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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軍疫疫境練兵備戰不歇

2020年
2020
年 8 月 2 日（星期日）

建軍 93 周年 國防部發布中英文宣傳片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文匯報訊
（ 記者 馬靜 北京報
道）為慶祝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 93 周
年 ， 一系列軍隊宣傳片
一系列軍隊宣傳片、
、 演習現場直
播視頻、
播視頻
、 紀錄片等在 8 月 1 日通過國
防部官微、
防部官微
、 央視新聞等平台播發
央視新聞等平台播發，
，集
中展示了中國軍隊的強軍風采。
中展示了中國軍隊的強軍風采
。 國防
部官方發布的《
部官方發布的
《今日中國軍隊 2020
2020》
》
宣傳片以中英文披露了中國軍隊即使
在疫情防控時期也始終保持正規訓練
生活秩序和良好的戰備狀態。
生活秩序和良好的戰備狀態
。 央視新
聞推出 18 小時特別直播
小時特別直播，
，走進各兵種
演練現場，
演練現場
， 全程播出某合成營防禦戰
鬥演練、海軍陸戰隊沙灘高強度訓
練 、 陸軍野外強渡江河演練等罕見場
景。八一製片廠亦推出 2019 閱兵盛典
紀錄片，
紀錄片
，再現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70
周年大閱兵盛況。
周年大閱兵盛況
。

防部昨日發布《
防部昨日發布
《今日中國軍隊 2020
2020》
》宣
國傳片
傳片，
，記錄了中國人民解放軍全軍一萬

餘名醫護人員全力投入抗疫戰爭，全力保護人
餘名醫護人員全力投入抗疫戰爭，
民群眾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的細節。
民群眾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的細節
。

與世界分享
「戰」
疫經驗

牢記囑託鍛雄師

在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
93 周年之際，新華社發表
題為《牢記囑託鍛雄師》
的長篇通訊，分別從「高舉黨
的旗幟，人民軍隊矢志不渝聽
黨話、跟黨走；腳踏祖國大地，人民軍隊
一往無前能打仗、打勝仗；背負民族希
望，人民軍隊始終和人民同呼吸、共命
運、心連心」這幾個方面，去闡述 93 載
初心不改，永遠的軍魂融入血脈；93 載
風雨兼程，不變的宗旨刻進胸膛。

央視 18 小時直播軍營訓練
央視新聞昨日則從凌晨 5 點開始重磅推出長
達 18 小時的
小時的「
「我們的隊伍向太陽
我們的隊伍向太陽」
」直播
直播，
，從
首都北京天安門廣場到南海軍營的升旗儀式，
首都北京天安門廣場到南海軍營的升旗儀式
，
從邊防軍營到駐港部隊，
從邊防軍營到駐港部隊
，展示了各個軍營的訓
練生活場景。
練生活場景
。最難得的是
最難得的是，
，直播鏡頭直擊各地
演練現場，
演練現場
，先後直播了神兵陸戰隊海上演練兩
棲裝甲車、
棲裝甲車
、搭載步兵交替掩護搶灘登陸
搭載步兵交替掩護搶灘登陸；
；第 83
集團軍實戰化對抗演練、
集團軍實戰化對抗演練
、搶佔前沿陣地
搶佔前沿陣地；
；第 80
集團軍某旅合成營防禦戰鬥演練；
集團軍某旅合成營防禦戰鬥演練
；火箭軍紅藍
對抗演練；
對抗演練
；海軍陸戰隊沙灘高強度訓練
海軍陸戰隊沙灘高強度訓練；
；陸軍
某旅使用現代化裝備強渡江河演練等全過程。
某旅使用現代化裝備強渡江河演練等全過程
。
截至發稿時，
截至發稿時
，直播仍在進行中
直播仍在進行中。
。炮彈紛飛的
實戰化演練現場、
實戰化演練現場
、緊張的搶灘演習環節
緊張的搶灘演習環節、
、各種
新型武器裝備相繼亮相，
新型武器裝備相繼亮相
，都讓人直呼中國軍隊
之強大。
之強大
。直播還披露了野外作戰如何吃飯
直播還披露了野外作戰如何吃飯、
、軍
營被子如何疊成等有趣的細節，
營被子如何疊成等有趣的細節
，展示了新時代
軍人新形象。
軍人新形象
。
評論人士指出，
評論人士指出
，在八一建軍節集中展示新時
代中國軍隊實力和軍人形象，
代中國軍隊實力和軍人形象
，足見中國軍隊更
開放、
開放
、更透明
更透明、
、更自信
更自信，
，而今日之中國軍隊也
有足夠的實力去捍衛中國的國家主權、
有足夠的實力去捍衛中國的國家主權
、安全發
展利益。
展利益
。

聽黨話 跟黨走

走過 93 年光輝征程的人民軍隊，在習
近平強軍思想指引下，正沿着中國特色強
軍之路闊步向前。大江南北，座座軍營，
一場場莊嚴宣誓中，官兵們動情回憶起這
樣的莊嚴時刻：抗日戰爭的烽火中，敵後
戰場驚心動魄，老戰士張瑞麟對着一面用

鉛筆畫在煙盒上的黨旗，鄭重舉起右手；
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關鍵時刻，火神山醫
院裏 34 名軍隊醫護人員視頻連線，面向
黨旗立下鏗鏘誓言。
嶺南某訓練場，硝煙瀰漫。第 74 集團
軍某旅班長王銳駕駛戰車以四檔高速通過
只比裝甲車履帶寬 5 厘米的車轍橋，而後
在大坡度路段上全速衝坡、快速離開。作
為多次受到習主席接見、檢閱的士兵，
「特級」是裝甲兵王銳時刻把習主席的殷
切囑託作為不懈追求，努力成為本領全面
過硬的戰士。

能打仗 打勝仗
黨的十八大以來，全軍官兵始終牢記能打
仗、打勝仗是強軍之要，始終牢記「人民軍
隊永遠是戰鬥隊，人民軍隊的生命力在於戰
鬥力」。陸軍高強度開展基地化訓練，海軍
連續多年組織「機動」系列遠海實兵對抗演

習，空軍「金頭盔」緊貼實戰，火箭軍常態
開展「天劍」系列演訓……全軍各級堅持實
戰實訓、聯戰聯訓，堅持按綱施訓、從嚴治
訓，各戰略方向使命課題針對性訓練和各軍
兵種演訓成效卓著。

護人民 心連心
告急！告急！入汛以來，南方地區大
面積發生超警戒水位洪水，西南等地出現
多起山洪地質災害，嚴重威脅人民群眾生
命和財產安全。
衝鋒！衝鋒！災情面前，人民子弟兵
聞令而動、緊急馳援，封堵潰口、加固堤
壩、轉移群眾……用血肉之軀築起一道
道衝不垮的「綠色大堤」。
歷史充分證明，我們的人民軍隊不愧
是聽黨指揮的英雄軍隊，不愧是忠心報國
的英雄軍隊，不愧是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英勇奮鬥的英雄軍隊。
■新華社

■ 宣傳片涵蓋火箭軍等各個
軍兵的演習場景。
軍兵的演習場景
。 視頻截圖

「準航母」首海試 第三艘在建

香港文匯報訊 據《海軍新聞》報 同為準航母級別。
在現代登陸作戰中，兩棲攻擊艦具
道，中國首艘075型兩棲攻擊艦腳手架
已經全部拆除，拖船也準備就緒，即將 有着重要地位，它能夠在軍隊進行兩
進行首航海試。並且，衛星圖像還顯示 棲作戰時，提供一個投送裝備的登陸
有另外一大喜訊，中國正在建造第三艘 平台，在戰線後方給友軍提供水面或
075型兩棲攻擊艦。而據上海海事局消 空中支援。兩棲攻擊艦也充分繼承了
息，黃浦江長江口8月1日實施交通管 航母的優點，比如擁有直通式甲板，
制，試航船在11時30分離開滬東中華 可以供艦載機的起飛和降落。一般大
船廠，基本可以確定就是075型兩棲攻 型的兩棲攻擊艦排水量都在4萬至6萬
噸，對於各國海軍來說，就是一艘輕
擊艦的首艦進行試航。
075 型兩棲攻擊艦是中國自行設計 型航母。
研製的首艘大型兩棲作戰艦
船，艦身採用直通甲板設
■ 停靠在滬東中華船
計，有 4 個直升機起降點，
廠的中國 075 型兩棲攻
兩台升降機。戰艦內部有着
擊艦。
擊艦
。 網上圖片
巨大的塢艙，可裝載兩艘
726 型氣墊登陸艇。排水量
為 40,000 噸，和美國着火
的「好人理查德」號相近，

央視
快評

■ 從雪域高原到南國
密林，
密林
，從西北大漠到東
南沿海，
南沿海
，各個軍兵種揮
戈疾進。
戈疾進
。
視頻截圖

陸軍啟程赴俄參加國際軍事賽

病毒沒有國界，
病毒沒有國界
，疫情不分種族
疫情不分種族，
，宣傳片還報
道了中國軍隊與多國防務部門和軍隊守望相
助，共克時艱的詳細情況
共克時艱的詳細情況。
。包括中央軍委領導
通過信函、
通過信函
、電話等形式與韓國
電話等形式與韓國、
、俄羅斯
俄羅斯、
、意大
利、美國
美國、
、歐盟等 30 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防
務部門或軍隊領導人開展溝通；
務部門或軍隊領導人開展溝通
；中國人民解放
軍向巴基斯坦、
軍向巴基斯坦
、緬甸
緬甸、
、老撾
老撾、
、柬埔寨派遣軍隊
抗疫專家組；
抗疫專家組
；通過空軍飛機等方式向巴基斯
坦、俄羅斯
俄羅斯、
、泰國
泰國、
、埃塞俄比亞
埃塞俄比亞、
、阿根廷
阿根廷、
、白
俄羅斯等 50 多個國家軍隊提供防疫物資援
助；與俄羅斯
與俄羅斯、
、印尼
印尼、
、南非等 10 餘國家軍隊
召開視頻會議交流疫情防控經驗，
召開視頻會議交流疫情防控經驗
，為構建人類
衞生健康共同體貢獻「
衞生健康共同體貢獻
「中國力量
中國力量」
」等。
兵不可一日不練，
兵不可一日不練
，戰不可一日不備
戰不可一日不備。
。宣傳片
播出了 2020 年全軍開訓動員令後
年全軍開訓動員令後，
，從雪域高
原到南國密林，
原到南國密林
，從西北大漠到東南沿海
從西北大漠到東南沿海，
，陸
軍、海軍
海軍、
、空軍
空軍、
、火箭軍
火箭軍、
、武警部隊各個軍兵
種揮戈疾進，
種揮戈疾進
，動若風發的演習場景
動若風發的演習場景。
。宣傳片指
出，在疫情防控期間
在疫情防控期間，
，中國人民解放軍也堅持
底線思維，
底線思維
，探索常態化疫情防控條件下練兵備
戰方式方法，
戰方式方法
，加緊推進軍事鬥爭準備
加緊推進軍事鬥爭準備，
，靈活開
展實戰化軍事訓練，
展實戰化軍事訓練
，始終保持正規訓練生活秩
序和良好的戰備狀態，
序和良好的戰備狀態
，及時有效處置各種複雜
情況，
情況
，堅決維護國家主權
堅決維護國家主權、
、安全發展利益
安全發展利益，
，維
護國家戰略全局穩定。
護國家戰略全局穩定
。

2020年8月2日（星期日）

■ 國防部發
國防部發布
布《今日中國軍隊 2020
2020》
》宣
傳片，
傳片
，以中英文披露中國軍隊即使
在疫情防控時期也始終保持良
好的戰備狀態。
好的戰備狀態
。 視頻截圖

$

■ 全軍一萬餘名醫護人員全力投入抗疫戰
爭。
視頻截圖

2020年8月2日（星期日）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參
加「國際軍事比賽-2020」、「坦克
兩項」坦克車組比賽、「開闊水域」
舟橋部隊比賽的解放軍北部戰區陸軍
某部官兵，8 月 1 日攜帶相關裝備和
彈藥物資，從內蒙古滿洲里車站乘鐵
路列車先行出境，前往俄羅斯莫斯科
比賽場地。即日起，中國赴俄羅斯參
賽官兵將從滿洲里、新疆烏魯木齊等
地分批出發，乘坐軍用運輸機和鐵路
列車前往各項目賽區。
「國際軍事比賽-2020」
將於8月23日
至9月5日在俄羅斯、白俄羅斯、哈薩
克斯坦、斯里蘭卡等國舉辦，中國陸
軍、空軍將赴俄羅斯參加6個項目比
賽。其中，陸軍部隊參加
「坦克兩項」
坦克車組、「安全環境」核生化偵察
組、「汽車能手」汽車兵、「偵察尖
兵」偵察班組、「開闊水域」舟橋部
隊等5項比賽，空軍部隊將參加「空降
排」空降兵分隊比賽。

奮力推進國防和軍隊現代化建設

香港文匯報訊 「強國必
須強軍，軍強才能國安。」近日，習近
平總書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二次
集體學習時發表重要講話 。總書記強
調，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是國防和軍隊
現代化建設的關鍵時期，要統一思想、
堅定信心、鼓足幹勁、抓緊工作，奮力
推進國防和軍隊現代化建設。
中央廣電總台 8 月 1 日發表「央視快
評」指出，在建軍 93 周年之際，習近平
總書記的重要講話站在民族復興、國家
現代化建設的歷史和戰略高度，以兩個
「相適應」明確了強軍事業的重大作用
和前進方向，清晰指明了國防和軍隊現
代化建設面臨的發展機遇，必將激勵廣
大將士為強軍興軍銳意進取，為國防和
軍隊現代化建設作出更大貢獻。93 年

前，南昌起義，宣告人民軍隊誕生，開
啟了中國革命新紀元。從萬里長征、抗
日戰爭、解放戰爭，到戍邊禦敵、搶險
救災、撤僑護航……93 年來，在黨的領
導下，人民軍隊為中國人民解放事業，
為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為捍衛國家主
權、安全、發展利益，建立了彪炳史冊
的不朽功勳。

軍事始終是保底手段
快評進一步指出，當前，世界百年未有
之大變局加速演進，新冠肺炎疫情對國際
格局產生深刻影響，我國安全形勢不確定
性不穩定性增大。同時，大國地緣戰略競
爭激烈，我國周邊安全環境複雜，恐怖主
義、分裂主義、極端主義不時活動，單邊
主義、霸權主義、強權政治沉渣泛起。實

踐啟示我們，鑄劍為犁仍是美好願望，軍
事手段始終是保底手段。
快評最後強調，面對新形勢、新任
務，必須搶抓機遇、迎接挑戰，奮力提
高國防和軍隊現代化水平。要堅持以習
近平強軍思想指引強軍事業，貫徹我軍
現代化發展戰略，擬制好我軍建設「十
四五」規劃，以科學的路線圖、施工圖
引領發展；要堅持改革和創新，既保持
改革方向不變、道路不偏、力度不減，
突出軍事政策制度改革這個重點，以改
革促進戰力、增添活力，又堅守自主創
新戰略基點，以基礎研究和原始創新不
斷提高我軍建設科技含量；要注重人才
培養，聚天下英才投身強軍事業，同時
實質性推進軍事管理革命，讓我軍現代
化建設實現跨越式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