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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浪蒸腾的机场跑道上，4架轰
—6K战机发出震天撼地的巨大轰鸣。

“起飞！”随着塔台指挥员、某团副
团长杜伟一声令下，健硕修长的战机
如同离弦之箭直冲蓝天。

“今天训练从关中腹地远程机动
至某区域，是一次例行的突防突击训
练。”杜伟指着监控显示屏上一块椭圆
形区域告诉记者。

“例行”二字，波澜不惊，内藏乾
坤，浓缩着这支轰战机部队向战而飞、
不断突破的历程。

2015年2月16日，习近平主席视
察航空兵某师。他登上战机，坐进驾
驶舱，了解装备性能，体验操作使用。
习主席勉励大家按照“地面苦练、空中
精飞”的要求摔打磨砺自己，以极端负
责的精神精心维护保障战机，不断提
高技战术水平，做到一旦有事就能闻
令而动、克敌制胜。

“我们正式接装被称为‘战神’的
轰—6K战机后，去海岛、上高原、飞阅
兵、出国门，大项任务接踵而至，极大
地锤炼了部队的作战能力。”师政委邵
山介绍，全师上下牢记领袖嘱托，潜心
练兵备战，新机型迅速形成战斗力。

“4个机组、8轮投弹，我们成绩遥
遥领先。同场竞技的兄弟单位赞叹，

‘你们临空轰炸的精度，达到了精确制
导的水平！’”刚刚带队参加完“金飞
镖”比赛归队的某团政治工作处主任
寇玉清自豪地说。

“金飞镖”奖代表着中国空军飞行

人员突防突击能力的最高水平，是中
国空军突防突击的至高荣誉。这也是
习主席视察以来，这个师夺得的第4
个“金飞镖”。

“今年‘金飞镖’比赛从考核设置
上就比以往更难，比如新加入了高空
转低空的精准投弹，我们在做航迹规
划的时候，还必须主动把电子干扰、
战术规避等战术背景考虑进去。”寇
玉清说。

站在“神威大队”会议室，楼下操
场上的世界地图造型清晰可见。“胸
怀全球，放眼世界。我们大飞机要有
大格局、大担当。”师长杨德山说。

这名拥有29年军龄的特级飞行
员驾驶过轰—6甲、轰—6H、轰—6K

和某新型轰炸机四种机型。“机型的
变化带来的是我们战术战法、作战理
念的变化。比如，以前用轰—6H，我
们是不可能想到要飞出国门的。”杨
德山说。

“2014年，在制定宫古海峡飞行
计划时，当时的师长问我怕不怕，我说

‘不怕，因为我们有一个强大的祖
国’。”杨德山说。

那次飞行回来，杨德山送给每名
飞行员一个地球仪。“作为新时代的中
国空军飞行员，要有战略眼光，要有全
球视野。”

“为了适应人民空军战略转型，我
们每名飞行员办公桌里除了原来的中
国地图册，又多了本世界地图册。”带

领团队连续两年斩获团体第一的“金
飞镖”机长李伟杰办公室里有一幅占
了整面墙的航空军事运输图，上面密
密麻麻地标着全国的航路航线。

李伟杰解释：“近年来，部队实弹
实装训练增多、区域范围扩大，从高原
到海岛，需要熟悉各地地形。”

2017年 11月，这个师3次前出
第一岛链。在南海、宫古海峡、巴士
海峡的训练飞行，让这支关中腹地的
轰炸机部队不断贴近实战：从双语喊
话到国际飞行动作释义，从地勤空勤
远距离保障到国际法学习，从陌生机
场起降到机密文件的安全措施……
官兵们“一战一总结”，推动军事斗争
准备不断落实落细。

“遇到他国战机没啥紧张的，只要
我们是按照国际法规定飞行，就不要
让。我飞宫古海峡的时候，来回都遇
到了某国战机抵近侦察，向我们‘亮肚
皮’‘插队’。我坚决顶住，保持队形，
最后某国歼击机灰溜溜地飞走了。”杜
伟说。

“祖国的山河太美了！这么美的
大好河山，决不能在我们手上丢了！”
这是所有执行过南海飞行任务官兵最
常说的一句话。

“除了海岛飞行，我们还深入西
部荒漠、高高原、东北极寒地区等进
行飞行训练。”飞行员李传跃说，近两
年，他们不断创新战术战法，训练重
难点课目。

“我们很幸运，赶上了轰炸机发展
最好的年代。”杨德山说，“我们目前的
任务，就是在完成现有训练任务的基
础上，深挖装备潜能，做到任何地域飞
得起、打得赢。同时，还要加强培养下
一代远程轰炸机人才。我们近年获得

‘金飞镖’的机组都是年轻人，最年轻
的一名飞行员从军校毕业才两年。”

采访返回，记者听到头顶有战机
轰鸣而过。看表，接近零时——应是
夜训的战机归队了。

机场跑道一片漆黑，只有塔台零
星的灯光闪烁。城市和大地正在沉
睡，守卫着这片和平的人们一刻也未
曾闭眼。

（新华社西安8月24日电 记者
李宣良 卢东方 田定宇）

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我们在战位报告

雷霆“战神”向战而飞
——空军航空兵某师牢记嘱托备战打仗记事

人间重晚晴

夕阳无限好，人间重
晚晴。

当前，我国60岁及
以上老年人口已超过
2.5 亿。让所有老年人
都能老有所养、老有所
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安
——这是习近平总书记
对亿万老年人深切的牵
挂。

从推动公办养老机
构改革，到全面放开养老
服务市场，再到居家适老
化改造工程“提速”，党的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我
国在养老服务领域改革
“实招”“硬招”不断落地，
给老年人带来了实实在
在的获得感。

兜住底
公办养老机构改革

按下“快进键”

早晨八点半，成都市第一社会福利院的花园里传出阵阵音乐
声。树荫下、凉亭里，老人们有的打太极、有的喝茶聊天，悠然自得。

“在这儿不仅三餐不愁，还交到了好朋友。”85岁的特困老人
唐学孝入院前，一直独居在只有十几平方米的廉租房里，吃喝拉撒
都要靠自己。2018年，在社区工作人员的帮助下，老人顺利入院，
过上了“老有所养”的新生活。

作为兜底保障工作的重要一环，公办养老机构应优先保障孤
老优抚对象以及经济困难的孤寡、失能、高龄老年人需求，为他们
提供无偿或低收费的供养、护理服务。但长期以来，“一床难求”一
直是公办养老机构头上挥之不去的“阴霾”。

近年来，在民政部等部门推动下，公办养老机构改革深入推
进，从在全国范围内确定240家单位进行公建民营试点，到鼓励公
办养老机构延伸服务，为周边社区、农村提供支持……

成都市第一社会福利院院长陈坤介绍，在当地政府支持下，福
利院实现了整体搬迁。如今，12层高的疗养楼里，各类设施一应俱
全，床位数也从此前的300余张增加至600张，服务能力大大增强。

城市之外，农村留守、独居和困难老人的养老往往是最容易被
忽视的问题。

对农村养老机构实施标准化改造，建设政府扶持得起、农民用
得上、服务可持续的农村互助养老设施……在各地积极努力下，改
革的暖流正从城市延伸到乡村。

民政部数据显示，到2019年底，全国已有农村特困供养机构
约2万家，已登记敬老院共有床位165.32万张。

添活力
社会力量托起“夕阳红”

到2019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已达2.54亿人，占总人
口比例达18.1%。作为托起“夕阳红”的“朝阳产业”，养老服务
业的发展需要社会力量的广泛参与。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老年群体数量庞大，老年人用品和
服务需求巨大，老龄服务事业和产业发展空间十分广阔。

从2013年发布的《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
到2019年的《关于推进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近年来，我国民办
养老机构行业准入标准进一步放宽，投融资渠道进一步扩大。
更具活力的社会力量的加入，让养老服务市场焕发着勃勃生机。

在位于广州市海珠区的民办养老机构“榕悦”，87岁老人曾
锦棠已经度过了一年多充实而快乐的时光。

“到点吃饭，困了休息，不舒服了可以做理疗，无聊了也有各
式各样的娱乐活动可供选择。”曾锦棠说，选择这里就是看中了
它位置好、条件好，来了之后单调的生活也变得丰富多彩。

负责人陈瑶介绍，“榕悦”的定位是“社区养老服务综合体”，
一方面为院内老人提供专业、多样的养老服务，另一方面还向周
边社区延伸，为服务半径内的空巢、独居、生活自理有困难的老
年人提供生活照料等多种服务。

在城市化水平高、老龄化程度深的广州，“榕悦”正是当地民
办养老机构不断发展的一个缩影。据广州市民政局有关负责人
介绍，在广州市现有220家养老机构中，民办养老机构占到了
160家，全市73%的养老床位都由社会力量提供。

民政部数据显示，到2019年底，全国民办养老机构占比已
超过50%，在北京、上海等地，这一数字已超过80%。

补短板
“居家+社区”养老
助力应对“银发潮”

调查显示，我国九成以上的老人倾向于居家养老。但对于数
量众多的高龄、失能、残疾老人来说，居家养老面临着重重障碍。

2020年7月，民政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快实施
老年人居家适老化改造工程的指导意见》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意见明确的第一阶段目标，就是在今年年底前，采取政府
补贴等方式推进符合条件的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实施居家适
老化改造。

家住长沙市雨花区鄱阳小区的低保户龙新建，今年62岁，
患有高血压、冠心病的他，曾几次在厕所滑倒。适老化改造工程
实施后，他家不仅免费安装了防滑垫、墙壁扶手，还装上了可移
动坐便椅和更加稳当的浴凳，生活安全系数大大提升。

“居家养老目前仍是大多数老年人所接受的养老方式。”长
沙市民政局局长陈昌佳表示。

长沙是居家适老化改造工程的“先行军”，2018年，长沙就
开始实施“千户计划”，免费为特困老人住所进行适老化改造，并
计划用5年时间分期分批推进，每年惠及1000户家庭。

从2016年起，民政部会同财政部开展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
改革试点，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模式。

从建设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的养老体
系，到“医养结合”探索初见成效、养老金连年提升、近3000万老
年人享受高龄补贴……以改革为抓手，我国正交出一份应对老
龄化问题的“中国式”答卷。

（据新华社北京8月24日电）

外交部评中美“脱钩”论：

缘木求鱼、饮鸩止渴
新华社北京8月24日电（记者朱超）外交部

发言人赵立坚24日表示，美方一些政客试图通过
与中国“脱钩”解决自身面临的问题，只能是缘木
求鱼、饮鸩止渴，终将进一步损害本国企业和民众
的利益。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美国总统特朗
普23日接受采访时称，如果中方在某些方面不正
确对待美国，他必定会让美中“脱钩”。中方对此
有何回应？

赵立坚说，中美建交40多年来，两国关系尽
管经历过风风雨雨，但双方都能够从历史和大局
出发，管控矛盾和分歧，妥善处理敏感问题，维护
了中美关系总体稳定发展的势头。中美合作是互
惠互利的，不是单向的。中美建交以来，双方各领
域务实合作不断拓展，给两国和两国人民都带来
了巨大好处，美方也从中受益匪浅。

“美国一些政客抛出的‘吃亏论’‘恩赐论’等种
种涉华谬论，其实质是出于意识形态偏见渲染‘中
国威胁论’，鼓吹冷战和零和博弈思维，既不符合事
实，也不尊重历史，完全是在开历史倒车。”他说。

赵立坚表示，中美两国发展不是非此即彼的
关系，没有必要相互排斥，完全可以相互借力、相
互成就。中美理应以合作而不是“脱钩”来推动两
国关系的发展，并为这个世界承担起应尽的责任。

“全球化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现实，也是人类社
会进步的方向。特别是‘后疫情’时期，各国都有
着复工复产、恢复正常经济运行、维护本国产业链
供应链稳定的任务和需要。”赵立坚说，在此过程
中，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独善其身，各国只有

“同舟共济”，才能“乘风破浪”；只有互帮互助，才
能共克时艰。试图通过“脱钩”解决自身面临的问
题，只能是缘木求鱼、饮鸩止渴，终将进一步损害
本国企业和民众的利益。

“中国对发展中美关系的政策立场一以贯之，
保持高度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同时我们也做好了
中美关系爬坡过坎、经历风雨的准备。”赵立坚说，

“我们敦促美国一些政客纠正错误，回归理性，正
确看待和处理中美关系，停止损害中方利益、抹黑
攻击中国，推动中美关系早日重回正轨。”

外交部：

蓬佩奥之流
一味搞反共反华政治操弄
注定失败

新华社北京8月24日电 针对美国国务卿蓬
佩奥所谓“问题在于中国共产党”的涉华谬论，外
交部发言人赵立坚24日指出，中美关系面临当前
的严重困难，责任完全在于美方。蓬佩奥之流一
味搞反共反华的政治操弄，不得人心，注定失败。

“美国个别政客单方面挑起事端，采取一系列
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方利益的行径，且疯狂污蔑
抹黑中国内外政策，直接严重破坏了中美关系。”
赵立坚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说，“美国个别政客打
压中国，就是惧怕中国发展。他们打压得越厉害，
越是证明中国成功，越是证明中国做对了。”

赵立坚说，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目标是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让中国人民、世界人民
过上更好的生活。中国对全球GDP增量的贡献
率已连续10年超过30%。中方提出的共建“一带
一路”倡议已成为当今世界最受欢迎的公共产品
和规模最大的经济合作平台。中国坚持对外开
放，互利共赢。中国的发展和14亿人口的大市场
给全世界带来巨大机遇。

“中国永远不称霸，但从不畏强权。我们主张
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国与国之间应相互尊重、合作
共赢。我们致力于同各国一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赵立坚说，反观美国，美国个别政客到处搞政
治霸凌、经济霸凌、军事霸凌和话语权霸凌，他们
正日益遭到国际社会和美国国内有识之士的唾
弃。“美国现在哪里还有一个大国的样子？！”

赵立坚说，中国人民是打不垮的。中国不惹
事，但绝不怕事。“我想提醒蓬佩奥之流，一味搞反
共反华的政治操弄不得人心，注定失败。他们撒
谎欺骗的次数越多，就会有越多有判断力和正义
感的人看清他们的真面目。”

外交部：

支持TikTok等相关企业
拿起法律武器维护正当权益

据新华社北京8月24日电（记者朱超）抖音
海外版（TikTok）日前宣布，将就美国政府涉及该
公司及其母公司字节跳动的行政令提起诉讼，以
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对此，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24日说，中方支持相关企业拿起法律武器维护正
当权益，也将继续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
国企业的合法权益。

赵立坚是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提问时作
出上述表态的。

而针对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所谓“美方并非针
对成功的中国企业，而是针对给美国家安全带来
风险的中共实体或受中共驱使的商业实体”的说
法，赵立坚说，美国个别政客企图置TikTok、
WeChat（微信国际版）和华为等中国企业于死
地，其根源就是患了“逢中必反症”，强行将意识形
态标签打在中国企业身上。

“这些人打着‘国家安全’的幌子‘围猎’Tik-
Tok等中国企业，充斥着谎言和污蔑，其性质是欺
行霸市、强取豪夺。”他说，美方政客上述做法是对
美一贯标榜的市场经济和公平竞争原则的否定，
是对国际规则的践踏，也是对全球化浪潮下各国
科技创新交流合作的破坏。“世人只会对美国这些
人的强盗行径看得更加清楚。”

在位于北京市朝阳区的东方综合养老院，护理员们为当月过生日的老人开生日会（6月29日摄）。 新华社发

空军航空兵某师官兵执行日常飞行保障任务（2019年8月6日摄）。 新华社发（杨瑞康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