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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化：装备建设实现跨

越发展

平沙莽莽，烽烟滚滚。10架直-10武装直
升机冲在最前，8架直-19武装直升机贴身掩
护18架直-8B运输直升机，紧随其后……

震撼！沙场大阅兵，陆上作战群空中突击
梯队雷霆出击的画面，成为许多观众心中印象
深刻的一幕。

在陆军装备部航空装备局副局长徐国林
看来，这一幕，意味着新装备正在成为我军新
质战斗力的增长点。

新装备亮相固然“吸睛”，但装备体系结构
的优化更是亮点。军事学博士刘钢进行了这样
一次盘点：相比较之前阅兵，武器装备以方队为
单位各自为阵，胜利日大阅兵，既有主战装备，
也有信息装备、保障装备，编组为 6个作战模块
和10个空中梯队；朱日和沙场大阅兵，受阅装备
按实战要求编成 9个作战群，充实、合成、多能、
灵活的特征更加明显。

从“模块”到“组群”，从个体到平台，从平
台到体系，我军装备体系建设正大踏步跨越发
展。

看着熟悉的某型舰空导弹、舰舰导弹等海
战“撒手锏”武器走上阅兵场，海军上尉王志鹏
说，这些只是“看得见”的部分，其实受阅的舰
载武器背后，还有一个更大的体系在支撑。

放眼阅兵场之外，国家利益所至，海军航
迹必达。装备的发展速度，决定着中国海军
“走向远洋、走向深蓝”的实现程度。

通过电视直播，网友“汉唐归来”从阅兵
场上看到了中国军队“可以比肩一些强国军
队的装备体系”，表示“对国家的国防力量越
来越有信心”。

信息化：装备技术加快跨

代升级

新型远程火箭炮、99式主战坦克，这些在
当年都曾引发外媒关注的新装备，堪称资深
“网红”。而这些兵器却都无缘胜利日大阅兵
和朱日和沙场大阅兵。

不是装备不够新，而是入选阅兵场的兵器
门槛更高了，“换茬”的速度太快了——新装备
还没来得及变“老”，我军已经又列装了信息化
程度更高的现代化装备。

数据显示，胜利日大阅兵展示的全部为国
产主战装备，且 84%为首次亮相的新装备；朱
日和沙场大阅兵，中国军队再次“秀”出近一半
的新型装备。

装备快速“换代”是不少亲历大阅兵的记
者最突出最直观的感受。仅以空军梯队为例，

之前的阅兵中，受阅装备中还有部
分歼-8D这样的二代战机；到胜利
日大阅兵，受阅机群全部是歼-10等国
产三代战机；而朱日和阅兵场上空，已
经是第四代战机歼-20和第三代改进型
战机的天下……

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杜文龙更关注“钢铁”
与“芯片”融合。信息化升级，让国产主战装备
的“眼”更亮，“臂”更长，“拳”更重，“剑”更利。
与胜利日大阅兵中亮相的轰-6H相比，沙场大
阅兵中轰-6K轰炸机的改装率高达 90％。用
受阅飞行员的话说，“除了杆和舵没变，其他都
变了”。

阅兵场上，信息化水平更高、科技含量更
高的新装备不断涌现。探寻这一令人振奋的
景观，不难发现，背后强力支撑的是国防科技
与国防军工的快速发展。

自主化：创新脉动更加强

劲有力

在几乎多得“看不过来”的新装备中，首次
亮相朱日和阅兵场的运-9并不显眼。

与歼-20等明星战机相比，这种主要担负
空运、空降等任务的国产中型战术运输机，实
在算不上高大上。但一条来自航空工业的消
息却意味深长：航空工业陕飞总装脉动生产线
已实现首架运-9的总装交付。

什么是“脉动”生产线？这是一种按节拍
移动的装配线，通过对流程再设计、优化和平
衡，大大缩短装配周期。这意味着，飞临阅兵
场之前，运-9已经进入了生产快车道。随着多
型战机开始启用脉动生产线，空军战机换代速
度将有质的提升，特别是新型战机的服役速度
将媲美中国海军舰艇“下饺子”。

武器装备的预研、立项、研发、生产直至列
装，并非短期内一蹴而就的，而是长时间的积
累过程。从某种程度上，这反映了中国军队装
备生产列装之快速，创新研发能力之强劲。
《日本时报》文章称，从隐形战机到弹道

导弹，中国在阅兵式上展示的大量高新武器
装备，成为中国军队创新驱动最好的时代注
脚。

运-9经历的“脉动”，也是我军装备发展的
“脉动”。看得见的大国重器与看不见的大国工
匠，两条线索的交织，成为装备突飞猛进发展故
事的台前幕后。随着军民融合的深度发展，随
着科技兴军战略的加速推进，相信会有越来越
多的军事装备能够从中国工业体系中获得强力
支撑。

受阅武器，只是我军装备发展的一个缩影；
阅兵场，只是展现科技兴军成果的一个棱镜。

以阅兵场为坐标，放眼前方，科技创新的
强大引擎,必将推动着我军在强军兴军征途上
加速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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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过去的这 5年，开启“加速跑”模式的中国军队，吸引
了世界无数目光。

胜利日大阅兵，天安门虎贲云集，挟长剑以卫疆土；建军
90周年大阅兵，草原腹地沙场点兵，揽风云而瞰九天。

从天安门广场到朱日和训练场，通过阅兵场这个窗口，国
内外媒体竞相解读近年来中国军队武器装备的新技术新进
展，一度刷爆“朋友圈”。

阅兵场上展示的装备，是全军装备体系建设跨越发展
的一个缩影，更是中国军队推进科技兴军实践呈上的一份
成绩单。从这张成绩单中，我们触摸到的是中国军队的强
劲脉动。

靠科技优势抢占战争新高地
■桑林峰

今年3月12日，习主席在出席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解放军代表

团全体会议时强调，加快建立军民融合创新体系，下更大力气推动科技兴

军。

这是一次科技兴军的动员令，开启了科技兴军的新征程。全军

欢呼，科技兴军的春天来了！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也是重要战斗力。在人民军队强军伟

业的战略布局中，如果说政治建设是立军之本，改革强军是必由

之路，依法治军是重要保障，那么科技兴军则是核心驱动。有

了强大的驱动力，我们才能加快实现强军目标、建设世界一流

军队。

科技兴军是时代的强烈呼唤。当今世界，新一轮科

技革命、产业革命、军事革命正在孕育兴起，战争形态加

速向信息化演变，科技成为现代战争的制胜利器。我

们要赢得军事竞争主动，就不能不奋力推进科技兴

军战略，坚持向科技创新要战斗力。

科技兴军是抢占未来战争新高地的迫切

需要。由于高新技术的迅猛发展，战争的制胜

机理发生了颠覆性变化，一些新兴前沿科技

领域成为未来战争的新高地。只有拥有强大的科技优势，才能及时抢占战争新

高地，在与对手的较量中立于不败之地。

从一定意义上讲，科技实力决定军事力量的对比变化。经过长期努力，

我军在一些领域已接近或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某些领域正在由跟跑并跑

向并跑领跑转变。从国产航母正式下水到东风导弹威名远扬，从歼-20

横空出世到运-20翱翔九天……一大批高科技武器装备在部队得到广

泛运用，科技创新对我军战斗力增长的贡献率明显提升。

我们在发展，别人也在发展。相比一些科技强国，我们的创新

基础还不牢固，创新水平还有明显差距。如果不加快步伐、迎头

赶上，不抢抓机遇、弯道超车，就难以拥有科技优势、保持制胜

优势。

科技兴军是强军战略，落实到底才有

强大威力。在科技兴军的伟大征程

上，每名指挥员都应把科技素养作

为履职能力的标配，每名官兵

都要把手中高新装备作为克敌制

胜的利器，每名科技工作者都要把科技创

新当作天大的责任。

国防科技领军人才跻身国际前沿

倘若要为国防科技创新人才画个群像，有一个观
察坐标绕不过去——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领奖台。

能够登上这个领奖台的国防科技领军人才，无疑
站在了科技领域的最前沿。他们的面孔，代表了国防
科技最顶端的表情。

至今，已有金怡濂、王永志、吴孟超、程开甲等军
队科学家摘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细数这些国防
科技“巨匠”的研究成果，不难看出，我国国防科技领
军人才的含金量之高——他们不仅代表了国内最高
水平，在国际科技前沿也占有一席之地。

推动科技兴军，坚持向科技创新要战斗力，说到
底就是向科技创新人才要战斗力。习主席一再强调，
要大力造就世界水平的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卓越
工程师、高水平创新团队，努力培养造就宏大的高素
质创新型军事人才队伍。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驾驭全局，大视野运筹，
大手笔推动，人才建设呈现新格局，人才队伍加速崛
起，人才活力竞相迸发。

科技创新领域青年才俊大量涌现

肖飞，海军工程大学一位年轻的教授。对于国家
科学技术奖励大会来说，这似乎是一个有点陌生的名
字。但了解内情的人都知道，这个名字早已与这个国
家最高领奖台紧密相连。

翻开 2016年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获奖名单，有
一个奖项格外引人注目——马伟明创新团队获国家
科学技术进步奖团队奖。肖飞正是这个团队中的一

员。作为马伟明团队中的骨干力量，肖飞不满 30岁就
已经开始跟随马伟明院士开展“新型高速感应发电机
系统”的研制。

盘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团队奖，那些隐藏在“团
队”这两个字背后、没有留下名字的青年科研工作者群
体，同样不容忽视。事实上，每一名国防科技领军人才
的背后，都有这样一批快速成长的青年科技工作者。

某种意义上来说，我军科研团队中这些年轻的大
多数更加令人振奋，因为他们代表了我国国防科技更
长远的未来。

在科技日新月异的今天，青年科技人才具有巨大
优势。细数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获奖名录，追溯这
些科技创新人才的成长轨迹，不难发现他们的创新活
动存在“最佳年龄区”。

年轻化已经成为我军科技工作者的标签。在取
得累累硕果的马伟明团队中，科研人员的平均年龄约
35岁；信息工程大学邬江兴院士在创建“网络通信与
交换技术创新团队”之初，队员的平均年龄还不满 30
岁；在国防科学技术大学航天科学与工程学院的“天
源一号”卫星研究团队，70%的成员都是 20多岁的在
读研究生……

青年科技人才的快速崛起令人期待，他们的成长
预示着我国国防科技巨大的潜力和无限可能。

科技创新人才的家国情怀始终如一

透过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这个领奖台上的一
张张面孔，记者读懂的却是他们一颗颗火热的心。
“要有强烈的爱国情怀，这是对我国科技人员第一

位的要求。”习主席强调，科技人员要热爱我们伟大的祖
国，热爱我们伟大的人民，热爱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牢
固树立创新科技、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思想，把人生理
想融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奋斗中。

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我国科技工作者的爱国情怀
始终如一。
“我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国家强起来，国防强

起来。”就是在这样的赤子情怀激励下，程开甲院士放
弃国外的优厚待遇，回到祖国，隐姓埋名、奉献大漠。
“我从来不相信中国人会比别人笨。别人搞得出

来的东西，我们也可以。”“中国预警机之父”王小谟
就是凭借这样的信念，带领团队把我国预警机打造成
了世界上看得最远、功能最多、系统最复杂的机载信
息化武器装备之一。
“落后不是中国人的专利，外国能做到中国也能

做到，甚至做得更好！”在这种信念的激励下，马伟明
带领团队实现了在舰船机电领域的弯道超车。

在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激励下，我国国防科技工
作者创造了一项又一项奇迹。这些奇迹不仅鼓舞着
国人，也不断丰富着国防科技工作者的精神世界——

他们开创的“两弹一星”精神、载人航天精神、东
风精神等，成为我国科技工作者投身科技强国建设的
强大动力。他们内心深处的家国情怀，撑起了国防科
技发展的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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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新学期开学后，海军工程大学教授马伟明更忙了。除
了授课，他还要带领团队争分夺秒地奋战在试验现场，研制某新
型装备。

在刚刚过去的这个暑假，中央军委举行了颁授“八一勋章”
和授予荣誉称号仪式。习主席亲自为马伟明佩挂勋章、颁发证
书，还与他亲切握手、合影留念。

这已经不是习主席第一次为马伟明颁奖。在 2016年 1月 8
日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习主席亲自为马伟明带领
的团队颁发 201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创新团队奖，勉励他再
接再厉，再创佳绩。

领奖台不仅留下了马伟明等科研工作者的光辉身影，也折
射出习主席对科技创新人才的关怀厚爱，更见证了军内外科技
创新人才加速崛起的轨迹。 国

家
科
学
技
术
奖
励
大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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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大驱”

“大驱”顾名思义即大型驱逐舰。2017年6月28日，

海军新型驱逐舰首舰在上海江南造船厂下水。那一刻

起，中国有了属于自己的万吨级“大驱”。“大驱”之大，何

止于排水量和续航力。它“颜值高”，“内在”更具品质。

装备的多种先进武器，赋予了“大驱”防空、反导、反舰、

反潜的能力。除了强壮的“四肢”，“大驱”还有超强“大

脑”。这，或许才是国产“大驱”的核心竞争力。

“东风快递”

近年来，“东风”系列导弹因其行疾如风，动若惊雷，

可以全时全域“包邮速递”而圈粉无数。从57年前“东

风-1”近程弹道导弹试射成功，到今年8月“东风”系列

新型固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惊艳亮相朱日和阅兵场，“东

风”家族的新成员越来越多。“东风快递，使命必达。”这

是网友们为“东风”系列导弹设计的一句口号，简单的8

个字背后，蕴含着民众对我军装备的自信。

“黑丝带”

科幻的外形，简洁的涂装，灰黑色的机身凌厉地划

过万米高空，首次以战斗姿态临空朱日和草原，它霸气

威武惊艳世人。它，就是“黑丝带”，我国自主研制的首型

第四代超音速隐身战斗机歼-20。歼-20战机问世后，热

衷于为兵器命名的网友们就给还未出镜已成“网红”的它，

取了一个一语双关的名字——“黑丝带”，机身涂色恰如

黑丝，又契合了“四代”战机的谐音。

这五年，这些“网红”
■张容瑢 周 浩

“下饺子”的速度

据公开报道，仅2016年一年，海军就入列了23艘水面

舰艇，比上世纪90年代十年服役舰艇数量总和还要多。

今年4月，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二艘航空母舰顺利下水；6

月，航母的“带刀侍卫”国产新型万吨级导弹驱逐舰首舰下

水；9月，航母的“大奶妈”新型综合补给舰首舰呼伦湖舰服

役……外媒用“不可思议的中国速度”来形容中国军舰这

种“下饺子”的现象。不可思议的速度背后，是中国力量和

科技兴军战略的真实投射。

“20时代”的新高度

中国航展，伴随着巨大的轰鸣声，2架歼-20战机，垂直

爬升，翻滚着掠过空天；空军某部，运-20大型运输机缓缓

滑过水门，正式列装部队，大幅提升了空军远程机动能力

和战略投送能力；苍莽群山中，直-20飞越高原……短短数

年时间，随着歼-20、运-20、直-20等飞机相继问世，大国

重器跨入“20时代”，尽显中国力量，让国人欢欣鼓舞。

“千里穿杨”的精准度

近期大火的电影《战狼Ⅱ》中，大洋深处，导弹从千里
外的中国海军驱逐舰上挟裹着雷霆呼啸而出，瞬时扭转战

局。现实生活中，国产无人机实现千里外遥控杀敌，高清

光电载荷让它“指哪打哪”；某新型导弹武器系统可以装载

在各类飞机平台，具有全天候、超视距、多目标精确打击能

力。不论是近岸防御，还是远海防卫；不论是攻防兼备，还

是空天一体，今天，我军装备的各型导弹威力越来越强，打

击精度越来越高。

这五年，这些现象
■张容瑢 本报记者 高立英

程开甲

程开甲，中国科学院院士，荣获2013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

术奖。

异乡怀抱赤子心，游学不改报国志。迎着刚刚升起的五星

红旗，他万里归国，奉献大漠20余载，苦干惊天动地事，甘做隐

姓埋名人。罗布泊的声声“惊雷”，铸牢了国防盾牌，挺直了民

族脊梁。这位世纪老人用一生实践报国誓言，人生一百年，奉

献一甲子，至今依然心系国防科技发展，孜孜不倦，奋斗不已。

马伟明

马伟明，中国工程院院士，带领的团队荣获2015年度国家

科技进步创新团队奖。

巨舰蹈海，劈波斩浪，离不开强劲的“心脏”；科研远征，团

队攻坚，离不开首席的领航。他作为舰船机电系统领域的权威

专家，瞄准国际前沿，带领团队奋起直追、弯道超越，完成了从

“跟跑者”“并行者”到“领跑者”的转变，研发的最强动力“心脏”

随舰征战远海大洋，锻造出一件件国之重器制胜深蓝。

邬江兴

邬江兴，中国工程院院士，带领的团队荣获2015年度国家

科技进步创新团队奖。

激情如奔涌的潮头，掀起着创新的风暴。曾经在互联网核

心技术受制于人的现状，令他夜不能寐。西方国家的技术封

锁，反而激起他攻关的激情。破釜沉舟，背水一战。他带领团

队涉险过关、攻城拔寨，终于占领了互联网技术核心阵地，宣告

中国互联网技术的“空心”时代从此结束，将网络安全命脉牢牢

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

这五年，这些面孔
■张容瑢 甘兆楠

“我们既要扎根院校三尺讲台育英才，也要勇攀

科研高峰谋打赢。在科技兴军之路上，我们应充满勇

气，坚韧不拔，带出一流学生，创出一流成果，将知识

贡献给祖国，将人生服务于部队，在实现强国梦、强军

梦的过程中，实现自身价值！”

——在空军工程大学组织的喜迎“十九大”座谈

会上，信息与导航学院教授张群作为教职工代表，发

起投身科技兴军事业的倡议。

“我们要鼓励人尽其才，尤其是培养科研创新领

军人才，更要发挥人才的酵母作用，打造军队建设最

需要的创新团队。”

——近20年来，海军工程大学教授马伟明领衔的

重点实验室，共培养出80多名电力、电子技术学科的

专家级人才。对于带队伍，马伟明有深刻的见解。

“科研连着战场，我们应该积极投身科技创新的

时代洪流，争当我军空中战略投送保障急先锋，为实

现核心技术‘中国造’与科技兴军作出新的贡献。”

——在最近的一次授课中，空军勤务学院航空军

交运输系副教授陈思杨结合团队研发成果和保障任

务实际，动员学员们投身国防科技创新事业。

（陈 卓、殷建宇整理）

这五年，这些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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