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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请听题袁耶党政军民学袁东西南北
中爷的下一句是什么钥 冶 8 月 29 日袁湖
南省常德市 460 名民兵齐聚一堂袁展
开了一场学习理论大比拼遥 6 支民兵队
伍亮相决赛舞台袁 在主会场与场外网
络联线的 22 个分会场近 2000 名民兵
同频大联动袁共振齐发声遥

亮点频出的创新形式只是常德民
兵学习宣讲工作中的一个缩影遥 十九

大以来袁 常德市委市政府和常德军分
区统筹协调袁周密部署袁新招迭出袁成
效显著袁 让最新理论成果不仅武装到
民兵野嘴巴冶袁还触及民兵野灵魂冶袁打造
了一支平时服务尧急时应急尧战时应战
的新时代民兵队伍袁 推动了学习宣讲

逐步形成了可学习尧可复制尧可推广的
野常德范本冶遥

从野要我学冶到野我要学冶
民兵寓兵于民袁 连着部队地方袁串

着千家万户遥 常德拥有民兵 24 万余人袁
面对如此庞大的民兵队伍袁学习宣讲如
何开展落实钥 如何常抓不懈钥 如何巩固
成效钥 野只有武装民兵思想袁树起学习宣
讲意识的耶标靶爷袁才能真正把理论学习
推向深入遥 冶常德军分区司令员李辉忠
认为袁摸清民兵思想底数是切入口遥 为
此袁常德军分区在 3 个区县人武部组织
25 名专武干部尧189 名基干民兵尧210 名
普通民兵开展了分样问卷调查袁但野问
诊冶结果却并不乐观遥

野了解了耶症结冶所在袁还愁找不到
对症下药的良方吗钥 冶常德军分区党委
掷地有声的发问让毫无头绪的工作人
员瞬间意识到袁抓民兵宣讲袁不是培养
野理论家冶袁不可追求野高大上冶袁也不能
野一锅煮冶袁想要野入脑又入心冶袁就必须
立足常德民兵实际情况袁 让学习宣讲
意识立起来遥 思路一通天地宽遥 常德军
分区针对民兵身份的双重性袁 坚持考

评推动尧联评同促遥 同时袁常德在武陵
区和鼎城区分别试点了野四结合尧四推
进冶尧野五平台尧五作用冶做法袁注重示范
打样遥 此外袁针对民兵职能的多样性袁
常德坚持军地互动袁联训同用袁在全市
范围内展开野大谈心尧大走访尧大维稳冶
活动袁 从意识角度上将正能量声音放
大袁将歪歪理声音缩小遥

2018 年 10 月 23 日袁 常德军分区
联合市委宣传部举办 野新时代常德民
兵学习大会冶曰2019 年 8 月 29 日袁野民
兵大学习尧 奋斗新时代冶 知识竞赛暨
野我是中国民兵袁我奋斗我精彩冶主题
演讲活动成功举行噎噎这一系列的活
动有效检验了民兵学习宣讲活动情
况袁使学习宣讲实现了从野要我学冶到
野我要学冶的根本性转变遥

从野拉出来冶到野放进去冶
一份慰问金尧一个民兵专属学习礼

包噎噎1 月 28 日袁 湖南省常德市汉寿
县凰山村天气寒冷遥 这天袁军分区和人

武部给民兵黄维双家送来节日慰问袁
引得周围邻居纷纷前来围观袁 这让原
本清冷的农家小院瞬间热闹起来遥 野大
礼包里除春联外袁还有一封慰问信袁一
个印着常德市人民武装建设成果的挂
历袁一个拷贝叶平野语冶近人要要要习近平
总书记用典曳的理论学习资料 U 盘遥 冶
常德军分区政委董亮介绍袁 党的十九
大后袁 常德军分区全面启动民兵学习

宣讲党的十九大精神野一十百千万冶工
程袁 推进习近平强军思想在国防后备
力量建设中落地生根遥

记者了解到袁为了让理论思想真正
扎根民兵内心袁常德军分区积极统筹袁
将学习宣讲从教室课堂里野拉冶出来袁
在日常活动中野放冶进去遥 通过在手机
报尧 公众号上搭建 野民兵学习宣讲活
动冶专栏袁开发学习宣讲网络游戏闯关
和知识竞答软件应用袁 开展大型书店
野民兵学习广角冶等方式袁学习宣讲从
硬性灌输转变为自觉自发袁 由静态单
调发展为动态多维袁 使得学习宣讲有
了乐趣尧接了地气尧进了兵心遥

野身边人讲出身边事袁身边事激励
身边人冶遥 去年到今年袁常德市县乡三
级分层开展的民兵学习宣讲故事会活
动遥 聚光灯下袁民兵代表们用一个个动
人的故事把刻板说教转化为主动分
享尧把抽象理论浅藏于具体事例遥 不仅
如此袁十九大以来袁教唱野民兵之歌冶尧

领颂野民兵誓词冶尧观看国防影视尧观览
主题书法作品展等活动让民兵成为学
习宣讲的野主人公冶袁营造了野大学习冶
氛围遥

从野浮表面冶到野沉下去冶
野我们赶上了新时代袁比祖辈父辈

都要强曰好日子不是凭空来袁要感谢伟
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噎噎冶2017
年 12 月初袁 湖南省常德市武陵区丹阳

街道中出现一道亮丽风景院12 位身着
迷彩服尧 头扎马尾辫的年轻姑娘走街
串巷袁进行十九大精神宣讲袁她们自编
自唱的十九大精神快板与歌谣在大街
小巷中飘扬遥 据悉袁这个宣讲团由武陵
区 30 名退伍女兵和军嫂自发组成袁她

们将十九大精神编进快板尧编成歌谣袁
带着节目走进社区尧养老院尧社会福利
院遥 野只要她们一来袁大家就会主动围
过来袁边听边看袁边就把十九大精神记
在了心里遥 冶对此袁武陵区的群众都非

常喜欢她们遥这是常德抓学习宣讲的显
著成效之一遥

在常德袁 还有 野王新法民兵突击
排冶 等靓丽名片遥 他们是思想理论的
野播种机冶袁急难任务中的野突击队冶尧确
保社会稳定的 野生力军冶遥 2018 年 7
月袁常德市 2500 多名专武干部和民兵
营长走村入乡尧深入基层袁大力宣传国
防和军队改革成果袁 宣讲习主席阅兵

和野八一冶讲话精神袁极大提高了适龄
青年报名参军的热情袁 全市应征报名
数创 5 年来新高袁 达到征集任务数的
7.6 倍遥

自 2017 年以来袁 在民兵学习宣讲
活动的牵引下袁常德军分区圆满完成各

项工作任务遥通过组织民兵开展防汛抢
险演练尧 抗洪抢险跨区机动支援演练尧
山林火灾应急抢险演练袁常德民兵队伍
野平时服务尧急时应急尧战时应战冶的能
力切实提升遥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

年阅兵即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袁 这次

阅兵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引领全党尧 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进入

新时代的首次国庆阅兵袁 是共和国武

装力量全面重塑后的首次整体亮相袁
备受各方关注遥

阅兵编组突出联合作战特点
阅兵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尧中央

军委联合参谋部作战局副局长蔡志军

说袁阅兵活动按阅兵式尧分列式两个步

骤进行袁时长约 80 分钟遥 阅兵式袁受阅

部队在长安街列阵袁光荣接受中共中央

总书记尧国家主席尧中央军委主席习近

平的检阅遥 分列式袁依次按空中护旗梯

队尧徒步方队尧装备方队尧空中梯队的顺

序通过天安门广场遥
这次阅兵编 59 个方渊梯冤队和联合

军乐团袁总规模约 1.5 万人袁各型飞机

160 余架尧装备 580 台渊套冤袁是近几次

阅兵中规模最大的一次遥 其中袁徒步方

队编仪仗方队尧各军种方队尧女兵方队尧
院校科研方队尧文职人员方队尧预备役

部队方队尧民兵方队尧维和部队方队等

15 个方队曰装备方队编陆上作战尧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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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个模块 32 个

方队曰空中梯队编领队机梯队尧预警指

挥机梯队尧轰炸机梯队尧舰载机梯队尧歼
击机梯队尧陆航突击梯队等 12 个梯队曰
联合军乐团以解放军军乐团为主袁从全

军抽组 1300 多人组成遥
全军各大单位均有力量参阅袁不少

方队是首次亮相遥例如袁领导指挥方队袁
从军委机关尧五大战区尧军兵种和武警

部队抽组袁体现领导管理建设和组织指

挥打仗的新体制新特点曰 院校科研方

队袁从国防大学尧军事科学院尧国防科技

大学抽组袁体现军事院校和科研机构在

强军兴军中的重要地位曰 文职人员方

队袁以联勤保障部队为主抽组袁体现改

革重塑后文职人员在军队建设中的重

要作用遥
阅兵活动创新设计袁
特点鲜明袁意蕴深长

蔡志军说袁 阅兵通过三军列阵受

阅尧庄严致敬尧铿锵宣示尧方队行进等

形式袁 宣示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

不变军魂袁宣示坚决听从党中央尧中央

军委和习主席指挥的坚强意志袁 宣示

坚定不移忠诚核心尧拥戴核心尧维护核

心的高度自觉遥在阅兵式尧分列式开场

的重点环节袁精心设计标兵就位尧吹奏

号角尧报告致敬等仪式袁营造国之大典

的浓厚氛围遥运用直升机编组字样尧飞
机喷拉彩烟尧空地旗帜展示等形式袁寓
意在伟大尧光荣尧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坚

强领导下袁新中国建设发展走过的 70
年辉煌历程袁 人民军队现代化建设取

得的历史性成就遥 奏唱体现新时代特

色的崭新歌曲袁 演奏昂扬向上的爱国

主义乐曲袁烘托浓厚热烈的节日气氛遥
演奏曲目达 50 多个袁也是历次国庆活

动最多的一次遥
据介绍袁这次阅兵安排受阅的高级

指挥员数量超过了历次阅兵袁着力树立

带兵打仗尧砺将谋胜的鲜明导向袁展现

身先士卒尧以上率下的良好形象袁宣示

绝对听党指挥尧勇于担当尽责的高度自

觉遥 值得一提的是袁女兵方队安排两名

女将军担任领队袁以飒爽英姿亮相阅兵

场袁这也是历次阅兵首次在徒步方队安

排女将军受阅遥
这次阅兵着眼体现我军从胜利走

向胜利的光辉历史和辉煌战绩袁编组战

旗方队袁从各军兵种和武警部队荣誉功

勋部队遴选参阅代表遥 国防部新闻局

局长尧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介绍说袁
此次阅兵首次安排了维和部队方队袁代
表的是千千万万为了世界和平与安全袁

奉献青春与热血的中国军人遥中国是联

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派出维和兵

力最多的国家袁在联合国 7 个维和任务
区袁2500 多名中国军人在枪林弹雨中

守护和平袁 还有 8000 人规模维和待命

部队随时准备听令出征遥 迄今已有多

名中国维和勇士牺牲在异国他乡遥
所有受阅装备均为国产现役主战装备袁
首次亮相的新型武器装备比重较高

阅兵联合指挥部办公室常务副主

任尧 中部战区副参谋长谭民介绍说袁这
次参阅的武器装备有两大特点院 第一袁
所有受阅装备均为国产现役主战装备遥
其中包括我军部分新型装备袁集中展现

我军联合作战装备体系构成袁比较充分

地体现了我国国防科研自主创新能力遥
第二袁 受阅装备信息化程度普遍比较

高遥具体来说就是袁指挥控制能力更强袁
打击精度更高袁战场适应性更好袁作战

效能更大遥
蔡志军说袁 这次阅兵安排陆军尧海

军尧空军尧火箭军和战略支援部队部分

新型武器装备受阅袁 集中展示 70 年来

国防科技工业发展水平和军队建设巨

大变化遥 继朱日和沙场阅兵和海上专

项阅兵后袁首次亮相的新型武器装备比

重较高遥 例如袁无人作战模块袁展示陆

军尧海军尧空军无人化作战发展方向袁不
少无人装备是首次亮相曰 信息作战模

块袁安排战略支援部队网电对抗尧信息

通信尧测绘导航尧气象水文等装备参阅袁
展示对天基信息系统的组织运用遥

吴谦表示袁70 年来袁中国军队的发

展壮大有目共睹遥 我们既没有意图袁更
没有必要通过阅兵来野秀肌肉冶遥 70 年

来袁中国军队的世界贡献有目共睹遥 我

们自身越强袁为世界和平提供的正能量

就会越多遥 届时将有 97 个国家的 188
名驻华武官应邀观看阅兵活动遥

(下转 T2 版冤

阅兵是古今中外对武装力量进
行检阅的一种隆重的军事仪式遥 该
仪式通常是在国家重大节日尧 重要
纪念日尧 迎送国宾和军队出征尧凯
旋尧校阅尧授旗尧授奖尧大型军事演习
时举行遥

据资料介绍袁古时候袁统治者通
过阅兵袁 最主要的目的还是训练军
队尧震慑诸侯或敌人袁以利于维护统
治遥据记载袁公元前袁古埃及尧波斯尧罗
马等国袁已有阅兵的活动遥 十八世纪
以后袁 在西欧等国广泛普及阅兵活
动遥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盟军统帅
如斯大林尧艾森豪威尔尧丘吉尔尧戴高
乐等袁都很重视阅兵遥当时袁美国将领
巴顿接管同德军作战失利的第二军袁
经过检阅后发现了该军士气低落尧纪
律松散袁就着手进行军事整顿袁使该
军很快提高了战斗力遥1945 年 6 月 22 日袁苏联叶真理
报曳叶消息报曳叶红星报曳 等媒体刊载斯大林的命令袁
野为了庆祝在伟大的卫国战争中取得的对法西斯德
国的胜利袁 定于 1945 年 6 月 24 日在莫斯科红场举
行胜利阅兵式遥远 月 圆源 日袁苏军在莫斯科红场举行胜
利大检阅袁阅兵首长由副最高统帅尧苏联元帅格窑康窑
朱可夫担任袁阅兵总指挥苏联元帅罗科索夫斯基袁受
阅部队各混成团按从北到南序列袁 以方面军军旗为
先导依次通过红场袁显示了当时苏军的强大威力遥

中国阅兵起源于 4000 多年前的涂山会盟袁当
时夏部落的首领禹在大会上让其下属手持用羽毛
装饰的兵器袁在乐曲声中载歌载舞袁表示对南方部
落首领的隆重欢迎遥而前来会盟的氏族部落首领们
都佩戴玉器和丝绸等贵重服饰袁 表示对禹的臣服遥
涂山会盟中袁尽管禹未动一兵一卒袁但其武力展示
足以威慑诸侯袁 从而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遥
禹的行为袁实际上也就是野阅兵冶的雏形遥

春秋战国以后袁关于野阅兵冶的记录越来越多袁
比如鲁桓公为了取悦他心爱的妻子文姜举行阅兵遥
她是齐国公主袁在未出嫁前和同父异母的哥哥姜诸
儿有染遥 出嫁后袁她旧情难忘袁日夜思念姜诸儿遥 鲁
桓公发现她的心思袁为了取悦她袁他选择一个莫名
其妙的时间袁举行了一次野大阅冶遥 还有桓公六年 愿
月袁曾举行野大阅冶遥 野大阅者何钥阅兵车也遥 冶近年挖
掘出来的秦陵兵马俑袁就很像古代阅兵的阵式遥 那
时的阅兵袁通常是在军队出征尧凯旋或演习结束时袁
军事长官调集所辖军队进行检阅遥最初的阅兵是以
打猎的方式进行的遥 军队列好阵势袁最高统治者在
阵前先用弓箭射猎禽兽袁 然后检阅部队袁 所以叫
野搜冶遥以后袁又发展为定期检阅军队或战车遥每年一
次检阅步兵叫野搜冶袁三年一次检阅战车叫野大阅冶袁
五年一次检阅步兵和战车叫 野大搜冶遥 晋文公认为

野民未知礼渊威仪冤袁未生其共渊共同恭院敬肃冤冶袁于是
乎野大搜以示之礼冶遥

在汉代袁定期间兵常与立秋之日野祭兽冶一起进
行袁其中增加一些打斗的内容遥以后袁各个建朝时间
较长的朝代都有类似定期或不定期的阅兵仪式遥

在明朝袁阅兵在北京北边的怀来正式开始袁共调
军队 10 万人袁来野观礼冶的使节达 27 个国家之多遥

在清朝袁阅兵成为一种正规的训练制度袁督抚
三年一次的阅兵却仍叫野大阅冶遥入关后袁清朝规定袁
每隔三年在南苑围场举行一次野大阅冶遥大阅按照实
战要求进行袁目的是为了检验八旗军的训练情况和
战斗力水平遥 1739 年 11 月袁乾隆皇帝即位后首次
在南苑检阅八旗兵将遥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次阅兵是在第二次国内
革命战争时期袁红军举行过阅兵活动遥 1934 年 8 月
1 日袁红军在瑞金举行阅兵袁毛主席尧朱总司令尧周
副主席尧 博古同志和刘伯承总参谋长骑马绕场一
周袁朱总司令还带领部队宣誓遥抗日战争以后袁中央
领导同志曾多次检阅部队遥 1944 年袁三五九旅奉命
由陕甘宁边区南下开辟新战区袁出发前袁毛主席尧朱
总司令在王震旅长的陪同下袁在延安机场检阅了这
支部队袁给抗日将士以极大的鼓舞遥1949 年 3 月 25
日袁毛泽东尧朱德尧刘少奇尧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
从河北西柏坡抵达北平时袁在西苑机场举行了隆重
的阅兵仪式遥

现代的阅兵袁通常是在国家重大节日和大型军
事演习中进行袁受阅部队多袁礼仪时间较长遥一般分
为阅兵式和分列式遥阅兵式是指首长或贵宾在阅兵
指挥员的陪同下袁乘车或步行袁从受阅部队队列前
通过袁进行检阅曰分列式是指受阅部队从检阅台前
通过袁接受首长或贵宾的检阅遥 受阅的地面部队编
组成若干徒步尧机械化方队袁以护旗方队为前导行
进袁并配置有司礼部队尧军乐团渊队冤等遥 阅兵进行
中袁受阅的空中飞行梯队依次通过检阅台上空遥

现代的阅兵袁分为上级首长检阅和本级首长检
阅遥 当上级首长检阅时袁由本级军事首长任阅兵指
挥曰当本级军政主要首长检阅时渊由 1 人检阅袁另 1
名位于阅兵台或者队列中央前方适当位置面向部
队冤袁由副部队长或者参谋长任阅兵指挥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袁 共计举行 14 次盛大
的国庆阅兵袁 接受党尧 国家和军队领导人的检阅院
1949 年 10 月 1 日袁开国大典阅兵曰1950 年袁第 2 次
国庆阅兵曰1951 年袁第 3 次国庆阅兵曰1952 年袁第 4
次国庆阅兵曰1953 年袁第 5 次国庆阅兵曰1954 年袁第
6 次国庆阅兵曰1955 年袁第 7 次国庆阅兵曰1956 年袁
第 8 次国庆阅兵曰1957 年袁 第 9 次国庆阅兵曰1958
年袁第 10 次国庆阅兵曰1959 年袁第 11 次国庆阅兵曰
1984 年袁第 12 次国庆阅兵曰1999 年袁第 13 次国庆
阅兵曰2009 年袁第 14 次国庆阅兵遥

2019 年 10 月 1 日袁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第 15 次国庆阅兵袁让我们拭目以待遥 渊魏岳

江工作单位系军事杂志社尧王新华单位系国防大学
政治学院冤

近日袁湖南省株洲市国防教育馆在株洲军分区举行开馆仪式遥 现役官
兵尧机关干部尧市建宁中学学生等 120 余人来到现场袁这标志着株洲首家
国防教育馆兼最全面株洲党史尧 军史馆正式对外开放使用遥 渊王茶茶尧陈
余尧覃琳/摄影报道冤

本报讯 渊见习记者 罗佳艺 通讯员

何立斌 胡涛冤9 月 25 日下午袁湖南省军
区 2019 年度新兵入伍训练开训动员大
会在省军区综合训练队大礼堂举行遥 来
自辽宁尧安徽尧山西尧江西和湖南等 5 个
方向的新兵及带训干部骨干参加了此
次大会遥

动员大会在慷慨激昂的叶中国人民
解放军军歌曳中拉开帷幕遥 会议要求袁新
兵们要珍惜机会袁脚踏实地尧刻苦训练袁
强化思想尧强健体魄袁在训练中学理论尧

练技能尧树形象袁争取能够早日为实现
强军目标作出实实在在的贡献遥 同时袁
干部骨干在新训期间要耐心尧 要细心尧
要用心袁要关注好新兵们身体尧心理上
的成长与变化遥

野我从小就一直梦想着成为一名军
人遥 冶活动现场袁新兵代表唐汉山在接受
采访时对记者说袁野大学的时候我主动
报名参加了军训带训教练员选拔遥 在带
训期间袁军人勇敢果断尧血性忠诚的品
格令我印象深刻袁这更加坚定了我要成

为军人的决心遥 在今后的训练中袁我将
继续努力袁刻苦训练袁为强军梦的实现
做出身为大学生应做的贡献遥 冶

据了解袁 此次新训将持续三个半
月遥 期间袁新兵们将在政治教育尧军事
技能等方面接受训练袁 并在入伍训练
结束前接受考核袁 以帮助新兵们早日
在思想尧 技能和体能上完成身份的转
变袁 助推新兵实现从地方青年转变为
普通军人尧 从普通军人转变为合格军
人的蜕变遥

常德市创新民兵学习宣讲新机制
见习记者 罗佳艺 通讯员 焦盛洋

你好，新兵 省军区举行 2019 年度
新兵入伍训练开训动员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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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解国庆阅兵活动有关安排

近日袁新疆军区某边防团海拔 5380 米的神仙湾边防连官兵在祖国
70 周年华诞之际袁在站位上歌唱叶我和我的祖国曳遥 渊赵金石尧陈伟/摄影
报道冤

9 月 26 日上午袁 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中学生军训队列大比武在雅礼
雨花中学操场举行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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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军训袁同学们提升了精神

面貌尧提高了集体凝聚力遥 渊罗佳艺尧钟毅尧刘文涛/摄影报道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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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新时代的“常德范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