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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期】时任志愿军空军第15师43

团飞行员韩德彩

美国人讲我们不能打仗，说你们刚

会（驾驶飞机），你们打什么仗。他不知

道，我们这是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什么都不顾了。美国人技术很高，他就

能打胜，那不是这样的。作战的时候你

要想战胜敌人，首先从思想上战胜，然后

才是行动。

【解说】

一身转战三千里，一剑曾当百万师。
血性，胜利的刀锋。正是凭着这种

“空中拼刺刀”精神，年轻的中国空军打
出了一片和平的天空，也赢得了对手的
尊重。
【同期】时任志愿军空军第15师43

团飞行员韩德彩

这一打，美国人就喊，说中国空军一

晚上强大起来了。

【解说】

鸭绿江和朝鲜西北部清川江之间面
积约 16800 平方千米的空域，后来被美
军飞行员敬畏地称之为“米格走廊”。

时光荏苒，在各种各样的砥砺考验
中，人民军队的精神脊梁愈加坚韧。

2018 年 1 月 3 日，习近平来到中国
陆军一支数字化部队，这支部队的前身
是抗美援朝战争中战功卓著的英雄部
队。习近平谆谆告诫英雄传人：我军历
来是打精气神的，过去钢少气多，现在钢
多了，气要更多，骨头要更硬。

统帅的嘱托，浸润着战士的心田，激
发出无穷的力量。
【同期】

战斗，准备战斗。战斗，准备战斗。

【解说】

战虽有阵，而勇为本焉。
新中国诞生 70载，硝烟早已散尽，

但现代化的钢铁之师依然需要无所畏
惧的勇猛胆魄和所向披靡的虎气锐气。
【同期】空军空降兵某部高级工程师

李振波

空降兵是一种特殊的部队，咱们空

降兵每经历一次跳伞都是一次生死考

验。当了空降兵，就要有一种勇敢的精

神。

【解说】

李振波，官兵们亲切地叫他李高工，
重装空投技术的开拓者，具有近 2000次
跳伞经验。遨游天地间，勇敢是勇敢者
的通行证。

2008 年 5 月 14 日，汶川地震第三
天，震中茂县依然是失联的“孤岛”。危
急关头，李振波在内的 15名空降兵在无
气象资料、无地面标识、无指挥引导的情
况下向死而生，毅然决然从 5000米高空
实施“盲跳”。
【同期】空军空降兵某部高级工程师

李振波

自己会不会牺牲不会去考虑，就是

要不惜一切代价，快速地跳下去完成任

务，把灾区的情况报过来。用我们的牺

牲能换取广大人民群众的幸福，我们感

觉都是值得的。

【解说】

15名空降勇士的安全着陆，为救灾
指挥部第一时间送去了重灾区的一手情
报，为后续的空降救援以及物资补给铺
平了道路，也把铁血军人勇猛果敢的形
象深深刻印在灾区群众心中。
【同期】空军空降兵某部高级工程师

李振波

因为我们当时住的时间很长，所以

和当地群众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和感情，

群众也不舍得让我们走。
【解说】

百姓对军人的信任和依赖，都体现
在这高高举起的条幅上。举条幅的男孩
名叫程强，12岁的他在送别汶川地震救
援部队的同时，也将一份期许和力量厚
植于心。
【同期】空军空降兵某旅黄继光班第

38任班长程强

地震的时候认识到这个部队，认识

到中国军人，那个时候就想成为他们其

中的一员。

【解说】

当年举标语的男孩，如今已是空降
兵某旅模范空降兵连“黄继光班”第 38
任班长，如愿以偿成为了一名空降兵。
而当年军人身上令他佩服的血性胆气，
也早已在 6 年的军营磨砺中植入他的
骨髓。
【同期】空军空降兵某旅黄继光班第

38任班长程强

我们空降兵动在空中，打在地面，用

在关键。祖国需要我的时候，祖国召唤

我的时候，我能拉得出去。从我们空降

兵的角度来说，就是拿得出、降得下、打

得赢。

【同期】

李振波：今天晚上是夜间跳伞，离机

的时候要果断、快速，希望大家能够圆满

地完成夜间跳伞，大家能不能跳好？

战士们：能！能！能！

程强：首长好！

李振波：好！

【解说】

十五勇士的血性在延续。今天，程
强带着这颗勇敢的种子，为了未来能打
胜仗，把无畏写在天际。

澎湃在一代又一代军人胸膛里的血
性，不仅仅是危难关头的勇敢、艰险面前

的迸发，更是为了使命不顾一切挑起重
任的担当。
【同期】某试验训练基地原研究员林

俊德

黄建琴：医生想叫你休息一会儿。

林俊德：坐着休息。

黄建琴：你要坐着休息啊？

林俊德：不能躺，躺下就……

黄建琴：坐着比躺着好啊。

林俊德：对，躺下就起不来了。

【解说】

这是我国爆炸力学与核试验工程领
域著名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林俊德生
前最后一段影像资料。在生命的最后一
天，林俊德强忍着剧痛，坚持伏案工作长
达74分钟！

2012年 5月 4日，74岁的林俊德被确
诊为胆管癌晚期，住进了重症监护室。
医生建议立即手术，而这位核试验专家
关心的却是：手术后能不能工作？听到
否定的回答，老人倔强地拒绝了治疗。

很多人无法理解这位 74 岁老人对
工作的执着。
【林俊德生前录音】

我因为穷出身，没有这共产党所建

立（的）人民政府来帮我上学，我的一切

无从谈起。人要有良心，国家（和）人民

培养了你，你总要给国家（和）人民做点

事儿吧。

【解说】

上世纪 60 年代的中国工业基础薄
弱，要想在世界站稳脚跟，急迫需要军事
实力作支撑。响应祖国的召唤，这个年
轻的肩膀毅然扛起了这份担当。从此，
年轻火热的心，怀揣着为国铸盾的梦，踏
上了茫茫戈壁。
【林俊德生前录音】

这个所有搞事业成功的人，都有这个

阶段。你一定要发狂地工作，他忘我，废

寝忘食，想着他不可能的事他就可能了。

【解说】

军人，使命在肩，唯有血性担当。
【同期】核爆资料

三、二、一，起爆！

【解说】

1964 年 10 月 16 日 15 时，罗布泊的
一声巨响，宣告了新中国拥有了可与西
方抗衡的战略武器。
【林俊德生前录音】

这一下子就感到好像咱们这一代人

的责任，你的工作跟国家的命运，就那么

紧密地结合到一块了，就想给国家做点

事。

【解说】

从此，急切的心在戈壁上飞驰，铸盾
梦在大漠中腾空而起。为了祖国一声神
圣的召唤，为了肩上这份责任和担当，他
和战友们拼命与时间赛跑。

然而，最后这一场与死神的赛跑，他
跑得格外艰辛。
【同期】林俊德生前影像

林俊德：现在看呢，C盘弄完了，C

盘我做完了。

【解说】

一声召唤，召唤一生。
2012年 5月 31日 20时 15分，这位为

新中国国防事业奋斗了 52年的科学家，
完成了一位科研战士的最后冲锋。或
许，他的心早已狂奔回了那片让他割舍
不下的土地，在那惊雷四起的浩瀚戈壁
上纵横驰骋，继续追逐着心中那个美丽
的梦……

今天，这片浸透着无数中国军人深
情和热血的千里戈壁上，新时代革命军
人正用一腔报国激情延续着那份沉甸甸
的血性担当。

2019 年 7月，骄阳如火一样炙烤着
西北戈壁滩，一场实弹演习蓄势待发。

他叫余闯，是一名炮兵，在 2018 年
的一次实弹演习中，曾遭遇重创。

那天的演习场上，随着指挥员一声
令下，隆隆炮声震撼大地。而余闯所在
的炮车，却悄无声息。
【同期】陆军第81集团军某旅战士

余闯

当时我们炮明显的就没有后坐，然

后我就意识到这发弹没有打出去。

【解说】

炮长余闯起身查看炮弹击发情况之
时，他所在的 1102号炮车突然发射。伴
有巨大后坐力的炮弹壳，重重砸在余闯
头部。
【同期】

战士：连长，一号报告，余闯头部受

伤流血，余闯头部受伤流血，请求救护

车。

连长：听到，听到。

【同期】陆军第81集团军某旅战士

余闯

我就是试着想站起来，然后吐了一口

血，我就昏了过去。头部就跟电视机死机

了一样，然后就是一黑屏就昏了过去。

【同期】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990

医院神经外科主任高玉松

余闯送来的时候，伤情非常危重。

头部的颅骨包括两侧的顶骨、颞骨、额

骨、颅底和两侧的颧骨都骨折。

【同期】手机拍摄视频

画外音：你知道发生什么不知道？

余闯：不知道……我最关心能不能

报效国家。

【解说】

昏迷 7天 7夜，余闯的声音尽管非常
虚弱，但报效国家的铿锵誓言却震撼了
在场的所有人。
【同期】陆军第81集团军某旅战士

余闯

我感觉军人一定要有信仰，我要报

效国家，这就是我的梦想。士兵的责任

是上战场，当时我就下定决心，必须要第

一时间赶快恢复身体，我还要履行我报

效国家的诺言，所以说不能被击倒，要赶

快站起来。

【解说】

如此严重的伤势，并没有打垮余
闯。在他心中，完成任务才是一名军人
应有的责任与担当。

如今，余闯终于迎来了自己伤愈后
的第一次实弹射击。
【同期】

余闯：全班注意！

战士：注意！

余闯：全自动用炮！

战士：用炮！

【解说】

随着一发发炮弹准确击中目标，这位
铁血硬汉终于完成了重返战位的梦想。

血性是一支军队坚不可摧的钢铁脊
梁，是革命军人崇高理想的璀璨光芒，更
是纵然倒下也要保持向前冲锋的顽强意
志。
【同期】冯德义唱歌

听吧，战斗的号声发出警报，穿起军

装，拿起武器……

【解说】

时隔 69年，当这首歌再一次唱起，
性格坚强的 88岁抗美援朝老兵冯德义
再也无法平静。
【同期】时任志愿军第20军第59师

战士冯德义

跟我一起唱这个歌的人都死了，都

没有回来。我们都是18岁左右，怎么不

悲伤呢。

【解说】

69年前的那个冬季，抗美援朝第二
次战役在冰天雪地的极寒天气中持续了
一个月。志愿军第九兵团奉命到达朝鲜
长津湖地区后遭遇了两个强敌：一个是
美国海军陆战一师，另一个则是 50年不
遇的严冬。
【同期】朝鲜战场美军海军陆战队迫

击炮手沃伦·维德汉

在长津湖，11月12月的气温能低至

零下30或零下40摄氏度，是零下啊。你

如果不活动，就会被冻死。我们有暖和

的衣服，但却不是能有效抵御严寒的那

种。中国士兵也很艰苦，他们穿的是布

鞋，我们穿的是靴子。

【同期】时任志愿军第20军第59师

战士刘石安

有的时候想去摸一摸鼻子，鼻子就

没有了。

【同期】时任志愿军第20军第59师

战士冯德义

我们那些兵就在这个地方，都牺牲

了。为什么？他们就趴在那个地方，想

等美国人来，结果美国人没来，他们自己

都冻死了。

【解说】

面对装备精良的美军和刺骨的严
寒，中国军人没有后退半步，他们用血肉
之躯，像钢钉一样死死楔在长津湖，很多
战士都以战斗的姿态，将自己的身躯永
远冰封在异国他乡。
【同期】时任志愿军第20军第59师

战士冯德义

打仗的姿势，那就什么姿势都有，有

种是扔手榴弹的姿势，有种是开枪的姿

势。我们没有一点点恐惧的心理，只有

一种什么？要战斗，我宁可跟他拼，拼了

死也是很光荣的事，死就死了。美国人

的军队是靠这个东西，靠钞票，共产党的

军队是靠意志。

【解说】

穿着鸭绒服的美国士兵困惑不解：
究竟是什么样的意志，让这些穿着单衣
的中国士兵宁愿冻死也不后退半步？

或许，这位名叫宋阿毛的上海籍战

士留在阵地上的绝笔诗，能够回答美国
士兵的疑问。

我爱亲人和祖国，更爱我的荣誉，我
是一名光荣的志愿军战士。冰雪啊，我
决不屈服于你。哪怕是冻死，我也要高
傲地，耸立在我的阵地上……

军人的荣誉，让士兵耸立在阵地上；
祖国的尊严，让士兵不惜血染战旗。穿
越时空，这样一种精神生生不息，融进了
一代又一代中国军人的血脉。
【同期】

理想大于天，越苦越向前，向前，向

前，向前！

【同期】第76集团军某合成旅战士

张安

“理想大于天，越苦越向前”，每当我

们喊出这句话的时候，我的脑子里面总

会浮现出战友郭豪奔跑的样子。

【同期】郭豪生前影像

青春……青春……青春……

【解说】

这是郭豪生前所在连队录制的一段
影像。本来两个月后，郭豪将光荣退
伍。就在退伍前，他们迎来了一场极具
挑战的高原实兵演习。
【同期】第76集团军某合成旅战士

张安

他想在临近复员前，首先完成自己

的一个心愿，就是能打一场演习。

【解说】

郭豪所在的尖刀连“红七连”担负对
“敌”穿插破袭任务，战士们背负 30余斤
重的战斗装具，在海拔约 4500米的高原
上急行军。
【同期】第76集团军某合成旅战士

张安

脚迈不开了，呼吸特别急促，当时全

连每个人都在坚持。

【解说】

演习场就是“战场”。平时演习有了
“恐高症”，战场上就无法抢占胜利的“制
高点”。战士们深深懂得这个道理，因此
所有人都拼尽全力。

然而，军人的字典中不仅仅有“顽
强”，同样还有“牺牲”。2018 年 7 月 30
日，部队在向某高地挺进时，郭豪以冲锋
的姿态倒在了前进的路上，再也没能醒
来……
【同期】第76集团军某合成旅战士

张安

他就是不想掉队，不甘愿掉队。有

那股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品质。当兵就是

要有一种血性，他感觉这才是当兵的意

义。

【解说】

他把一顶写有“理想大于天，越苦越
向前”誓言的钢盔，永远留在了这片高原
热土。
【同期】

举枪，预备，放！

【解说】

巍巍高原，战友们用军人特有的方
式为郭豪送行。

理想大于天，越苦越向前。这不仅
仅是一位 19岁战士的座右铭，一名革命
军人的赤诚之心，更是新时代革命军人
发自内心的呐喊和追求。

他们用钢铁意志捍卫荣誉，用炙热
青春温暖家园，他们用行动证明，从战火
中走来的人民军队血性本色未曾改变，
他们为祖国和人民赴汤蹈火的心矢志不
渝。

人民军队一切胜利的捷报上都闪耀
着血性的光辉，而这耀眼的光辉中饱含
着为了祖国和人民甘于牺牲奉献的崇高
品质。
【同期】刘丰买花回来

刘丰：妈，我回来了。

王昌群：买回来了。

刘丰：漂亮不这花？

【同期】王昌群读信

爸爸妈妈及全家，你们好，两封信都

收阅了……我这样做绝不是头脑发热，

能为祖国而战，为民族尊严而战，我就是

死了，也感到无比地高兴和幸福……

【解说】

每每想起儿子，母亲王昌群都会拿
出当年儿子从战斗一线寄来的信，看上
一遍又一遍。从雾鬓云鬟到白发苍苍，
这个习惯已延续30多年。

写完这封信的 79天后，刘明在保卫
边疆的战斗中，因掩护战友被敌人的炮
弹击中，青春年华永远定格在22岁。
【同期】烈士刘光、刘明母亲王昌群

牺牲儿子，那种撕心裂肺，那种痛

苦，真的是难以形容。7天，7天啊，7天7

夜没吃一口饭。

【解说】

丧子之痛不啻晴天霹雳，犹如给未

能愈合的伤口再插上一刀。3年前，在
同一场战争中，大儿子刘光在前线排雷
时壮烈牺牲。
【同期】烈士刘光、刘明姐姐刘丰

我两个弟弟都是这样的，军人的这

种天职就是保家卫国。其实我妈骨子里

面，她也是当过兵的人，她也知道拦不住

儿子的。

【解说】

而这一切发生在这一家人身上，
在旁人眼中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由于两个儿子表现优秀，在他们牺牲
前，分别被后方单位和学校提出过接
收申请，完全有机会提前离开前线。
而当时作为驻地军分区司令员的父亲
刘斌，却全力支持两个儿子战斗在前
线。
【同期】烈士刘光、刘明姐姐刘丰

我父亲一到关键时候他肯定是以

大局为重的，而且我爸他知道这种时

候，再怎么也不能拖后腿，更不能当逃

兵。

【同期】烈士刘光、刘明母亲王昌群

他（刘斌）经常安慰我，老王我们都是

共产党员，如果党需要，需要我们献出生

命，我们自己生命都要献出来，不要说两

个儿子。但是你说他不想两个儿子？想，

想得很也可以说是，他是怕我们伤心。

【解说】

我们无法想象，那一刻这位父亲内
心的沉重……

然而，血性是军人的脊梁。就在小
儿子刘明牺牲 13天后，在野战医院当外
科医生的二女婿又提交了上前线的申
请。这一回，父亲刘斌沉默许久后竟然
再一次答应了。
【同期】烈士刘光、刘明母亲王昌群

后头刘丰也来跟我说，妈妈，她说你

看两个弟弟牺牲，我们的家庭多痛苦。

妈妈让他去好了，多抢救一个伤员，多减

轻一家人的痛苦。

【解说】

在这场保卫边疆的战斗中，父亲
刘斌担任局部方向前线指挥员，母亲
王昌群参加支前服务队，大儿子刘光
牺牲时任前线侦察连副连长，二儿子
刘明牺牲时任代理排长，二女儿刘丰
时任转运伤员队护士，二女婿时任医
疗队军医。10 年间，全家 6人上战场，
两人牺牲。
【同期】烈士刘光、刘明母亲王昌群

如果现在还有战争，要需要，我的孙

子大了，我也要支持他去，保卫国家是人

人有责。今日慷慨洒热血，他日红花遍

地香。

【解说】

为祖国献身的每一个生命，大都正
值芳华。我们仿佛看到，那些年轻的生
命依然在整齐的队列中挺立。脚下，是
他们浴血奋战的沃土。他们的身躯和热
血，已然与这片大地融为一体，永不分
离。

每一方陵园，都是一方威武的军
阵。每一座墓碑，都是一座不倒的躯
体。每一段铭文，都镌刻着一段军人与
祖国的故事。

同在边境自卫作战中牺牲的 19 岁
壮族战士王建川，也留下了一首被鲜血
染红的战地诗：妈妈，请你不要把孩儿惦
记，不付出代价怎能得到胜利，战士的决
心早已溶进枪膛里，为了祖国不惜血染
战旗……

2015年 1月 21日，习近平视察驻昆
明部队某部时谈到了这首诗，称赞王建
川“为了祖国不惜血染战旗”的军人血
性。

习近平说，打仗从来都是狭路相逢
勇者胜，军人必须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的精神。
【同期】

王亮：进入好，高度好，状态很好。

飞行员：收到，收到。

【解说】

LSO，航母舰载机着舰指挥官，任务
是精准引导飞机安全着舰。作为今天的
模拟着舰值班指挥官，王亮除了修正和
引导飞机顺利着陆，还认真观察着每一
架飞机平稳滑向跑道远处。这个细微的
习惯动作，源于 2016 年 4月 27 日，战友
张超的最后一次着陆。

张超是当天最后一个架次的飞行，
仪器显示他的着陆动作十分完美。
【同期】海军舰载航空兵某团副团长

王亮

飞机落地很正常，非常平稳。应该

说是一个好起落，飞得不错。

【解说】

猛然间，正在滑行的战斗机机头突
然失控上扬。险情刹那间发生了。

【同期】

机器报错：17电传故障，17电传故

障。

塔台：跳伞！跳伞！

【同期】海军舰载航空兵某团副团长

王亮

我就拿起话筒喊跳伞，塔台指挥员

也喊了。给我们当时在场的所有的人感

觉，就是时间是凝固的。

【解说】

按照特情处置规定，飞行员可以立
即跳伞。大家都十分清楚，这种极端情
况下跳伞越早，生还的几率越大。而飞
机故障一旦无法排除，机毁人亡几乎没
有悬念。

飞行参数记录表明，驾驶舱中张超
第一时间选择的并不是跳伞，而是全力
将操纵杆猛推到底，制止机头上仰，试图
挽救“飞鲨”战机。
【同期】海军舰载航空兵某团副团长

王亮

作为每个飞行员来说，他在遇到特

殊情况的时候，他都会有保住飞机这个

想法，尽最大的努力，它是我们战斗的武

器。

【解说】

12 点 59 分 17 秒，飞机报警 4.4 秒
后，机身垂直于地面，挽救战机无效，张
超被迫跳伞。由于失去了最佳跳伞时
机，张超坠地身受重伤，经抢救无效，壮
烈牺牲。

至今，王亮都无法忘记他指挥下的
那次张超的着陆，近乎完美，却再也没能
等到战友平安归来。或许，这就是军
人。降落，你对准航母的跑道，再次起
飞，你是战友的航标。
【同期】海军舰载航空兵某团副团长

王亮

我觉得这可以用伟大来形容，这个

我觉得就是血性。

【解说】

就在张超牺牲前 21天，与他一同入
选舰载战斗机部队的飞行员曹先建也遭
遇了一次险情。
【同期】

机器报错：飞机失去状态，不能控

制，加大油门，改变坡度，139一号。

【解说】

同张超一样，为了保住战机，曹先建
错过了最佳跳伞时机，被重重砸在了海
面上，造成胸椎、腰椎、尾椎等多处爆裂
性骨折。
【同期】解放军总医院第六医学中心

骨科主任何勍

爆裂就是（骨头）向四周炸开了。还

有很多的软组织损伤，包括一些肺的损

伤，病情还是比较重的。

【解说】

然而，在医疗专家组还在研究如何
救命的时候，曹先建不但没有沮丧和失
落，却提出还要重返蓝天。
【同期】解放军总医院第六医学中心

骨科主任何勍

跟我们交流的时候就说，不管你采

取什么方法，最好是能够保证他做完手

术以后能够继续飞行。

【同期】海军某舰载机试验训练基地

飞行大队大队长曹先建

我从来没考虑过不飞的问题，如果

我们每个人都不去做努力，谁来完成我

们的航母事业。我觉得我没有问题。

【解说】

舰载战斗机飞行员着舰需要负重至
少 4 个 G 的载荷，腰椎的支撑尤为重
要。专家组为此专门制定了手术和康复
方案，但要想成功，曹先建需要承受常人
难以想象的痛苦。

手术仅仅 15天后，曹先建开始肌肉
训练，1个月后开始核心力量训练……
常人需要 12个月才能基本痊愈，而曹先
建仅仅 8个月就重新回到了舰载战斗机
飞行员的战斗序列中。2017 年 5 月 31
日，手术后第 419天，他成功通过了昼间
着舰资质认证。如今，曹先建继续翱翔
蓝天、与“飞鲨”共舞。
【同期】海军某舰载机试验训练基地

飞行大队大队长曹先建

我没有被这次事故所打倒，军人就

要有军人（的）担当，军人就不能怕流血

牺牲。作为一名舰载战斗机的飞行员，

随时听从祖国的召唤，完成我们的使命，

我觉得这是我们最大的骄傲。

【解说】

战斗或准备战斗，是军人仅有的两
种状态。血性胆气激荡战斗豪情，钢铁
意志磨砺尖刀利刃。在祖国和人民需要
时，全军将士将以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
迅即出动，决战决胜！
【同期】

正步走！立定！敬礼！

【解说】

历史，从来都会记住那些应该被记住
的名字。2014年，中国设立烈士纪念日。
从此，每一年的国庆前一天，整个国家以
最隆重的仪式，缅怀为国牺牲的英雄。

英雄，与时代同在；英雄，与祖国同
行。英雄主义的血性，标注一支军队的
精神高度。英雄主义的血性，激励人民
军队一路披荆斩棘、勇往直前。
【同期】习近平

前进道路上，人民军队必须大力

弘扬敢打必胜的精神品质，任何时候

任何情况下，都保持革命英雄主义的

昂扬斗志。

血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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