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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凯：退留之间，选择坚持

10 月 4 日晚袁 从北京参
加完阅兵仪式的刘凯载誉而
归遥 在机场袁他用一个标准的
军礼向来迎接他的人们展现
着内心的激动与荣耀遥

2018 年袁 刘凯在军队体
制编制调整改革大潮下回到
常德市安乡县人武部袁成了一
名文职人员遥 在新的岗位上袁
刘凯主动学主动做袁继续履行
着强大国防的职责使命遥今年
年初袁听说要组建文职人员方
队参加阅兵袁刘凯主动递交申
请参加此次光荣的阅兵任务遥
顺利入选后袁刘凯曾因家中妻
子有孕尧女儿年幼尧父母年迈
病痛都需人照顾的原因犹豫

过袁但家人的全力支持让他又
充满了信心和干劲遥

4 月初袁 刘凯正式踏上了
国庆阅兵之旅遥因有着 10 余年
服役经历袁 刘凯刚入营训练就
被选作全排标杆作示范遥 经过

层层选拔袁5 月底袁刘凯出发前
往北京昌平区的阅兵村袁 开始
了更加高强度和严格的训练遥
野几个月训练下来袁 腰带缩了
20 多厘米袁踢坏了 3 双皮鞋遥 冶
艰苦的训练生活和高温难耐的
天气让刘凯身上许多旧伤复
发袁有时甚至高烧不退遥每日平
均 3 万步的训练量也让刘凯时
常感到膝盖尧腰椎刺痛袁两个脚
趾甲也因训练几乎脱落变形遥

屋漏偏逢连夜雨遥就在此
时袁大后方也出现了状况遥 在
一次与家里通话中袁 刘凯得
知袁因为缺少他的支撑袁家里
遇到了很多困难遥 退留之间袁
刘凯选择了坚持遥野要知道袁参
加训练袁不等于参加最后的阅
兵式遥 冶800 名训练人员袁最后
只剩 400 多人袁 省内来的袁也
只剩下 3 人袁 而刘凯的坚持袁
让他最终成为了其中的一员袁
光荣地从天安门前走过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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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 日袁 建国 70 周年国庆大
典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遥在大
典最重要的阅兵分列式上袁大批解放
军新型现役主战装备首次亮相袁如东
风-41 战略导弹尧 东风-100 巡航导
弹尧东风-17 常规导弹尧攻击-11 无
人攻击机尧巨浪-2 潜射导弹等遥 纵观
整个阅兵装备分列式袁从中可以体会
到袁 中国的国防尖端科技发展到今
天袁陆海空天各种装备尧无人作战装
备尧信息化作战装备等得到了全面发
展袁与美国的军事技术差距正在迅速
缩小遥

新武器多
此次大阅兵规模之大尧参阅方队

之多尧新亮相的武器之全袁均创造了
历史遥 而受阅的 580 台渊套冤装备全部
是国产现役主战装备袁其中 40%为首
次亮相遥这些野明星冶装备不仅赚足了
全球观众的眼球袁也受到了国际社会
的强烈关注遥

其中袁首次亮相的战术导弹有 4
款院一是鹰击-12B 导弹遥该弹可以打
击大中型水面舰艇袁 对海突击威力
大袁反应迅速袁射程远袁是沿海防御体
系的坚实盾牌遥 二是鹰击-18 和鹰
击-18A 反舰巡航导弹遥 这是中国自

行研制的新一代潜射/舰射反舰巡航
导弹遥该弹打得准袁威力大袁是海上联
合打击体系的利剑遥 三是红旗-17A
防空导弹遥 该弹机动性能强袁反应速
度快袁拦截精度高袁为野战防控提供
了多种手段遥 四是红旗-22 中远程地

空导弹遥 该弹能够在复杂电磁环境
下袁拦截多种空隙兵器袁构筑起区域
防空的坚固屏障遥

在战略打击方队里袁 首次亮相
的导弹有 4 款院 一是东风-17 常规
导弹遥 这是新一代中近程常规导弹
武器袁 与导弹家族其他成员共同构
成射程衔接尧能力互补尧高低搭配尧
运用灵活的装备体系袁 可对中近程
目标实施精确打击遥 二是长剑-100
巡航导弹遥 该弹是野长剑冶系列的最
新型号袁也是首次展现在世人面前遥
这种超音速巡航导弹具有精度高和
射程远的优点袁可突破敌方的导弹防
御系统对敌发起致命一击遥 三是巨
浪-2 型潜射弹道导弹遥 该弹是中国
第二代潜射远程弹道导弹袁此次也是
中国最新型潜射战略导弹的首次公
开现身遥该弹承担着支撑国家海基核
威慑的重任袁是中国海军战略打击的
撒手锏遥 四是东风-41 核导弹遥 这款
是中国自主研制的陆基机动固体燃

料洲际导弹袁是中国战略核力量的重
要支撑袁是战略制衡尧战略慑控尧战略
决胜的最重要力量遥

技术先进
在空中梯队中袁首次亮相的空中

装备有 4 款值得注意院 一是运-8 反
潜巡逻机遥该机是中国第一代固定翼
反潜巡逻机袁也是首次在国庆阅兵上
公开亮相遥 二是与轰-6K野战神冶新型
远程战略轰炸机组成轰炸机梯队的
国产新型远程战略轰炸机轰-6N遥 这

两型轰炸机能够实施远程奔袭尧大区
域巡航尧防区外打击袁全面提升了中
国空军战略打击的能力遥三是攻击-2
无人机与攻击-11 无人机遥 前者能够
提供强大的火力支援袁具有野无人机
炸弹卡车冶之称袁是危险的野点穴战冶
与野斩首战冶的理想机型曰而攻击-11
无人机袁则能够对敌人纵深目标实施
精确打击遥在可预见的未来袁攻击-11
还有两大拓展空间院 一是作为歼-20
的野忠诚僚机冶袁发展出有人机指挥无
人机作战的新型空战模式曰二是和人
工智能技术相结合袁具备一定的自主
作战能力遥 四是无侦-8 高空高速侦
察无人机袁可在敌方的领土上空进行
全天候侦察与监视袁还可指引被称为
野航母杀手冶的东风-21D 导弹遥

毫无疑问袁 这次大阅兵充分展
示了解放军的现代化水平袁证明中国
的武器越来越机动尧 坚固尧 可靠尧精
确袁 所使用的技术也越来越先进袁凸
显了解放军对导弹力量以及无人系
统和电子战的日益重视遥 据美国叶华
尔街日报曳网站发表的文章称袁在中
国国庆阅兵中展示的先进武器显示袁
在军事方面袁美国对中国的技术优势
正在迅速缩小遥

强军成果
在这次阅兵中袁可以发现受阅的

装备方队涵盖了诸军兵种的最重要主
战装备袁集中体现了最新的强军成果袁
具有 4 个鲜明的特点院 一是参阅武器
装备数量多袁 展示了大国军队的新气

象遥这次阅兵参阅装备数量之多尧规模
之大尧类型之全袁都创历史之最遥 二是
首次亮相装备占比高袁 反映了科技兴
军的新成果遥众多新型装备集中受阅袁
首次亮相装备占比高达 40%袁 是解放
军科技兴军最新成果的集中展示遥 三
是方队模块编组编成新袁 彰显了改革
重塑的新成就遥在阅兵中袁装备方队按
作战体系进行编组袁共编陆上作战尧海
上作战尧防空反导尧信息作战尧无人作
战尧后装保障尧战略打击等七大模块袁
从方队编排尧力量布局尧装备配置等方
面袁 呈现了部队改革重塑后 野体制一
新尧结构一新尧格局一新尧面貌一新冶的
新面貌遥四是参阅方队军种要素全袁体
现了联合作战的新能力遥这次阅兵袁装
备方队是一次多军种联合的展示袁从
军种看袁陆军尧海军尧空军尧火箭军尧战
略支援部队尧 联勤保障部队和武警部
队均得到了展示袁 突出体现了联合作
战的新思维遥

以上事实充分表明袁近年来中国
的军队改革与国防工业发展成效卓
著遥 如果说在 2009 年的阅兵式上袁中
国展示了多种类型的武器袁意味着中
国军事装备的升级袁 那么经过 10 年
的发展袁今年的阅兵标志着中国的军

事工业取得了长足发展遥新型武器不
仅采用了现代化无线电子设备袁还应
用了创新型复合材料袁以提高武器的
精准度遥

背后原因
据美联社报道袁此次大阅兵显示

中国完成了各阶段的军事改革遥中国
正在落实军事改革发展的第三阶段遥

必须特别提及的是袁 目前全球
形成了一股高超声速武器热潮袁但
各国选择的技术路径并不相同遥 而
中国的东风-17 就代表了其中最接
近野高超声速武器冶本意的路径遥 据
俄罗斯叶观点报曳报道称袁此次阅兵
式上中国军队展示了新型武器袁如
东风-41 战略导弹尧 东风-17 常规
导弹和长剑-100 超音速巡航导弹
等袁 表明中国的军事技术已经提升
到世界一流水平遥

有评论认为袁目前中国的军事实
力已经从野站起来冶到野强起来冶遥这些
年中国武器装备进步非常快袁是由于
国家对发展军事力量的高度重视尧高
度关心遥同时袁整个国力增强袁特别是
科研能力尧 制造能力的快速发展袁为
军事装备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基础遥 看
看当今世界所存在的弱肉强食袁我们
就会清醒地认识到袁一个国家仅仅经
济强大并不一定能成为世界强国袁军
事力量也是非常重要的遥 中国之所以
能够快速研发从导弹到航母的主战
武器袁主要原因是中国拥有强大的经
济实力袁基础雄厚尧门类齐全的工业

体系袁让中国具备了依靠自身力量快
速研发最尖端武器的实力遥 而且袁越
来越现代化信息化智能化的武器装
备层出不穷袁让中国的世界强国地位
更加稳固袁也让中国更有信心有实力
捍卫自己的领土安全浴

10 月 8 日上午袁湖南省军区幼儿园将 野开学第一课冶
的教室搬到了国旗之下袁为小朋友们开展了一场别开生面
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遥 活动中袁省军区警卫勤务队的官兵
们为全体师生举行了升旗仪式袁教师们为小朋友们讲解了
国旗和民族的知识袁 潜移默化地培养了孩子们的爱国情

怀遥 渊刘思源尧陈秋娟/摄影报道冤

湖南省全民国防教育委员会办公室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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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起参加阅兵任务的经过袁申俊
超记忆犹新遥 野3 月 18 日袁我接到警备
区政工处电话袁说这次阅兵要组织一个
文职人员方队袁 问我是否愿意报名参
加袁我当时想都没想就直接回答说我愿
意袁因为我心中一直有一个阅兵梦浴 冶

2010 年从地方大学毕业后袁 申俊超
选择了参军入伍遥 两年后袁他通过提干考
核袁成为了一名军官遥 2018 年底袁申俊超
从现役转改为文职袁 回到了衡阳市衡东
县人武部工作袁 继续为强军兴军发光发
热遥 今年年初袁在报名参加阅兵任务后袁
申俊超通过层层选拔和严苛考核袁 于 5
月 25 日正式进入阅兵村开始集中训练遥

虽说早有听闻阅兵训练异常严格袁
但真正开始训练袁 申俊超才切实感受到
这种艰苦遥 刚开始的那段日子袁申俊超每
晚都会因浑身各处的疼痛醒来好几次袁

难以入眠曰随着天气逐渐炎热袁由于出汗
多袁 每天十几个小时的训练让申俊超的
腋窝尧腹股沟磨伤得很厉害袁衣服上经常
满是血迹遥 咬着止痛药袁裹着纱布袁申俊
超努力克服高强度训练带来的不适遥

身体上的痛楚尚可以忍耐袁心理上
的压力却难以排解遥 训练期间袁申俊超
年迈的爷爷突然病逝遥没能见上老人家
最后一面袁让申俊超愧疚万分袁内心受
到不小的冲击遥加之家中刚 7 个月大的
孩子由老婆一人辛苦带着袁申俊超更是
内心时常波澜不定遥 野我出发时他太小
了袁 他既是我的牵挂也是我的动力袁我
希望能给他树个榜样袁这也是我克服各
种困难坚持到最后的精神支柱遥 冶正是
有了这样的精神信念袁才让申俊超一往
无前袁为了阅兵一心无二袁最终顺利完
成阅兵任务遥

那一抹亮丽的孔雀蓝
湖南省军区文职人员接受检阅载誉归来

见习记者 罗佳艺 特约记者 陈建中 通讯员 焦盛洋

本报讯 渊通讯员 文巧

陈静冤日出东方袁叩启苍穹遥
10 月 1 日上午袁湖南省军区
组织首长机关尧 直属队官
兵尧离退休干部尧民兵尧职工
以及幼儿园小朋友代表共
约 600 人举行升国旗仪式袁
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 70 周年遥 省军区常委
毕毅尧冯毅尧陈博尧许凤元尧
胡代松尧刘明建出席遥

朝阳初升袁官兵们就在
省军区办公楼前广场列好
整齐的方阵袁 个个精神抖
擞遥 8 时许袁迎着朝霞尧踏着
军乐袁国旗护卫队迈着整齐
有力的步伐袁护卫着国旗步
入现场遥 国歌奏响袁国旗在
雄壮的国歌中冉冉升起遥 全
体官兵注视国旗尧 庄严敬
礼袁表达深深的祝福和崇高
的敬意遥 在国旗升起的 46
秒中袁响彻广场的国歌久久
回荡袁凝望着高高飘扬的五
星红旗袁官兵们的热血在沸
腾袁因为与国旗同时升起的
还有亿万中华儿女的骄傲浴

升旗仪式结束后袁官兵
们在室外电子屏前观看开

国大典影像袁经典场景的重
现袁官兵们都被带入当年的
历史氛围中袁当毛主席讲完
野成立了浴 冶这句话后袁现场
的所有官兵随电影影像拉
回到了历史现实的情感和
情绪之中袁热泪盈眶袁民族
崛起的自豪感油然而生遥 看
完开国大典影像袁官兵们纷

纷表示要坚决听党指挥袁练
就过硬本领保家卫国袁不忘
初心尧牢记使命袁传承好红
色基因尧担当起强军重任遥

风雷动袁旌旗奋袁起宏
图遥 观看完开国大典影像
后袁全体官兵参观野省军区
辉煌 70 年图片展冶遥 百余幅
历史照片谱写了百余首奋
斗赞歌袁当看到一张张辉煌
历程的图片后袁湖南省军区
政治工作局干事方争辉感
慨道院野追寻着省军区不平
凡的成长足迹袁就像见证了
祖国波澜壮阔的历程遥 祝愿
祖国的明天更辉煌浴 我们的
军队更强大浴 冶

铁翼飞旋袁 车轮滚滚袁
战鹰亮翅袁 风展红旗如画遥
上午 10 时袁 省军区办公大
楼 11 楼会议室里掌声雷
动袁官兵们集中观看国庆 70
周年大阅兵遥 当全新国产现
代化新型信息化装备一批
又一批驶过天安门城楼前袁
官兵们个个心情振奋袁隔着
屏幕感受到了雄壮的军威
和强盛的国力遥 湖南省军区
办公室副主任肖青松感慨

道院野70 年袁祖国发展变化如
此之大袁我感到无比自豪无
比震撼袁仿佛心跳脉搏与历
史的时钟尧雄壮的步伐同频
共振袁让我感悟了苦难与辉
煌尧传统与传承尧荣光与担
当袁 更激励着我牢记使命尧
砥砺前进袁努力为强国强军
新征程贡献力量遥 冶

本报讯 渊记者 刘思源

通讯员 李珍冤10 月 10 日袁
湖南省新招录乡镇 渊街道冤
专武干部任职资格培训动
员大会在省人民武装学校
举行袁省军区副司令员陈博
出席并讲话遥

会上袁 集训队队长邱爱
国部署了培训工作袁 明确了
管理要求袁 参训代表和教员
代表分别发言表态遥 会议指
出袁 此次集训体现了省军区
党委首长对加强基层武装部
建设尧 提升专武干部队伍能

力尧 推动基层武装工作高标
准落实的坚定决心袁 旨在使
新任职专武干部接受系统军
事训练和人民武装工作业务
培训袁 初步掌握基层武装工
作的基础理论尧 基本知识和
基本方法袁 帮助他们适应专
武干部岗位任职需要遥

陈博强调袁 专武干部是
国防后备力量的重要组成部
分袁担负武装工作组织实施的
重要任务袁具有鲜明的军事属

性袁新任职专武干部要提高站
位袁参训学员们要瞄准任职所
需专攻精炼袁 要严守纪律规
矩尧托住安全底线尧锻炼过硬
作风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
饱满的热情投入学习训练袁确
保通过培训增强野获得感冶尧提
升野能力指数冶遥

据悉袁 此次集训共有
105 名新任职专武干部参
加袁共计 22 天遥 根据基层武
装工作特点规律袁 本次集训
围绕军事理论尧基本技能尧业
务工作尧组织指挥尧政治教育
等五个专题袁区分共同基础尧
专业训练尧组织指挥尧复训考
核四个阶段设置训练科目袁
采取理论讲解尧示范观摩尧作
业练习尧 研讨交流与考核验

收相结合的方式袁 打牢专武
干部从事武装工作的思想尧
技能尧业务和作风基础袁提高
参训学员岗位履职能力袁引
导参训学员从普通公务员向
一名懂军事尧 会指挥的专职
武装干部转变遥

10 月 1 日上午袁一支身着野孔雀蓝冶礼服的文职人员方队首次亮相阅兵盛典遥 作为 15 个徒
步方队中唯一不带枪方队袁代表新兴人才方阵袁他们昂首阔步尧步履铿锵尧雄姿英发地走过天安
门袁吸引了无数目光遥

在此次受阅的文职人员方队中袁有 3 名文职人员来自湖南省军区遥 为展现军队文职人员的
风采袁参训期间袁他们与其他受阅人员一起袁平均每天训练 12 个小时以上袁走齐步尧正步超 3 万
步袁平均每人在训练中磨破 3 双皮鞋噎噎最终袁他们以最好的状态在天安门前成功接受了祖国
和人民的检阅遥

聂槃：他们叫我“霸得蛮”

申俊超：为了阅兵，一心无二

野我不负所托袁完成了这项光荣而艰
巨的任务浴冶10 月 1 日下午袁刚刚在北京天
安门广场顺利完成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 70 周年阅兵仪式的聂槃袁 难掩激动
地向记者表达着他的喜悦与骄傲遥

今年 27 岁的聂槃是桃江县人武部保
障科的一名助理员遥 为响应军改号召袁脱
下军装的聂槃转变身份成为文职人员袁继
续在军队岗位上建功立业遥 今年 3 月袁聂
槃通过主动报名和益阳军分区推荐袁参加
了阅兵集训袁并最终以亮眼的成绩入选文
职人员方队袁成为了一排面的队员遥

近半年的训练与磨砺袁 让聂槃迅速成
长遥野经历了阅兵的洗礼袁我相信以后没有什
么困难是克服不了的遥 冶高强度的训练与酷
暑难耐的天气袁让聂槃在入营后不久就因突
发高烧不得不休息一周袁可待他重回训练队

伍时袁 却已由一名正式队员变成了预备队
员遥 身份的突然转变让聂槃咬紧牙关袁更加
努力刻苦地加强训练遥 功夫不负有心人袁不
久后袁他终于又重新成为了正式队员遥 不曾
想好事多磨袁 在他训练进入极佳状态之际袁
伤病又再次袭来遥 在一次训练中袁聂槃不慎
受伤袁医生直接建议他休息 3 个月遥 野听到这
个消息简直犹如晴天霹雳袁这几乎剥夺了我
参阅受阅的机会遥 冶没有丝毫犹豫袁在调整了
一天后袁聂槃便吃着止疼片重新站回了训练
场上袁强忍伤痛继续训练遥

一次次的自我突破让聂槃的信念愈
发坚定遥 今年 6 月袁在上级组织的排面考
核中袁聂槃取得优异成绩袁获得庆祝中华
人民共和国 70 周年阅兵文职人员方队表
彰遥 其他排面的队友们纷纷向聂槃竖起大
拇指袁称赞着叫他野霸得蛮冶遥

解读国庆大阅兵中的“撒手锏”武器装备
特约撰稿人 陈光文

湖南省军区组织庆祝
新中国成立70周年系列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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