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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 8 月 2 日，当空降兵部队的救灾车
队缓缓驶离汶川地震灾区，12 岁的程强举起了
“长大我当空降兵”标语——这一幕成为当年灾
区群众送别人民子弟兵的经典画面。

2019 年金秋，已是空降兵某旅“黄继光
班”第 38 任班长的程强在阅兵训练场上挥汗
如雨。他将和战友们阔步走过天安门，以昂
扬的姿态接受祖国和人民的检阅。

地震发生时，家住四川什邡的程强正在
游泳。当他从池塘里爬上岸，眼前的村子已
变成一片废墟，大人们在空地上抱头痛哭。
当他和家人陷入恐慌和无助的时候，空降兵
官兵打着“黄继光生前所在部队”的红旗，进
入什邡救灾。

2013 年 8 月，程强如愿来到了空降兵部
队：“空降兵救了我，给我埋下了一颗想当空
降兵的种子。”

来到部队，程强目睹了“黄继光英雄连”

官兵的风采：“在我们家乡救援的，就是他
们。”

那一刻，程强心里感到无比温暖：当年拯
救过自己的恩人，如今成了自己的战友。“传
承上甘岭精神，争当黄继光传人！”当程强举
起右拳，面向黄继光的铜像庄严宣誓，他激动
得热泪盈眶。

“长大后，我真的成了你……”在程强撰
写的自述中，他这样总结自己多年来的心路
历程。现在他终于实现了梦想，和曾经救助
过自己的英雄成了战友。

满怀对空降兵部队的感恩，又经受了黄
继光精神的洗礼，程强在空降兵部队迅速成
长，很快就在集训比武中一鸣惊人，6 场考核
拿下 6 个满分。

2017 年 10 月 19 日，黄继光英勇牺牲 65
周年纪念日，“黄继光英雄连”举行祭奠仪式，
程强被任命为“黄继光班”第 38 任班长。

作为闻名全军的英雄连队，“黄继光英雄
连”是阅兵场上的常客。2015 年初，部队抽
组人员参加纪念抗战胜利 70 周年阅兵，19
岁的程强第一时间向连队递交申请书，却因
个头略矮与阅兵失之交臂。

今年年初，听闻部队要组建空军方队参
加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阅兵，长高了 5 厘
米的他再次报名，如愿成为第三位参加国庆
阅兵的“黄继光班”班长。

入选不久，程强就遇到挫折。方队第一次
单兵踢腿评比讲评环节，主教练余国防当着全
体队员的面，严厉批评了他：“‘O ’型腿、枪背
带掉肩膀、大脚尖…… 59 分！”

要强的程强有点接受不了，训练结束后
饭也不吃，闷头走进方队荣誉室，面对黄继光
的铜像不停地流泪。“黄继光班”有个传统，想
不通了，就去老班长的铜像面前坐着，直到想
通为止。

过硬才是标准！程强静坐了一个多小时
后，决定对自己发起冲锋——无数次双腿与
矫正器的较量，无数次肩膀与枪带的磨合，无
数次凌晨跪压脚尖……

如今，程强的腿能完全并拢，脚尖踢 40 厘米高也能与地面平行，
枪背带再也不往肩膀下掉。在近期的一次考核中，方队近 400 名队
员同台竞技，程强凭着过硬的动作脱颖而出，被表彰为“训练标兵”。

“地震的梦魇早已远去，我要做的是延续空降兵的辉煌。”程强
说，“接受检阅，我已经准备好了。”

（黎云、蒋龙、赵英强）
新华社北京 9 月 25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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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9 月 25 日电（记者张选杰、李兵峰）在国庆阅兵训练
场上，火箭军 37名高级士官成为独特的亮丽风景，受到广泛关注。

火箭军参加今年国庆阅兵任务的这些高级士官，全部来自所
属作战导弹旅团的各个领域第一线，分布在战斗力生成链条上的
关键环节。他们上装能操作、上阵善指挥，有了故障能排除、发现问
题敢拍板，是部队日常管理训练、装备操作维护、履行使命任务的
重要骨干力量。

火箭军部队技术密集、科技含量高、对专业技能要求高，士官
队伍占据了“半壁江山”。而在士官队伍中，高级士官更是这支部队
建设发展、履行使命的重要力量，全部入选火箭军、基地两级专业
技术尖子人才库，被誉为“导弹兵王”。

昔日托举长剑飞天，今朝参阅尽享荣光。一级军士长李涛是旅
里的“王牌驾驶员”，在特种车驾驶岗位上一干就是 25 年，先后驾
驶过 4种型号导弹发射车，有一身眼观耳听就能定位排除普通故
障的硬功夫。这些有战车神医、导弹精兵之誉的高级士官，成为火
箭军受阅导弹方阵的“定海神针”。

近年来，为了打造一支高素质的士官人才队伍，火箭军制定实
施工匠型专业技术士官、专家型专业技术士官、复合型指挥管理士
官“三型”人才培养工程，通过进厂培训、选送入学、任务锤炼等方
式，有效提升了士官人才队伍的综合能力素质。

火箭军 3 7 名高级士官

成 为 独 特 的 亮 丽 风 景

新华社北京 9 月 25 日电（记者刘小红）在阅兵训练场，由北京
市在编女民兵遴选抽组的方队中，81 名“妈妈队员”格外引人注目。

“妈妈队员”中，14 名是“二孩妈妈”。她们参训时，孩子最小的
11 个月大，最大的 13 岁。不能陪伴在孩子身边，她们会因思念而
偷偷掉泪，还要忍耐训练中体能差距带来的腰痛腿肿和疲乏，但一
上训练场，她们就变得乐观坚强。

“妈妈队员”大多是区队、班的骨干。她们严于律己、带头示范，
发挥了“稳排面、稳人心”作用。每当有队员着急训练成绩提升慢，
或因伤痛而气馁，思想波动、情绪烦躁时，“妈妈队员”第一时间鼓
励她们，帮助查漏补缺，做好思想工作。

作为曾参加过国庆阅兵的“老队员”，“妈妈队员”李雪桐平
时忙得顾不上家，婆婆身患重病需要家人照料。报名时她也曾犹
豫过，一边是自己 10 年前“祖国需要我还来”的铮铮誓言，一边
是家里的重重牵挂。此时，家人给了她全力支持。小姑子宽慰她：
“嫂子，你就踏实训练吧，家里有我，你不用担心！”妈妈鼓励她：
“妈妈帮你带好孩子，你安心训练！”老公也说：“老婆，安心训练，
家里有我！”

为了参加阅兵，李楠给孩子提前断了奶。为了体型达标，她产
后减肥，自己跑步加练。李楠在写给孩子的信中说：“宝贝，虽然妈
妈错过了你的一周岁生日，错过了你叫的第一声‘妈妈’，错过了你
迈出的人生第一步……但妈妈走过天安门，接受祖国和人民检阅
的荣光，也是你的骄傲！”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响应国家号召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更是铭记一生的荣耀。”这是“妈妈队员”们的共同心声。

民兵方队有 81 名“妈妈队员”

新华社北京 9 月 25 日电(记者王思北)
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活动新闻中心 25 日
举办第二场专题集体采访。联欢活动指挥部
联欢演出部常务副部长庞微在现场表示，联
欢活动将于 10 月 1 日晚 8时在天安门广场
举行，总时长 90 分钟。联欢活动将呈现主题
表演、中心联欢表演、群众联欢、烟花表演、表
演台表演、大型装置和光艺呈现 7 大看点。

据介绍，主题表演主要承载重大主题呈
现，是联欢活动的核心呈现、重要亮点和创
新之处。中心联欢表演和主题表演共用同一
个区域，由有关省区市的特色群众艺术团体
3650 人参加联欢，以各地特色群众文化展
示为主。在主题表演区东西两侧共设立 10
个群众联欢区块，结合各区块参与人员的行

业、身份特点，编排主题鲜明、内容丰富、
热情欢快、各具风格的歌舞，形成盛大的
联欢场面。

“烟花表演重在渲染节日气氛，营造欢
乐场景。”庞微说，通过高空、中空、低空烟
花燃放和特殊烟花装置表演，分波次、多新
意地展现烟花艺术的魅力，并配合联欢活
动，形成地空一体的绚丽场景。

此外，由中央和地方 16支交响乐团组
成的千人交响乐团，和由 1400 名大中小学
学生组成的千人合唱团将亮相表演台表
演。“如此大规模的交响乐团和合唱团在广
场上一同呈现，这在世界上也是首次的。”
庞微说，千人交响乐团主要参与联欢活动
主题表演各章节、烟花表演各波次的伴奏，

千人合唱团将伴随联欢活动全程表演。
新华社北京 9 月 25 日电(记者王思

北)记者 25 日从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
活动新闻中心举办的第二场专题集体采访
时获悉，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群众游行
活动以“同心共筑中国梦”为主题，约 10 万
名群众、70 组彩车组成 36 个方阵和 3 个
情境式行进，总时长约 65 分钟。

庆祝大会服务保障和群众游行指挥部
执行指挥张革介绍说，游行以时间为轴线
分为“建国创业”“改革开放”“伟大复兴”三
个部分，沿长安街由东向西通过天安门核
心区，与群众一道共同回顾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推进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事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入新时

代的历史进程。其中，将重点展现十八大以来
党和国家事业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取得的历
史性成就。

“参加游行的群众涵盖了各族各界、各行
各业，游行方阵融入了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
音乐编配、舞蹈编排、道具设计以及雕塑创作
等元素。”张革说，通过人与车的组合、方阵和
广场的配合、视觉和听觉的融合，生动串联起
一幕幕小场景、小故事，汇聚成历史长河的大
画卷。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广场上还设置了临
时观礼台，服务“十一”当天的游行和群众的
观礼，兼顾晚上联欢活动的需求，让更多人民
群众能够到现场共襄盛世，共祝中华人民共
和国生日。

国庆 70 周年联欢，7 大看点值得期待
约 10 万名群众、70 组彩车参加群众游行活动

本报记者王若辰

9 月 24 日，于北京展览馆举办的“伟大
历程 辉煌成就——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 70周年大型成就展”正式向公众开放。北
京展览馆前的广场上，以红黄为主色调的展
板在湛蓝天空的映衬下，更显庄重夺目。

本次展览以编年体形式，为观众打造了
一条横跨 70 年的时光隧道。每走过“5 年”，
便有十余块展板对这一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
成就进行集中展示，每 10 年还设有一面英雄
模范人物墙。点缀其间的，还有毛泽东端步枪
瞄准、中国女排“五连冠”、首届央视春晚等照
片、视频，“东方红一号”模型、神舟一号无人
试验飞船返回舱、小岗村 18 位村民摁红手印
的铜塑等实物，查询自己生日当天天气、生成
带有自己照片的 1977 年高考准考证的交互
体验机……

78 岁的北京市民谢先生，穿着多口袋的
摄影马甲，端着相机“咔嚓”不停。谢先生从事

中国电影史研究，对实物模型、标志性事件格
外感兴趣：“这 70 年间的事像过电影一样在
我脑海中划过，其中的很多大事件，也确实拍
成了电影。”

在“屹立东方”部分的展台前，86 岁的邵
先生给记者讲述了他的人生经历。邵先生老
家在山东，幼年丧父，叔叔被日本鬼子杀害，
他来到北京当学徒。1948 年，15 岁的邵先生
参加了当时的海淀镇各界人民支前委员会，
并见证了北平和平解放。“那时候，每天早上
起床号一响，解放军就起来给老百姓扫院子、
挑水，纪律作风非常好。”往事历历在目，邵先
生说得很动情。

1949 年，16 岁的邵先生作为店员工人
工会游行队伍的一员，参加了开国大典。后
来，邵先生又入选北京市人民政府财经委员
会工人训练班，从一个小学徒变成国家税务
系统的工作人员。“个人命运是和国家命运紧
紧结合在一起的。国家安定强盛，个人就能安
心奋斗，实现人生价值。”邵先生说，他 23 日

在电视上看到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参观这个
成就展，就决定自己也一定要来亲眼看看。

74 岁的林先生是海口人，退休前从事
椰雕工作，目前随子女在北京生活。林先生
是一位“博物馆达人”，手机相册里满是他
在国家博物馆、首都博物馆、香山革命纪念
馆等地观展时拍摄的照片。翻到他在香山
革命纪念馆拍摄的一张老一辈领导人的雕
塑照，林先生感慨地说，没有他们，哪有现
在的我们啊！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峥嵘岁月就应
该记录下来，珍贵史料就应该展示出来，让
后代了解、传承，也让人民更自信。这个 70
年成就展，好！”林先生伸出大拇指点赞。

1950 年颁布新中国第一部法律婚姻
法，1952 年建成新中国第一条铁路成渝铁
路，1969 年建成新中国第一条地铁线路，
1988 年新中国第一颗风云气象卫星发射
成功，1990 年中国第一家证券交易所正式
成立，2013 年中国第一张外商投资准入负

面清单出台……走完展览馆内这条时光隧
道，观众能看到 150 个“新中国第一”。

这对于孩子们，无疑是一个理想课堂。
10 岁男孩张伟观展时念念有词，原来

他是在背诵展板上的历史事件。“这里图文
并茂，我感觉比背书容易多了。”张伟说，之
前老听爷爷讲起粮票，还有长辈们那个时代
的热门剧《渴望》，都在这次展览中看到了。
“我要带上爷爷再来看一次展览。”张伟说。

37 岁的桑女士一家三代从广东来北
京旅游，看新闻得知这个展览开幕，临时取
消了去颐和园的行程，和母亲一起带着 3
岁的儿子前来观展。“见到少先队的相关内
容时，会给儿子多讲一些，从小在他心中播
下红色的种子。”桑女士说。

在展览馆现场，记者看到一个跑步还
不稳的小孩子，手里攥着一面五星红旗，边
走边挥舞。每当他在照片或视频里看到国
旗，都会伸长胳膊，稚气而大声地喊：“五星
红旗！”

“峥嵘岁月就应该记录下来，让人民更自信”
“伟大历程 辉煌成就———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大型成就展”现场见闻

“伟大历程 辉煌成就———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大型成就展”

外国驻华使节参观展览点赞中国

新华社北京 9 月 25 日电（记者马卓言、
成欣）应外交部邀请，来自 130 多个国家的驻
华使节和一些国际组织驻华代表 25 日来到
北京展览馆，参观“伟大历程 辉煌成就——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大型成就
展”。

使节们热烈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他们怀着极大的兴趣认真听取讲
解，在各类展台、展板、实物、模型前驻足体
验，交流观感。“不可思议”“令人震憾”“难以
想象”……赞叹之情溢于言表。使节们纷纷表
示，展览内容全面丰富，如同一幅历史长卷，
生动展示了 70 年来新中国的非凡历程和沧
桑巨变。中国在短短几十年内取得了巨大发
展成就，绝非易事，也绝非偶然，成功经验值
得世界各国学习借鉴。中国也是维护世界和
平、促进人类进步的一支重要力量。国际社会
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倡议，愿同中国加强交往合作。

俄罗斯驻华大使杰尼索夫忆及上世纪
70 年代在华工作时的场景，表示中国过去 70
年发展在人类历史上极为罕见，无论用什么

溢美之词形容都不为过。2021 年中国即将
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离实现第二个
百年奋斗目标也并不遥远。俄中两国即将
迎来建交 70周年，俄罗斯愿同中国不断深
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共同推动新时代俄中
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

巴基斯坦驻华大使哈什米说，中国短
短几十年内的脱贫“成绩单”令世人瞩目。
中国是巴基斯坦最好的朋友。巴基斯坦对
中国取得的伟大成就十分钦佩，为中国人
民感到由衷的喜悦。巴基斯坦是共建“一带
一路”倡议坚定支持者和参与方，愿同中国
携手，推动两国合作取得更加丰硕成果。

日本驻华大使横井裕说，展览中许多
老照片让他回想起上世纪 80 年代在华工
作生活的时光，感到非常亲切。一张张照片
都是新中国 70 年变化的一个个缩影。他由
衷感叹中国人民始终如一的艰苦奋斗、开
拓创新精神，愿积极发挥桥梁作用，促进两
国国民友好交往。

德国驻华大使葛策说，70 年来，中国
在经济、科研等领域取得巨大成就，人民生

活水平不断提高。令他印象深刻的是中国
对可持续发展理念的不懈追求。中国不断
加大对环境保护的重视和投入，德中两国
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协调合作更加密切。
德国愿同中国一道，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
贸易体系。

阿联酋驻华大使扎希里说，展览中每
一张照片都胜过千言万语。从建国初期的
艰难，到当今在科技、工业等诸多领域全球
领先，中国的飞速发展离不开改革开放的
坚定信念和举措。

津巴布韦驻华大使切东多说，中国始
终同发展中国家站在一起，同他们分享发
展机遇，携手前行。习近平主席的共建“一
带一路”倡议和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
建设性作用，都体现了中国政府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思想和中国对推动世界共同发
展的责任担当。

使节们在“人民有信仰 民族有希望
国家有力量”的标语墙前频频点头称赞，

祝福并相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
和中国人民的明天更加光明美好。

▲应外交部邀请，9 月 25 日，来自 130 多个国家的驻华使节和一些国际组织驻华代表来到北京展览馆，参观“伟大历程 辉煌成
就——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大型成就展”。 新华社记者姜克红摄

新华社泰国合艾电
（记者杨舟）泰国副总理
威沙努·戈岸日前在泰
南宋卡府接受中国媒体
采访时说，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一路披荆斩棘，
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
已经成为世界上很多国
家发展的榜样。

泰国南部各界人士
联合举办的庆祝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
活动 9 月 20 日晚在宋
卡王子大学举办，威沙
努出席并致辞。他在活
动上赞赏新中国 70 年
取得的进步，高度评价
“一带一路”倡议，并祝
愿泰中友谊万古长青。

威沙努在参加活动
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70 年来，中国虽历经坎
坷，但在科学技术、文
艺、教育、医学、社会福
利保障等各方面都取得
了不凡的成就。

威沙努回忆道，自
己第一次去中国是在约
40 年前，此后每一次去
中国都看到新的变化，
最直观的就是城市基础
设施建设，同时，中国的
服务业也在不断进步。

他说，中国的发展
道路值得仔细研究和借
鉴。他认为中国领导人

的高瞻远瞩与中国政策的持续性使得中
国实现快速发展，“中国人口非常多，中国
政府通过一系列政策和措施，保证了这样
一个庞大国家的统一和繁荣，十分不易”。

他说，今天，中国共产党继续意志坚
定地带领国家前进，相信中国在各领域会
不断进步，前途光明。

威沙努说，泰国总理巴育多次提出要
研究、学习中国的发展经验，加强泰中在
各个领域的合作。威沙努大力赞赏中国提
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他说，“一带一
路”倡议对泰国有益，泰国已在主动对接
“一带一路”倡议。在基础设施方面，泰中
铁路合作项目将实现两国物理上的互联
互通，此外“一带一路”倡议还将促进两国
的商业、投资、文化交流。

威沙努还说，泰中两国人民血缘相亲、
文化相通，是实实在在的“一家亲”。他说，
自己出生于泰国宋卡府，祖籍是中国福建，
而泰国大多数家庭都至少有一人是华裔，
不少泰国人的父辈或祖辈都是中国人。

作为华裔的威沙努看到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取得的成就感到高兴，他说：“我祝
贺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中国从过去的贫
困落后走到今天，已经成为世界上很多国
家发展的榜样。希望作为‘亲戚’的两国能
互相学习，并在各个领域不断交流与合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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