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 月 15 日袁 湖南省永州市零陵区组织辖区 270 名应征青年在区人武部进行为期

10 天的封闭管理和训练袁让预定新兵体验军营生活袁感受部队氛围袁提高入伍适应能
力遥 渊陈涛尧刘龙湘/摄影报道冤

新训伊始袁 国防科技大学军事基础教育学院七大队 36 队的班长们走
进了新训队伍袁与学弟们面对面交流袁讲述自己的故事袁解决他们的疑惑遥
渊周瑞尧谭雨桐尧肖东尧尧谷荣晨/摄影报道冤

迷彩青春，开训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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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7 日袁 湖南省花垣县华鑫学校举行 2019 级高一新生军训动员大会遥
动员会后袁军训学员观摩了军训教官军事列队动作示范表演袁整齐划一的动作
赢得师生热烈的掌声遥 渊杨申杰尧侯璇/摄影报道冤

核心提示院众所周知袁习近平主席一向非常重视军队装备建设袁多次强调军队建设要以能
打仗尧打胜仗为落脚点遥 这些年袁他的脚步也遍布各战区尧各军种遥 自 2012 年底至今袁习主席已
有十余次登上或者体验我军武器装备袁现选取介绍其中八款遥

2012 年 12 月 10 日袁 习主席
来到原广州军区某部训练场袁登
上 809 号 05 式两栖突击车遥 05 式
两栖突击车袁以 05 式两栖战车底
盘安装一部配备 105 毫米炮的炮
塔袁曾参加 2015 年野九窑三冶大阅
兵遥

作为两栖作战的主力军袁05
式两栖突击车配备了 1500 马力的
大功率发动机袁 其在陆地上最大
行驶时速约为 65 公里袁在水中可
达到 45 公里袁是世界知名的高速
两栖战车袁 在登陆作战中可以起
到巨大的作用遥 该车使用了两台
喷水推进器袁 可以在水中轻松转
向甚至在水中倒车遥

就航渡速度和火力而言袁05
式两栖突击车已经是世界上列装
的最好两栖主战装甲车遥

2013 年 8 月
28 日至 31 日袁习

主席在辽宁考察时袁 专程
前往沈阳飞机制造集团视察袁

亲自体验和乘坐了我国第一代舰载
战斗机要要要歼-15遥

歼-15袁中文绰号野飞鲨冶袁是中
国参考从乌克兰获得苏-33 原型
机尧并在国产歼-11B 础上研发的单

座双发舰载战斗机遥
目前袁 使用脉冲多普勒雷达的

早期型歼-15 舰载机已停产袁改装有
源相控阵雷达的歼-15B 型已投入
生产遥 换上有源相控阵雷达后袁歼-
15B 探测距离更远尧目标分辨能力更
高尧多目标打击能力更强袁再搭配霹
雳-10尧霹雳-15 等新型空空导弹袁具
备全作战范围的顶级空战能力遥

2013 年 4 月 9 日袁 习主席登
上野井冈山舰冶袁了解武器装备性
能袁询问官兵训练生活情况袁并在
航泊日志上签名遥 野井冈山舰冶渊舷
号 999冤是中国海军 071 型两栖登
陆舰的二号舰遥

英国叶简氏防务周刊曳称袁作
为全新设计的舰种袁071 型两栖登
陆舰可装载超过 600 名两栖作战
士兵尧4 架中型直升机及 4 艘野野
马冶渊726 型冤气垫登陆艇遥 该型舰
的出现袁 让中国两栖登陆作战模
式呈现多样化遥

071 型登陆舰长 210 米袁宽
28 米袁吃水 7 米袁最高航速 22 节袁
续航力 6000 海里/18 节袁 满载排
水量为 1.85 万吨遥 渊本报综合冤

2018 年 9 月 27 日袁 习近平主
席来到 79 集团军某陆航旅训练场袁
登上我国自主研制的武直-10 武装
直升机袁佩戴专用头盔袁操控机载武
器及观瞄系统袁了解有关装备情况遥

武直-10 是我军第一款武装直
升机袁全长 14.15 米袁空重 5540 千
克袁最大起飞重量 7000 千克袁最大
平飞速度超过 300 千米 辕 小时遥

武直-10 的航程有 800 多千
米袁作战半径接近 300 千米袁满足跨
越台湾海峡作战的需要袁 可以支援
地面部队登陆作战或特种作战遥 武
直-10 对地攻击时的武器配置是 8
枚反坦克导弹尧2 个火箭发射巢尧1
门机首机炮遥据称袁这样的武器配置
可以压制一个连级的滩头防守单
位遥 因此袁 有外媒称武直-10 是反
野台独冶作战野撒手锏冶遥

习主席体验过的

武直-10 反“台独”作战利器

轰-6K

精准“点穴”攻击

歼-15 中国航母锋利“尖刀”

95式步枪
主力装备适应实战

05式两栖车
跨海登陆主力军

071型两栖舰
立体夺岛新杀器

银武直-10 武装直升机

银手持 95 式步枪的解放军士兵

银05 式两栖突击战车

银071 型综合登陆舰

2014 年 12 月 20 日袁习主席视察驻
澳门部队袁 在激光模拟射击系统前袁他
饶有兴致地拿起 95 式步枪体验射击要
领袁并扣动扳机击中目标遥

95 式步枪 1995 年定型袁1997 年批
量生产袁因此称为 95 式遥 该枪全重 3.25
公斤袁全长 746 毫米袁枪管长 463 毫米袁
口径 5.8 毫米袁发射速率 650 发/分袁有效
射程 400 米袁最大射程 600 米遥

95 式自动步枪采用了无托结构袁缩短
了全枪长度遥 该枪的 5.8 毫米枪弹后坐力
小袁全枪动力特性平稳遥 另外袁95 式枪族内
各枪基本结构相同袁大部分零部件通用遥

2015 年 2 月 16 日袁 习主席前往轰炸
航空兵某团视察遥他登上轰炸机袁坐进驾驶
舱袁了解装备性能袁体验操作使用遥 该轰炸
机就是轰-6K遥

轰-6K 是轰-6 系列的最新改进成果袁
实现了野脱胎换骨冶的转变遥 首先袁轰-6K 的
最大变化换用了新型发动机袁其最大航程可
增加到 8000 千米袁 作战半径达到 3000 千
米袁是空军目前作战半径最远的空中主战平
台遥 其次袁轰-6K 在改进发动机扩大进气道
的同时也提高了与机身连接处的强度袁以便
使其最多能够挂载 6 枚远程巡航导弹遥

2012 年 12 月 8 日袁习主席离京视察
广东袁登上海军野海口舰冶袁攀舷梯尧入舱
室尧上甲板尧观演主要战位遥 野海口舰冶渊舷
号 171冤 入列以来袁 共执行过 3 次护航任
务袁解救过 10 余艘中外商船遥

野海口舰冶 是中国海军第一代具备相
控阵雷达尧垂直发射系统的防空型导弹驱
逐舰袁被誉为野中华神盾冶舰袁于 2003 年 10
月 23 日在江南造船厂下水袁2005 年 12 月
26 日服役于南海舰队遥

该舰的武器系统十分强大袁在反舰导
弹方面袁配备了 2 座 4 联新型反舰导弹发
射架曰在舰空导弹方面袁配备了 1 组 32 单
元渊位于舰桥前部冤+1 组 16 单元渊位于直
升机库上方冤野海红-9冶防空导弹垂直发射
系统袁共计 48 个火力通道遥

“中华神盾”舰
见证海军深蓝梦想

性能不输国外产品“战略步枪”
2018 年 1 月 3 日袁习主席视察

中部战区陆军某师袁在询问数字化
单兵作战系统情况时袁他拿起我军
激光测距机体验袁并手持该师侦察
兵配备的步枪进行瞄准射击体验遥
这支步枪的正式名为 QTS11袁它连
同随身侦察仪尧 战术背心等组成
QTS11 单兵综合作战系统袁也是军
事爱好者口中的野战略步枪冶遥

QTS11 步枪由 5.8 毫米突击

步枪和 20 毫米榴弹枪集成袁 枪身
上方装有独立的火控计算机袁通过
编程能实现榴弹在目标上空指定
高度空爆袁可更有效地杀伤敌人遥

与国外类似系统相比袁QTS-
11 式单兵作战系统有自己的鲜明
特色遥 首先是采用手动装填袁旋转
后拉枪机式无弹匣的单发榴弹发
射器设计遥 其次袁采用了火控系统
和观瞄系统分开的设计遥 银海军野海口舰冶

编者按院战鼓催征启新航袁斗志昂扬新训忙遥又是一年骄阳似火
的八月袁一大批怀揣迷彩梦想的有志青年即将踏上军旅征程袁与此

同时袁还有一群洋溢青春活力的青少们也开始了训练之旅遥

银陈向林在与学弟们进行交流

银学长回答学弟的问题

银纠正站姿

银整理内务

银军训学员观摩教官军事列队动作示范表演

银高一新生集体参加军训动员大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