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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中的辽宁元素不仅仅体现在促进生产力的硬
实力上，还有彰显文化精神的软实力。

“筑梦新时代邮票展”展出的“美丽中国系列”中，一
处处美景吸引了众多参观者，记者惊喜地发现，盘锦红
海滩也在其中。

在面值为1.2元的邮票中，大片大片的碱蓬草长在
一起汇聚成了红色的海洋,三只苍鹭在湿地上方飞翔，
构成一幅生机盎然、雄奇浩瀚的自然画卷。

保利院线是全国规模最大的剧院院线，遍布全国20
个省份（自治区、直辖市）的55座城市，经营管理63座剧
院。在这55座城市中，我省占据3个席位，分别为沈阳、

大连和营口鲅鱼圈。三座大剧院的外形极具特色，既凸
显地域特色，又颇具现代感。

辽宁的美还体现在丰富的文艺创作中。展区中滚
动播放荣获大奖的文艺作品，不足 14 分钟的视频里有
辽宁的三部作品，包括辽宁芭蕾舞团于 2014 年首演的

《八女投江》、辽宁歌剧院在 1995 年首演的《苍原》和辽
宁人民艺术剧院1999年首演的《父亲》。这三部作品代
表着辽宁文艺的高峰。

在“我爱我的家乡”互动区，参观者可以通过触摸屏
幕，为自己的家乡点赞加油。记者点开了辽宁省，随即
跳出一个对话框，里面写着“为辽宁省加加油”，右侧同

时出现了辽宁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列表和省内
生产总值。

旁边还有一块屏幕，上面显示着每个省份的点赞
量，辽宁的点赞量很高。看来，参观者中有很多咱们辽
宁人，或是热爱辽宁的人。

参观结束后，记者的内心久久不能平静。走到“展
览说吧”语音留言台前，记者留下了这样一段话：

辽宁元素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来的伟大成
就。辽宁元素的出现，代表着辽宁人民为祖国日新月异
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每一个辽宁人都坚信，未来的路
上，我们会走得更快、更稳、更坚定。

大美辽宁，令人陶醉

11月末的北京，国家博物馆门前，人
潮涌动，来自全国各地的民众排起数十米
的长龙，等待参观“伟大的变革——庆祝
改革开放 40周年大型展览”。展览运用

历史照片、视频、实物场景、沙盘模型、智
能演示等多种手段，全面展示了改革开放
40年来中国社会方方面面发生的巨变。

11月 23日，记者带着一项特殊任务

来到国家博物馆，从“伟大的变革——庆
祝改革开放 40周年大型展览”中寻找辽
宁元素。接下来，就为大家详细作以介
绍。

辽宁，遍布众多大型国有企业，被称为“共和国长
子”“新中国的装备部”，诞生无数个新中国第一。

改革开放 40 年，辽宁工业不断转型升级，国之重
器的形象十分突出。

此次展览中，关于我省装备制造业的形象频频出
现在展板上——

鞍钢集团有限公司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协同推进自主创新和集成创新，是中国首批“创新型
企业”，是中国唯一拥有两个国家重点实验室的钢铁
集团。鞍钢鲅鱼圈钢铁厂是中国首座自主设计、技
术总负责的绿色现代化钢铁基地。

钢铁企业不断加大技术升级改造，实现钢铁产品
结构迈向高端。辽宁本溪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铸
造用生铁以低磷、低硫铸出的产品机械性能高，被称为

“人参铁”。
大连北良港是世界级专业粮食码头，具备国际先

进的仓储、运输和港口作业能力，开创了国内粮食“四
散化”（散储、散运、散装、散卸）运输先河，年装卸中转
散粮1200万吨左右，是“北粮南运”和东北地区粮食进
出口的重要枢纽。

2017年4月26日，国产航母下水仪式在大连造船
厂举行。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研发的首艘国产
航母，提升了中国海军装备水平。

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辽宁考察期间，再次
重申“两个毫不动摇”。大连市长兴岛经济区恒力石化
产业园 2000 万吨/年炼化一体化项目，总投资 562 亿
元，近期即将建成投产。

2018年9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与“国企种子队”
辽阳石化公司的工人们亲切握手。他的那句“任何怀
疑、唱衰国有企业的思想和言论都是错误的”给了辽宁
国企工人信心和底气。

中 国 建 筑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已 成 为 全 球 最 大 的
投资建设集团。全国各省市 300 米以上超高层地
标性建筑中，90%由中建集团承建。全国各省市
300 米以上的 22 座超高层地标性建筑中，在建的
沈阳宝能超高层二期 T1 塔楼 568 米，高度位列全
国第四。

一组组数据，一张张照片，当辽宁元素被冠以中国
之名在世界舞台上展示风采时，作为一个辽宁人，记者
也倍感自豪和震撼。

国之重器，十分突出 辽宁的高新科技元素在此次展览中也颇为引人
注目。

走进国家博物馆大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左
侧展示的蛟龙号载人潜水器和右侧展示的航空航
天发展成果。巨大的展板上印有毛泽东《水调歌
头·重 上 井 冈 山》中 的 著 名 诗 句—— 可 上 九 天 揽
月，可下五洋捉鳖。诗句生动形象地体现了我国
航天、航海科技的凌云壮志。

神舟飞船、蛟龙号，代表着近年来我国在高新
科技领域的卓越成就，这些中国名片中都有辽宁
的智慧植入。

蛟龙号和神舟飞船模型前，聚集了大量参观
者。他们不仅合影留念，还热烈讨论。一位来自福
建的参观者请记者帮忙拍照，镜头里的他，神采奕
奕，脸上尽是骄傲的神情。

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的展区最有吸
引力，因为参观者都想体验一下来自机器人的服务。

记者现场采访新松的工作人员后得知，协作机
器人是中国首台 7 自由度协作机器人，拥有 7 个关
节，具备快速配置、牵引示教、视觉引导、碰撞测试
等功能，特别适用于柔性化生产线，可以应用于汽
车制造、3C 电子、医疗制造、物流仓储等行业。

而双臂协作机器人，更是让展览充满趣味性。
戴着领结的机器人像一位绅士，能现场制作香浓的
咖啡并递到参观者手中。据悉，这款机器人具有自
主研发产权，在国际上处于领先水平，能通过 AR
技术实现人机交互。展览期间，每天下午 3 点，双
臂协作机器人会为参观者表演。由于时间关系，记
者遗憾地错过了与机器人亲密互动的机会。

值得一提的是，新松机器人知名度很高，不少
参观者都说：“这家公司，就是平昌冬奥会闭幕式
上，‘北京八分钟’表演中熊猫机器人的制作单位，
真牛！”

高新科技，最抓眼球

观看此次展览，记者有一个突出的感受是，英模
是辽宁的一个重要文化符号，影响遍及全国。从踏
进展厅伊始，就可以看到关于杨利伟的展板。而且，
展区中展出的一系列美术作品中，更是频繁出现辽
宁的英模形象。他们像一面面旗帜，在改革开放 40
年的宏阔版域里，在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塑造了
辽宁形象。

展区一角陈列着一块巨大屏幕，屏幕上展示的是
改革开放以来涌现出的众多优秀共产党员共 99 人，
来自辽宁的郭明义、方永刚、黄群、罗阳、丛飞、宋月
才、姜开斌等都位列其中。不少参观者驻足于此，仔
细翻阅每位榜样的事迹介绍。对于郭明义、黄群、丛
飞等先进人物，大家都十分熟悉。一位湖北武汉的
参观者对记者说：“黄群是我们武汉人，但他把自己
最令人敬佩的瞬间留在了辽宁。”一位广东的观众指
着郭明义的头像说：“他的爱心团队很出名，遍布全
国，一定帮助了很多有困难的人。”

展厅中间有处长廊，“改革开放 40 年部分优秀美

术作品展”在长廊中展出。其中一幅大型油画前聚
集着不少参观者。记者走过去一看，油画上的人物
是歼 15 舰载机研发项目总负责人罗阳。画中，他身
穿工作服，手拿资料，双眼望向远方，目光坚定。

在《时代的领跑者》巨幅油画中，记者看到一个熟
悉的身影——身穿朴素的工作服，脚踩黑色布鞋，右
手拿着一卷图纸的尉凤英。这位 13次受到毛泽东主
席接见的“铁姑娘”是辽宁的骄傲，她的工人形象让
全国上下都对辽宁工人无比敬佩。

这幅油画上，还有孟泰和王崇伦，他们都来自鞍
钢。画中，孟泰和王崇伦身穿工作服，面带微笑，仿
佛在为参观者讲述那些发生在火红年代的激昂故
事。

记者不禁感慨，孟泰、王崇伦和郭明义，3 位来自
鞍钢的英模出现在不同展区，仿佛在向这个时代宣
示：辽宁的劳模精神不仅与时俱进,而且薪火相传。

英模辈出，这是辽宁在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一大亮
点，也是辽宁特有的文化现象。

英模辈出，人人称赞
在国家每一次重要的体制机制改革中，辽宁常是

先行者。
展区的一处橱窗内，展示了几份营业执照和剪

报，它们讲述的是同一个历史事件：1984 年 8 月 1 日，
作为改革开放初期的创业者和探索者，“中国民营企
业第一人”大连人姜维拿到首个个体工商业营业执
照。当时的《大连日报》第一时间进行了报道。

1986 年，沈阳市防爆器械厂宣布破产，这是新中
国成立后第一家正式宣告破产的国营企业。当时，
沈阳市人民政府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了这一消息。

经办服务水平不断提升，打造线上线下经办服务
一体化平台。1992年，沈阳市社会保险部门为企业退
休职工发放养老金，之后，沈阳市社保经办服务机构不
断改进服务方式和手段，为群众提供优质服务。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沈阳市人力资源市场举办的
大学生专场招聘洽谈会也登上了展板。

2014 年 3 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自由贸易
试验区，是党中央为推进新形势下改革开放提出的
一项重大举措。至 2018 年，自贸试验区试点已扩大
到上海、广东、辽宁等地。

加快城市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建设，辽宁积极响
应。2017年 3月，大连市海景社区养老服务中心的老
人在老年午间食堂吃上丰盛的午餐。

推进文化市场执法改革，提高文化市场管理效
能。2018年 8月，沈阳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总队成立
并举行揭牌仪式。

改革开放 40 年，一次次的体制机制改革，让社会
不断发展变化，也让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

重要改革，不可或缺

2017年4月26日，国产航母下水仪式在大连造船厂举行。

记者在以罗阳为人物的油画前驻足欣赏。

参观者聚精会神地观看新松机器人。

展板上的哈大高铁图片。

在互动触摸屏前为辽宁点赞。展览中出现的辽宁本溪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生产车间图片。 大连市长兴岛经济区恒力石化产业园。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军挂像英模张。

巨幅油画《时代的领跑者》中，孟泰、王崇伦和尉凤英均来自辽宁。

美丽的盘锦红海滩出现在邮票展区。

1986年，沈阳市防爆器械厂宣告破产。这是改革开
放进程中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展览介绍了 2018年 8月，沈阳市文化市场综合执
法总队揭牌仪式。

2003年10月15日9时，神舟五号载人飞船
发射成功，将中国首飞航天员杨利伟送上太空。

记者在新松展区。

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大脑”由中科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生产。

点下触摸屏，可以查看不同年份的大事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