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国防视野 E-mail:generaljun@vip.126.com２０１８年９月５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张军胜

我的家乡在吉林长春，这里坐落
着历史悠久的东北老航校。两年前，
父亲带着我参加了航空开放活动。那
时的我，对未来的路怎么走并不清
楚。直到我在开放活动现场看到一架
架钢铁战鹰拔地而起飞越头顶，远远
地消失在云端，我的心中充满惊奇与
渴望，梦想着有一天自己也能驾战机
在祖国的蓝天巡航。

一年前，我如愿考进吉林省空
军青少年航空学校。我高兴极了，
因为我知道自己与蓝天更近了一
步，接下来就是艰苦的训练。军训
过半时，我很想家，心中一度质疑
自己的选择。也许是梦想的召唤，

也许是对飞向蓝天的执着，我逐渐
坚定自己的信念。高一时光已悄然
流逝，现在，我是高二班的班长，
在这里，我不断成长，在向梦想的
方向前进。

高三的学长们已完成了体验飞
行。他们告诉我，刚开始上飞机会紧
张，但也很兴奋，因为他们抓住了自
己的梦想，可以在空中俯瞰大地，在
云端尽情翱翔。

在今年航空开放活动中，我看到
跑道上的战机一架架起飞，他们时而
盘旋拉升，时而横滚咬尾，我特别期
待像那些天之骄子一样驾驶战鹰飞
翔。正如空军航空大学校歌《蓝天召

唤我》 中写的那样：“蓝天召唤我，
蓝天期待我，召唤我的坚定，期待我
的执着……”

再过两年，我相信自己会成为空
军航空大学的一员，但我知道，现在
的我还很稚嫩，仍需努力奋斗。我知
道，那些英雄的“金头盔们”一定付
出了比常人更多的辛苦和汗水。他们
当初也都是懵懂少年，但他们心中怀
揣航空报国的梦想，坚定信念咬牙坚
持、苦练精飞，最后成功摘得了“金
头盔”。

扶摇九天幼隼志，逐梦空天赤子
心。我期待迎来我的蓝天梦，我的飞
行梦，希望这一天早一点到来。

怀 揣 梦 想 向 云 端
■吉林省空军青少年航空学校学生 宫俊鹏

又是一年航空开放日。犹记得去年
参加开放日时，第一次近距离接触战
机，巨大的轰鸣声从耳边呼啸而过，那
一刻，我心中的责任感、使命感无比强
烈。

作为一名空军与清华大学联合培养
的飞行学员，我是幸运的。这是一个来
之不易的机会，是光环，更是责任。从
穿上蓝色军装的那一刻起，我们成了清
华园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指缝太宽，时
间太窄，两年的时光悄悄溜走，经历了
许多，也成长了许多。

2016年 9月 6日晚，我住进了紫荆
公寓，虽然一路疲惫，但久久不能入
眠，曾经梦想中的学府，成为生命中不
可割舍的一段记忆。感受着清华园严谨
勤奋求实创新的学风，体会着清华人行
胜于言的处事方式，欣赏着清华园独特
优美的风景，我和其他 30多位战友团
结在一起，准备用 3年的时光，共同丰
满搏击长空的羽翼。

在清华园学习和训练都很充实，
但与战友们一起摸爬滚打的日子最令
人回味，我们把汗水洒满了清华的每
一个操场，一起拼搏流汗，一起开怀
大笑，一起拼命奔跑……仍记得我们
夺得“国防杯”冠军时的喜悦，记得
我们踏着整齐铿锵的步履走过观礼台
前时的自豪，这些都是我们最珍贵的
回忆。

我们是承载了空军品格与清华特
点的集合体，身处地方大学，但军人
的身份警示我们，绝不能懈怠。我们
是未来的飞行员，与普通学生相比，
我们肩负着光荣使命与责任。学员中
队的思想熏陶让我们的从军之志永远
炽热；参与清华升旗仪式，飘扬的国
旗坚定爱国情怀；组织悼念清华英雄
儿女英烈纪念碑，缅怀先烈的催泪事
迹，启示我们要更好地珍惜现在，为
中国梦强军梦拼搏奉献。

两年多的时光，清华大学飞行员
班这个光荣的集体一直在为飞行、为
梦想而努力奋斗，能够和战友们共同
经历这个过程，我感到很幸福。感谢

空军和清华大学给予我们的成长，新
的学期已经开始，我们已扬帆，向着
蓝天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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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看，空军八一飞行表演队的
歼-10 单机表演就要开始了。”9 月 1
日，10岁的段吉阳挤在人群中，满脸期
待地抬头望着机场天空。他拿起空军
航空开放活动观众指南，兴奋地挥起
手来。

歼-10表演机呼啸而来，引来人群
一阵惊叹。凝望着战机划过的航迹，段
吉阳心潮澎湃。这次他是来参加哥哥
的开学典礼，将来他也想考入空军航空
大学。

从 2011 年以来，空军在长春连续
举办航空开放活动，从最初为迎接新飞
行学员入校而举办的开学典礼航空表
演，发展到现在空军实战化军事训练成
果全面展示，拓展涵盖了飞行表演、跳
伞表演、军营开放等多项内容。7 年
来，来自全国各地的 130多万民众在航
空开放活动现场感受空军的力量、精神
和文化。

一部青春与蓝天的交响

曲—

“蓝天召唤”吸引热

血青年携笔从戎

战鹰劲舞，伞花绽放。
8月 30日 9时，空军在航空大学以

最高礼节、特殊待遇欢迎 2018 年度
1400 余名飞行学员加入蓝天方阵，拉
开了以“追梦空天”为主题的空军航空
开放活动的序幕。

6机向下开花、双机盘旋绕轴、单
机大仰角直插蓝天……空军航空大学
派出的“天之翼”“红鹰”两支飞行表演
队、航模表演队，与空军八一飞行表演
队歼-10 单机以及教-10 单机共舞苍
穹。

空军与清华大学联合培养的飞行
学员宋雪峥凝望着飞行员驾驶飞机在
天空尽情翱翔，心头油然生出无限畅
想：练翅云天，驾驭新型战机，成为制胜
空天的新锐一代！

一个多月前，宋雪峥以 663分的好
成绩被清华大学和空军航空大学联合
录取。这次，他和另外 1400 余名飞行
学员在现场看到了被广大网友称为中
国“最牛”的开学典礼，令他倍感骄傲和
自豪。
“飞行表演是空军航空开放活动的

一项重要内容，可以有效激发广大官兵
和民众热爱空军、建设空军、献身空军
的热情。”空军航空大学参谋长乔增强
表示，外军飞行表演队经常出现在飞行
学员的开学或毕业仪式上，激励年轻飞
行学员们立志飞行、报效国家。空军从
2011 年开始在长春举办航空开放活
动，为新入学的学员进行飞行表演，用
“蓝天召唤”的形式，吸引热血青年携笔
从戎、追求卓越，为守护祖国的蓝天贡
献青春、智慧和力量。
“从这个意义上讲，空军航空开放

活动是人民空军热血、雄心、力量和未
来的完美展示，唤起了飞行学员以及众
多优秀青年志在高远、追求卓越的壮志
豪情和空天情怀。”空军新闻发言人申
进科说。

航空报国，蓝天逐梦。空军招飞局
副局长肖东告诉记者：“空军借助航空
开放活动持续扩大了招飞的社会影响
力。从 2011年起，空军先后与清华、北
大和北航联合招收培养‘双学籍’飞行
学员，截至目前已招收培养 7批 430余
名；从 2015年起，空军依托全国 16所优
质中学建设空军青少年航空学校。今
年，首届 728名高三毕业生参加招飞选
拔，379 人被录取，走出了军民融合超
前培养军事飞行人才的新路子。”

一个提高全民空天意识

的大课堂——

凝聚全社会关注空

天关注空军的共识

3朵伞花怒放蓝天，空军航空大学
“蓝鹰”跳伞表演队的 3名队员分别展

开国旗、八一军旗和空军军旗从天而
降……9月 1日，空军航空开放活动迎
来公众开放日，各支表演队和表演单机
相继冲上天空，引来观众阵阵喝彩。

鹰击长空，壮志凌云。从陕西西安
赶来的观众张克强感慨地说：“我是第
3次来长春参加空军航空开放活动了，
它就像军事航空嘉年华，每一次都会增
加新的元素和内容，每一次都让我感觉
到震撼，这让我们对空防安全信心满
满，也由衷地为祖国的不断强大感到骄
傲和自豪。”

在航空开放活动期间，观众还可以
在航空大学体能训练馆、射击馆、航空
馆等场地体验相关训练设备。参观民
众走到飞行学员中间，近距离感受飞行
学员的学习训练生活，接受空天文化的
熏陶。

在室外运动场，飞行学员为观众进
行了旋梯、固定滚轮、地滚、四柱秋千、
高空断桥等专用训练器械演示，看得人
们目不暇接。家住长春的王先生看到
飞行学员在器械上从容自信的演示后
感慨地说：“这样的训练对男孩子而言
是很好的榜样与激励。希望我儿子将
来也能走进军校。”
“航空开放活动展示的是空军建设

成就和部队官兵良好风貌，而这正是空
天文化的延伸和升华！”空军有关方面
表示，举办航空开放活动，既能激发空
军广大官兵特别是飞行人员投身强军
实践的行动自觉，还能凝聚全社会关注
空天、关注空军的共识，航空开放活动，
已成为提高全民空天意识的大课堂。

一个展示空军战略转型

的窗口——

战略空军既要飞向

远洋，又要走近民众

低空大速度突防、低空小速度盘
旋、咬尾攻击，两架战机在空中杀得难
解难分。

“第一次看到空战对抗，太刺激
啦！”来自哈尔滨的航空爱好者张然看
了歼-10S 和歼-11BS 的对抗空战后，
一脸兴奋：“飞行员驾战鹰搏击长空，既
是体力耐力的比拼，更是智力心力的较
量，真是了不起！”

在空军装备静态展区，42 种武器
装备一字排开，包括众多航空爱好者、
青少年朋友在内的观众实地感受了现
代空战装备的独特魅力。

空军装备部综合计划局局长王中
华现场介绍，今年航空开放活动的
武器装备静态公开展较为全面地体
现了空军作战、训练装备的成果和
脉络。与酷炫精彩的飞行表演对
比，一动一静，折射出空军战略转
型的新成就。

望着威武凌厉的各型战机、目击
首次展出的红-12A 地空导弹垂直发
射系统，许多观众兴奋不已、流连忘
返。今年 74 岁的宋培军和老伴专门
从吉林通化赶来参加开放活动，他们
非常认真地参观每一件武器装备，生
怕漏掉哪个细节，并与每件武器一一
合影留念。

在我国自主研发的运-20 前挤满
了参观的民众。从内蒙古赶来参观的
王晓华追着现场解说人员不停发问：
“运-20有哪些优越性能？”“在世界上
算得上最先进的吗？”

当得到满意的解答后，王晓华高兴
地说：“空军武器装备精良，部队实战化
训练水平高，我们对军队打胜仗有信
心，对国家安全更放心啦！”
“战略空军既要飞向远洋，又要

走近民众。”空军新闻发言人申进科
表示，空军航空开放活动已经举办了
7年，与中国航展一样，是人民空军走
近广大民众的一个好平台、好路径。
只有全社会更全面认识空天力量的
重要地位、空天安全的重要意义、空
天文化的重要作用，才能集聚更多智
慧、更大力量建设一支强大的人民空
军，让我们头顶的蓝天更加安宁祥
和。

追梦空天，拓展国家安全视野
—空军举办航空开放活动的实践与启示

■本报记者 李建文 通讯员 刘军毅 卢潭照

1946年，东北老航校在战火硝烟中

成立，马拉飞机、酒精代替燃料……先辈

们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创造了一个又一

个奇迹。72年过去了，人民空军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在习近平强军思想引领

下，中国空军已经历史性地接近战略空军

门槛，历史性地接近空天领域前沿。刚刚

在吉林长春落幕的2018空军航空开放活

动，再次向世人展示了人民空军建设发展

的巨大成就，在社会各界掀起了一股关注

空军、支持空军、热爱空军的热潮。

7年来，由空军航空大学承办的航空

开放活动规模逐年扩大、组织和表现形式

越来越丰富。广大民众走进空军，近距离

感受空天文化，点燃民众的爱国热情，开

放活动已成为人民群众感受空军历史、传

播空军文化、关注空军发展的桥梁和纽

带，越来越成为弘扬空军精神、展示空军

形象的一个重要窗口。

这次活动充分展现了空军练兵备战

的建设成果。在战术演示和飞行表演中，

参演战机做出各种高难度动作，彰显了新

型战机的优越性能；在装备静态展示中，

运-20、歼-10B等明星装备威武列阵，让

观众流连忘返。这些都从不同侧面展示

了空军装备建设的新成就，也展示了近几

年来武器装备取得的历史性突破。这样

的展示增强了广大官兵的强军自信，也提

升了老百姓对国家空天安全的信心。另

一方面，通过演练飞行员人机一体驾驭战

机的高超飞行技能、空降兵在特战中高超

素质等，全方位展示了空军航空兵部队、

地面部队、空降兵部队等不同兵种军人的

风采，展示了新时代中国军人的良好风

貌，这种软实力的展示反映的是空军官兵

的使命感、责任感和荣誉感，增强的是人

民空军在人民心中的感召力和影响力。

“凡国之重也，必待兵之胜也。”近年

来，空军不断提升实战化训练水平，警巡

东海、战巡南海、前出西太、绕岛巡航，展

现了人民空军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

完整的坚强意志决心和实战化训练成

果。这些成果在本次航空开放活动中都

得到了凸显。

国无防不立，民无军不安。习主席

指出，我们的军队是人民军队，我们的国

防是全民国防。这次活动，吸引社会各

界共19万余人走近空军、感知空军，零距

离接触空军，网上相关新闻点击量高达

数百万次，人们在开放活动现场和媒体

报道中了解到空军官兵的作战训练生

活，感受到近年来强军建设的伟大成就，

释放了爱国热情和空天情怀，凝聚起关

心支持空军建设发展的磅礴力量，引导

社会各界参与到建设国防事业的伟大征

程中，可以说，空军航空开放活动已成为

提高全民空天意识的大课堂，极大地激

发了广大民众特别是年青一代热爱军

队、热爱空军、热爱飞行的报国情怀。

展现空军力量
激燃报国情怀
■空军航空大学校长 唐维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