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成龙袁国防科技大学研
究生院第五大队学员袁他的心
中袁深藏一个报国梦遥 今年春
节时期袁刚刚结束寒假返校的
李成龙在接到选拔受阅队员
的通知时袁昂首阔步走过天安
门的梦想在胸中开始激荡袁他
立刻第一时间写下请战书袁背
起行囊向北出发遥

从春寒料峭到秋高气爽袁
阅兵训练横跨春秋曰 从驻璧山

下到天安门前袁 军中才子彰显
风流遥 虽然满怀着克服重重困
难的勇气与决心袁 但这样的荣
耀并不是轻而易举获得的遥 高

强度的训练和薄弱的队列动作
基础袁 使得李成龙很快就迎来
训练伤痛期遥一天下训后袁李成
龙脱下袜子袁 发现双脚脚踝已
肿成正常时的两倍大袁 不仅如
此袁 接下来的几天袁 足底筋膜
炎尧 膝关节等训练伤也接踵而
至遥野会不会耽误训练钥冶这是他
当下最先冒出的想法遥

但越是艰难的形势反而激
发了李成龙的斗志袁 他将伤痛

化为动力袁 并和身边的战友相
互鼓励袁 誓要用最顽强的意志
展现院校科研人的风采遥 整整
两百天的训练袁 他与全体受阅

队员一起袁 用无数的汗水浇灌
自己的动作袁迎寒风袁斗酷暑袁
在走过天安门的那一刻袁 这所

有的一切都转化为对伟大祖国
的最美祝福袁 以及对党和人民
的无限忠诚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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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向披靡的“学霸方队”
要要要记国防科技大学研究生院受阅队员

党员民兵当先锋
应急队员勇扑火

衡东县突发山火
各地出动民兵紧急驰援

时讯国防

本报讯 渊龚飘 通讯员 黄准 杨晓丰冤9 月 25 日下
午 3 时许袁 湖南省衡东县杨桥镇荆竹村发生山林火
灾遥 应县委尧县政府请求袁衡东县人武部闻令而动袁迅
速部署火灾救援工作袁 半小时内集结县民兵应急连
115 人袁赶赴火灾现场袁并要求周边乡镇民兵应急分队
进入战备状态袁做好支援扑救的准备工作遥

凌晨一时袁衡东县人武部接到上级通知袁香花新村
42 户人家及石岗村 15 户人家的房屋面临被山火围困的
危险袁32 名党员民兵冲锋在前袁73 名民兵应急分队队员
毫无畏惧袁县人武部领导科学施策袁跟及时赶到的消防官

兵一起协同作战袁用水桶打水将居民房屋周围林地淋湿袁
并围绕民房周边开辟近一千米长的隔离带遥

经过昼夜 8 小时的奋战袁大火被成功阻隔袁最大限
度地保护了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袁 除发生火灾的
山林之外袁周边房屋全都安然无恙袁赢得了驻地干部群
众的一致好评遥

一方有难袁八方支援遥 9 月 27 日零时袁衡山县人武
部接到上级命令院 出动民兵应急分队火速援助衡东县
甘溪扑灭山火浴 人武部闻令而动袁迅速集结人员袁启动
方案预案袁准备装备器材遥

早上 6 时袁140 名民兵携带灭火工具袁 迅速奔赴火
场遥 由于山路狭窄袁大家只能徒步进入山区袁虽然艳阳高
照袁大家仍气势如虹袁副部长张小伟尧军事科长刘开祥尧政
工科干事刘文雄冲锋在前袁 分别率领一分队 20 余名民
兵袁二分队 30 余名民兵袁到达指定位置进行扑火袁开辟隔
离带遥 进入山区后袁手机基本没信号袁联络方式主要靠人
工袁 部长张桂南不断地在扑救线路上来回巡视袁 负责调
度袁并叮嘱大家院火要救袁自身安全也要保障袁大家一定不
要单兵作战袁要抱团推进袁互相配合遥

通过此次救援行动袁 衡阳市各县区民兵应急分队
遂行任务的能力得到进一步加强袁 团队凝聚力进一步
提升遥

本报讯 渊见习记者 罗佳艺 通讯员 钟毅 刘文

涛冤 近日袁 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中学军训队列大比
武在雅礼雨花中学操场举行遥 此次活动由雨花区政
府尧人武部联合组织袁区人武部政委胡斌尧副区长刘
江红等领导出席现场遥来自全区范围内的 14 所中学
共 1000 多名师生齐聚一堂袁共同展现新时代中学生
的青春风采遥

在庄严肃穆的升旗仪式过后袁军训队列大比武正
式开始遥 在响亮的口号声中袁参加大比武的 14 所学校
依次登场遥 立正尧稍息尧敬礼尧跑步行进噎噎各学校方
阵逐一在大会主席台前进行动作比武与展示遥 一张张
精神饱满的面容尧一声声气势如虹的口号袁雨花区中
学生代表们以蓬勃的朝气尧高昂的士气尧整齐的动作
展现出了中学生的青春活力与军训的丰硕成果遥 获得
特等奖的学校中袁长沙外国语学校的表现给大家留下
了深刻的印象遥 他们在队列展示时别出心裁地将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比武动作和口号中袁令人眼前一
亮袁也加深了他们对爱国主义的理解和实践遥

本报记者 吴婉沁 通讯员 王馨怡

家乡儿女绽放最美身影
要要要记国庆 70 周年阅兵式上的平江面孔

通讯员 邹 水

邹汪平袁1994 年 8 月
出生在南江镇躁溪村看梁
大屋袁2011 年破格录取到
解放军仪仗队遥 入伍八年
来袁他先后担任过三军仪仗
队旗手尧领队旗手尧火箭军
教练员袁参加过无数次国际

国内重大活动袁如 2015 年
参加了俄罗斯卫国战争胜
利大阅兵尧 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大阅兵袁2017 年担
任朱日和大阅兵火箭军教
练员袁并获得全军优秀教练
员奖章遥 今年 3 月袁他又被
挑选到这次国庆大阅兵的
火箭军方阵袁每次参加重大
阅兵活动他都排在队伍的
第一排袁甚至是第一排的排
头兵噎噎

但回想自己的四次阅
兵经历袁邹汪平感慨万千遥仪

仗兵表面威武袁但他们的背
后都有各自的艰辛史遥 为了
从练兵场走向阅兵场袁他们
走出的正步相当于一个两万
五千里长征遥 每个人每年平
均要穿破七双皮鞋袁每一个
士兵脚上都有老茧和伤痕遥
他们要在迎风迎光的条件下
训练眼神袁40 秒不能眨眼袁
不能流泪遥透过他们的目光袁
体现出的是中国军人的精尧
气尧神遥三军仪仗队是一群特
殊而普通的军人袁因为大家
直接肩负着国家的使命袁代
表着民族的尊严遥

人生最美的是青春袁
青春最美的是军旅遥 邹汪
平正用正步丈量军旅袁用
形象展示青春尧用使命书
写荣誉尧用精气神展示军
威与国威浴

民兵点验拧紧战备弦

举办中学军训队列大比武

有了“基层风气监督员”

衡阳市

本报讯渊通讯员 刘海龙 梁铨显冤国庆节前夕袁湖
南省衡阳市民兵应急营 310 名民兵在衡阳市民兵武
器装备仓库操场集结接受点验遥 民兵点验在叶中国人
民解放军军歌曳的歌声中拉开帷幕袁点验现场宣读了
民兵应急营干部任职命令袁全体民兵在队旗下进行宣
誓袁慷慨的誓词鼓舞着人心袁凝聚着力量遥 民兵们纷纷
表示袁将牢记职责使命袁苦练本领袁加强自身素质和应
对突发事件的集结反应能力袁确保一声令下袁召之即
来袁来之能战遥

衡阳市委常委尧 衡阳警备区司令员耿保民指出袁
全市应急队伍和民兵要进一步压规模尧调结构袁巩固
成果尧突破弱项袁确保民兵建设由实起来向好起来尧强
起来转型升级遥 他要求袁要时刻保持清醒头脑袁切实提
高思想政治素质袁不断强化国防观念尧政治意识和纪
律意识曰必须着眼实战要求袁全面提升建设标准袁编实
配强一支野常态化尧规范化尧专业化冶的机动骨干队伍曰
继承光荣传统袁发扬优良作风袁当好遂行急难险重任
务的野先锋冶尧维护社会稳定的野屏障冶袁真正做到保一
方平安尧促一方发展袁确保全市人民过上和谐稳定的
国庆节遥

雨花区

海口某部

本报讯渊通讯员 黄龙 汪超冤野报告袁我这里搜集到
一条建言献策袁有部分同志反映营区小店物品的进货
价格应该经常公示遥 冶这是近日海口某部的基层风气

监督交班会上监督员沈闯闯的发言袁当天袁交接班会
上提出来的建议当场得到与会者的一致性同意并通
过遥

据悉袁自该部基层风气监督员上岗以来袁发挥作
用明显遥 他们充分利用训练间隙和休息时间主动与大
家谈心交心袁并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袁广泛发挥民主袁
定期搜集官兵反映强烈的问题袁及时与单位纪检负责
人进行汇报袁及时掌握单位人员思想状况袁对反应出
的问题及时纠改袁不断营造出单位风清气正的良好氛
围遥 与此同时袁该单位还建立了基层风气野意见箱冶袁打
破了那些想说话而有顾忌同志的壁垒袁真正做到让每
一个人都有反应自身诉求的渠道遥

罗馨袁国防科大研究生院
五大队学员袁人称野罗斜棍冶袁
因为他军姿标准袁像一根斜棍
叉在地上遥 大家也叫他野罗优
秀冶袁本科期间袁专业课成绩保

持在年级前二袁两次获得全国
大学生英语竞赛奖项曰读研期
间袁他的论文被发表在 SCI 期
刊上曰阅兵期间袁他荣立三等
功并获得徒步方阵表彰的训
练标兵遥

但众人倾羡的背后却是
千万分的努力遥每一次的训练
中袁罗馨都付出比别人更多的
练习袁在大家看来袁无论多艰
巨的训练任务他都能轻松野消

化冶遥直到某次踢腿训练袁那天
天气比平时更加炎热袁队员们
腿上绑着七根钢条在烈日下

训练遥 日头越来越大袁汗水开

始不住地流淌袁支撑腿开始不
住地打颤袁 踢腿已将近半小
时袁踢了近 200 动腿袁罗馨感

到全身已经麻木遥 终于袁就在

换腿的一刹那袁他长时间紧绷
的身体由于突然卸力而略感
不支袁 直挺挺地晕倒在地上袁
这时大家才发现袁罗馨偷偷在
双腿上绑上十多斤的沙袋遥

野独木难成林袁 正是千千
万万队友相互扶持袁 守望相
助袁团结一致袁刻苦训练袁才有
阅兵场上整齐有力的步伐袁才
能为圆满完成受阅任务而努
力浴冶罗馨说袁他只是方队中的
普通一员遥 但正是无数个野普
通的一员冶袁 在血与火的夏日
激情里绽放着军人别样的飒
爽风彩袁彰显着一支军队战无
不胜的顽强遥

武仓帅是国防科大研究生
院五大队 24 队学员袁 网络空间
安全研三学员袁但现在袁他还有

一个不可忽视的身份要要要野单兵

受阅动作考核系统冶操作手遥 参
加阅兵训练期间袁他利用休息时
间维护 野单兵受阅动作考核系

统冶袁将所学应用到实际袁用知识

服务阅兵组训袁用实际行动诠释
科技兴军尧 科研报国的使命担
当袁也让他在阅兵方队中发出了
属于自己的一份光袁并在受阅结
束后获得了方队的个人嘉奖遥

其实袁 武仓帅的一腔热血
很早之前就在萌芽遥 年初时袁当
得知有机会进入院校科研方
队袁接收祖国和人民的检阅袁武
仓帅激动不已遥 一份请战书摆
在桌上袁字字真诚袁句句滚烫遥
一直以来袁武仓帅把野男儿立志
出乡关袁学不成名誓不还遥埋骨
何须桑梓地袁 人生无处不青

山遥 冶当作自己的座右铭袁当重
任真正来临袁他没有丝毫犹豫袁
野这是军人莫大的荣誉袁我请求
组织给我机会遥 冶

在参训期间袁 武仓帅一直
担任着学校学员队连长袁 虽然
人并不在学校袁 但训练之余会

参与连队的建设管理遥 二百天
的训练袁一次次想要放弃时袁他
依靠强大信念挥洒无数汗水袁
挺过一次次伤病袁 更加加深了
他对军人血性担当的理解袁待
到受阅凯旋归来袁 他为身上的
橄榄绿增添了荣耀与骄傲遥

本次国庆 70 周年阅兵式亮点纷呈袁各型武器装备梯队尧庞大方队汇聚成了阅兵场上的一股野新兴力量冶遥而院校科研方队的亮相袁堪称此次国庆阅兵
徒步方队中的一大特色遥这支方队集结全军科研院校人才袁在阅兵场上刮起野最强大脑冶风暴袁来自国防科技大学研究生院的学员们就是这支方队中的一
份子遥 他们昂首阔步袁用知识装点阅兵场袁向世界展示着野军中学霸冶的智慧风采遥

知识担当重任，用行动践行强军号令带伤挺立如松，用信念背负一身荣光

野一次受阅袁 终生光
荣遥 冶当谷雪松接到自己
成功通过多轮考核和选
拔将参加新中国 70 周年
阅兵式的任务时袁他脑海
中反复浮现的便是这句
话遥 对于一名军人来说袁
接受全国人民的检阅是
生命中莫大的荣耀袁也是
全军将士共同的愿望袁而
如今这份使命降临到自

己身上袁谷雪松感到无比
幸福和自豪袁只要想到自
己一身戎装走过长安街袁
他便激动得夜不能寐遥

阅兵场上威震四方袁
背后的训练却是常人难

想遥 在阅兵训练中袁苦累
交织袁 为了走好关键的
128 步袁 全体受阅队员需
要接受极其严苛的训练袁
每天天一亮就是四个小
时的高强度训练袁期间只
有一次短暂休息袁队员们

不光要达到野摆臂定度尧踢
腿定高尧步幅定距尧步速定
准冶的要求袁还要接受对面
部表情和眼神的训练袁做
到 40 秒内不眨眼遥

在长达几个月的训练
中袁 谷雪松曾因训练量不
断加大导致脚踝肿痛剧
烈袁为了跟上训练进度袁不
影响排面节奏袁 他不得不
吃止痛药继续参与训练袁
自始至终不曾缺勤过一
次遥 凭着强大的意志力袁
谷雪松不仅成了方队尖
兵袁还担任连队副指导员袁
关心照顾着众多受阅同学
的心理和身体状态遥 在全

方队对排面人员进行大调
整的情况下袁 谷雪松所在
排面人员奇迹般地未发生
大的变动袁 他们一起跨过
了春秋袁走过了长安街袁结
下深厚情谊袁 在天安门广
场留下了铿锵足迹遥

挥洒青春汗水，用血泪积淀强厚实力

激发特训斗志，用毅力战胜伤痛袭击

在建国 70 周年国庆阅兵大典中袁湖南省平江县有 20 多名服现役的优秀儿女袁分别以三军仪仗队队员尧联合军乐团小号尧女子军鼓队队员等身份接
受祖国的检阅遥 国庆节期间袁这些平江优秀儿女英姿飒爽的帅照尧靓照及他们参加国庆阅兵大典的故事袁在平江大地广泛传颂袁刷爆了朋友圈噎噎

敲军鼓的平江漂亮女兵

三军仪仗队有个“最帅排头兵” 一到火车站便被挑选到军乐队

洪溪袁1997 年 7 月 1 日出
生袁平江县城关镇人袁在身为平
江起义纪念馆馆长的父亲的教
育下袁 她从小就在心中萌生了
对绿色军营的向往袁 继而有了
从军报国的梦想遥 2015 年袁洪
溪在南部战区陆军第 74 集团
军某旅勤务保障营卫生连服
役袁担任防疫员袁但她不满足两

年义务兵的军旅袁 又顺利考上
了陆军军医大学白求恩医学
院遥今年春节后袁洪溪荣幸地接
到了联合军乐团选拔小军鼓演
奏员参加国庆 70 周年阅兵的
通知袁这是她生命中的荣光浴

联合军乐团女子军鼓队队
员均从陆军军医大学尧士官学校
和国防大学选拔袁大都是零基础

的学员遥联合军乐团的所有演奏
人员在阅兵中都需要保持站立
4 个多小时袁同时分秒不差地完
成 56 首乐曲的演奏袁 是整个阅
兵过程中最早入场尧最晚退场的
一个方队袁 演奏中全程不能补
水尧不能走动尧没有乐谱袁被称为
野全场唯一站着不动接受检阅的
队伍冶遥为了圆满完成演奏任务袁
联合军乐团队员自选拔开始袁就
要进行半年联合军乐团的专业
训练遥女子军鼓队在整个演奏过
程中最快时速度达到每分钟
160 拍袁这意味着 1 分钟内要敲
击鼓面三四百下袁需要队员们加
强手腕力量的锻炼袁形成肌肉记
忆袁洪溪和队员们一起都坚持下
来了遥

在集中训练的日子里袁洪
溪在日记本中写着院 虽然太阳
晒黑了我的皮肤袁 但提升了我
对祖国倍加热爱的情怀袁 我要

将自己融入到伟大的军乐中袁
用飒爽英姿和震撼的鼓点来奏
响属于军人的那份荣耀浴 我是
女兵鼓手袁我骄傲浴

王政袁1994 年 2 月出生在
长寿镇将军路一个普通百姓
家中袁听着红色故事长大的他
在 17 岁时光荣入伍袁 并荣幸
地分配到了当时北京军区的
王牌军装甲部队遥 可在北京火
车站刚下火车袁就碰上该部队
的军乐队挑选队员袁他们一起
到北京站的 48 名新兵袁 王政
是唯一被挑选录取的遥 2014
年袁王政成功入选并参加了抗
战胜利 70 周年大阅兵袁 在天
安门广场吹响了小号袁圆了自
己的阅兵梦遥

今年是共和国 70 华诞

庆典大阅兵袁 王政重返联合
军乐团袁 这次最大的难度是
曲目多袁58 首歌曲难度不一袁
所有曲目都要求熟记于心做
到不漏一个小节袁 不错一个
音符遥 时间紧任务重袁为了能
熟练背记完所有曲子袁 他经
常在晚上偷偷加班背记遥 白
天袁 还要在烈日下训练持号
站立袁 确保在阅兵式当天做
到站 4 个小时不动袁 吹 4 个
小时不错袁 憋 4 个小时不如
厕的效果袁 每次训练完之后
全身僵硬袁 衣服几乎被汗水
打湿遥 经过刻苦努力袁王政将

所有阅兵和群游的曲子都全
部刻入了大脑袁 能够全程进
行无曲谱演奏遥 训练间隙袁他
又主动参加了文艺小分队并
承担了联合军乐团军乐快报
的全程出版袁 为其他受阅官
兵带去精神食粮和愉悦遥

10 月 1 日当天袁 庆典演
奏任务结束后袁 站立了 4 个
多小时的王政激动的心情仍
久久难以平复院野当看见标兵
就位袁当听见阅兵开始袁当五
星红旗冉冉升起袁 当我们吹
奏国歌时袁我再也忍不住了袁
激动的泪水夺眶而出噎噎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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