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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多家机构联
合 组 成 的“ 彩 虹 鱼 ”
2018 马里亚纳海沟海
试与科考团队已抵达
西太平洋第一个深海
站位，12月4日成功进
行基于我国北斗卫星
通信系统的4500米级
大 深 度 剖 面 浮 标 海
试。图为考察队员在

“沈括”号上进行CTD
采水作业。

新华社记者 张建
松 摄

新华社北京12月6日电 伟大的变革——庆祝改
革开放40周年大型展览开幕以来，吸引广大群众踊跃
参观。截至 12月 6日，大型展览对公众开放第 22天，
现场参观人数突破100万。

作为庆祝改革开放 40周年主题宣传的重要组成
部分，伟大的变革——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展览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改革办、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国家发改委、商务部、新华社、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
北京市联合举办。

大型展览紧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这个主题，聚焦大事要事喜事，多角度、全景式集中展
示改革开放 40年的伟大成就和宝贵经验。大型展览
紧紧围绕改革系统性，贴近群众感受，突出展示群众、
生活、文化和故事，强化展示历史纵深感、群众获得
感、发展成就感和新旧对比感，集中展示我们党的理
论是正确的，党中央确定的改革开放路线方针是正确
的，改革开放一系列战略部署是正确的，着力增强历
史厚度、文化深度、感情温度，为深刻的思想性寻求完
美的艺术表达。

大型展览自11月13日开幕以来，累计收到现场观
众留言128万字。“今生无悔入华夏，来世再作中国人。
祖国昌盛，人民幸福！”“看了展览，心情很激动！我40
岁了，40年间从婴儿成为一个中年人，也真切感受到我
们国家不断繁荣富强。”“作为一名‘90后’，看到改革开
放以来祖国的伟大变化，我为自己是中国人感到自豪。”

“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这个时代需要每个人贡献自己
的一份力！”……大型展览呈现的改革开放40年光辉历
程，使来自天南地北、各行各业的人们更加坚定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信心和决心，他们用热情洋溢
的留言，抒发观展心情，祝福伟大祖国。

为方便不能到现场的广大群众参观展览，伟大的变
革——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展览网上展馆已于近
日全面上线，观众可以通过登录央视网首页在线浏览。

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展览

参观人数突破百万

新华社大连12月6日电（记者
蔡拥军 郭翔）收入增长越来越快、白
菜萝卜让出餐桌主角、旅游踏遍万
水千山……这几天，77岁的大连市
民安邦才整理了几十年来家庭“小
账本”上的近5万笔收支记录。他在
日记中写道：“这些数字，有的羞涩，
记载着曾经的贫困；但更多的则像
欢乐的音符，在账本上起舞，欢呼着
改革开放40年来生活的幸福感和获
得感。”

一条向上的曲线
1956 年至今，安邦才共记了 8

本、近5万笔收支账。每一本账本，都
像档案一样在封皮上标注了起止年
月。账本严格区分收入、支出、项目，
并用钢笔工工整整地详细列出，精确
到如今已很难见到的每一分钱。收
支情况日清、月结、年终汇总。

收入像高铁列车，越跑越快。20
世纪70年代，年均收入1370.72元；20
世纪80年代，年均收入4491.41元；20
世纪90年代，年均收入31124.44元；
21 世 纪 第 一 个 10 年 ，年 均 收 入
65602.51元；2011年至2017年，年均
收入120751.09元。安邦才这几天手
绘了一份收入变化统计图，一条年收
入的向上曲线跃然纸上，“我和妻子
2017年的总收入达到 154040.91元，
是1977年的130.87倍。”

随着收入不断增加，安邦才的账
本里出现了更多的“大件”。1980年
6月13日，安邦才的4口之家买了第
一台现代家电：大连产黑白电视机，
花费420元；1987年7月7日，他花费
1770元购买了电冰箱……“这些当年
的‘镇宅之宝’早就受到冷遇。”安邦
才说，“这些年，家里的电视机换了4
茬，电冰箱换了3茬，电脑换了2茬。”

账本里除了收入向上的曲线，还
有一条支出变化的曲线。“20世纪70
年代，我们为温饱奔波，常常捉襟见
肘，甚至还有‘赤字’。”安邦才说，那
10年，家庭年均支出1437.63元，其中
为了填饱肚子要支出666.63元，占比
45.23%；从2011年至2017年，全家年
均支出49986.85元，用于食品的支出
为9260.69元，占比下降到21.25%。

一组消失的数据
家境越来越殷实、消费品越来越

多样、档次越来越高……然而，有一组
数据却在安邦才的账本里消失了。每
到秋末冬初，东北人家都会买上白菜、
萝卜等“秋菜”，腌渍、贮存，作为漫漫
冬季里餐桌上的“新鲜蔬菜”。“1976年
11月‘秋菜’上市，家里花了18.48元
买了500斤白菜、260斤萝卜。”安邦才
说，“那时候我和妻子上班、孩子上学，
饭盒里的主菜就是白菜、萝卜。”

如今，安邦才的账本里却难觅
“秋菜”踪影，“现在冬季到市场随时
都能买到新鲜蔬菜，品种多，白菜、
萝卜再也不‘当家’了。”安邦才开玩
笑地说：“我的胃口高贵了，海参鲍
鱼任我买，羊肉牛排任我选。”

与“秋菜”一同在账本里消失的还
有各种票证。“我清楚记得1980年还
是‘托人’凭票买的那台黑白电视机。”
安邦才说，票证从“流通领域”悄然进
入了“收藏领域”，热爱收藏的他珍藏
着全国17个省的数百枚粮票、布票及
各种“商品购买票”。翻阅着一张张票
证，回忆着凭票购物的年代，对比着当
前越来越丰富的商品、越来越便利的
网上购物，安邦才感慨不已。

一种不变的向往
作为父亲和丈夫，安邦才至今对

40多年前的一次春节山东探亲之行

感到愧疚。“当时亲戚代买了两张去山
东烟台的3等舱船票，让我们‘睡宿好
觉’，但3等舱每张票价4.6元，而统舱
票价是3.1元，两张票差价加起来有3
元。”安邦才说，3元当时差不多能买
30多斤玉米面，“为了省钱，我和妻子
把票换成了统舱，那一夜，还不用购票
的两个女儿在统舱冻得发抖，我们把
衣服披到孩子身上，也是一夜未眠。”

家庭年收入从千元到十多万
元，安邦才早已不再为“吃穿”发愁，
也不会用玉米面来衡量船票的差
价，“如今的账本里，家里食品支出
大幅下降，旅游、娱乐、收藏等文化
消费明显增加。”

一组数字背后是一个故事，更是
一种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最近 10
年，安邦才先后外出旅游 7 次、177
天，“我们去了 123 座城市，花费了
35230.93元。”最让安邦才自豪的是4
年前的那次红色之旅。2014年 9月
13日至10月30日，他和妻子用48天
的时间，重走红军长征路，从江西瑞
金到贵州遵义，再到陕西吴起，以一
种独特方式纪念红军长征80周年。

从舍不得 3 块钱到花费 3 万多
元出游，安邦才的家庭“小账本”如
同国家这个大海中的一滴水，但是
这滴水形象地映射出改革开放40年
的巨变。安邦才每次旅游到一地，
都会到邮局请工作人员在他事先手
绘的地图上盖上邮戳，“我希望能盖
到更多地方的邮戳，见证祖国繁荣
昌盛、人民幸福安康。”

家庭“小账本”里的40年民生巨变

新华社北京12月6日电（记者 樊曦）记者 6日从
中国铁路总公司获悉，我国将于今年年底开通10条铁
路新线，新增高铁营业里程约2500公里。

中国铁路总公司有关部门负责人介绍，2018 年
底，京哈高铁承德至沈阳段、新民至通辽高铁、哈尔滨
至牡丹江高铁、济南至青岛高铁、青岛至盐城铁路、杭
昌高铁杭州至黄山段、南平至龙岩铁路、怀化至衡阳
铁路、铜仁至玉屏铁路、成都至雅安铁路等 10条新线
即将开通运营，新增高铁营业里程约2500公里，阜新、
朝阳、承德、通辽、牡丹江、日照、连云港、盐城、雅安、
丽江等多个城市首开动车。铁路部门安排开行新增
动车组列车276.5对，中国高铁运能大大提升，更好满
足沿线旅客乘坐动车组出行的愿望。

随着这批新线的开通，2019年 1月 5日 0时起，全
国铁路将实施新的列车运行图, 铁路客货运输能力显
著提升。调图后，全国铁路共开行动车组列车日常线
2847.5对、周末线 221.5对、高峰线 382.5对，对应日常
运行图开行动车组列车2847.5对、周末运行图开行动
车组列车3069对、高峰运行图开行动车组列车3451.5
对，高铁运输能力较调图前提升约9%。

新线投入运营后，部分城市间旅客列车运行时间
进一步压缩。哈尔滨至牡丹江间全程压缩 3小时，北
京至牡丹江间全程压缩8小时57分，牡丹江至北京间
全程压缩 6小时 57分，通辽至沈阳间全程压缩 2小时
21分，沈阳至承德间全程压缩 8小时 23分，北京南至
青岛间全程压缩 58分钟。新图实施后，全国铁路 81
对公益扶贫“慢火车”继续开行。

我国将于今年年底

开通10条铁路新线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
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经国务院批准，现将 2019年元
旦、春节、清明节、劳动节、端午节、
中秋节和国庆节放假调休日期的具
体安排通知如下。

一、元旦：2018年 12月 30日至
2019年 1月 1日放假调休，共 3天。
2018年12月29日（星期六）上班。

二、春节：2月 4日至 10日放假
调休，共 7天。2月 2日（星期六）、2
月3日（星期日）上班。

三、清明节：4月 5日放假，与周
末连休。

四、劳动节：5月1日放假。
五、端午节：6月 7日放假，与周

末连休。
六、中秋节：9月13日放假，与周

末连休。
七、国庆节：10月 1日至 7日放

假调休，共 7 天。9 月 29 日（星期
日）、10月12日（星期六）上班。

节假日期间，各地区、各部门要
妥善安排好值班和安全、保卫等工
作，遇有重大突发事件，要按规定及
时报告并妥善处置，确保人民群众祥
和平安度过节日假期。据新华社电

2019年部分节假日安排公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