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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新华社记者李学勇、李宣良
解放军报记者王士彬、柳刚

沐浴着新时代的阳光，共和国迎来了 70
华诞。

10 月 1 日上午 10 时 17 分许，阅兵式号角响
彻长空，红旗牌检阅车驶出天安门。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神采奕奕站
在检阅车中央。

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首次国
庆阅兵，这是共和国武装力量改革重塑后的首次
整体亮相。

装点一新的长安街上，三军列阵，铁甲生辉。
检阅车驶过金水桥，阅兵总指挥、中部战区司

令员乙晓光驱车上前报告：“主席同志，受阅部队
列队完毕，请您检阅！”

“开始！”雄浑的命令声在天安门广场上空
回响。

迎着金色的阳光，习主席乘检阅车沿宽阔的
长安街向东驶去。

（一）

检阅车驶过饱经沧桑的东华表。
中国共产党党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中国

人民解放军军旗，三面鲜红的旗帜交相辉映，在
213 名仪仗官兵护卫下迎风招展。

敬礼号角响起。习主席停车肃立，以注目礼向
党旗、国旗、军旗庄严致敬。

这是对党的崇高礼赞！对祖国的崇高礼赞！对
人民军队的崇高礼赞！

“敬礼——”方队指挥员一声令下，受阅官兵
用军人最高礼仪向习主席致敬。

检阅车徐徐前行，官兵的目光紧紧追随。深情
的目光，饱含着全军将士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

旗帜引领方向，旗帜凝聚力量。在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下，人民军队历经硝烟战火，一路披荆斩
棘，付出巨大牺牲，取得一个又一个辉煌胜利。党
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领导人
民军队，以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为引领，政治建
军铸就忠诚，改革强军重塑体系，科技兴军跨越发
展，依法治军严明纲纪，练兵备战锻造胜战之师，
面向未来塑造世界一流军队，中国特色强军之路
越走越宽广。

“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民族的希望，我们
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作为共和国武装力量的
代表，包括 100 多名将军在内的近 1 . 5 万名官兵、
580 台装备组成 15 个徒步方队、32 个装备方队光
荣列阵，如挺拔的山峦，沿长安街绵延向东；陆、海、
空军航空兵 160 余架战机，组成 12 个空中梯队，从
多个机场起飞编队，向天安门上空集结……

“同志们好——”、“主席好！”
“同志们辛苦了——”、“为人民服务！”
习主席的亲切问候，受阅官兵的响亮回答，传

递着统帅与士兵心连心的真挚情怀。

（二）

“敬礼——”受阅官兵意气风发、精神抖擞。
检阅车徐徐前行，官兵的目光紧紧追随。炽热

的目光，饱含着全军将士对强国强军的无比渴望。
领导指挥方队、火箭军方队、战略支援部队方

队、联勤保障部队方队、文职人员方队……这些在
改革强军大潮中出现的新名称、新方队，展示着新
时代人民军队的新构成、新风貌。

新，一支军队朝气蓬勃的象征；新，一个国家
兴旺发达的标志。在我国进入由大向强发展的关
键阶段，习主席发出改革强军的时代号令。短短几
年间，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大开大合、大破大立、
蹄疾步稳。重塑领导指挥体制，优化规模结构和力
量编成，推进政策制度改革……人民军队体制一
新、结构一新、格局一新、面貌一新。

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有一个共同信
念在官兵心中激荡——改革是决定我军发展壮
大、制胜未来的关键一招。全面深化改革永远在路
上，必须把各项改革任务完成好，坚决打赢改革这
场攻坚战。

“同志们好——”、“主席好！”
“同志们辛苦了——”、“为人民服务！”
山呼海应的交响，凝聚起气壮山河的磅礴

力量。

（三）

“敬礼——”受阅官兵身姿挺拔、气宇轩昂。
检阅车徐徐前行，官兵的目光紧紧追随。坚定

的目光，饱含着全军将士对赓续血脉的执着信念。
平型关大战突击连、大渡河连、塔山英雄团、

济南第一团、海空雄鹰团、海上猛虎艇、神威导弹
营…… 100 面鲜红的战旗高高飘扬，如同一束束
熊熊燃烧的火炬。

百面铁血战旗，百首英雄赞歌。敢于斗争、敢
于胜利，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是人民军队血性胆

魄的生动写照。领航人民军队，习主席高度重视发
扬我党我军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推动红色基因
赓续传承，大力培育“四有”新时代革命军人，锻造
“四铁”过硬部队。

“为什么战旗美如画，英雄的鲜血染红了她。”
有一个共同信念在官兵心中激荡——大无畏的英
雄气概和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永远是我军克敌
制胜的法宝。前进道路上，无论遇到什么艰难险
阻，都要永远传承人民军队基因血脉，做到钢多气
足骨更硬，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

“同志们好——”、“主席好！”
“同志们辛苦了——”、“为人民服务！”
声震长空的呼应，激扬起一往无前的英雄

气概。

（四）

“敬礼——”受阅官兵军容严整、神情振奋。
检阅车徐徐前行，官兵的目光紧紧追随。刚毅

的目光，饱含着全军将士对履行使命的责任担当。
陆上作战、海上作战、防空反导、信息作战、无

人作战、后装保障、战略打击，巨龙般的装备方阵
分为 7 个模块，按照作战编成接受检阅。迷彩色的

铁阵，与长安街旁高大的树木融为一体，更显
巍峨。

大国需要盾牌，能战方能止战。今天受阅装备
全部为中国制造，40% 为首次亮相。与祖国共奋
进，人民军队已由单一军种的军队发展成为诸军
兵种联合的强大军队，由“小米加步枪”武装起来
的军队发展成为基本实现机械化、加快迈向信息
化的强大军队。

新起点，新征程。习主席擘画指引面向未来的
强军蓝图—— 2020 年，基本实现机械化，信息化
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战略能力有大的提升；2035
年，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21 世纪中叶，把
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

“朋友来了有好酒，若是那豺狼来了，迎接它
的有猎枪。”有一个共同信念在官兵心中激荡——
天下并不太平，和平需要保卫。军事手段始终是维
护国家安全的保底手段，必须强化忧患意识，提高
打赢能力，切实担负起为巩固中国共产党领导和
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提供战略支撑，为捍卫国家主
权、统一、领土完整提供战略支撑，为拓展我国海
外利益提供战略支撑，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提
供战略支撑的新时代使命任务。

“同志们好——”、“主席好！”

“同志们辛苦了——”、“为人民服务！”
撼天动地的应答，汇聚成决胜疆场的雄壮

号角。

（五）

“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
10 时 28 分许，习主席乘检阅车开始驶回

天安门。受阅方队依次高呼强军口号，用最响亮
的声音发出最豪迈的誓言——

祖国，请您检阅！
步伐铿锵、锐不可当，气势磅礴的徒步方队

动地而来；铁流滚滚、排山倒海，威风凛凛的装
备方队隆隆驶过；鹰击长空、傲视苍穹，气势如
虹的空中梯队呼啸临空……

打仗是中坚，受阅站排头。担任方梯队领队
的 89 名将军和领导指挥方队中的 25 名将军，
军容严整，精神抖擞，行进在各方梯队的最
前列。

“向右——看！”
嘹亮的口令，庄严的军礼，威武的正步，从

将军到士兵，行进在受阅区的官兵以整齐划一
的行动表达对党的核心、军队统帅的衷心追随。

艳阳高照，习主席向受阅官兵挥手致意。
仰望天安门，受阅官兵充满无穷的力量。
关山重重的新征程，离不开登高望远的领

路人。有一个共同信念在官兵心中激荡——上
下同欲者胜，左右齐一者强。前进道路上，必须
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
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确保绝对忠诚、绝
对纯洁、绝对可靠。

11 时 31 分许，庞大的机群掠过天安门上
空，划出 7 条美丽彩带，向共和国 70 华诞献上
生日祝福。

胜利的豪情，绽放在每一名将士的脸
上——我们的人民军队不愧是听党指挥的英雄
军队，不愧是忠心报国的英雄军队，不愧是为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英勇奋斗的英雄军队。

时代的荣光，镌刻在每一名将士的心
头——我们的英雄军队有信心、有能力谱写强
军事业新篇章，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维护世
界和平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梦想在召唤，伟大祖国前程似锦；奋进新时
代，人民军队阔步向前。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 日电

领航 ，号角催征新时代
习近平主席检阅共和国武装力量侧记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 日电中华人民共和国中
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习近平 10 月 1 日签署通令，嘉
奖参加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阅兵全
体人员。

嘉奖令指出，在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盛大庆典活动中，受阅部队作为共和国武
装力量的代表，以威武雄壮的强大阵容、昂扬奋进
的崭新风貌、一往无前的磅礴气势，光荣地接受了

党和人民的检阅，奉献了一场富有中国气派、体现
时代特色、展示强军风采的阅兵盛典。受阅部队
精彩出色的表现，集中宣示了人民军队永远听党
指挥的鲜明立场，集中展示了新时代国防和军队
建设发展的辉煌成就，集中彰显了我军捍卫国家
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决心实力，极大振奋了民
族精神、激发了爱国热情、汇聚了强大力量，更加
坚定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决胜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信心意志。

嘉奖令指出，阅兵任务胜利完成，是参阅部队
坚决贯彻党中央、中央军委决策指示，牢记使命重
托，精心筹划组织的结果。广大受阅官兵挑战自
我、追求卓越，将军士兵勠力同心、并肩战斗，保障
人员密切协作、默默奉献，为阅兵工作顺利推进作
出了应有贡献。阅兵实践中，全体人员表现出听

党指挥、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捍卫祖国、能打
胜仗的责任担当，崇尚荣誉、不辱使命的价值追
求，争创一流、敢于胜利的进取精神，不畏艰苦、
顽强拼搏的优良作风，立起了新时代革命军人
的好样子。

嘉奖令号召，全军部队要向参阅部队学习，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接续努力，干好本职工作，
完成好担负任务。全军部队和广大官兵要坚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
军事战略方针，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
持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兴军、依法治军，聚
力备战打仗，强化改革创新，狠抓工作落实，为
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把人民军队全面
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不懈奋斗！

习近平签署通令嘉奖参加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阅兵全体人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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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并检阅受阅部队。这是习近平在
天安门城楼上。 新华社记者鞠鹏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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