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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退役升旗手
担职4年，

最后一次元旦升旗

1日早上6点55分，蓉城国旗护
卫队的小伙子们踏着整齐划一的步
伐，开始进场。

包括担任当天升旗仪式升旗手
的彭亮在内，护卫队共有36名队员
出场。国旗护卫队的队列由三部分
组成。第一排中间为擎旗手，国旗
由擎旗手扛在肩上；擎旗手左边为
护旗手，负责扛枪保卫国旗；擎旗手
右侧是升旗手，负责将国旗挂上旗
杆后升上杆顶。第二排是领队，身
佩军刀，负责带领护旗方队的行
动。后面剩余的32人四人一排组成
护旗方队。

6点58分，彭亮在升旗台上站
得笔直，右手将红旗攥成一朵花。

1号国旗3米宽，甩开得用“寸
劲”，无论甩旗多少次，右手都要保
持同样的姿势……这些要点都“烙”
进了1992年出生的彭亮心底，成为
他的条件反射。

随后彭亮右臂微微上提，似乎
给出一个信号，紧接着国歌声响起，
彭亮右臂由下及上振臂一挥，先前
攥紧的旗子如花一般迎风绽开，旋
即缓缓升起。

为了每次升旗的这短短几分
钟，彭亮和队友们已经训练了无数
次。从4年前担任升旗手开始，彭亮
重复甩旗的动作已经不知道多少
次，长年累月下来，他左右臂乃至左
右两边身体的肌肉形状、轮廓，都有
了明显的区别。

“这是我们的使命。”对于彭亮

来说，这次升旗隐约有不同的意义
——这是今年12月就将退役的他，
最后一次担任元旦升旗仪式的升旗
手。

随着彭亮甩开红旗的一瞬，国
歌响起，众人瞩目，齐声高唱。7点
整，五星红旗伴随着国歌升上杆顶。

一对观礼父女
连续6年，

国庆元旦从未缺席

虽然这个冬天格外冷，但在元
旦的清晨仍有不少市民赶赴天府广
场，他们中有耄耋老人，有年轻情
侣，有带着孩子的父母……在新年
第一缕阳光出现之前，他们齐聚在
此，等待2019年的第一场升旗仪式。

“六年来我从没缺席过，元旦、
国庆都要来看升旗。”1月1日早上6
点55分，家住龙潭寺的陈先生就已
牵着女儿的手，赶到了天府广场，对

他来说，观看升旗是一场必要的仪
式，充满了荣誉感。女儿今年10岁，
从被爸爸抱着到被爸爸牵着，6年来
已在天府广场看过了一次又一次的
升旗仪式。随着年岁增大，她也逐
渐体会到升旗仪式所富有的意义，
她说“觉得更激动了”。

又是新的一年，说起愿望，陈先
生不假思索道：“希望祖国越来越强
大，人民越来越幸福。”

一队大学学子
守候一宿，

为观看升旗仪式

在观看升旗仪式的市民中，有
一队在衣袖上贴着国旗的年轻人格
外引人注目。

他们是来自成都工业职业技术
学院的国旗护卫队，由于学校距天
府广场路程较远，为了看这场升旗
仪式，头一天就赶到了市区，在天府
广场附近等待了整整一夜。

“这次主要是带18级的新队员
来看升旗。”队长罗森说，他们这支
队伍一共40余人，有男有女，到天府
广场看升旗已成为队内的传统，“基
本上五年来，都会有这个活动。”

这是一支很为自己身份自豪的队
伍，他们会付出课余生活的很大一部
分时间投入训练。“好辛苦的！”队中的
姑娘们笑着说，语气里并无抱怨。

“又是新的一年了，希望祖国越
来越好，也希望我们学业有成。”这
群容光焕发、生机勃勃的年轻人如
是说道。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杨雪
摄影 吴枫

元旦小长假期间，成都各大景点都
开启了“人从众”模式，天府广场一旁的
成都博物馆也概莫能外。正在热展的

“好雨时节——见证改革开放四川四十
年”虽说进入了撤展倒计时，仍引来不少
市民扶老携幼前来看展。

就在元旦当天，成博门前便早早排
起了长队，从地铁口蜿蜒至台阶。现场
维持秩序的安保人员告诉记者，小长假
期间，观众至少要排队40分钟才能进入
成都博物馆，然而到了好雨时节展的展
厅门口，由于限流措施，观众又得排几分
钟队，等展厅内人观众走出去一拨，才能
放进去一拨人。尽管如此，观众看展览
的热情十分高涨，截至当天下午5点，元
旦小长假3天共计5万人前来参观好雨
时节展。

火爆
排队一小时找回忆

尽管好雨时节展没有一件文物，也
丝毫不影响观众看展览的热情。成博安
保人员告诉记者，眼前的排队情景还不
算最壮观，2018年12月31日那天下起
了小雨，不少市民依然撑伞排队，热情高
涨令他们十分感动。特别是每天上午10
点到11点、下午2点到4点是排队高峰
期，观众排成“L”形长队，等候至少1个小

时才能走进成博。
本次展览最大的看点就是“众筹”，

展出的实物、照片和视频来自数百位普
通市民，展览用百姓的视角和展品，来讲
述他们所经历的改革开放的故事、感受
和成果。无论你是60后、80后还是00
后，都能在这场展览上找到自己成长的
痕迹，寻找一代人童年的印记。

1978年刚刚恢复高考时的录取通
知书，承载着主人梦想成真的激动；蒙着
罩子的电风扇、锈迹斑驳的缝纫机，是

1980年代客厅的必备家电；口香糖、麦
丽素、麦乳精等形形色色的零食，让90
后的童年回忆都是香甜的味道；而乒乓
球世界冠军朱雨玲浸透了汗水的金牌和
参赛队服，让不少00后粉丝慕名前来合
影留念。

有趣
俄罗斯方块忆童年

看展览累了，不妨歇歇脚看看视频

和投影，三代老记者的告白、电竞发展、
“海采”百人送祝福、服饰物语等视频故
事，串联起40年川人珍藏的记忆。特别
是引发一大波回忆杀的动画片集锦，《狮
子王》《黑猫警长》《变形金刚》《机器猫》
等陪伴了一代人成长的动画片，瞬间打
开了记忆的阀门，吸引不少观众驻足观
看，思绪穿越回那个吹着电扇、开着电视
的午后时光。

展览上花花绿绿的小玩意儿，是不
是勾起了你的童年回忆？那些陪伴你长
大的俄罗斯方块游戏机、玻璃弹珠、四驱
车，是否让你跃跃欲试？看完展览来体
验区，这些玩具可以让你找回童年的乐
趣，一口气玩个痛快。

为了再续观众们的“童年梦”，同时
让小朋友们体味到80后、90后的童年乐
趣，成博五楼社教区特意设立了怀旧玩
具体验区。水压套圈、万花筒、俄罗斯方
块，那些妙趣横生的小游戏，不仅让80
后、90后门分分钟穿越回童年，甚至吸引
不少00后拿起“老古董”，和自己的父母
PK俄罗斯方块。

点赞
留言簿上花样百出

“天府之国的四十年巨变，令人感
慨，令人振奋，令人鼓舞。”“祝祖国越来

越好，四川越来越好！”“历史由每个普通
人创造，感恩每个时代的建设者。”在

“好雨时节——见证改革开放四川四十
年”展览出口处的观众留言簿上，许多
观众提笔写下看展的感慨和对祖国的
祝愿。

元旦小长假期间，成博观众留言簿
的内容明显增多，工作人员更换了好几
本留言簿来满足观众书写“到此一游”的
心情。细细翻看这些留言簿，有的字迹
刚劲有力，有的娟秀动人，有的稚嫩可
爱，那些歪歪扭扭的字迹和拼音，则暴露
了留言人的年龄。

工作人员笑言，小学生占据了留言
簿的“半壁江山”，他们在纸片上信笔涂
鸦，书写观后感。有人祝福“祖国节日快
乐，我会努力学习，让您无坚不摧”；有人
写道“今天很开心”，并且画上了一朵向
日葵的笑脸；还有人吐槽“玩具太贵，家
长不买”，其无奈令人忍俊不禁。

留言簿的内容五花八门、花样繁多，
画画、写诗、抖音体、二次元通通都有。
甚至还有马来西亚的留学生用娟秀的中
文表达感谢：“我感觉非常好，工作人员
非常细心，很多细节都照顾体贴，每一个
展品里都藏着‘古时候’的回忆。”其实

“古时候”，不过是改革开放四十年，四十
年来四川的巨变，居然让外国人误以为
是很久很久以前。

乐山大佛新年重新“露脸”

八方游客祝福
“祖国越来越好”

2019年1月1日，新年第一天，乐山大
佛也在期待中重新“露脸”。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在乐山大
佛景区看到，工人们正在紧张有序地对乐
山大佛脸部区域的脚手架进行拆除。重
新“露脸”的乐山大佛面部焕然一新，之前
存在的破损区域得到了修复，大量的黑斑
也清除了不少。

新年第一天，乐山大佛也吸引了众多
游客前来观光祈福，同时也表达对祖国的
祝福。来自湖北黄冈的戴庆庆说，这是她
第一次来到乐山大佛，有幸见证了大佛重
新“露脸”，“新的一年，我在乐山大佛祝愿
我的祖国繁荣昌盛，祈福家人身体健康，
也期待自己一切顺利。”戴庆庆告诉记者，
目前在美国留学的她，此次拍了很多乐山
大佛的照片和视频，将特别为美国朋友们
介绍“新的”乐山大佛。乐山市民宋道君
则说：“2019年的第一天，我在乐山大佛
与祖国约会，也有幸看到了面貌一新的乐
山大佛，非常有意义；今年也是我们祖国
70周年的生日，祝祖国越来越好！”

记者注意到，尽管大佛本体大部依然
被遮掩，但游客们的兴致丝毫不减。在佛
头平台，游客们观看着数十幅大佛百年来
的老照片。在“大佛时空走廊”，滚动播放
着沙画和视频，游客们驻足于此，了解大
佛90年的修建历程，感受千年大佛保护工
作的不易。而在“见证大佛保护”签字墙
上，已密密麻麻地留下了数以万计的游客
签名。即便如此，游客们依然“见缝插针”
地写下名字，为自己和大佛祈福。

记者从乐山大佛景区管委会获悉，根
据国家和四川省文物局的批复，乐山大佛
将于2019年1月正式启动大佛胸腹部开
裂残损区域临时性排险加固工程。因排
险加固工程的实施，原定于2019年2月4
日前完成的大佛现场勘测工作将往后顺
延，景区实行的门票半价优惠政策也将同
步顺延至现场勘测工作结束。

景区负责人表示，预计在2019年7
月，景区将总结研究成果，编制《乐山胸腹
部开裂及残损区域抢救性保护材料与工
艺前期研究报告》。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李昕锋
丁伟 摄影报道

元旦小长假 排队一小时也要看好雨时节展

国庆元旦从未缺席
成都爸爸连续6年带女儿看升旗

2019年1月1日早上6
点50分，冬日的蓉城天色
尚暗，但此时天府广场已
有百余人翘首等候新年第
一天的国旗升旗仪式。

6点58分，蓉城国旗护
卫队的队员们迈着整齐的
步伐进场，在国旗下各就
各位，现场气氛顿然肃穆
庄严。升旗手彭亮右手擎
旗，在黑夜中猛然一挥，划
出一道漂亮的红色弧线，
与此同时，国歌声起，观礼
的市民们注目高歌。在这
一刻，他们的目光紧紧追
随着飘扬的五星红旗，在
心里默默许下新一年的祝
福和祈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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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队观看好雨时节展。

升旗手彭亮的最后一次元旦升旗。

面貌焕然一新的乐山大佛面部。

这对成都父女连续六年观礼升旗仪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