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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在现场

我在

观礼 见证荣耀时刻
本报记者

王明辉

10 月 1 日，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
庆祝大会后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和群众游行。 我和先生戚德林代表 88 岁高龄的母亲
受邀进京观礼，亲身感受了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国庆盛典。

—亲历“致敬”方阵肃然起敬
激动——
早在一个多月前， 我的婆婆廖
和群因为荣获 1956 年、1959 年两届
全国劳模收到赴京参加国庆观礼的
邀请。 由于她年事已高，卧病在床，
无法亲自北上， 决定由其长子戚德
林作为老劳模的后代， 代表母亲进
京观礼。 我也作为戚德林的随行人
员，经过严格审查获准一同前往。 获
此喜讯， 我就一直沉浸在激动之中，
提前做好了一切准备工作。 9 月 27
日上午 9 点，我们带着母亲的殷殷嘱
托，登上了开往北京的 G84 次列车。
在火车上， 与一位进京旅游观
光的大姐聊天， 我能感受到她对上
世纪五十年代劳模的尊敬； 在我们
所下榻的国谊宾馆， 我们受到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工作人员的热情
接待。 当在“致敬”签名墙签上我婆
婆和我们的名字时， 我们真的感到
无尚光荣。
9 月 28 日上午， 我们参加了由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表彰奖
励办公室召开的动员会， 获悉今年
的国庆群众游行队伍新设立了一个
“致敬”方阵，走在国旗方阵和国徽

“致敬”方阵礼宾人员服务手册对 10
月 1 日上午的群众游行活动安排和
10 月 1 日傍晚联欢观礼活动安排、就
餐服务温馨提示写得很详细，详细到
几点几分的安排。 可见国庆观礼活动
安排得多么严格。在一楼大堂，我采访
了很多年过九旬的老人， 他们有的是
老一辈党和国家、 军队领导人的亲属
代表； 有的是老一辈建设者和家属代
表； 有的是新中国成立前参加革命工
作的老战士； 有的是老一辈军队退役
英模、民兵英模和支前模范代表。“
致
敬”方阵的出现感动着我，也感动了所
有观看电视直播的人。
真的，到过北京很多回，但受邀到
北京参加国庆观礼还是第一回， 我决
定一定要拍好多图片视频回来给婆婆
看，给朋友们分享北京观礼的故事。

方阵后面。 总共 21 台礼宾车，由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遴选审核报中
央批准参加这次国庆观礼的“两弹
一星” 元勋和全国劳模代表共计 60
人， 参加该方阵接受全国人民的致
敬！ 湖南的两名英模代表廖和群和
周静安就在此方阵。
9 月 29 日， 参加致敬方阵的代
表和随行人员被礼宾车送到好苑建
国酒店和北京国际饭店， 移交给北
京国庆指挥部统一指挥。 下车伊
始， 武警庄严肃立保持敬礼姿势迎
接， 志愿者一对一服务引领我们通
过一道道安检门；来到酒店大堂，只
见戒备森严， 一条易拉宝写
着
“安检民警向功勋卓著的
革命前辈致敬”。 嘉宾和
随行人员在签到簿一一
签名后， 我们被引导到
右侧的巨幅致敬墙前拍
照留念， 然后就被志愿
者引导上楼进入房间。
戚德林先生的嘉宾证上
标明了入住 5044 房间，
房间很大，面朝长安街。
湖南的两名英模代表及随行人员在签名墙前合影

—老戚感动地行了军礼
荣耀——

戚德林先生在礼宾车上

对于婆婆廖和群来说， 上世纪
50 年代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她
是从旧社会走过来的， 由于家境贫
寒，她 14 岁就进工厂当童工，住草
棚、吃馊饭、穿破衣，还经常挨打受
骂。 新中国成立后， 广大工人翻了
身， 她便时刻琢磨着怎样为国家多
作些贡献。 二十出头的廖和群废寝
忘食、多方拜师、刻苦钻研，凭借 2.5
秒接一个细纱线头的“闪电式操作
法” 和落纱前 5 分钟清扫吸棉管的
创新，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节约了
生产成本， 于 1956 年、1959 年两次
被评为全国劳动先进工作者， 两次
参加全国群英会， 两次被授予全国
劳模， 两次北上进京受到党和国家
领导人的接见。 她至今仍珍藏着 60
多年前的邀请函，虽然纸张已泛黄，
字迹仍清晰可见。 当年参加全国劳

模会议的大合照也装在玻璃相框
里，一直挂在客厅里。 对此我们作为
晚辈也一直引以为自豪和荣耀。
在长沙临上火车前， 我以记者
的身份采访戚德林先生，问他这次代
表老母亲去北京观礼的感想，他说真
的很自豪， 为有这样的老母亲感到
非 常 荣 耀 。 戚 德 林 曾 在 1979 年
-1983 年在北京当兵服役，在北京生
活了整整四年。 以后无数次到过北
京， 他说只有这一次是代表母亲进
京观礼， 因此深感无比荣耀。 几天
里，也发了很多条朋友圈，分享他在
北京的观感。
10 月 1 日早上八点半， 我获准
护送戚德林先生登上了 18 号礼宾
车 9 号座位， 我就回到好苑建国酒
店二楼大堂集中收看国庆现场直
播，“致敬”方阵的 21 台礼宾车就在
酒店的停车场集结等候。 11 点 10
分， 阅兵仪式结束了， 礼宾车队就
有序地驶进东长安街 ，紧跟在国旗
方阵和国徽方阵之后经过天安门城
楼。 老戚后来告诉我，在等候的两个
多小时里，他询问了 18 号礼宾车上
的 17 名代表，其中有 5 名开国上将
的后代，5 名全国劳模的后代， 还有
7名
“老兵”代表。“老兵们”年纪都在
90 岁以上。 大家在车上都很激动。 进
入东长安街前半个小时， 工作人员

给每个后代代表发了一个自己父母
辈的照片牌， 让他们举着照片牌参
加群众游行。 那一刻发生得很突然，
后代们都激动得热泪盈眶。 11 点 45
分，当礼宾车经过天安门城楼时，老
戚看到老兵前辈们都举手致敬，他
也情不自禁地向主席台方向行了一
“那一刻，终身
个标准的军礼。 他说，
难忘。 我为自己有这样一位伟大的
母亲感到荣耀， 更为祖国母亲感到
自豪。 感谢祖国没有忘记像我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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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静安劳模在礼宾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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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 日上午，当“致敬”方阵出现在
国庆庆典直播画面中时， 一位坐在礼宾车
上，合着音乐、打着节拍经过天安门城楼的
老奶奶吸引了全国观众的目光。
“老奶奶太可爱了！ ”网友们纷纷留言。
这位老人是来自湘潭的全国劳动模范
周静安，今年已满 91 岁高龄。此次作为全国
劳模代表受邀赴京参加国庆观礼，老人十分
激动：国家还记得我！ 我这是第三次受邀进
京观礼。
周静安老人一辈子从事幼教事业。 1958
年，她响应国家号召，随丈夫从鞍山钢铁厂
调回湘潭钢铁厂，和同事们在一片荒野上建
起了湘钢幼儿园。 那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年
代，为了让建设者们没有后顾之忧，出生才
一个多月大的孩子都可以送到幼儿园。周静
安是园长、老师，也是妈妈。 缺衣少食，周静
安发动大家喂猪、开荒种菜，自给自足，呵护
孩子们健康成长。1959 年、1960 年，周静安两
次被评为全国先进工作者， 两次荣获全国劳动模
范称号，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我还
和国家领导人跳过舞哩。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老
人俏皮地回忆。
尽管已年逾九旬， 周静安老人仍耳聪目明，
行走自如。 我向老人请教养生之道，老人又是比
划又是表演， 一边数节拍一边做起老年保健操。
陪同周静安老人来京观礼的是老人的二女儿黄
防。 几天相处，我和黄防大姐很快成了好朋友。 9
月 28 日我们陪同老人开车在长安街“预演”，我
和黄防大姐都叮嘱老人：“经过天安门广场时，您
要记得跟习近平总书记挥挥手。 ”
9 月 30 日， 我陪老人在北京国际饭店前散
步，戴着“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纪念
章”的周静安老人一出门，就成了新闻人物，很多
市民和游客纷纷上前与她合影。
10 月 1 日一大早， 周静安老人早早就起床、
登上礼宾车。 经过天安门广场时，老人合着音乐，
有节奏地挥舞双手、打起节拍，表达心中的喜悦。
这个镜头被电视记者抓拍到，足足停留了五秒。 看
到这一幕，守在电视机前的亲友们顿时沸腾了。 我
不禁叫出声来：
“
周阿姨，您太了不起了”！“
妈妈太
棒了！ 我们为她感到无比骄傲和自豪！ ”黄防说。
中午 1 时许，观礼结束回到北京国际饭店的周
静安老人仍精神饱满。 她用一句话表达心中的激动：
“
我祝愿祖国繁荣昌盛，祝愿全国人民幸福安康。 ”

廖和群劳模在家中收看国庆电视直播

这样的老革命、老劳模”。就在老戚乘
坐礼宾车等待受阅的同时，长沙家中
有很多媒体朋友和家人正陪着我伟
大的婆婆廖和群收看国庆电视直播！
真的感谢党和政府尊重劳模，关心劳
模，心系劳模！ 婆婆廖和群静坐在电
视机前，视线随着阅兵方队的步伐移
动，嘴角不断上扬，她不断地朝电视
画面竖起大拇指，为新中国的繁荣富
强点赞！ 我们深感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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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游行前周静安劳模与女儿黄防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