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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天津 4 月 15 日电(记者张玉清、黄书波、张汨汨)
“一次成功的飞行表演，胜于打下一架敌机。”——— 当年周恩来
总理对空军八一飞行表演队的殷切寄语，在表演队 4 月 15 日
即党的十九大后第一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的开放训练中，
显得分外厚重。

春雨后的华北某军用机场，碧空如洗，风轻云淡。11 时
许，伴随着震耳欲聋的发动机轰鸣声，6架红、白、蓝 3 色涂装
的空军歼-10 表演机滑出停机坪，依次滑向起飞线。

“目前，世界上只有 3 个国家使用三代机进行飞行表演”。
八一飞行表演队飞行指挥员、原队长曹振说，“用我国自主研
发的第三代战机进行飞行表演，得益于改革开放后国家综合
实力的全面提升。”

始建于 1962 年的空军八一飞行表演队，先后换装了歼-
5、歼-6、歼教-5、歼-7EB、歼-7GB 和歼-10 共 6 型表演飞
机。“除了歼-5、歼-6 外，其余 4 型表演机都是在改革开放后
换装的。”曹振说，表演机型的更新换代，尤其是 8 年前换装的
歼-10，见证了中国航空工业的长足进步，表明中国空军的现
役装备跻身世界先进水平。

“起飞！”11时 16 分，在现场观众翘首以盼中，6架歼-10
表演机按照 3 机、2 机和单机顺序腾空而起，犹如离弦之箭，
直刺苍穹。

蓝天舞者，劲舞蓝天。表演机升空后快速编队，旋即用让
人眼花缭乱的动作冲击着观众的视觉，震撼着观众的心灵：单
机大仰角上升、双机对头、四机向上开花、五机水平开花……
充分展示了力量之美、速度之美、惊险之美。

双机剪刀机动分开，是世界飞行表演舞台最为惊险的动
作之一。两机相遇时，相对速度高达每小时 1500 公里。随着解
说员“400 米、200 米、100 米、50 米”的惊呼，现场观众的心仿
佛都要跳出嗓子眼。直到肉眼看到两机几乎相撞时突然交错

向上分开，观众悬着的心久久才落下来。
六机密集三角队俯冲，被航空表演界称为“魔鬼编队”动

作。飞机之间的间隔和高度差仅 1 米，距离为负 2 米。当浑然
一体的表演编队完成飞机俯冲、转弯等一连串动作后，许多观
众都忘记了按下手中的相机快门。

尽管对飞行表演的精彩早有预期，但置身表演现场，每一
名观众都觉得眼睛不够用了，按快门的手慢了……飞行员高
超的飞行驾驶技术和歼-10 飞机良好的操纵性能，给每一名
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来自北京的现场观众温红彦，不时用手机拍下空军战机
与社会公众“同框”、与祖国蓝天“同框”的震撼图景，她说，“在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里，实地目睹八一飞行表演队刀尖上的
空中芭蕾，既震撼又振奋，更加深切地感受到国家安全自信、
强国兴军自信。”

多次报道过八一飞行表演队的媒体记者王晓玉说，“每次
看到八一飞行表演队的表演，我都充满了安全感。有强大的人
民空军，我们不惧怕任何敌人。”

相比现场观众的自信，在国外观看八一飞行表演队的华
人华侨更多了一份自豪。从 2013 年首次走出国门参加莫斯科
国际航展开始，近年来八一飞行表演队先后参加了 2015 年兰
卡威国际海空展、中泰空军“鹰击-2015”联合训练闭幕式飞行
表演和 2017 年迪拜航展，并在迪拜航展的返程途中赴巴基斯
坦进行了飞行表演。

“每次走出国门，表演队都受到了当地华人华侨的热烈欢
迎。华人华侨在为祖国强大而自豪和感动的同时，也在感动着
我们。”八一飞行表演队政委刘俊义说。

他回忆，2017 年迪拜航展期间，供职于迪拜一家餐饮公
司的张俊岭，见到飞行员就邀请合影。这位 25 岁的小伙子说：
“中国空军的每一场表演我和同事们都观看，许多外国同事都

向我竖起大拇指，称赞中国空军厉害。出国两年了，我从来
没有像现在这样为作为中国人自豪。”

刘俊义说，飞行表演队是强国兴军的窗口、改革开放
的窗口、军事交流的窗口，为世界看中国、民众看军队，提
供一个重要平台。通过出国参加航展，迎宾飞行表演，与外
军同行同台竞技、互学互鉴，帮助他们树立了全球视野、世
界眼光，让他们明白了什么是世界一流、怎样超越世界一
流。

改革开放带来了国家的强盛，也让飞行表演队日益频
繁走向世界舞台；人民群众的自信和自豪，是对国家强盛的
最好认可，也是对飞行表演队的最大鞭策。成立 56 年来，表
演队先后 3 次参加国庆首都阅兵，7 次参加珠海国际航展，
为 168 个国家(地区)的 723 个代表团进行了 600 余场飞行
表演。

感恩人民、回报人民。这些年，八一飞行表演队在吉林
长春、山东潍坊、河北唐山和陕西临潼等地巡演，用“蓝天仪
仗队”独特的空中礼仪，表达不忘人民哺育之恩的空军情
怀。

25 分钟表演，精彩纷呈；22 个高难度动作，酣畅淋漓。
当最后一架歼-10 徐徐降落后，当解说员报告飞行表

演结束后，现场观众的目光仍然流连在天空。
在机场，静态展示的歼-10 同样引人注目。女飞行员陶

佳莉说，改革开放、强国兴军，成就了中国首批歼击机女飞
行员。我们既要当好优秀的表演员，更要成为出色的战斗
员，守卫空天、保卫和平。

走下歼-10、走近观众的八一飞行表演队队长曹振忠
颇有感慨：改革开放强大了人民军队，人民军队更有能力保
卫国家和人民的安宁。新时代，八一飞行表演队将努力建成
世界一流的飞行表演队，放眼世界、追求卓越、传递和平。

改革开放让中国的空天更安全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空军向民众展现歼-10 特技飞行目击记

新华社天津 4 月 15 日电(记者张玉
清、张汨汨、黄书波)空军八一飞行表演
队 15 日在华北某机场展现了一场歼-
10 特技飞行，社会公众在观摩蓝天盛宴
的同时，也参与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全民
国家安全教育日活动。军事专家王明志
在现场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八
一飞行表演队的一道道航迹，展现了强
国兴军图景、改革开放成就。他还解读了
其背后的发展与意义。

新华社记者：八一表演队成立 50 多
年发展到今天，怎样看待它的面貌与成
绩？

王明志：八一飞行表演队的成长过
程和我们国家的改革开放的成就有着密
切的关联。最直观的反映就体现在飞行
表演队的装备改进方面。成立 50 多年
来，八一飞行表演队的装备经历了 6 次
换装，其中有 4 次是在改革开放期间完
成的。目前，八一表演队使用的飞机是歼
-10A，它不仅是一款典型的三代机，而
且是我空军的现役主战歼击机。目前，世
界上许多国家空军都建立了自己的飞行
表演队，但我们可以看到，使用本国研制
的先进三代机作为表演机的国家并不
多。美国空军的“雷鸟”飞行表演队使用
的是 F-16 战斗机，美国海军“蓝天使”飞
行表演队使用 F-18 战斗机，俄罗斯空
军飞行表演队使用米格-29 和苏-27。中
国是为数不多的使用本国研制的三代机
进行飞行表演的国家。歼-10 是我国自
主研发的一款先进多用途战斗机，同时
也是我们空军的主战飞机。由此可见，在
改革开放过程中，空军的壮大与国家的
发展是同步的；表演队整体能力水平的
提升，与国家改革开放是息息相关的。

新华社记者：近年来，表演队在发挥
“蓝天仪仗队”作用的同时，越来越多地
走进民众，频繁进行开放巡演，其中传递
了什么样的信息？

王明志：作为高技术军种，空军有一
种神秘感，普通民众与空军之间也保持
着一定的相对距离，但是，空军的发展既
离不开国家在改革开放中所取得的经济
成就的支撑，更离不开国民的倾力支持。
在飞行表演中，民众可以零距离接触我
们的中国空军，直观感受中国空军的面
貌。一场飞行表演就是一次军营开放，更
是一场实实在在的国防教育和空天安全
意识教育。我们目前正处在空天时代，空
天安全关系到国家兴衰、民族命运和广
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迫切需要增强
全民的空天安全意识，关心和支持空军
的建设发展。我们中国空军八一飞行表
演队的新一代飞行员在精彩的飞行表演
中，以人机的最佳结合，向外传递了中国空军的良好形象，也展
示了一张国家名片。空军八一飞行表演队的飞行表演具有“蓝天
大礼，国家仪仗”的性质，对内可鼓舞和激励民众，对外可展示中
国的形象、中国军队的形象和中国空军的形象，如果说八一飞行
表演队使用的歼-10A 飞机展示的是中国军队和中国空军的硬
实力，那么赏心悦目的飞行表演和飞行员的能力素质则映射出
中国军队和中国空军的软实力。

新华社记者：飞行和飞行表演是怎样的关系？仅仅是“练为
看”吗？

王明志：在世界上所有国家的空军中，飞行表演队都是由飞
行员中的精英凝聚组成的。飞行表演中的各种特技动作的编排，
既展示了飞机良好的性能，也展示了飞行员高超的素质，特别是
飞行表演中连贯编排的水平机动、垂直机动以及编队协同，都具
有很强的战术意义和实战价值。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几分钟的表
演，包含着战机优越机动性能与飞行员高超飞行技术的完美结
合，折射了空军实战化训练水平的提高，反映了飞行员整体素质
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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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15 日，在第三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开放训练中，空军八一飞行表演队歼-10 飞机滑出向民众致意。

新华社发（刘川摄）
▲ 4 月 15 日，在第三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开放训

练中，空军八一飞行表演队歼-10 单机大仰角上升。

在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东北部的拜尔宰区，一处科研中
心成为 14 日凌晨美英法军事打击叙利亚的目标之一。袭击发
生后，记者看到成片的建筑已沦为废墟，浓烟依旧弥漫，像是
一座正在焚烧的大垃圾场……

一名军方人士告诉新华社记者，这处研究中心之所以会
成为袭击目标，是因为美国等国声称这里储存着叙利亚军队
的化学武器。

“假如真有化学武器，我们怎么可能还站在这里？”站在废
墟旁，该科研中心制药和化学工业发展部主任赛义德发出这
样的质问。

赛义德对记者说，化学武器在爆炸后会释放到空气中，并
很快传播开来，产生长时间的杀伤力。而他和同事们在袭击发
生后的凌晨 5时就来到现场，并没发现任何有毒气体，看到的
也只有曾经共同生活和工作的家园毁于一旦。

“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曾多次在这所研究中心进行取样调
查，最终发布的报告确认这里并没有化学武器。”赛义德气愤

地说，美国竟罔顾事实，悍然将罪恶的导弹射向了这里。
叙利亚军方发表声明说，美国等国对首都大马士革及其

以外地区的多个目标实施的导弹袭击，造成包括这处科研中
心在内的建筑受损，3 名平民受伤。

“好好的教学楼和实验室都被炸没了。”现场有人感慨道，
比物质损失更大的是无价的科研成果化为乌有。

叙利亚政府和俄罗斯军方曾多次强调，叙利亚政府所有
库存化学武器早在 2014 年就被销毁，此后禁止化学武器组织
也确认叙利亚所有化武已被销毁。

然而，美国等国多次指责叙政府军在冲突中使用了化学
武器，造成平民死伤。本月 7 日，大马士革东郊东古塔地区据
称发生“化学武器袭击”事件。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多次威胁
要对叙政府动武。

袭击过后，义愤的叙利亚民众聚集到大马士革的广场、街
道，他们挥舞国旗，高唱国歌，表达对美英法三国军事行动的
不满。

“反对侵略！叙利亚万岁！”在市中心的倭马亚广场，23 岁
的理发师穆罕默德在人群中振臂呼喊。

当被问及害不害怕袭击再次发生时，穆罕默德说，叙利亚
人在经历了这么多苦难后，“内心已经长出了盔甲”，变得十分
坚强。

他说：“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都会站在叙利亚一边。我们
不怕，因为坚强比导弹更有力量！” (记者郑一晗)

新华社大马士革 4 月 14 日电

“假如真有化武，我们怎么可能还站在这里”
来自叙利亚人的追问

美副总统称已做好再次打击叙利亚的准备
新华社利马 4 月 14 日电(记者裴剑容)美国副总统彭斯

14 日在秘鲁首都利马说，美国政府已经做好再次军事打击叙
利亚的准备，并将应对叙利亚及其盟国可能采取的报复行动。

正在利马出席第八届美洲国家首脑会议的彭斯对记者
说，美法英三国联合进行的对叙利亚的军事打击取得了“极大
成功”，打击了叙利亚进行化武攻击的能力。

当被问及为何美国不等有关叙利亚化武事件调查开启就
采取军事打击，彭斯说，“美国确信叙利亚政府进行了化学武
器袭击”。他说，叙利亚巴沙尔政府如果再次使用化学武器，将
为此付出“极大代价”。

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东郊东古塔地区日前据称发生“化
学武器袭击”事件。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事件发生后多次威胁要

对叙政府动武。美国东部时间 13 日晚，特朗普宣布，已下令
美军联合英国、法国对叙利亚军事设施进行“精准打击”。叙
利亚外交部 14 日发表声明说，叙政府强烈谴责美国、英国
和法国对叙发动导弹袭击，这一袭击再次表明美英法对国
际法的蔑视，此举将加剧世界紧张局势、威胁国际和平与安
全。叙政府还敦促国际社会谴责美英法对叙的此次袭击。

▲ 4 月 14 日，在叙利亚大马士革拜尔宰区，科研
中心制药和化学工业发展部主任赛义德在遭袭的科研
中心前接受媒体采访。 新华社发（蒙塞夫·梅马里摄）

我们在袭击发生后的凌晨 5 时就来到

现场，并没发现任何有毒气体，看到的也只

有曾经共同生活和工作的家园毁于一旦

据新华社北京 4 月 15 日电(记者柳丝、杨臻)叙利亚当地时
间 14 日凌晨，美国等国对叙首都大马士革发起军事行动。7 日
发生的疑似“化学武器袭击”事件真相未明，美国为何急着对叙
利亚动手？分析人士指出，美国之所以主导发动此次袭击，有国
内、国际多重原因。

首先，叙利亚局势发展迫使美国出牌。
叙利亚内战 7 年多来，巴沙尔政府非但没有被美国支持的

反政府武装打垮，还逐步取得了战场主动权。美国不愿看到巴沙
尔政府扩大战果，稳固政权，因而不得不出手。

第二，美国外交鹰派得势。
化学武器是奥巴马政府划定的对叙进行军事干预的“红

线”。伊拉克、阿富汗和利比亚战争的教训在前，奥巴马坚持主张
不让美国陷入叙利亚危机。但这一对叙政策饱受国内共和党鹰
派诟病，这些人一直主张对叙动武。

特朗普上任以来，其外交和安全团队经历多轮变动，候任国
务卿蓬佩奥外交立场强硬，而上任不久的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
理博尔顿则是知名“鹰派”人物。化学武器既是“红线”，也是打击
叙利亚的借口。咬住这一借口，博尔顿已经展示其“战争鹰派”的
做派。

第三，实施排除异己的中东新战略。
特朗普政府的新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描述了其中东

政策的大致方向，即“美国不希望中东被任何敌视美国的势力所
主导”。在美国眼里，这里的敌视势力自然包括俄罗斯与伊朗。

特朗普政府执政一年多来，在中东采取了一系列动作，包括
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并启动使馆搬迁计划，多次威胁退
出伊核协议，加强同沙特的同盟关系等等。此次叙利亚疑似“化
学武器袭击”事件发生后，美国立即同时将矛头指向俄罗斯和伊
朗，指责二者是叙利亚的背后靠山。

第四，转移国内政治压力。
目前，特朗普面临团队人员不整、“通俄门”调查步步紧逼的

困局。
在自身团队方面，特朗普上任一年多来，核心团队接连换

人，尤其是今年 3 月更换了国务卿和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在外部压力方面，针对特朗普的调查仍在深入。特朗普私人

律师迈克尔·科恩的办公室、住所等 9 日突然遭到联邦调查局
(FBI)的调查。特朗普对此事的反应异常强烈。

目前美国中期选举临近，民主党人在各州摩拳擦掌欲夺回
失地。特朗普在国内可谓是前有路障、后有追兵。从这一局面看，
一场迅速且简短的海外军事行动是转移国内矛盾和焦点的有效
手段。

美国为什么急着对叙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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