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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日，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阅兵盛典在北京举行。
十里长街，铁流滚滚，浩荡而来；秋日长空，战机翱翔，傲视苍穹……

宏伟的天安门见证着盛大阅兵的一个个精彩瞬间。

国庆佳节之际，神州大地山河壮丽、万
众欢腾，首都北京花团锦簇、旌旗飘扬。

蓝天丽日下，天安门城楼庄严雄伟。城楼
红墙正中悬挂着毛泽东同志的巨幅彩色画像。
城楼檐下8盏大红灯笼引人注目，东西平台上8
面红旗迎风招展，烘托出喜庆的节日气氛。

上午9时57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
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城楼主
席台，向广场观礼台上的各界代表挥手致
意。全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天安门广场上的大型电子屏幕中出现
了 钟 摆 的 画 面 。 1949、1959、1969……
2019，随着钟摆，年份数字依次显现。报时
钟声响起，10时整，庆祝大会开始。

全体起立，70响礼炮响彻云霄，国旗护
卫队官兵护卫着五星红旗，迈着铿锵有力的
步伐，从人民英雄纪念碑行进至广场北侧的
升旗区。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合军乐团奏响
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歌，鲜艳夺目的五星红旗冉冉
升起，在天安门广场上空迎风飘扬。

随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首先
代表党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全国政协
和中央军委，向一切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
放、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建立了不朽功勋
的革命先辈和烈士们，表示深切的怀念，向
全国各族人民和海内外爱国同胞，致以热
烈的祝贺，向关心和支持中国发展的各国
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

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70年前的今天，
毛泽东同志在这里向世界庄严宣告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
了。这一伟大事件，彻底改变了近代以后
100多年中国积贫积弱、受人欺凌的悲惨命
运，中华民族走上了实现伟大复兴的壮阔
道路。70年来，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艰
苦奋斗，取得了令世界刮目相看的伟大成
就。今天，社会主义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
东方，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撼动我们伟大祖
国的地位，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中国人
民和中华民族的前进步伐。

习近平强调，前进征程上，我们要坚持
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全面贯彻执行党
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不断满
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创造新的
历史伟业。我们要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
制”的方针，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
推动海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团结全体中
华儿女，继续为实现祖国完全统一而奋
斗。我们要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奉行互利
共赢的开放战略，继续同世界各国人民一
道推动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人民解
放军和人民武装警察部队要永葆人民军队
性质、宗旨、本色，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
全、发展利益，坚决维护世界和平。

习近平强调，中国的昨天已经写在人
类的史册上，中国的今天正在亿万人民手
中创造，中国的明天必将更加美好。全党
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起
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继续把我们的人
民共和国巩固好、发展好，继续为实现“两
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习近平讲话结束时，全场响起长时间
热烈的掌声。

10时15分，阅兵仪式开始，标兵就位，
军乐团吹响阅兵式号角。习近平乘坐红旗
检阅车，经过金水桥，驶上长安街。阅兵总
指挥、中部战区司令员乙晓光报告受阅部
队列队完毕，习近平下达检阅开始的命
令。中国共产党党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旗、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在受阅部队最前
方迎风招展，习近平驱车行进至党旗、国
旗、军旗前，向旗帜行注目礼。

雄壮的军乐声中，习近平乘车沿着宽
阔的长安街，依次检阅15个徒步方队、32
个装备方队。近15000名受阅官兵整齐列
阵、英姿勃发，580台受阅装备在阳光下熠
熠生辉。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
代的首次国庆阅兵，也是共和国武装力量
改革重塑后的首次整体亮相。

检阅车徐徐前行，全军将士激情满
怀。“同志们好！”“同志们辛苦了！”习近平
的亲切问候振奋军心。“主席好！”“为人民
服务！”受阅官兵的响亮回答声震长空。习
近平乘车驶回天安门途中，受阅官兵齐声
高呼：“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

检阅完毕，习近平登上天安门城楼。
10时43分，空中护旗梯队拉开了阅兵分

列式的序幕，3架直升机分别悬挂中国共产党
党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中国人民解放军
军旗，同其他直升机组成编队飞过天安门上
空。随后，20架直升机组成巨大的“70”字样，
象征中华人民共和国走过70年光辉历程。

天安门前，仪仗方队高擎党旗、国旗、
军旗，沿着东长安街阔步走来。气势如虹
的领导指挥方队、陆军方队、海军方队、空
军方队、火箭军方队紧随其后，展示钢铁长
城的时代风貌；战略支援部队方队、联勤保
障部队方队、院校科研方队、文职人员方队
首次亮相国庆阅兵，显示改革强军的崭新
气象；武警部队方队步伐铿锵，展示忠诚卫
士的使命担当；女兵方队英姿飒爽，展示巾
帼不让须眉的豪迈情怀；预备役部队方队、
民兵方队亮相阅兵场，体现我国后备力量
建设的时代风采；维和部队方队威武雄壮，
体现中国军队作为和平之盾的贡献与力量
……15个徒步方队，迈着雄健的步伐依次
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祖国和人民检阅。

100面鲜红的战旗迎风飘扬，战旗方队
出现在天安门广场。人民军队基因血脉永
不磨灭，永远传承。马达轰鸣，震天动地。
32个装备方队分为陆上作战、海上作战、防

空反导、信息作战、无人作战、后装保障、战
略打击7个模块，按照联合作战编成隆隆驶
来，接受检阅。这次受阅装备全部为中国
制造，40%为首次亮相。

振翅长空，雄鹰翱翔。11时23分许，
11个空中梯队从远方呼啸而来，全场目光
投向天安门上空。领队机梯队拉出7道彩
烟，开启了空中梯队的帷幕。预警指挥机
梯队、海上巡逻机梯队、运输机梯队、支援
保障机梯队、轰炸机梯队、加受油机梯队、
舰载机梯队、歼击机梯队、陆航突击梯队依
次低空飞过。教练机梯队划出7条彩带，向
共和国献上生日祝福。

看到受阅部队军容严整、军威雄壮，习
近平等领导同志频频鼓掌，现场观礼的各
界代表神情振奋、掌声如潮。

11时32分，广场电子屏幕上出现“伟大
的中国人民万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等标语，现场
合唱团唱响《今天是你的生日，中国》，以“同
心共筑中国梦”为主题的群众游行开始。

游行分“建国创业”“改革开放”“伟大复
兴”三个篇章，10万群众、70组彩车组成36个
方阵和3个情境式行进。高举巨幅国旗的
1949名青年组成国旗方阵率先走来。70年
前，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
起。随后走来的是由2019名青年组成的国
庆年号和国徽方阵。一曲《红旗颂》奏响，21
辆礼宾车组成的致敬方阵徐徐驶来。车上
是老一辈党和国家、军队领导人亲属代表，
老一辈建设者和亲属代表，新中国成立前参
加革命工作的老战士，老一辈军队退役英
模、民兵英模和支前模范代表。

第一篇章“建国创业”，由“开天辟地”
“浴血奋战”“建国伟业”“当家作主”“艰苦
奋斗”5个方阵组成。当游行队伍簇拥着毛
泽东巨幅画像经过天安门时，现场迸发出
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第一篇章在情境式
行进“青春万岁”中结束，少男少女骑着自

行车穿梭而过，红色长纱巾流动成梦想之
圆，绘成一道年代风景。

第二篇章“改革开放”，由“关键抉择”
“希望田野”“春潮滚滚”“与时俱进”“一国两
制”“跨越世纪”“科学发展”“众志成城”“圆
梦奥运”9个方阵组成。当游行队伍先后簇
拥着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巨幅画像经过
天安门时，全场一次次迸发出热烈的掌声
和欢呼声。第二篇章在情境式行进“东方
雄狮”中结束，中国功夫和舞狮表演精彩互
动，激昂的鼓点催人奋进。

第三篇章“伟大复兴”，由18个方阵组
成。当簇拥着习近平巨幅画像的“伟大复
兴”方阵出现时，热烈的掌声和如潮的欢呼
响彻全场，把群众游行推向高潮。随后走来
的“创新驱动”“区域协调”“乡村振兴”“民主
法治”“民族团结”“凝心铸魂”“中华文化”

“立德树人”“体育强国”“脱贫攻坚”“美好生
活”“绿水青山”“人类命运共同体”“从严治
党”“不忘初心”等方阵，全面展现党的十八
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
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
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实现的历
史性变革和取得的历史性成就。

群众游行接近尾声，最后一个方阵“祖
国万岁”走向天安门。“我和我的祖国，一刻
也不能分割……”动听的歌曲、动人的舞
姿、灿烂的笑容，向祖国母亲献上最热情的
礼赞和最美好的祝愿。

随着7万羽和平鸽展翅高飞，7万只气
球腾空而起，《歌唱祖国》的激昂乐曲、歌声
在整个广场回荡，游行群众朝着天安门城
楼方向欢呼致敬，习近平等向各界群众挥
手致意。城楼上下连通真情交汇的心桥，
广场内外成为欢歌笑语的海洋，共同庆祝
中华人民共和国70华诞，共同祝愿中国和
世界的明天更加美好。

庆祝大会历时2小时40分钟，于12时
40分圆满结束。 据新华社电

铿锵玫瑰，在天安门前盛放。英姿飒爽的女
兵方队，迈着整齐的步伐接受检阅。这些女兵来
自狙击手、飞行员、导弹手等多个战斗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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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70周年阅兵 大精彩瞬间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

新型全地
型作战车机动
灵活，空中突击
旋翼机展翅欲
飞……被称为

“体系战士”的
36 辆新型特战
装备，在阅兵场
上惊艳亮相。

由 火 箭 军
和海军7个装备
方队、百余台型
号不同的“大国
重器”混编成战
略打击模块，浩
浩荡荡行驶在
长安街上。东
风-26核常兼备
导弹方队亮相。

“炮神”来
了！8台箱式火
箭炮组成的钢
铁巨阵，滚滚而
来——刚毅威
武的外形、突破
常规的设计，首
次亮相就让人
们震撼。

头戴蓝色贝雷帽的维和部队方队，意气风
发地正步行进。网民盛赞，“中国蓝盔”最具国
际范儿。

大国长剑，浩荡东风。
总长超过20米的“大胖墩”
东风-41 洲际战略核导弹
方队压轴出场，“国之重器”
终于在世人面前揭开了神
秘面纱。

守 不 忘
战 ，将 之 任
也。在领导
指挥方队，25
位将军组成
第一排面走
来；在 100 面
战旗迎风飘
扬的战旗方
队前面，五大
战区主要指
挥员乘着战
车并排驶过
天 安 门 ……
将星闪耀，吸
睛无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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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检阅受阅部队。 本版图片均据新华社图

参加游行的群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