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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走进进中中国国照照片片档档案案馆馆，，就就打打开开了了一一部部国国家家相相册册。。
新新华华社社中中国国照照片片档档案案馆馆，，是是我我国国馆馆藏藏量量最最大大的的照照片片档档案案馆馆，，珍珍藏藏着着 11889922 年年以以来来的的历历

史史照照片片 11000000 多多万万张张。。在在这这里里，，近近代代以以来来所所有有重重大大历历史史事事件件和和节节点点的的记记录录，，以以及及海海量量的的不不
同同时时代代百百姓姓生生活活影影像像，，汇汇聚聚成成浩浩瀚瀚的的历历史史，，凝凝固固住住鲜鲜活活的的瞬瞬间间。。

即即将将迎迎来来 8877 岁岁生生日日的的新新华华社社，，自自诞诞生生以以来来，，便便担担负负起起记记录录时时代代风风云云的的重重任任。。一一代代代代
新新华华社社摄摄影影记记者者不不畏畏艰艰险险，，不不计计得得失失，，以以忠忠诚诚、、勇勇敢敢、、敬敬业业的的品品格格，，定定格格历历史史，，记记录录中中国国，，推推
动动进进步步，，用用鲜鲜活活的的影影像像记记录录了了我我们们党党领领导导中中华华民民族族从从站站起起来来、、富富起起来来，，到到强强起起来来的的伟伟大大历历
程程。。

《《国国家家相相册册》》是是新新华华社社近近年年来来基基于于中中国国照照片片档档案案馆馆馆馆藏藏创创办办的的一一个个微微纪纪录录片片栏栏目目。。每每
周周五五，，观观众众随随我我们们打打开开那那些些被被浓浓缩缩的的人人生生、、被被深深藏藏的的年年代代，，重重温温历历史史记记忆忆。。两两年年来来，，已已推推出出
110000 集集，，总总浏浏览览量量超超过过 2211 亿亿。。

““中中国国今今天天是是从从中中国国的的昨昨天天和和前前天天发发展展而而来来的的。。””

这这一一次次，，中中国国照照片片档档案案馆馆厚厚重重的的大大铁铁门门第第一一次次向向外外界界打打开开。。从从这这个个““历历史史影影像像秘秘境境””

中中，，我我们们精精选选了了百百余余幅幅照照片片，，展展示示在在您您的的面面前前。。（（首都博物馆展览时间：：99 月月 3300 日日—— 1100 月月
3311 日日））

这这也也是是一一本本国国家家档档案案，，记记载载着着我我们们从从哪哪里里走走来来。。

 1944 年，河北省白洋淀水上抗
日武装雁翎队的“土坦克手”在冰上出
击。

新华社稿 石少华摄
冀中白洋淀的渔人和猎户，在日寇

的小汽艇扰乱了湖面的平静，把无止境
地的烧杀和勒索加在他们头上的时候，
他们饱含着辛酸的眼泪，放下了鱼网和
猎袋，划着渔船，掮着猎枪，一个个投进
密密丛丛的芦苇……(注：节选自《雁翎
队》穆青著)
———“国家相册”第 47 集《白洋淀纪事》

▲ 1949 年 9 月 23 日，中国人民解
放军从仁存渡口渡过黄河，向宁夏银川
前进。 新华社记者袁苓摄

唱着“保卫家乡！ 保卫黄河！ 保
卫华北！ 保卫全中国！”，中国人赶走了
日本侵略者。唱着“黄水奔流向东方，
河流万里长”，中国人有了自己的国家。

———“国家相册”第 98 集《黄河大合唱》

物质很骨感 快乐很
丰满
不同时代 孩子的起
跑线是如此不同
愿你找到自己的路
快很好 慢也不错

 1941 年，太行山
区，一个孩子放学回到家
还捧着书来读。

新华社稿 徐肖冰摄
认字就在背包上，写

字就在大地上，课堂就在
大路上，桌子就在膝盖上。

——— “国家相册”第 46 集
《恰同学少年》

 1952 年 8 月 2
日，庆祝中国人民解放
军建军 25 周年全军运
动会在北京举行，运动
员在进行识字赛跑比
赛。

新华社记者岳国芳摄

原来，起跑不用发
令枪，谁先写出规定的
几个字，谁就可以起跑。

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当
时很多运动员都是文
盲。这种文化普及方式，
堪称世界奇观。

———“国家相册”第 2 集
《一个不能少》

敢为天下先
微小变化的背后是潮
流浩荡
而无数人的奋斗汇聚
在一起
就形成了推动时代发
展的巨大力量

路再远再难
回家的人累不倒 打
不垮
百姓日子的小事
都是关系国计民生的
大事

上世纪 50 年代，北京市小红门
乡刘长龄生产合作社一位员工正在贮
藏大白菜。

新华社记者毛松友摄

曾几何时，北方冬天，白菜是一道
风景，一入冬，家家户户都得存上几百
斤。楼房墙根下，平房小院里，到处是
码得整整齐齐的菜垛。

———“国家相册”第 72 集《白菜的味
道》

自然面前
人是渺小的
地球的秘密
我们读懂了多少？
沧海桑田
探问不止

▲上世纪 50 年代，湖南省浏阳县
永福乡农民曾菊兰(男)、罗慈英(女)在
乡政府结婚登记后领到了结婚证书。

新华社记者毛松友摄
1950 年 4 月 13 日，婚姻法正式

颁布。新中国第一部基本法，管的居然
是结婚离婚家常事，一石激起千层浪。

——— “国家相册”第 30 集《天下有情
人》

正义终究会战胜邪恶
唯有牢记历史
才能开创未来
那些用生命点亮共和
国黎明的人 值得我
们永远铭记

▲ 1959 年 5 月，北京东四邮电局
的营业员为普通话讲得不好的顾客打长
途电话。 新华社稿

1978 年，我国固定电话普及率只有
0 . 43% ，在电话大楼前带着饭排队打电
话成了一景。1990 年，北京的电话初装
费是每部 5000 元，即便交了钱，也要排
队等上几个月，甚至一两年。

———“国家相册”第 91 集《我想对你讲》

 2015 年 9 月 3 日，在胜利日大
阅兵上，解放军徒步方队通过天安门广
场。

新华社记者王申摄
一次阅兵，就是一次军队建设成就

的检阅，人们目睹着这支军队在现代化
征程上的每一个步伐。

———“国家相册”第 49 集《队伍向太阳》

 1962 年 12 月 8
日，美术工作者严定宪
在为动画片《大闹天宫》
下集设计动画时，对镜
揣摩、研究孙悟空的表
情和动作。

新华社记者林慧摄
一千个人心目中，

就有一千个孙悟空的形
象。但这个动画形象，真
正把中国人心中的那只
美猴王给画了出来。

这只猴子，艺术家
们画了 4 年。

——— “国家相册”第 40
集《悟空现形记》

艺术的根与魂
始终在基层的泥土里
唯有人民
才能哺育出伟大的艺
术
“戏比天大 不忘人
民”

 1957 年，遭雪崩掉入冰河
裂缝的两位队员初谟孔(第一人)和
崔之久(第二人)从雪中挣扎出来后
由 45 米深处慢慢爬上来。

新华社记者张赫嵩摄
第一次攀登，他们就遭遇了雪

崩，13 个队员全部被埋。随队的新
华社记者张赫嵩被气浪冲出去 100
多米，被埋了 5 分钟，幸亏相机背带
露在雪外面，被人发现，救了出来。

刚刚脱险的张赫嵩举起相机，
抢拍到队友逃脱死亡的镜头。

———“国家相册”第 6 集《山就在那
里》

 1958 年春，包头至
兰州铁路南段的铺轨工程进
入腾格里沙漠地带，工人们
冒着狂风和炽热的太阳修筑
“防沙栏”。

新华社记者黎枫摄
这是一次艰苦卓绝的尝

试：要保证包兰铁路不被流
沙淹没，必须要固定流沙，在
生命绝地种出绿色。

———“国家相册”第 62 集《沙
漠的颜色》

 11995544 年年夏夏，，一一个个小小女女孩孩在在河河北北省省西西北北地地区区的的葵葵花花地地里里玩玩耍耍。。新新华华社社稿稿 李李棫棫摄摄

在百废待兴的艰难岁
月里
依然充满希望
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因为 人民当家做主
人了

 1951 年 6 月 30 日，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 30 周年大会在北京先农
坛体育场举行，与会各界代表在庄严
的国歌声中肃立。

新华社钱嗣杰摄
1935 年，电影《风云儿女》上映，

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主题歌《义勇
军进行曲》在影片首尾两次出现，风靡
全国。

——— “国家相册”第 58 集《国歌嘹亮
时》

▲ 1963 年秋，四川省彭县竹瓦
公社天星大队一生产队的女社员高小
群(右)在集市上给小宝宝添置穿戴。

新华社记者游云谷摄
这个女娃娃叫桑其芬，妈妈高小

群带她去赶集，买点盐巴，扯几尺布，
还给她挑了一件小围裙。乡村集市里
的货物，种类未必多，品质未必最好，
但都外观朴素、价格低廉，即便在物质
匮乏的年代，也能满足穷人之美。

———“国家相册”第 74 集《走，咱赶集
去！》

血染的黎明

朝气蓬勃时

恰同学少年

山就在那里

为生活起舞

花开天下暖

那年流行色

 1972 年秋，上海市舞
蹈学校《白毛女》剧组的演员们
来到上海市金山县金卫公社参
加劳动锻炼，在农村也坚持练
功。

新华社记者黄田宝摄
最阳春白雪的艺术，走进

了田间地头。演员在雨中，在坑
洼的土地上、在山坡上为人们
表演。

———“国家相册”第 71 集《为生
活起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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