市对香山公园内
存留的中共中央在香山的 8 处革命旧址进
行了修缮复原，其中包括双清别墅，修缮建
筑达 3600 平方米，修缮院落达 1.8 万多平
方米。
香山公园党委书记孙齐炜表示，这是 8

处革命旧址首次向社会全部开放，开放面
积为香山历史之最，
“主要是向人们呈现出
一个完整的中共中央北京香山革命旧址的
历史原貌，生动再现中共中央在香山艰苦
奋斗筹建新中国的场景。”
她说，过去，游客来香山感受红色历史
只能参观双清别墅，通过此次修缮，人们现
在还可以参观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
时几位同志的办公居住地，以及中央警卫
处、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地、中共中央图书
馆、香山专用电话局和中央办公厅机要处
驻地等。
距离双清别墅不远、始建于明代的来
青轩，在 1860 年曾遭英法联军焚毁，后在
遗址上改建公寓。党中央进驻香山后，这里
成为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

领导人办公居住地。
绿树掩映的静谧院落内，有几排灰瓦
白墙的平房。穿梭于来青轩，可以看到老一
辈革命领导人的办公室、会客室、卧室、餐
厅等，屋内摆放着简单的家具陈设，一些实
物展品也按照原状进行陈列。
墙上悬挂的军事形势地图，书桌上的
放大镜、报纸和书籍……置身于高度还原
的历史场景中，人们似乎还能从工作生活
的点滴，窥见老一辈革命家为创建新中国
呕心沥血忙碌的身影。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作为全国爱国主
义教育示范基地，双清别墅每年都迎来大
量企事业单位、学生团体和游客参观学习，
成为开展红色教育的热门场所。此次双清
别墅内的毛泽东办公居住房屋、
“毛泽东同
志在香山”展室和六角红亭等建筑也得以
修缮、完善。人们可通过展览看到毛泽东在
香山的一些经典照片、手稿和诗词、发给前
线的电报电文等，了解他在香山的工作和
生活情况。
记者从香山公园获悉，8 处革命旧址共
陈列家具、办公用品、生活用品等各类展品
9495 件，都是通过多方渠道征集、购置和复
原的。为了最大限度还原历史，展品在展陈
上颇费功夫。
大到毛泽东的办公桌、沙发、警
卫处的吉普车，
（下转 A03）

中国对新的美国
农产品采购实施
加征关税排除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指引下
——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

调顺跨海大桥参建者坚守工地抢工期

月圆中秋夜 奋战湛江湾

新华社北京 9 月 13 日电 记者从国家
发展改革委、商务部相关方面获悉，日前美
方已决定对拟于 10 月 1 日实施的中国输
美商品加征关税措施做出调整，中方支持
相关企业从即日起按照市场化原则和
WTO 规则，自美采购一定数量大豆、猪肉
等农产品，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将对上
述采购予以加征关税排除。中方有关部门
表示，中国市场容量大，进口美国优质农产
品前景广阔，希望美方言而有信，落实承
诺，为两国农业领域合作创造有利条件。

我国北斗快速辅助定位系统

用户规模已突破 3 亿

调顺跨海大桥第二套移动模架安装到位，可实现 24 小时不停作业。
一跨箱梁，施工人员就立即采用高性能防
护网对桥面板湿接缝、伸缩缝进行编织、固
定，安装加固临时钢结构防护栏，保证‘一
架一防’，确保架设完成的箱梁每一米安全
都 有 保 障 。光 箱 梁 防 护 措 施 费 就 增 加 了
500 多万元。”
来自安徽安庆的钢筋工人刘师傅赞叹

道：
“这个工地切实把我们这些工人放在心
上，工作中做好各项安全防护和教育，让我
们没后顾之忧；前段时间天气热时调整工
作时间，发放高温降暑饮品；今天中秋节，
一大早，就给我们送来了月饼、柚子、还有
半头猪。”
金秋八月，天朗气清。施工旺季如约而

中秋赏月
霞山渔港公园，一名女士正在给月亮拍照。
9 月 13 日晚 9 时左右，中秋节的明月已高挂苍穹。当
晚，霞山渔港公园热闹非凡，市民或一家大小或亲朋好友集
体出行赏月。
本报记者 李嘉斌 摄影报道

通讯员 周文韬 摄

至，调顺跨海大桥施工日新月异，建设不断
提速。大桥建设者铆足干劲，加班加点，一
扫雨季时的“憋屈”。截至 8 月底，该项目已
完成年度计划的 74%。相关负责人表示，接
下来该项目将抢抓旱季黄金施工季节，精
心组织，加大资源整合力度，推动大桥更好
更快地建设，向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献礼。

月圆雁飞
9 月 13 日晚，
中秋时节北雁南飞。在港城上空，
三只北雁
恰巧在一轮明月前飞翔而过。 本报记者 郎树臣 摄影报道

据新华社北京9月13日电（记者胡喆）
我国自主研发的北斗快速辅助定位系统，
填
补了我国移动通信领域卫星导航辅助定位
服务技术空白，
用户已突破3亿规模。
这是记者从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
司近日召开的 2019 年科技工作会议上了
解到的消息。
据了解，当前兵器工业集团装备体系
策划与重大专项科研取得新突破，重点型
号研制与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新成果，
军工核心能力与科技创新基础能力取得新
提升。
值得一提的是，在民品科技创新领域，
兵器工业集团取得新成效，承担了一批国
家级重大科研项目，核心关键技术取得创
新突破，掌握了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关键技术和工艺。
此外，兵器工业集团建成了技术领先、
自主可控的“全国一张网”
（国家北斗地基
增强系统）和
“一个服务平台”
（千寻高精度
位置服务平台），
实时动态亚米级服务已覆
盖全国，北斗高精度服务在战略性行业、区
域经济和大众市场得到推广应用，自主研
发的北斗快速辅助定位系统，填补了我国
移动通信领域卫星导航辅助定位服务技术
空白，用户已突破 3 亿规模。

全国铁路迎来中秋
小长假客流高峰
新华社北京 9 月 13 日电 （记者樊曦）
中秋小长假第一天，全国铁路迎来客流高
峰。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
悉，13 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 1370 万
人次。
9 月 12 日，全国铁路开行旅客列车
9331 列，其中加开列车 802 列，共发送旅
客 1158.2 万人次，与去年中秋同比增加
173.7 万人次，增长 17.6%，铁路运输安全
平稳有序。
节日期间，铁路部门加强乘降组织，提
升服务质量，开展具有中秋特色的文化活
动，为旅客打造安全、有序、温馨旅途。
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公司延吉西站、
珲春站工作人员利用旅客候车间隙，身着
节日盛装，在候车室里为旅客表演朝鲜族
传统舞蹈，为旅客准备了月饼、桂花糕等中
秋传统美食，以及米酒、打糕等朝鲜族特色
美食，为旅客提供别样的出行体验；北京局
集团公司北京南站将地下换乘层快速进站
厅日常开闭时间进行调整，根据实际客流
情况适时提早开启时间、延后关闭时间，为
旅客最大化提供快速、便捷的进站乘车服
务，缓解进站客流高峰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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