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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新华华每每日日电电讯讯 钢钢 铁铁 长长 城城

“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中国。
清晨，我放飞一群白鸽，为你衔来一
枚橄榄叶……”

10 月 1 日，迎着黎明的曙光，
特级飞行员房海春情不自禁地哼唱
起熟悉的旋律。

这是房海春第 5 次参加阅兵。
数小时后，作为空中护旗梯队长机
机长，他和战友们驾驶国产新型直
升机，护卫党旗、国旗和军旗，率先
飞过天安门广场上空。

20 架直升机组成巨大的“70”字
样，象征着新中国走过极不平凡的历
程，寓意着全军官兵向伟大祖国献上
深深祝福。

同房海春一样，在这个喜庆的
日子里，1 . 5 万名受阅将士都把最
美的赞歌、最豪迈的誓言献给最亲
爱的祖国母亲——

祖国，请您检阅！
身高 1 米 90 的郭凤通记不清

多少次在天安门广场执行国家庆典
任务。然而，今天接受检阅，这名曾
参加过朱日和沙场阅兵的仪仗方队
擎旗手仍然难掩激动。

“作为一名军人，参加国庆 70
周年阅兵是一生的荣光。”激昂的旋
律中，由郭凤通等 200 余名队员组
成的仪仗方队行进在所有受阅方队
的最前面，第一个走过天安门接受
检阅。

仪仗方队由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大队官兵抽组。这支
部队先后执行了 4600 余次仪仗司礼任务，向全世界展示了
中国军人的风采和人民共和国的荣耀。

天安门见证沧桑——谁使中国面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
化？谁使中华民族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
飞跃？

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是英雄的中国人民！
25 名将军担任第一排面的领导指挥方队格外引人注

目，这个方队展现了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的领导
指挥体制新格局，标志着人民军队联合作战体系实现了整
体性重塑。

“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中国。清晨，我放飞一群白
鸽……”

行进在方队中，武警黑龙江总队副司令员宋波无比自
豪。他曾获“抗洪抢险勇士”荣誉称号，在国庆 50 周年、60
周年阅兵中作为全军英模代表在观礼台观看阅兵。“正步走
过天安门接受检阅，向党和人民交上合格答卷，是我人生中
最大的幸福！”

军乐声声，大地震颤，32 个装备方队隆隆驶来。
秋日阳光下，旌旗招展。在五大战区指挥员引领下，25

辆猛士车载着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
时期以及新中国成立以来荣誉功勋部队的 100 面战旗，行
驶在最前面。

这是英雄的旗帜——“草地党支部”的忠诚信仰写在了
鲜红的旗帜上，“狼牙山五壮士”视死如归的血性胆气写在
了鲜红的旗帜上，“刘老庄八十二烈士”血战到底的豪迈气
概写在了鲜红的旗帜上。

这是胜利的旗帜——“平型关大战突击连”的赫赫威名
写在了鲜红的旗帜上，董存瑞用生命开辟胜利通道的永恒
瞬间写在了鲜红的旗帜上，黄继光舍身堵枪眼的英雄壮举
写在了鲜红的旗帜上。

鲜红的战旗高高飘扬，犹如熊熊燃烧的火炬。这一面面
鲜红的旗帜，激励着人民军队奋勇向前，英勇投身为中国人
民求解放、求幸福，为中华民族谋独立、谋复兴的历史洪流
之中。

“一面战旗就是一部史诗。”“英勇善战模范团”擎旗手、陆
军第 75 集团军某合成旅藏族副班长泽仁旺堆说，“我们一定
要继承先辈遗志，赓续红色基因，为祖国和人民再立新功。”

人民军队的英雄气概像浩浩荡荡的江河，激越澎湃！
人民军队的胜利步伐如滚滚向前的车轮，势不可挡！
战车隆隆，气势恢宏。巨龙般装备方队，按照战斗序列

编成，分为陆上作战、海上作战、防空反导、信息作战、无人
作战、后装保障、战略打击 7 个模块接受检阅。

受阅车辆威武整齐，受阅乘员英姿勃发。马达声与掌
声、欢呼声响彻整个天安门广场。

70 年前开国大典上的阅兵，受阅装备 95% 是从战场
上缴获的。此刻，受阅装备全部为国产现役主战装备，40%
是首次亮相。

人民军队主战装备脱胎换骨式的发展，集中反映了国
家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的最新成果，充分展现了我国国防
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就。

二级军士长朱纪华驾驶着东风-41 核导弹方队“第一
车”隆隆驶过天安门时，激动的泪水在眼眶打转。他说：“身
逢如此盛世，怎能不叫人心潮澎湃？！”

有底牌才会有底气，有士气才能长志气。53 年前的 7
月 1 日，经毛泽东主席批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支王牌
力量——第二炮兵诞生。

大国长剑，威震苍穹。这支掌握着大国重器的神秘部队
从成立伊始就肩负着保障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重任，是威
慑敌人的杀手锏。

和平需要盾牌，能战方能止战。东风-17 常规导弹、巨
浪-2 导弹、东风-5B 核导弹……战略打击模块汇聚了从常
规导弹到巡航导弹，从核常兼备导弹到洲际核导弹的 7 种
型号导弹。这是支撑强国梦、强军梦的坚强柱石，这是维护
和平、守护和平的坚固盾牌。

巨大的轰鸣声呼啸而至，观礼台上的人们不约而同地
仰望天空，气势恢宏的空中梯队来了。

预警指挥机、海上巡逻机、运输机、轰炸机、加受油机、舰
载机、歼击机…… 11 个空中梯队以“米秒不差”的精准飞行，
呈楔形、三角形、菱形等编队队形相继飞过天安门广场上空。

“我们祝福你的生日，我的中国。这是儿女们心中期望
的歌……”

驾驶着国产现代化的战略轰炸机，轰炸机梯队左僚机
机长连天冉激动不已。

首次亮相的轰-6N 是国产新型远程战略轰炸机，可以
进行空中受油，能够实施远程奔袭、大区域巡航、防区外打
击，标志着人民空军战略威慑和战略打击能力全面提升。

11 时 50 分许，压轴出场的教练机梯队从天安门广场
上空掠过，划出 7 条美丽彩带，为共和国献上生日祝福。

听，雄浑的乐曲如催征的战鼓在天安门广场久久回
荡——

“请您检阅，亲爱的祖国、伟大的党！”

听，激昂的旋律如奋进的号角在人们的耳畔久久回
响——

“强国复兴有我担当，胜利召唤我勇敢向前方！”

人民为之欢呼，祖国为之自豪，世界为之瞩目！
（记者李宣良、梅世雄）新华社北京 10 月 1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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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阅兵七大精彩瞬间

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特刊

精彩瞬间之一：百将受阅
现场——
守不忘战，将之任也。在领导指挥方队，25

位将军组成第一排面走来；在 100 面战旗迎风
飘扬的战旗方队前面，五大战区主要指挥员乘
着战车并排驶过天安门……将星闪耀，吸睛
无数。

人物：领导指挥方队领队陈作松
此次阅兵，除文职、民兵、预备役等几个方队

外，领队均为将军，受阅将军超过 100 人，包括 2
位女将军。

百将受阅，创历次阅兵之最。这些将军阅历丰

富，学历较高，历经多个岗位和重大军事任务考
验，大多有跨军种培训或工作经历，组织指挥过
双边、多边联合军事演习。

点评（北部战区副司令员姜国平）：百余名
将军在阅兵场上以普通一兵身份喊口号、听口
令、做样板，树立了高级领导干部带兵打仗、砺
将谋胜的鲜明导向，展现了身先士卒的良好形
象，展示了绝对听党指挥、勇于担当尽责的高度
自觉。

这是行进中的领导指挥方队。
新华社记者周密摄

精彩瞬间之二：新型装备
现场——
大国长剑，浩荡东风。总长超过 20 米的

“大胖墩”东风-41 洲际战略核导弹方队压轴
出场，“国之重器”终于在世人面前揭开了神秘
面纱。

人物：东风— 41 核导弹方队队长娄涛
一分未快，一分未慢，我们今天驾驶着最为

“金贵”的车辆接受检阅。
此次阅兵，有 40 余型 300 多台新装备首

次参阅，既有轻型坦克、反坦克导弹等陆上攻

坚新锐，也有东风- 5B 、东风- 4 1 等“大国重
器”。

点评（火箭军某基地司令员赵秋领）：新装首
秀，是我军实施科技兴军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这
些新装备都是我国自主研发，信息化程度普遍较
高，比较充分地体现了我国国防科研自主创新
能力。

这是受阅的东风-41 核导弹方队通过东单
路口。

新华社记者张豪夫摄

现场——
头戴蓝色贝雷帽的维和部队方队，意气风发

地正步行进。网民盛赞，“中国蓝盔”最具国际
范儿。

人物：维和部队方队领队马宝川
最近，我国赴南苏丹、刚果（金）的工兵、医疗

分队刚刚完成轮换交接。
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派出维和

兵力最多的国家，目前在联合国 7 个维和任务区，
有 2500 多名中国军人在枪林弹雨中守护和平。

自 1990 年起，我军累计派出官兵 4 万余人
次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有 13 名中国军人牺牲
在异国他乡。

点评（陆军第 81 集团军副军长徐有泽）：维
和部队方队代表的，是千千万万为了和平与安
全、奉献青春和热血的中国军人。维和部队方队
受阅向世界昭示：中国不仅是全球发展的贡献
者，也是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这是行进中的维和部队方队。
新华社记者任珑摄

现场——
铿锵玫瑰，今日在天安门前盛放。1 日上午，

英姿飒爽的女兵方队，迈着整齐的步伐接受检阅。
这些女兵来自狙击手、飞行员、导弹手等多个战斗
岗位。

人物：女兵方队队员朱亚荣
“队员都是从战位直接到站位的！”接受检阅

的下士朱亚荣告诉记者。
朱亚荣是火箭军的一名女导弹操作号手兼发

射车司机，平日里开着几十吨重的 10轮发射车，已
经安全驾驶 1 . 2万公里。原本以为导弹兵的身份在

女兵方队会引起轰动的朱亚荣，没想到身边的女
战友个个都是“高手”：有的刚从国际比武赛场载
誉归来，有的是所在集团军的纪录保持者……

点评（陆军第 72 集团军副政委何纪抗）：
近年来，全军狠抓实战化训练，一批女兵从勤务
支援岗位调整到战斗岗位。让战斗岗位的官兵
接受检阅，折射出我军备战打仗的鲜明导向，也
向世界宣示：重整行装的人民军队，更是能打硬
仗的“雄师劲旅”。

这是女兵方队通过天安门广场。
新华社记者王毓国摄

现场——
“炮神”来了！8 台箱式火箭炮组成的钢铁巨

阵，滚滚而来——刚毅威武的外形、突破常规的设
计，首次亮相就让人们震撼。

人物：自行火炮方队队长卢涛
当自行火炮方队在长安街上隆隆开进，我们

除了自豪还有震撼。
我们旅曾参加过百团大战、解放战争、抗美援

朝战争等。目前，旅里列装了全军新型数字化火
箭炮。

这种箱式火箭炮射击精度高、火力反应快、

信息化水平高。所用武器系统是陆军第四代
远程火力打击的骨干装备，能对作战地域实
施全纵深火力打击，也可完成联合火力打击
任务。

点评（阅兵装备方队指挥部王新悦）：新
型火箭炮可自主实施作战，缩减了指挥层级，
极大提升了火力反应速度，预示着炮兵部队

“兵力分散、火力集中”的新作战理念得以
实现。

这是受阅的自行火炮方队。
新华社记者张国俊摄

现场——
1 日上午，由火箭军和海军 7 个装备方队、百

余台型号不同的“大国重器”混编成战略打击模
块，浩浩荡荡行驶在长安街上。

人物：东风-26 核常兼备导弹方队政委董
祥林

东风-26 型导弹已是第 3 次参加阅兵。前两
次，都由火箭军抽组而成，并没有其他军种参与。
与海军某型导弹混编后，可实现火力打击梯次衔
接、精准度高、覆盖面广。如此配置，发挥出了诸军
兵种联合火力打击的效能。

这次阅兵，装备方队包括陆上作战、海上作
战、防空反导、信息作战、无人作战、后装保障、
战略打击等 7 个模块，每个模块都按作战单元
和作战要素精细化混编而成。32 个装备方队
中，有 19 个属于混编。

点评（火箭军某基地政委张继春）：作战要
素一应俱全，彰显了中国军队基于信息系统联
合作战能力正大幅提升，信息主导、体系支撑、
联合制胜已成大势。

这是东风-26 核常兼备导弹方队。
新华社记者徐昱摄

现场——
新型全地型作战车机动灵活，空中突击旋翼

机展翅欲飞，单兵综合系统智联指挥终端功能强
大……被称为“体系战士”的 36 辆新型特战装备，
气势恢宏地驶过天安门。

人物：特战装备方队领队王信民
以前，中国特战兵大多是“一把枪一根绳一柄

刀”的“孤胆英雄”。因缺乏战场信息获取、传输、交
换、处理能力，容易错失战机。

这次阅兵，官兵身上的单兵综合系统，集通信
传输、导航定位、信息保障等 10 余种功能于一体，

可随时掌握战场态势，直接呼联三军远程火力
支援打击。

“体系战士”的打造，让中国特种兵实现了
从“单打独斗”到“组群作战”的跨越。

点评（ 77 集团军副军长田越）：兵贵在精，
不在多。打造“体系战士”方阵，既要练其兵，更
要利其器。

（“新华视点”记者李国利、贾启龙、黎云）
据新华社北京 10 月 1 日电

这是特战装备方队接受检阅。
新华社记者高洁摄

精彩瞬间之三：蓝色贝雷

精彩瞬间之四：女兵方队

精彩瞬间之五：霸气“炮神”

精彩瞬间之六：模块混编

精彩瞬间之七：“体系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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