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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李坤晟、唐弢、崔力

天安门东与西华表间相距96米，通过这一
“礼仪区”一共要走128个正步。

对于今年42岁的张中雷来说，走过的不仅是
一段距离，更是人生中一段最华美的篇章。

从1999年到2019年，从空降兵方队的“钉
子兵”到某装备方队的“训练总指挥”，三次国
庆阅兵的参与经历 ，成就了张中雷2 5年军旅
生涯的光荣与梦想。

角色：从队员到方阵总教练

今年 5月 1 9日 ，在杭州市江干区市场监
督管理局工作的张中雷 ，接到一纸调令 ，要
求他马上启程赴北京 ，有紧急任务：负责某
装备方队的国庆阅兵训练。

穿上压在箱底的军装，张中雷又一次启程
出发。

虽然知道作为教练，10月1日那天自己不会
走过天安门，但能回到熟悉的军营，张中雷就像
17岁第一次入伍时一样兴奋。

1994年12月，张中雷高中毕业后特招入伍，身
材高大魁梧的他被选入三军仪仗队。

“不同于别的部队战士，仪仗队队员代表
着国家的形象 ，来不得半点疏忽 。”从士兵到
班长，在仪仗队的几年间，张中雷几乎每天都
加班训练，问汗水要动作，问汗水要标准。

在三军仪仗队 ，张中雷共参加迎接外国
元首和国家领导人活动60多次。

1998年4月，张中雷被选调至某空降兵部队。
他的第一项任务就是作为教练兼队员参加1999
年的国庆阅兵。

在张中雷的记忆中，1998年冬天，寒风凛
冽 。在训练基地 ，十几个队员趴在地上 ，脚尖
绷直，在队员的脚跟部位放上一块石板。这是
为了压脚面 ，作用在于列队踢步时脚面和腿

在同一直线上。
“那时，每一名队员的耳朵都起了冻疮，大家

手部、肩部、胯部都被磕肿。”张中雷说。
是什么让队员们咬着毛巾强忍伤痛？张中

雷说：“全国几百万名军人，有幸参加国庆阅兵
的能有几人？走上阅兵场，代表的就是中国人
民解放军的形象。”

幸运的是，1999年的那次参阅不是张中雷
“阅兵生涯”的休止符。

2009年，他又一次站在了国庆阅兵的训练
场上，只是这次，他的身份从受阅战士，彻底变

成了教练员。
今年阅兵，张中雷的身份是某装备方队总教练。

经验：单兵训练决定成败

当一个个阅兵方阵整齐划一地经过天安门，
坐在电视机前的每个中国人，都不免为中国人民
解放军的强大而自豪。

放眼各国阅兵仪式，论队列齐整，论步伐有
力，难有对手匹敌中国人民解放军。

先后参加三次国庆阅兵的张中雷堪称专家。

成功秘诀在哪里？张中雷的答案很简单：
“专业和汗水”。

专业是什么？张中雷透露，在装备方队，站
好军姿是重中之重。军姿站不好，急着走队列，
那是走弯路。

“前期单兵训练几乎决定了成败 。”以
张中雷的教练视角 ，每一位参加训练的战
士都好似一块积木。“只要将他们一个个磨
得方方正正 ，后期队列就是个怎么排列组
合的问题。”

至于如何打磨一个个队员，就要靠汗水了，
来不得半点花架子。

“前期要做好体能储备。阅兵训练要吃大
苦，耐大劳。”张中雷说。

当年在三军仪仗队，年轻的张中雷一站
军姿就是两三个小时，踢正步小腿上绑着三
四斤重的沙包，下了训练场腿就打晃，晚上
睡觉不能蜷腿，躲在被窝偷偷哭……

经过军营里的一次又一次锤炼，他更加
明白了作为一名军人的使命与担当。

在训练的时候，他会把一张全家福放在衬
衣胸口的衣兜里，家人的期盼和“陪伴”是他激
励自己的最强动力。

现在成了教练，张中雷常说，阅兵的道
路，是留给勇敢者来走的。在近乎“魔鬼式”的
训练中 ，队员们平均每天的训练步数都在
25000步以上，练步幅要求走100米偏差不能
超过10厘米。

除了练踢腿还要训练摆臂，臂腿绑上沙
包一次训练就长达一两小时，“出操一身汗，

收操一身茧”，辛苦程度可见一斑。
“每一次阅兵，都是一场持续200多天的

漫长‘考试’，天天有评比，周周有考核，训练
中自我加压是常有的事。”张中雷说，很多时
候，汗水浸透了衬衣裤子，顺着腿流下来，在
地上积成一摊水。每个人都在挑战着生理和
心理的最大极限。

欣慰：阅兵场上20年变与不变

对于军人来说，一生能参加一次国庆阅兵，
已是无上光荣。但是这样的时刻，张中雷已经经
历了三次。横跨20年，他一路见证了国庆阅兵中
的变与不变。

令张中雷欣慰的是，无论是哪个年代的战
士，都始终保持着对军队的热爱，对党和人民的
无限忠诚。

今年的阅兵，更多的90后甚至00后加入受
阅的行列中。这些穿上军装的年轻人和前辈们
一样刻苦，一样珍视荣誉。

张中雷在年轻人身上看到了自己当年的身
影。那一张张黝黑的脸庞和一双双布满老茧的脚，
是所有受阅战士和教练员的阅兵“勋章”。

“1999年是什么标准，2019年还是什么标准，往
同一个标准去靠，再苦再累都能坚持。”

“要说变化，他们的学历比我们那时候高
多了。未来高科技战争需要高科技的人才。”张
中雷说。20年来，随着国家经济实力增强，阅兵
训练的后勤保障也逐渐提高。1999年，张中雷
住的是单层小板房，夏天热得睁不开眼；2009
年，受阅战士住进了有空调的隔热板房；今年，

训练营区已全是楼房。
“十年前，装备车辆并排通过，我们还要

掐表，用肉眼看，用尺子量。现在车刚过去，
电脑上的数据就已经出来了。”张中雷说，有
了发达的科技手段，阅兵训练的时间相比以
往大大缩短。

当然，作为一名军人，他最自豪的还是20年
来，国家国防军事力量的不断重塑。

“今年，有160余架各型飞机、580台（套）各型武
器装备接受检阅，不仅在规模上超越了历次阅兵，
还集中体现了精兵作战、联合制胜的特点，充分展
示了人民武装力量体制、结构、格局、面貌的新阵容、
新变化、新气象。”张中雷说。

国庆阅兵场上，128个正步背后……

本报记者于力 特约撰稿鲁世联

“今年是我入伍80年、入党80年，还是我作
为老兵第三次参加首都庆典！”

头发银白，声音洪亮，时而慷慨激昂，时而
热泪盈眶，随着96岁老兵吕品的讲述，一段峥嵘
岁月在记者面前徐徐展开。

1949
“祖国，老兵第三次向您报到！”

尽管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大典已结束20
多天，辽宁省军区副军职离休干部、原辽宁省
军区政治部主任吕品，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依
然难掩激动。

这是吕品第三次参加首都庆典。“第一次是
1954年作为志愿军归国代表，参加国庆五周年
庆典；第二次是2015年，作为新四军代表，出席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
十周年纪念活动，并参加‘9·3’首都阅兵。”

10月1日上午，吕品登上礼宾车，随致敬方阵
参加庆典。他乘坐的礼宾车，在群众游行队伍第
一个方队第一个梯队组。车上乘坐着6位元帅亲
属——贺龙之女、罗荣桓之子、徐向前之子、陈毅
之子、刘伯承后代、彭德怀侄孙；还有两位老科学
家子女、老一辈军地英模等。

“当我们车队通过天安门，看到党和国家
领导人向我们招手，现场群众高举国旗和鲜
花向我们欢呼，我向着天安门方向庄严地举
起右手，迟迟不愿放下。我在心中默念：‘祖
国，老兵第三次向您报到 ！’”

眼前的欢腾景象，让老人想起了70年前他曾
错过的开国大典。

当时，吕品是50军149师宣传科科长，正随
部队奉命歼灭鄂西地区国民党残余部队。从电
台得知新中国成立的消息，师部命令他立即将
消息传达给全师官兵。

为了让大家尽快知晓新中国成立的消息，
他策马狂奔，第一时间将这一喜讯传达给正在
行进中的全师官兵。战士们听到消息后，都高
兴得蹦起来欢呼。

“能参加这次庆典，不是我个人的荣誉。我代
表的是无数为新中国建功立业的老战士。”

吕品说，在今年阅兵的战旗方队里，看
到 5 0军 4 4 7团在抗美援朝战斗中获得的“白
云山团”，忍不住流下了眼泪。“祖国没有忘
记在朝鲜战场英勇杀敌的勇士集体，没有忘
记那些保家卫国的烈士。”

2015
“小英雄”忆抗战往事

2015年7月26日，时年92岁的吕品在家里接到
了参加9·3大阅兵的通知。

1945年，他曾作为苏北军区盐阜军分区一名
指导员，迎接过抗战胜利的时刻。70年后再度受
邀参加大阅兵，周围的人都担心他的身体，劝他

不要太激动。但他说，自己对这一天期盼已久。
“当时，我的座位是老兵方队第5车第5位。

车上有华南游击队队员、远征军老兵、八路军南
进支队队员等。”

参加那次阅兵的抗战老兵，平均年龄90
岁，最年长者102岁。当时，两个抗战老兵方队
乘坐敞篷车，由国宾摩托车拱卫在前后左右，
呈箭头状护卫进场。“通常只有外国元首来访
时才会启用国宾摩托车护卫队，我们这属于
国礼级待遇。”

当车队行进到天安门前，吕品和其他老兵
庄重地向天安门举起右手。这张图片很快传遍
网络，成为“9·3”大阅兵的一个经典瞬间。

回忆起抗战往事，吕品对自己参加的第一
次战斗记忆犹新。

当时，16岁的吕品参加的是八路军山东
纵队陇海南进游击支队三团一营3连。入伍3
个月，他刚学会放枪就和战士们参加了一次
伏击战，击沉了一艘日军运输船，消灭了10
多个敌人，缴获了5支步枪。那次战斗是当地
抗日武装第一次取得胜利，鼓舞了士气，吸
引了更多青年参军。

2个月后的一次惨烈战斗，让16岁的小兵成
了“抗日小英雄”。

当时，冲锋在前的吕品左臂中弹却浑然
不觉，直到战斗结束，一摸有血才发现肉里
有个硬东西，“我用指甲把四周的破皮烂肉
拨开，硬是把它抠了出来。一看，是子弹头！”
作为连队年龄最小的小兵，吕品受到了连队
表扬。70多年过去，那块牛痘花般的伤疤，至

今还留在他的臂上。
吕品讲述时，提到了很多曾奋战在抗日

前线的战友。比如，带领他走上革命道路的
战士乙兆科，在一次战斗中被击中腿，吕品
赶去救他，他却大声呼喊，“不要管我，快向
前冲，打鬼子！”在解放淮阴战役中，吕品所
在的部队尖刀班班长徐佳标，用血肉之躯堵
住敌人的枪眼，为部队赢得了宝贵时间，是
我军第一个用身体堵枪眼的英雄……

谈起这些，老人的眼睛里总是闪烁着泪花。
“我是代表他们接受祖国的检阅，代表他们向祖
国敬礼！”

1954
“来到首都，走到哪里都受到热

烈欢迎”

“炮弹炸翻了土地，我们说不准你侵犯；大
火烧红了山岩，我们说不准你前进。英雄昂立在
山巅，英雄的鲜血光辉灿烂……”这首《歌唱白
云山》，至今萦绕在吕品耳边。白云山壮烈的战
斗场面，也在参加新中国成立五周年庆典的吕
品脑海里反复出现。

1954年，新中国成立五周年庆典前，抗美
援朝志愿军组成了一个归国观礼代表团。当时
吕品是志愿军50军149师447团政委，代表全
师回国参加国庆5周年观礼。这也是吕品第一
次参加首都庆祝大典。

“1954年那次观礼，弥补了我没能参加开国
大典的遗憾。”吕品拿出一张发黄的老照片说，
“这是1954年志愿军参加国庆观礼代表回国前拍
的合影。从左边数第二排第七名是我。”

“来到首都，走到哪里都受到热烈欢迎。我们
代表团被安排在前门外总政的一个招待所，当时
条件是最好的。”一想到要参加国庆大典，吕品兴
奋得一夜没睡。

10月1日清晨，49名志愿军代表来到紧靠天
安门城楼的观礼台，“我们站了3个多小时，却一
点没觉得累。最激动的是看到毛主席在城楼上向
我们挥手，我们也向毛主席敬礼，向天安门城楼
敬礼。”

在天安门广场的欢呼声中，吕品仿佛看到了
他的战友们用鲜血染红的“白云山团”那面鲜红
的旗帜。

在抗美援朝期间著名的白云山阻击战中，吕
品所在的447团与美军第25师激战了11个昼夜。
“阵地丢了再夺回来，再丢再夺。7连指导员宋时
运胸部、腹部同时中弹身亡，年仅21岁。‘东远里
阻击英雄第二班’唯一幸存的战士高喜友也牺牲
了。有一个连100多名战士最后只剩下一个指导
员、2个战士了，还在坚守阵地。我当时听到师长
反复说的一句话是：‘夺回来！夺回来！夺回来！’”
吕品回忆。最终447团守住了阵地，在血与火、生
与死的拼搏中经受住了考验。

1951年5月，经志愿军政治部批准，447团
被授予“白云山团”光荣称号。白云山11昼夜的
英雄故事，在国内广泛流传。“半个多世纪过去
了，长眠于地下的烈士，他们的英名永远留在
我们的心中。”

吕品曾整理一本影集，里面收集了他的不少
照片。然而，他在前言中写道：我是一个老兵，历
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风风雨雨
几十年，总感觉与老战友相比，自己的经历只能
用平平淡淡来形容。

祖国 ，老兵第三次向您报到 ！

■【人物简介】

吕品，1924年5月出生于

江苏苏州，原辽宁省军区政

治部主任。他一生戎马倥偬，

先后获得东北解放 、华中解

放、西南解放纪念章，荣获独

立功勋荣誉章 、胜利功勋荣

誉章，以及抗美援朝二级独

立自由勋章、三级红旗勋章。

风 范

▲2019年，张中雷指导某装备方队队员军姿训练。 受访者供图

▲左上：吕品在礼宾车上向群众敬礼。（吕大海摄） 右上：志愿军第五届国庆观礼代表团合影（二排右七为吕品）。 受访者供图
下图：2015年9月3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大会上，吕品（左四戴眼镜者）在抗战老兵乘车方队中。新华社记者曹灿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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