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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而发有感而发

2019年9月25日上午，习近平主席
向世界宣布：“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正式
投运！”

“再见百年南苑！祝福大兴，祝福
伟大的祖国！我们大兴见！”是日深夜
23时 21分，南苑机场最后一架航班
KN1026起飞转场至大兴机场。至此，
南苑机场正式“退役”。

始建于 1910年 8月的南苑机场是
中国第一座机场。109年的岁月中，南
苑机场默默守护并见证了人民空军从
无到有、由弱到强的辉煌征程和创下的
一个又一个“历史第一”。

百年中国航空圣地

1903年 12月，莱特兄弟制造的第
一架飞机在美国北卡来罗州试飞成功。

1904年，法国为向中国推销飞机，
运来了 2架“高德隆”式小飞机，并在南
苑校阅场进行了飞行表演，这是作为近
现代科技象征的飞机首次在中国大地
上起降。

1910年，历史再次将机遇交给了
南苑。7月，清政府在南苑开办飞机修
造厂试制飞机，8月在南苑五里甸毅军
操场修建了供飞机起降和设备维修使
用的简易跑道。自此，南苑机场成为
中国第一个机场，拉开了中国航空事
业的序幕。

1909年，世界上第一个军用机场修
筑于美国，日本的首座军用机场则于
1911年建成。无论是接触飞机，还是建
设机场，中国航空事业的起步都相当早。

1911年 3月，机场修建后不久，清
政府驻英大使刘玉麟就从英国购得飞
机一架，运回南苑机场，这是中国政府
最早进口的飞机之一。3月底，留学法
国的秦国镛又从欧洲运回一架“高德
隆”式单座双翼飞机，并在一个月后驾
机在南苑机场上空环绕三圈并安全落
地，完成中国人首次驾机在中国本土飞
上天空的壮举。

1913年 3月，北洋政府在南苑机场
开办了中国第一所培养航空人才的学
校——南苑航空学校，秦国镛为校长。

从1913年9月至1928年5月，南苑航空
学校累计招生四期，共培养 167名学
员，中国航空教育事业由此起步。

航校建成后，飞机棚、飞机修理
厂、油库、弹药库等场所陆续修建竣
工，南苑成为我国最早的集飞机队、机
场、航空学校和修理工厂于一体的航
空基地。

同年 10月，南苑航校飞机修理厂
厂长潘世忠开始主持研制各类型飞机，
接续中国人的飞天梦。1914年，他们以

“高德隆”及“法曼”飞机为参考，设计研
制了标号为“1”的飞机，并在南苑机场
试飞成功，实现了中国人本土成功设
计、制造飞机的梦想。同年又研制出中
国第一架自行研制的武装飞机——“枪
车”号，并试飞成功。这是世界上最早
的、专门设计的武装飞机之一。“枪车”
号的研制，比航空史专家公认的世界上
第一架真正的战斗机——法国人研制
的“莫拉纳-桑尼埃”L还早，在国际处
于领先地位。

南苑机场不仅是中国第一个军用
机场，也是中国第一个民用航空机场。
1920年5月，一架飞机从南苑机场携带
邮件飞往天津，开辟了中国民航和航空
邮件的首航。当年 7月 1日，北京航空
署在南苑机场举行了北京商用维美运
输机济南航线通航典礼，中外新闻界的
记者和邮政局职员多人，携带邮件、包
裹登上“舒雁”号飞机，直飞济南，实现
了中国航空史上首次跨省民用航线载
客飞行。

新中国成立后，南苑机场长期作为
军用机场使用。1986年，中国联航正式
成立，随后划归空军管理，南苑机场也
成为中国联航的基地机场。直到 2005
年，中国联航停航调整后复航，正式“军
转民”，南苑机场随之成为“军民合用”
机场。可以说，百年南苑就是见证中国
航空事业荣辱兴衰的一枚“活化石”。

大国空军腾飞地标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占领南
苑机场，并将其扩建为侵华日军在华北

的空军基地。日本投降后，美军以协助
国民政府接收日占领土为由进驻南苑
机场。此后，南苑机场一直作为国民党
空军的军事基地，主要用于运输部队和
军需物资。直到 1948年 12月，南苑机
场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接收。

据亲历接收过程的东北老航校第
一期学员韩明阳回忆，南苑机场被我军
控制之初，我们还没有自己的飞机制造
厂，所有器材都依赖于缴获的战利品。

1949年 3月，中共中央从西柏坡
迁入北平，国民党空军开始频繁突袭
北平。5月 4日，更是出动 6架 B-24轰
炸机轰炸了南苑机场，炸伤 C-46、B-
25飞机各 1架，炸毁机库 1座，烧毁房
屋 196间，死伤 24人，使刚刚解放不久
的北平和即将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
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受到严重空中
威胁。

没有空防，就没有安全可言。针对
这个情况，中央军委提出了对城市要地
实行“积极防空”的方针。6月，周恩来
指示军委航空局，迅速组建一支航空作
战分队，负责北平的防空任务。随即，
10名飞行员和 10架飞机，以及若干空
地勤人员陆续抵达南苑机场。8月 15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首个空军飞行队在
南苑机场组建。

就是这样一支年轻的空中作战部
队，成立之初就正式担负起北平地区
防空作战任务，每日昼间在南苑机场
保持双机到四机的战斗值班。不到两
个月时间，成功组织了开国大典上的
首次新中国空中阅兵，17架飞机编成 5
个“品”字队形、1个双机梯队，呼啸着
飞过天安门广场，接受党和国家领导
人的检阅。

那时，人民空军还未正式成立，要
进行大规模的空中受阅，从组织领导上
来说困难重重。受阅的 17架飞机全部
是缴获或起义的国民党空军美式装备；
飞行人员有当年在新疆航空队学习飞
行的红军干部、有东北老航校毕业的首
批学员。为防止敌人的偷袭，部分战斗
机和轰炸机载弹飞行。因为受阅飞机
数量有些少，飞在最前面的 9架 P-51
战斗机掠过天安门之后迅疾转弯，天衣

无缝地衔接在受阅队尾的教练机之后，
再一次飞过天安门上空，变魔术似地把
17架飞机飞出了26架的效果。

在世界阅兵式历史上，空军“带弹”
上阵是少有事。受阅飞行的空军原副
司令员林虎清楚地记得，受阅前所有参
加受阅的飞行员都立下誓言：“我参加
检阅，一旦飞机出现故障，宁愿献出生
命，也不让飞机落在城内、掉在广场和
附近的建筑物上。”

正是这种大无畏的英雄气概让开
国大典的空中阅兵在史册中熠熠生
辉。从此，我们可以骄傲地向世界宣
布：中国人民头顶的蓝天，再也不是任
由侵略者耀武扬威的空域。

1949年11月11日，人民空军成立，
部队急需飞行人员和各类专门人才。
南苑飞行中队部分人员被抽调，相继组
建了第六航空学校、第四混成旅、空运
分队、空中中级指挥员培训班和空军第
一高级专科学校等，为人民空军注入了
骨干力量，为大国空军的腾飞种下了希
望的种子。

此后，南苑机场作为中国空军保卫
首都的重要基地，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
用，并成为中国空军成长壮大的见证
者。从 1950年的一周年国庆，到 1959
年的十年大庆，人民空军的空中梯队，
抖擞日益丰满的羽翼，披着抗美援朝的
硝烟，载着国土防空的战果，一次次从
南苑机场起飞，飞过天安门，接受祖国
和人民的检阅。

1984年 10月 1日，新中国成立 35
周年的阅兵式是当时规模最大、装备最
新的一次展示。当天的天安门广场是
一片欢乐的海洋，但北京城上空却笼罩
在一片雾海之中。在这种恶劣的气象
条件下，空军健儿不辱使命，准时出现
在天安门广场上空。

1999年 10月 1日，共和国 50华诞，
迎来世纪之交，这一年在天安门广场举
行的阅兵式，被人们称为“世纪大阅
兵”。这次阅兵空中梯队的最大亮点，
是陆、海、空三军航空兵首次联合受阅。

2009年 10月 1日，新中国成立 60
周年大阅兵。11时 11分 36秒，由空
警-2000预警机和“八一”飞行表演队8

架战机组成的领队机梯队拉出绚丽的
彩烟，准时到达天安门广场。紧随其后
的 11个空中梯队，相继完美通过天安
门上空。穿越 60年的风风雨雨，人民
空军以崭新的阵容，接受祖国和人民的
检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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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日大阅兵，举国翘首，全球瞩目。中
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航空兵 10
个梯队、183架飞机，以前所未有的磅
礴阵容飞过天安门广场，把胜利与辉
煌写在蓝天，展示东方大国的尊严与
风采。

从开国大典“飞机不够就飞两遍”
的 17架战机在天安门上空首次公开亮
相，到“胜利日”阅兵 10个梯队、183架
机型不同、性能优异的飞机以整齐威武
的队形接受党和人民的检阅，南苑机场
亲眼见证了大国空军的腾飞。

对此，驻扎在南苑机场的中部战区
空军某团的官兵总是特别自豪。年底
即将退休的该团老机长赵国营，就是其
中多个第一的“缔造者”之一。从 27岁
开始来到南苑机场飞行，他几乎大半辈
子都在这里度过，对南苑机场的一草一
木都如数家珍。谈起南苑机场的“退
役”，就像自己即将与心爱的战鹰告别
一样，他很是不舍，但又从心底里深深
祝福。

苦难辉煌的见证

从 1937年“七七事变”南苑机场被
日军侵占，到1949年3月中共中央迁入
北平后，南苑机场一次次受到国民党空
军突袭轰炸……应该说，南苑机场对近
代中国的苦难感同身受。

作为新中国早期外事活动的重要
保障机场，南苑机场是早期迎送外宾的
重要场所。1957年，苏联最高苏维埃主
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来我国友好访问，
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
家领导人就是在这里迎接。1971年 7
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前，美国国务
卿基辛格秘密来访的“破冰之旅”，乘坐

的飞机也降落在南苑机场，见证了中美
中断 20多年的大门重新开启，中美关
系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祖国母亲的
荣辱更替、风云变幻，南苑机场有准确
的记录。

南苑机场还是近年来抢险救灾的
重要后方。无论是 1976年唐山大地
震、2008年汶川地震，还是 2010年玉树
地震、2014年云南鲁甸地震，来自北京
及周边地区的救援队和救援物资都会
在第一时间集结南苑机场，紧急起飞后
运抵灾区。特别是汶川地震震后 1小
时58分，两架伊尔-76型运输机在南苑
机场紧急升空，第一时间将救援力量运
到灾区。

空军某师参谋长丁毅家中至今摆
放着一张 2011年执行利比亚撤侨任务
的照片。照片中，从战乱的利比亚安全
撤回的中国水电二局工人冯克荣，一下
军机就长跪在地，久久亲吻祖国的大
地。这次利比亚撤侨大营救行动，他们
累计飞经5个国家，横跨6个时区，总航
程达 12万多公里。当飞机抵达南苑机
场时，机舱内“回家了！祖国接我们回
来了！”的欢呼声、掌声震耳欲聋。

自建立之日起，南苑机场就承载着
中华民族航空航天的伟大梦想。今天，
南苑机场虽然光荣地完成了自己的历
史重任，将历史的接力棒交付给大兴国
际机场，但它在中国科技史、中国航空
史、中国航天史、中国军事史上的地位
永远无法替代、贡献永不消逝。

1个多月前，年轻的祖国母亲刚刚
庆祝了她 70岁的生日，正步伐矫健地
昂首走在新时代的大道上。祖国的苦
难已然留在南苑机场的记忆里，伴随
着它的“退役”而封存；祖国的强盛之
歌，才刚刚奏响，南苑机场这位百岁老
人，也定会以它新的身份和出时代最
强音……

图①：1971年 7月 9日基辛格到访
北京，叶剑英、黄华等到南苑机场迎
接。 （资料照片）

图②：开国大典受阅前飞行队在
南苑机场待命。 （资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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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南苑，再见了！”9月 25日深
夜 ，发 生 在 南 苑 机 场 塔 台 与 航 班
KN1026机长吕海滨间的对话让无数人
泪目。至此，这位109岁的机场终于将
肩上的重任交卸，退居至历史的幕后。

“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最艰
辛。”回望南苑机场漫长的发展历程，既
是一部年轻中国的艰难求索史，也是一
部大国空军的不懈奋斗史。在这里，我

们完成中国人首次驾机在本土飞行的
壮举，开办第一所航校，开辟近代中国
航空教育事业的先河；也是在这里，中
央军委提出对城市要地实行“积极防
空”的方针，新中国成立第一支空中作
战部队，培养了一大批歼击机飞行员，
成为人民空军最初几支航空兵作战部
队的基本飞行力量……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南苑
机场的昨天，映照着人民空军的今天。
再一次怀想斯人斯事斯景，先辈们拼搏
奋斗、艰苦创业的初心，便是南苑留予
后人最宝贵的财富。当前，人民空军的
发展正行驶在康庄大道，崭新的军民两

用机场——大兴机场的施工工艺、交通
组织等多项指标均创造了世界之最。
如何在这条康庄大道上继续前进，成为
我们在新时代谋求发展的必选课题。

“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
时少。”在枪林弹雨中坚守初心不易，在
杏花春雨中保持初心亦难。随着我国综
合国力不断增强，国际地位不断提升，遭
人欺侮、被动挨打的局面一去不复回。
但是我们还应看到，我军现代化水平距
离打赢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的要求仍
有差距，距离维护国家安全与发展利益
的要求仍有差距，与世界先进军事水平
相比仍有差距。尤其当新军事变革大潮

席卷全球，各国发展千帆竞渡、态势逼
人，稍一放松警惕便会“沉舟侧畔千帆
过”。因此，先辈们能在艰难困苦之中逆
水行舟从无到有谋发展，我们更应在新
时代乘风破浪走向复兴谋强盛。

“石可破也，而不可夺坚；丹可磨
也，而不可夺赤。”救民族于危亡的历史
任务已由先辈们完成，实现中国梦、强
军梦的未竟事业我们勇挑在肩。新征
程，无论是风和日丽，还是云谲波诡，百
年南苑艰苦奋斗的使命初心都不能丢，
奋力前进的航船都不能停。广大官兵
只有接过南苑的精神火炬，用奋斗和拼
搏书写军队发展的“未来式”，自觉增强
忧患意识、创新意识、担当意识，勇于涉
深水、闯险滩、啃硬骨，切实一级担起一
级的责，一级尽好一级的力，带着百年
南苑的精神，恪守先辈艰苦奋斗的初
心，从大兴再出发，在接续奋斗中承前
启后、继往开来，为夺取具有新的历史
特点的伟大军事斗争胜利，朝着强军目
标指引的方向阔步前行。

在坚守初心中继往开来
■赵仕林 申卫红

编者按 刚刚，人民空军度过了她的第
70个生日。70载岁月中，作为中国的第一座机
场——南苑机场不仅仅是地处北京南城的一个
地理坐标，更是人民空军成长过程中一个闪亮
的时代坐标，它见证着人民空军从无到有、由弱
到强的建设发展历程。9月 25日，百年南苑正
式谢幕，但其功绩将永被铭记。

南苑机场：永不消逝的地标
■李玉杰 苏 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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