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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张莉莉）
10 月 1 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 70 周年大会在北京天
安门广场举行，奉贤区集中组
织收看收听中央庆祝大会、阅

兵、群众游行和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的实况转播，区委书
记庄木弟，区委副书记、区长
郭芳，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袁晓
林，区政协主席陈勇章，区委
副书记王霄汉等区四套班子
领导出席，聆听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并座谈交流观看心
得，群情振奋，倍受鼓舞。

上午10点，随着中央庆祝
大会正式开始，区会议中心的
收看会场也一片庄严肃穆。
两个多小时里，大家都目不转
睛地盯着屏幕，看到阅兵场

上，方阵队伍朝气蓬勃的精神
面貌、坚定豪迈的步伐、引人
瞩目的先进装备……会场内
也响起阵阵欢呼声与掌声，大
家纷纷为受阅方阵的精彩表
现而喝彩。

观看实况转播后，庄木弟
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他说，
看到伟大祖国 70 年巨变和繁
荣昌盛，作为一名党员干部，
理想信念更加坚定，作为一个
中国人，为伟大祖国感到更加
自豪，作为新时代奔跑者、追
梦人，更需要奋斗。庄木弟表

示，习近平总书记对新中国的
昨天、今天和明天作了概括，
昨天写入了人类史册，今天亿
万人正在创造，明天要使祖国
更加美好，更要紧密团结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周围，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思 想 武 装 头
脑、指导实践，进一步树牢

“四个意识”，增强“四个自
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要坚定人
民主体地位，始终牢记人民利
益高于一切， （下转2版）

本报讯 （记者 张莉
莉） 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 70 周年阅兵式上，
英姿飒爽的女兵方队引人
注目，而更夺目的“阅兵妆”
提起了女兵们的精气神，这
份妆容就源自东方美谷。

据了解，女兵们使用的
是伽蓝集团旗下自然堂品
牌的炫彩唇膏红星限量版，
而且不止口红，阅兵式女兵
方阵用的化妆品还有自然
堂品牌的气垫 BB 霜、全套
自然堂护肤、彩妆和面膜。

伽蓝集团公关传播总
经理陈涓玲透露，这支“国
庆口红”研发过程中，团队
从产品外观到膏体的颜色、
质地，再到所达成的妆效和
持久度，反复研究修改方
案，最终推出的这款“国庆
口红”。

考虑到女兵们训练中
风吹、日晒、雨淋等实际情
况，质地上加入了滋养嘴唇
的特别成分，颜色上，选取
了复古樱桃红，既有节日气
氛，又衬肤色。

（下转2版）

□记者 孙 燕

这个国庆节，在奉贤市民好友圈里，有两则来
自“上海奉贤”微信公众号的新闻频繁被转发、点
赞。一则，“赞！3位奉贤好男儿亮相国庆70周年
大阅兵预备役部队方队！”的新闻，阅读量达 7.4
万；另一则，“惊喜！还有3朵奉贤‘金花’参加了
国庆庆典大游行！”的新闻，点赞率也有2.4万。不
少网友留言表示，这些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阅兵式上的“奉贤好儿女”，“是我们的骄
傲，充分展现了奉贤人民的精气神！”

这3名奉贤受阅官兵，分别是四团的连晓波、
青村的徐浩、庄行的张磊。他们是从400多名奉
贤退役官兵中，经过层层选拔、层层考核后才脱颖
而出的。对于他们来说，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70周年阅兵式，是对自己的一种成全，是送给
父母的一份礼物，是为孩子准备的一份“成人
礼”。“虽然已过去好几天，但那一天的场景仍然历
历在目，我想象着我的父母会因我而骄傲，我的内
心就激动万分。”连晓波说。他们的受阅故事一经
报道后，引发网友共鸣。其中，一位网名为“傲雪
梅花”的网友，他是一位为了工作从小离开了家乡
的奉贤人，得知这次北京阅兵仪式中，有家乡奉贤
的兄弟，感到非常自豪和骄傲。因为，“从小远离
家乡，能听到家乡的故事，真的很激动。”（下转3版）

本报讯 （记 者 张莉莉
金霄雯）9月30日是第六个国
家烈士纪念日，奉贤区在区烈
士陵园举行各界人士向人民
英雄敬献花篮仪式，缅怀烈士
功绩，寄托无限哀思。区委书
记庄木弟、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袁晓林、区政协主席陈勇章、
区委副书记王霄汉出席。

上午 8 时许，仪式在庄严
的国歌声中拉开序幕。全体人

员肃立在烈士纪念碑前，脱帽
向烈士默哀，默哀毕，少先队
员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
人》。随后，庄木弟等领导缓步
上前敬献花篮，并整理缎带。
接着，全体人员瞻仰烈士纪念
碑，向烈士墓献花，表达对烈
士的缅怀之情。

徐卫、韦明、包蓓英、周龙
华、连正华、孙嘉丰、刘惠铭等
区四套班子领导参加。

本报讯 （记者 吴口天）
日前，区政协召开“党风廉政
建设情况”专题通报会。会议
通报了全区党风廉政建设和
反腐败工作情况。

区政协主席陈勇章对全
区纪检监察工作给予充分肯
定，并提出，新时代纪检监察

工作要突出政治性、坚持人民
性、把握时代性，切实担当起
新时代纪检监察强党建、为人
民、促发展的使命。

区委常委、纪委书记孙嘉
丰向政协委员作通报。政协
副主席吴梅、邵惠娟、张琪、顾
德平出席，张开明主持。

本报讯（记者 邵毓琪）9月30日，青村镇举行庆
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暨首届企业文化节闭
幕式。区委副书记王霄汉出席活动。

8月起，青村镇开展为期3个月企业文化节，有“青
村印象”随手拍评选、职工书画比赛、“最美企业”系列
活动。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卫，区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陆建国参加。

本报讯（记者 邵毓琪 盛
倩妮 傅萧遥）主题展览、书画
交流、文艺汇演……这个国庆，
奉贤各类文化活动主题鲜明、

形式多样。一时间，“文化过
节”在奉贤成为一种时尚。

主旋律电影受追捧
国庆长假，《我和我的祖

国》《攀登者》以及《中国机长》
等多部主旋律大片集中上映，
不少市民以观影这种极具仪
式感的方式为祖国庆生。

连日来，奉贤各大影院可
谓是座无虚席，他们有的和朋
友结伴而行，有的一家三口过
来，互相分享观影感受，其乐
融融。10 月 2 日中午 11 点，记
者在宝龙横店影城奉贤店看
到，应景的装饰、新片宣传海
报、“国庆档”电影预告片齐上
阵，满满都是爱国情怀。虽说
是吃饭时间，但影院等候大厅
内依旧是人头攒动，自主取票

机前也不时有市民前来取票。
市民沈雄告诉记者，3 部大片
中最想看的就是《我和我的祖
国》，因为通过前期公布的预
告片了解到，该片描绘的都是
新中国成立、北京奥运开幕等
祖国发展的大事件，今天他特
地带着老婆和孩子，一起来感
受新中国的发展历程。

据介绍，3 部主旋律大片
形成了分庭抗礼之势。目前影
院的排片预售情况都比较好，
因为正值祖国 70 周年大庆，3
部主旋律电影此时上映，燃爆
了影迷的爱国热情。其中，国
庆当天观众达3700多人，比去
年提升近50%。

九棵树成热门打卡地
连日来，在九棵树未来艺

术中心举办的斑马营活动，让
数千组家庭， （下转2版）

奉贤区组织收看庆国庆70周年大会、阅兵式，庄木弟、郭芳、袁晓林、陈勇章、王霄汉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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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贤区举行烈士纪念日敬献花篮仪式

缅怀烈士 传承红色基因

区政协召开党风廉政建设通报会

青村办首届企业文化节

阅兵场上奉贤“好儿女”
刷屏市民国庆“朋友圈”

主题电影受追捧，九棵树成打卡地，纸尚视界吸引人

奉贤奉贤：：““文化过节文化过节””渐成时尚渐成时尚

国庆特别报道国庆特别报道

图为在九棵树未来艺术中心举办的斑马营亲子森林嘉年华图为在九棵树未来艺术中心举办的斑马营亲子森林嘉年华
活动活动。。

国庆期间，全区各地处处红旗飘扬，花团锦簇，入夜更是灯火
璀璨，处处呈现出喜气洋洋、欢乐吉祥的气氛。

（通讯员 陈 伟 记者 石浩南/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