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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电 10月21日，坦桑尼亚总统基奎特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在从首都机
场前往钓鱼台国宾馆的国宾车队中，出现了摩托车护卫队——十余辆威武的摩托车，呈雁翅型队形，护卫着
来宾乘坐的红旗礼宾车队。摩托车护卫是多数国家给予到访外国元首、政府首脑等政要的一种最高礼遇和
一项严格安全保卫措施，是国际上很多国家通行做法。英姿飒爽的护卫队伍不仅是对外国来访贵宾的尊
重，更是我自强自信大国风范的有力彰显。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曾实行过摩托车护卫，这次是重新恢复。

第一代：捷克“佳娃”

1954年摩托车护卫队刚成立时，
护卫队购置了捷克产的“佳娃”牌红色
两轮摩托车。该车结构简单，操纵方
便，油耗省，速度快。

第二代:国产“长江”750

第二代护卫队员驾驶的全部是国
产“长江”750型摩托。“长江”750型
摩托忠实地保留了宝马R71的几乎
全部特征。从 1964年起，长江750
就被列为新中国部队常规装备，仅
1964年到1966年的三年时间里，洪
都机械厂就生产并交付部队3789辆
长江750三轮军用摩托车。如今，长
江 750 在 欧 美 市 场 上 叫“Black
Star”，它的古典造型仍吸引着一批
忠实的国内外爱好者。

第三代：泰山牌摩托

文革后，重新恢复的摩托车护卫队
的座驾则换成了公安部特别为国宾护
卫制作的泰山牌摩托车。泰山牌摩托
车通体白色，在红色警灯的陪衬下，让人
耳目一新。

第四代：宝马R850RT

此后，摩托护卫队的坐骑又经历
了5代换型，先是本田750，体形比较
笨重，后为本田650,相对来讲轻巧
灵活，并且动力强劲、安全稳定、经济
耐用。接着是宝马 R80，排气量
800ml。最后是“宝马R850RT。价
值30万人民币左右，具有“拳击手”美
称。

第五代：自主“春风”650G

CF650G外观整体呈现深厚的本
国精神内涵——车辆前脸，似天安门
雄狮，威武庄严，独一无二；车身以白
色为主色，配以中国最为传统的红黄
色彩，分别象征着冉冉升起的五星红
旗，蜿蜒壮丽的万里长城。

CF650G摩托从研发到投产，仅
用了半年。到目前为止，CF650G已
申请了27项专利，包括4项发明专
利。

它是国内第一款装ABS防抱死
制动系统和全车LED灯的摩托，最高
车速170公里/小时，可以紧急停车并
完成180°的转弯。

摩托车拥有 650CC排量，在零
下20℃低温环境下能一次性发动，
而一般摩托车只能保证在零下10℃
下发动；摩托车上的内置座垫气囊
是可以调节的，能满足身高 1.75 米
以上骑乘者的需求。另外，车挡风
镜还是电动升降调节的，并具有位
置记忆功能；车上有多频无线、多线
通讯，头盔里还有内置蓝牙，可以与
机载电台实时通讯，通讯接收距离
不小于30公里。

（杨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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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坐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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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宾摩托护卫队

国宾摩托车护卫队重装上阵
呈雁翅型队形护卫主宾车

车队一上街
就吸引住了
行人的目光

1954年6月，继中国人民解放
军三军仪仗队组建之后，中央人民
政府下令在迎送外国元首的仪式中
增设国宾摩托车队护卫，一则体现
新生的共和国是礼仪之邦，二则这
种迎宾礼仪在当年的世界各国都很
盛行。经政务院研究决定，这一任
务就落到了北京市公安局的肩上。

北京市公安局将这项特殊任务
交给了市交通大队，市交通大队队
长李非亲自挑选了年龄、身材、相貌
等条件都相当的刘长仪、凌长礼等
四名交通民警，组成了我国第一支
国宾车队摩托护卫队。

护卫队的首要任务是训练。由
于当时中国没有能力生产摩托车，拥
有摩托车的部门很少。交通大队没
有可供训练的摩托车，而用于护卫的
摩托车购置费尚未下拨，于是队长李
非就四处借了两辆旧摩托车，带着队
员们开始了训练。四名民警很刻苦，
三个月后，起步停车、窄路驾驶、弯路
驾驶等驾驶技术已经非常娴熟了。

接着，李非队长又带着队员们
开始选购摩托车。

挑来选去，大家选择了捷克产
的“佳娃”牌红色两轮摩托车。摩托
车选定后，为了节约开支，队员们没
有另外制作礼服，就穿着平时执勤
时的制式警服，当时的警察制服是
全国统一的50式人民警察服装。

在摩托护卫队正式开始“处女
行”之前，队员们首先在北京的主要
街道上实地演练。适逢1954年国庆
节，李非队长乘坐一辆侧三轮摩托
车，引领着他的摩托护卫队驶上街
头，四名身着米黄色警服、白套袖、白
绑腿、黑皮鞋的摩托护卫队员，各自
驾驶一辆崭新的红色两轮摩托车徐
徐前行，一下子就吸引住了街上行人
的目光。那时的北京街头只有为数
不多的有轨电车和公共汽车，很少见
到摩托车往来，特别是没见过全副武
装的警察驾驶摩托车出现在街头，这
下的确让北京的市民开眼了。

摩托护卫队在城区各条大街上
风风光光地演练了三天，熟悉了迎
宾路线，也熟悉了摩托车性能。

国庆节刚过，摩托护卫队接到
第一个任务:1954年10月19日为
访华的印度总理尼赫鲁和女儿英迪
拉甘地夫人及其一行开道护卫。

10月19日，四名摩托护卫队员
正式上阵了。尼赫鲁一行在西郊机场
下飞机后，受到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
导人的迎接及一万多群众的夹道欢
迎。护卫队员们按照事先演练的既定
动作，适时启动摩托车，待周恩来总理
和尼赫鲁总理上了敞篷汽车后，四辆
摩托护卫车左右相护，缓速驶离西郊
机场，一路安全送达前门东郊民巷8
号饭店，圆满完成了护卫任务。

第一次顺利完成摩托护卫任务，让
队员们既兴奋又自豪。之后的国宾护
卫任务，他们也完成得一次比一次好。

1984年7月12日，隶属于武警北
京总队的国宾车队摩托护卫队正式成
立，一批综合素质上乘的武警战士被
选进护卫队，他们以更系统、更刻苦的
训练方式，进一步提高了国宾摩托护
卫队的水平。

2003年12月18日，国宾车队摩
托护卫队接到任务，护卫应国家主席
胡锦涛的邀请来华访问的以色列国总
统摩西·卡察夫从钓鱼台国宾馆到人
民大会堂。驾驶护卫队头车摩托的是
护卫队指导员陈鑫，陈鑫清楚地记得
那是自己第72次执行摩托护卫任务，
也是武警国宾车队摩托护卫队组队19
年来第 1680次担负摩托护卫任务。

但他没想到，全体队员们也没想到，这
是国宾车队摩托护卫队最后一次执行
任务。四天后，他们才得知取消国宾
车队摩托护卫队的决定。

我国每年接待近40起外宾来访，
为国宾车队安排摩托车护卫，必须在
长安街清出三条车道，同时封闭相关
路段。国宾车队经过路段的交通，长
时间难以恢复正常，给人民群众的出
行带来许多不便。此外，最初国宾车
队摩托护卫队的“护卫”性质已逐渐
被“礼仪”所取代，为此，我国政府决
定，从2004年 1月 1日起，取消为国
宾车队安排礼仪性摩托车护卫礼
仪。国宾车队摩托护卫队创造的辉

煌由此告一段落。
2003年的最后一个早晨，在北京

亚运村一处临街的不起眼的院
落里，40余名国宾车队摩托
护卫队员整齐排列，装束如
昨：礼宾服、马靴、头盔。不同
的是，没有了往日出勤时的马
达轰鸣声，也不见飒爽英姿队
员们脸上的兴奋。队员们向
爱骑作最后的告别，轰轰烈烈
的摩托车护卫明天起将成为
历史。队员们难免伤感，
才搞了这个告别仪式，以
示纪念护卫队近半个世
纪的光辉历程。

1961年春，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
理处直属中队训练的第二批国宾摩托
护卫队员完成训练任务，接替了第一
批护卫队员。第二代摩托护卫队员共
15名，驾驶的全部是国产“长江”750
型摩托车，队员身着 59式藏青色警
服，夏季则着白上装，白色头盔，黑皮
鞋。摩托车护卫阵容增至九人九车。

“文革”前，由于花费在对外礼仪
上的人力、物力、财力较大，政府逐步
对礼宾制度作了一些改革，取消了专
机护航的做法，但是国宾车队摩托车
护卫依然保留。“文革”开始后，国宾摩
托车护卫和鸣放礼炮这两项重要礼宾
制度被取消。

“文革”结束后，逐步恢复了国宾
欢迎仪式，1981年9月，国务院批准，
重新恢复国宾车队摩托车护卫。恢复
后的国宾摩托护卫队依然由北京市公
安局交通管理处直属中队的交警担

任，算起来，这已经是第三代国宾车队
摩托护卫队了。

自20世纪80年代起，一些重要的
国际会议开始将防范恐怖主义问题列
为重要议题之一，这样，国宾摩托护卫
队的“护卫”性质就超出了“礼仪”的范
围。由于国产摩托车的速度跟不上国
宾车队高级轿车的行进速度，为配合
搞好安全警卫任务，自1982年起，国
宾摩托护卫队换骑了动力强劲、安全
稳定、经济耐用的日本“本田”摩托车。

国宾摩托护卫队队员们记忆最深
的，是1984年4月26日为美国总统里
根访华担任护卫任务。里根是中美两
国自1979年建交以后访问中国的第
一位在职的美国总统。并且，里根访
问北京时，正值国际恐怖活动频繁之
时，为此，公安部特别强调，摩托护卫
队在迎接里根途中不能有任何闪失，
要确保万无一失。

里根总统的贵宾车队很庞大，公
安部采取了非常措施，部署了封闭式
行车路线。美国代表团在京的最后一
天，里根总统到长城饭店举办答谢宴
会，沿途道路就封闭了5个小时。在这
种情况下护卫，使每一位摩托护卫队
员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世界上很多
政治和恐怖暗杀事件都发生在被害目
标乘车途中，这就意味着护卫队员肩
负责任的重大，国宾一踏上中国国土，
护卫队员就是最前沿的战士，国宾的
安全是护卫队员不可推卸的职责。

北京的4月是凉爽的，国宾摩托护
卫队员们身着单薄的毛料制服，全神贯
注地引领着车队浩浩荡荡地驶上西长安
街，又沿西长安街安全驶向钓鱼台国宾
馆。虽然天气有些凉，驾驶的摩托车又
是风驰电掣般，但是，完成任务回队后，
摘下头盔，脱下长靴，大家才发现，因为
高度紧张，每个人竟然都浑身大汗。

摩托护卫队有着辉煌的历史，他们护
送过许多大人物，美国总统里根，印度总
理尼赫鲁，埃及总统穆巴拉克等等，并以
专业和潇洒的表现赢得了多位政要的赞
扬。

护送的过程看似平静，但变数随时可
能发生。摩托护卫队也曾经历过数个惊
魂瞬间。

1985年5月下旬，葡萄牙总统埃亚内
斯偕夫人来中国进行友好访问。停留数日
后，葡萄牙总统埃亚内斯一行离京回国。国
宾车队驶入长安街后，在东单路口，前导车
王峰突然发现马路右侧有一挟着黑色皮包
的男子，越过警戒线向主车道奔来。王峰紧
急按响了警报，警告他立即离开，同时，提示
后卫队员注意情况。可这人不仅没有停止，
相反却加速向马路中央闯来。情急之下，王
峰加大油门向右猛打方向，在距此人半米
时，一个急速90度转弯，拦住了他的去路。
慌乱之中，该男子继续夺路奔跑。这时，紧
随其后的护卫队员王申三、韩守红驾驶摩托
车一左一右把这位患有精神疾病的男子挟
在当中，国宾车队呼啸着安全通过。

1988年1月28日10时，应中国政府
邀请，挪威首相布隆特兰抵京。就在国宾
护卫车队向钓鱼台国宾馆疾驶时，在光华
路地段，担负左前卫任务的护卫队员丁怀
国发现左前方胡同里冲出一辆不知情的
面包车。眼看国宾车队就要和面包车相
撞了，丁怀国猛地加大油门，400多公斤
重的坐骑对准面包车撞去，面包车在摩托
车的强力冲击下，车尾向左猛的旋转，被
撞到了一边。外宾车队呼啸而过，没有受
到任何影响。丁怀国却被抛出3米多远，
重重地摔在了马路上，顿时昏迷过去。经
诊断：他的右大臂粉碎性骨折、颅脑严重
受损。

国宾护卫、鸣放礼炮、检阅三军仪
仗队是国际礼仪活动中的三大最高礼
仪。因此对国宾护卫专用摩托车辆
的要求十分严苛。除了需要保证使
用中不出现丝毫意外故障的超高
品质外，还必须在外观、动力、安
全、科技、操控、舒适等综合领域
符合国家外事形象的至高标
准。

护卫队员除具备政治合
格、身高在1．75米以上基本
条件外，还要在训练中经过体
能、技能、心理素质等方面1 0
多道难关的考验，以便熟练掌握
过高架桥、悬轮过独木桥、飞车
过断桥、行车交换驾驶员、
360度急调头等摩托车驾
驶高难动作，练就擒拿格
斗、准确射击、快速应变等
绝技。

摩托护卫队的
惊险瞬间

2003年底，护卫队员列队告别心爱的
坐骑“宝马”摩托车。 (资料图片)

护送完里根后，每个队员都浑身大汗

2004年，轰轰烈烈的摩托车护卫被取消

摩托车护卫是多数国家给
予到访外国元首、政府首脑等政
要的一种最高礼遇和一项严格
安全保卫措施，是国际上很多国
家通行做法，执行这项任务的护
卫队被人们称为行进中的“护卫
使者”，流动的“仪仗队”。1954
年6月，继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
仪仗队组建之后，中国政府下令
在迎送外国元首仪式中增设国
宾车队摩托车护卫。1954年10
月19日，印度总理兼外长尼赫
鲁成为摩托护卫队护卫的第一
名国宾。 1984年7月12日，隶
属于武警北京总队的国宾车队
摩托护卫队正式成立，被誉为

“中华第一骑”。截至2003年，
国宾护卫队共安全迎送外国领
导人523位，执行护卫任务1680
次，并先后荣立集体一等功1
次、二等功2次、三等功6次，曾
被总部授予“基层建设标兵中
队”荣誉称号。2004年1月1日
起，出于简化礼仪，缓解北京交
通的目的，中国政府决定取消摩
托车护卫礼仪。 2014年10月
21日，中国重新恢复了摩托车
护卫队，第一个接待的国宾是坦
桑尼亚总统基奎特。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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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V字”国宾宝马摩托车护卫队。

国宾护卫队新"铁马”为
春风650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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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4日，摩托车
护卫国宾车队经三里河
路驶入复兴门外大街。

当日，摩托车护卫国
宾车队参加在北京人民
大会堂举行的外事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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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4月15日，国宾车在摩托护卫
队的护卫下缓缓驶出机场。

中华第一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