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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时间7月30日，凌晨5时，天刚蒙蒙亮。
夜色尚未退尽的故宫显得格外静谧。红墙在绿树的掩

映下，透出古老的味道。端门的门洞洞开，微风卷起了浮
尘，从外面向里望去，仿佛能看穿岁月，百年前一幕幕震撼
人心的历史大事跃然眼前。

“踏，踏，踏，踏……”整齐划一的脚步声响起。声音由远
及近，一下一下，砸得脚下的青石板微微颤动。脚步声带起的
威仪，就像砸入水面的巨石，激起阵阵涟漪，传向四面八方。
顺着声音的方向向前看去，一支整齐威武的队伍正迈步从
端门里走出。66双马靴同时起落，肩膀上的钢枪在晨曦中熠
熠生辉。矫健的步伐，挺拔的身躯，坚毅的表情，66人仿佛如
一。高擎五星红旗的旗手走在队伍前列，越过他的头顶向前
看去，在天安门的城楼前方，是广场上的国旗旗杆。

在这支队伍穿越天安门城楼护送国旗前进的同一时
间，北京西边的一座军营里，清亮的军哨声响起。转瞬之
间，雄壮的呐喊声响彻整个营区，口令声和回应声点燃了
早上的空气，营区的氛围沸腾了起来。片刻之后，威猛的士
兵们已经站好了整齐的队列，开始了清晨的跑操。从起床
收拾到集合出操，一切不到5分钟。

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仪仗队的一个普通
的早晨。在他们完成例行任务和训练时，北京的市民们很
多人才刚刚起床。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仪仗队，是中国唯一一支
国家级仪仗司礼部队。有人曾问，三军仪仗队到底是一支
什么样的部队？

美国总统尼克松曾称赞她是世界上最出色的仪仗队，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评价她举世无双，日本天皇向她鞠
躬致敬，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向她竖起过大拇指
……她身上背负着人民的期待、军队的荣誉、民族的尊严
还有国家的威仪。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她的出现总能引
起轰动。

在无数个电视画面中，在各个重要的国际国内活动现
场，你都能看到她的身影，如钢铁洪流，排山倒海而来，力
拔山兮，气贯长虹。

当国歌声响起时，当指挥刀拔出，礼宾枪上肩，正步抬
起的时候，你会为她欢呼，为她感动，为她流泪。

因为她那凛然不可犯的威仪姿态，就是我们心中强大
祖国的样子。

中国军人最标准的精气神

“总统阁下，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列队完毕，请您检
阅！”

7月25日，在国家仪仗队营地9600平方米的训练操场
上，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仪仗队执行队长郭凤通声音洪亮
地进行报告。

关于这句简洁的报告词，有一个有趣的细节：它不是
喊出来的，而是说和喊相结合。这样温文尔雅，不卑不亢，
更有大国端庄气度。

一丝不苟注重细节，追求完美军人形象的极致，是三军
仪仗队的铁律。从一个新兵成长为一个合格的仪仗兵要经
历3个阶段：从新兵过渡到合格的战士，从合格的战士过渡
到合格的仪仗兵，从合格的仪仗兵过渡到优秀的仪仗兵。

“要成为一个合格的仪仗兵，必须做到‘五个一流’”，
仪仗队大队长韩捷说，“就是要具备一流的政治品质、一流
的工作标准、一流的军事动作、一流的外在形象、一流的精
神状态！”

在人员选拔上，仪仗队员的征集都要经过严格的政治
考核和特殊挑选。不仅要求五官端正，男仪仗兵还要求身
高在 1.80 米以上，女仪仗兵要求身高在 1.73 米以上。即便

达标，要成为一名合格的仪仗兵，还必须经历精神、体力、
心理和生理上的艰苦磨炼。

军姿是军人最基本的姿态，也是军人形象的基础。仪仗
兵的军姿标准更高，要求更严，不仅要威武、挺拔，还要能在
炎炎烈日和凛冽寒风中，纹丝不动地站立3个小时以上。

“不光要你站正了，还要你站得好看。”仪仗队四中队
副中队长李茂廷说，“军姿的训练要求是三挺一顶一收
——挺胸、挺膝、挺颈、顶头、收腹。你只有把这些要领把握
好以后，练别的动作才能够标准。咱们在阅兵的时候看仪
仗队像钢板一块，横看竖看斜看，都是一条直线，功夫就在
腰上。你平时练的时候基础没打好，出去以后肯定出问题。
所以我们常说，一天不练，自己能感觉到；三天不练，班长
就看出来了；十天不练，外国元首也能看出来。”

正步是三军仪仗队的基本步伐，也是必修科目，队里
要求走百米不差分毫，走百步不差分秒。在仪仗队，走正步
讲究“踢腿带风，落地砸坑”。“要做到‘落地砸坑’，首先必
须做到‘不压膝盖不出腿，不压脚尖不落地’。”仪仗队女兵
中队长程诚介绍说，这样才不会有“训练伤”。

与“训练伤”的叫法相比，曾参加过1999年国庆阅兵的
军医方波更愿意把它看做身体在高强度训练下的适应过
程。仪仗大队训练处处长朱振华对此有个形象的比喻：“就
像拳击手打沙袋，手会磨破一样，这是士兵们掌握新动作
的必经之路。”

为了达到仪仗队对正步的要求，士兵们想了很多办
法：头型不正别大头针、练摆臂时拉起绳子、练踢腿时绑上
沙袋、走路时别上T形架等。有人曾经做过计算，一名仪仗
队员5年所踢出的正步，相当于一个两万五千里长征；每个
人流的汗水加起来，2年就有1吨；每个人每年最少要穿破
7双皮鞋。即便是在寒风刺骨的冬天，从他们皮鞋左右两侧
的6个透气口里，都能溢出汗水来。

“仪仗队的这个专业训练是意志力的考验。从意志力
上看你的韧性，看你的耐力，甚至看你的人品。所以我们
说，走好正步，才能走好人生。”李茂廷说。

除了军姿、正步，仪仗队队员的每一个眼神、每一个表
情也要经过专门训练。按照三军仪仗队的要求，每个仪仗
兵在面对外宾时，都要做到“神采奕奕”“不卑不亢”。为此，
他们要在迎风迎光的条件下练眼神，40秒不能眨眼、不能
流泪。他们要把自己的目光练出中国军人最标准的精气
神。

正步之后是枪法训练。仪仗兵的礼宾用枪是经过电镀
的56式半自动步枪，金色的木纹和银色的枪身显得威武大
气。在检阅场上，士兵们端着礼宾用枪走正步的样子英姿
飒爽，但是在训练中也需要一个艰苦的适应过程。

“7斤半的礼宾用枪拖得手腕生疼，中午吃饭握筷子的
手都在抖。枪放下时有一个动作要把枪杵在胳膊上，几天
训练下来胳膊都是青一块儿紫一块儿的。”仪仗队军旗手
杨仁星和海军护旗兵王建川对记者说。即便如此，在训练
之初，很多士兵在晚上休息看《新闻联播》的时候都在自发
地端枪站军姿。

为了练出威武雄壮、排山倒海的气势，仪仗官兵们付
出了常人难以忍受的艰辛。为了伟大祖国的崇高荣誉，为
了人民军队的光辉形象，为了不负人民群众的期待，汗水
伴随着每一名仪仗队员从训练场走向检阅场，正步伴随着
每一位士兵走完他的军旅生涯。

穿上礼服 执行使命

李茂廷是一位仪仗队的老兵。
2002年12月11日，是他加入仪仗队日子，也是他要记

一辈子的日子。

“我刚入伍的时候体重208斤，5个月新兵连训练之后，
体重137斤。”

入伍16年中，很多仪仗队员的故事，让他始终难忘。
其中就有这样一个兵。

“在我训练新兵的时候，一个战士的脚踝被新皮鞋磨
烂了一大块。到最后我们发现的时候，那个伤口已经变成
一个很深很大的血洞了。”

“为什么我们这么晚才发现？因为那个战士不想给集
体拖后腿，一直忍着疼练，跟我们谁也不说。到后来疼得实
在没法练了，才终于被发现。”

李茂廷说，当时我生气了，说你不行，最近不可以练
了，你在屋里边穿着拖鞋呆着，去学学条例吧。

“后来我有一天出操，休息的中间，就想回来看一看这
个战士在干什么。”

“我到了营房找不到人，后来在洗手间找到他了。”
说到这儿，李茂廷停下了，看着我。

“这个兵在洗手间光着脚，正对着镜子练习摆臂踢
腿。”

在仪仗队的采访中，有名士兵给我讲了一个任务场上
的小故事。

在一次执行欢迎外国元首的任务中，有一个士兵的脖
子上被一只吸血的大黑蚊子叮了一个包，很快变紫，鼓了起
来。但是在执行任务的全程中，他一动不动，眼皮都没眨几
下。直到退场的时候，队长才发现。别人问他，为什么你不去
挠挠，这个士兵说：“因为我穿着礼服，我在执行使命。”

讲完这个故事，士兵说：“作为三军仪仗队员，国家和
人民在看着我们。穿上军装，你首先是国家的儿子，其次才
是你父母的儿子。”

战士于可军，曾经一次随仪仗队官兵参加全军歌咏比
赛。当走到座位前准备坐下时，他发现自己的座位上没有
座板。此时，带队干部已经下达坐下的口令，于是他马上以
同样的动作蹲好，就这样扎着马步，一直坚持到比赛结束。
等他站起身来时，座位下已被汗水滴湿了一片。

战士刘远海，在一次执行任务时被后排的刺刀不慎从
左肩挑到右腰下方。背上皮开肉绽，他依然一动不动，面部
表情如初地站到最后，保证了任务不出差错顺利完成。此
时他的后背，早已经被自己的鲜血浸红。

士官田增选，在执行重大任务前，突然接到了父亲病
故的电话。他朝着家乡的方向磕了三个响头。擦干眼泪，精
神抖擞地走上检阅场。

战士尤石磊，国庆 60周年首都阅兵训练期间，母亲查
出患癌症晚期，为了不让他分心，母亲和家人都瞒着不告
诉他，还找人专门拍了一段视频给他留着，怕和他见不上
最后一面。当在电视直播画面中看到自己的儿子和战友们
迈着雄壮的步伐，踩着嘹亮的军乐通过天安门城楼时，母
亲才慢慢闭上了眼睛……

“穿上军装，你首先是国家的儿子。”
2013年1月，仪仗队组织新兵军姿考核，时间就像蜗牛

爬，每一秒钟都像是煎熬，2个小时后，新战士于仁春晕倒
在了水泥地上，他醒来的第一句话却是——

“我没有事，我还能站。”
9600平方米的演兵场走不到尽头。
每一次转身，都是新的开始。

养兵千日 用兵千日

1986年秋天，来华访问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目
睹仪仗兵的风采之后，赞不绝口。她向外交部提出了一个
特殊的要求，希望能有一名中国仪仗兵伴她中国之行。

这名被选中的仪仗兵名叫解绿江。

伊丽莎白在上海访问结束后，举行了一个答谢宴会，一
直到晚上8时多，宴会才结束。等伊丽莎白走上游轮的时候，
才发现在他身边执勤的解绿江还是像雕塑一样一动不动。

这时，他已经在颠簸的船上站了将近7个小时了。
7个小时，任风波浪摇，岿然不动。
当解绿江出色地完成了陪同英国女王的礼宾任务后，

外交部极力为他请功。三军仪仗队的答复是——
“这样的战士，我们有许许多多。”
从1952年3月组建至今，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

仪仗队走过了66年的辉煌历程。66年中，这支队伍先后圆
满完成了 4400 余次仪仗司礼任务以及国庆 35 周年、50 周
年、60周年阅兵，“9·3”胜利日大阅兵和建军90周年朱日和
阅兵，香港、澳门回归政权交接仪式，北京奥运会、残奥会、
广州亚运会、深圳大学生运动会支援任务。

近几年还圆满完成海南博鳌论坛、中非合作论坛、上
合组织峰会、“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杭州 G20 峰
会、厦门金砖五国领导会晤、韩国烈士遗骸交接仪式、女队
员参加俄罗斯、上海、香港军乐节等重大任务……

养兵千日，用兵千日。
仪仗队执行任务的密度很大，频率很高。仅 2018年上

半年，仪仗队官兵就执行任务 100 余次。在 6 月的一个周
三，在一天之内，他们就要出勤执行任务10次。

一次次的精彩亮相，一次次的完美表现，三军仪仗队
伴随着共和国前进的步伐，逐步成为享誉世界的仪仗劲
旅。

2010 年 9 月，三军仪仗队第一次成建制走出国门，由
36名官兵组成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方队，参加了墨西哥
独立200周年阅兵庆典，在墨西哥民众中引起了轰动。

2011年6月，由3名官兵组成的中国国旗组赴意大利，
参加了意大利国庆65周年暨统一150周年阅兵。

2011年7月，由23名官兵组成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
方队赴委内瑞拉，参加该国独立200周年阅兵庆典。

……
三军仪仗队所到之处，都受到了当地民众的热烈欢

迎。
2015年在莫斯科红场阅兵，当三军仪仗队高举五星红

旗，唱着俄罗斯名曲《喀秋莎》走过莫斯科红场时，全场沸
腾了起来。

“一个人唱歌是什么感觉？100个人呢？1000个人呢？如
果是1万个人跟着你一起唱呢？”

参加过红场阅兵的战士这样描述自己当时的心情。
“在世界各国，我们走过的地方，都可以看到有中国

人，手拿国旗，追着队伍，高唱着国歌前进。他们饱含热泪，
我们也同样为之感动。”

有人曾问他们，当一名仪仗兵如此苦累，会后悔吗？
“一个人一天干一件事，一年干一件事，一生干一件

事，这样长年累月地坚持重复，就没有干不好的事儿。个人
利益再大也是小事，国家利益再小也是大事。能有机会为
国奉献，是我们的荣幸！”

这是仪仗兵大队长韩捷的回答，也是每一名仪仗兵内
心的答案。

三军仪仗队到底是一支什么样的部队？
以听党指挥为核心原则，坚持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

对可靠的政治要求；
用忠诚和热血铸就仪仗方阵，把共和国的风采和尊严

展现在四海宾朋的面前；
用青春和汗水铸就英姿雄风，把人民军队的威武和文

明定格在祖国人民的心中；
这就是被中央军委授予“军旅标兵”荣誉称号的中国

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仪仗队。
一支英雄的部队！

人民军队从胜利走向胜利，彰
显了革命纪律的伟大力量。人民军
队素以纪律严明著称于世，自创建
之日起就把革命的坚定性、政治的
自觉性、纪律的严肃性结合起来，
统一意志、统一指挥、统一行动，
千军万马有令必行、有禁必止，攻

如猛虎、守如泰山。正是由于有了
建立在高度政治觉悟基础上的革命
纪律，将士们哪怕冻饿交加，也不
拿群众一针一线；哪怕烈火焚身，
也岿然不动，直至付出生命；哪怕
身陷绝境，也坚守战位，慷慨赴
死。人民军队始终是高度团结统一

的战斗集体，始终保持了强大的凝
聚力和战斗力。

历史告诉我们，加强纪律性，
革命无不胜。一支军队的力量，不
仅要看其人数，不仅要看其武器装
备，还要看其纪律性。一支没有纪
律的军队，只能是乌合之众。前进

道路上，人民军队必须用铁的纪律
凝聚铁的意志、锤炼铁的作风、锻
造铁的队伍，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
都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向前
进。

——摘自习近平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7年8月1日）

革命纪律的伟大力量革命纪律的伟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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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军仪仗队是这样炼成的

杨俊峰 程 锋 徐耀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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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图为三军仪仗队在校场上列队完毕等候检阅三军仪仗队在校场上列队完毕等候检阅。。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杨俊峰杨俊峰摄摄 图为三军仪仗队执行队长郭凤通在致报告词图为三军仪仗队执行队长郭凤通在致报告词。。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杨俊峰杨俊峰摄摄 三军仪仗队的队列三军仪仗队的队列，，横看竖看斜看横看竖看斜看，，都是一条直线都是一条直线。。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杨俊峰杨俊峰摄摄

图为图为三军仪仗队的执行队长三军仪仗队的执行队长 （（左一左一）） 与护旗手与护旗手。。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杨俊峰杨俊峰摄摄 图为隶属三军仪仗队的国旗护卫队进行升旗仪式图为隶属三军仪仗队的国旗护卫队进行升旗仪式。。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