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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军入伍
走进三军仪仗队

张晓博刚届而立之年，曾
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
军仪仗队的一员。2004年12
月，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
军仪仗队来汝州特招，在校读
书的张晓博毅然报名，光荣入
选。

仪仗兵与其他的兵种不
同，对身高、形象和身体素质
等都有苛刻的要求，刚入伍的
新兵要在新兵连训练6个月，
甚至更长时间。在今年国庆
节前上线的电影《我和我的祖
国》幕后纪实节目第一集中，
曾担任1997年中英两国政府
香港政权交接仪式升旗手的
朱涛在受访时称，训练最长时
曾一次站立六个半小时，还得
保持几个小时不眨眼。

历经严苛训练，张晓博终
于成为了一名合格仪仗兵。
在部队6年间，张晓博和战友
们曾执行接待到访外国元首、
将领，及2008年北京奥运会、
残奥会升旗仪式等300余次
重大任务，也曾担任新中国成
立60周年国庆大阅兵女兵方
队教练员。在部队期间，张晓
博荣获二、三等功各一次，及

优秀士官和成功执行重大任
务多项荣誉。

2010年12月，张晓博退
出现役来到当时的汝州市卫
生监督所工作。退伍不褪色，
退役不退志。走出绿色军营
的张晓博仍一以贯之地以军
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迅速
成为卫生监督执法战线一名
合格的执法人员。“作为一名
党员和退伍军人，张晓博能够
坚守初心、不改本色，把学习
与工作结合起来，做到学用结
合，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可。”
同事们这样评价道。

有召必回，
受邀进京当教练

2019年 3月 12日，北京
市朝阳区人民武装部的一封
公函发来汝州，邀请张晓博担
任国庆70周年阅兵女民兵方
队教练员。

“接到邀请函我特别激
动。”张晓博说，他曾多少次梦
想再次穿上军装参加阅兵，但
在激动的同时又很为难。当
时，张晓博的妻子刚生完孩子
不到100天，很需要他的陪伴
和照顾，“但当我把这个事告
诉家人时，没想到爸爸妈妈很

高兴，老婆也说，去吧，我现在
就给你收拾东西，家里的事你
不用操心”。

3月13日，张晓博乘上了
开往北京的列车，14日中午赶
到女民兵训练基地报到，下午
就投入训练并通过了考核。
张晓博说，训练时间非常紧，
因为他离开部队时间长，还要
通过考核才能担任教练员。3
月15日，张晓博正式上岗担任
女民兵方队教练员。

示范+开导，
这个老兵不一样

2009 年国庆 60 周年阅
兵，张晓博曾担任女兵方队教
练，面对的是现役女兵，而这一
次，张晓博的训练对象是女民
兵。女兵，女民兵，虽只有一字
之差，但军事基础、能力和实力
却大相径庭。何况这些女民兵
来源不一，有退役女兵，有普通
市民，有上班族，还有大学生和
80多名年轻妈妈。

张晓博说，刚一接触，他
就发现这些女民兵大都没有
军事基础，而且体能差，但她
们的吃苦精神很值得学习，在
严苛的训练中时刻坚守着“宁
可脱层皮，也要把方队走齐”

的信念，“她们常说的一句话
是：苦吗？苦，累吗？累，但是
还要坚持，直到感动自己”。

徒步方队最大的讲究是
“四线三功”，即帽线齐、手线
齐、枪线齐、脚线齐，及踢腿
功、摆臂功、站立功。要求站
军姿两小时不动，正步走200
米、齐步走1000米不乱。为
了达到标准，张晓博带着受训
女民兵每天高强度训练10小
时以上，每天走26公里，其中
踢正步约80000步，每个月踢
坏两双皮鞋。除了每周一次
的党团活动、一次擦枪外，没
有任何休息时间。

最初，这些女民兵对张晓
博并不服气，觉得一个退伍老
兵能有多大能耐？张晓博没
有因此气馁，而是用行动和能
力、实力，以身示范，征服了这
些女民兵。

训练是严苛的、不讲情面
的。针对女同志心理承受能
力差的情况，张晓博在训练中
除了以身示范之外，还加大了

“开导”力度，促使女民兵树立
战胜困难的信心和勇气。高
杨生完孩子不到三个月就参
加了训练，其丈夫也在受阅预
备役方队受训。或许是因为
在训练中体能消耗巨大，或许

是想念孩子，高杨多次流泪。
张晓博发现后对她说：“作为
母亲，你很伟大，参加了阅兵
就更光荣了。以后孩子长大
了，一定会为你感到骄傲的。”
在张晓博的鼓励下，高杨突破
了自己，状态优异。

在张晓博和战友的努力
下，女民兵方队日渐成长。其
队员也从参训时的 1000 多
人，筛选到最后的350人，多
次受到先进排面、优胜方队表
彰。

一次受阅，终生荣光

10月1日，当身着红色礼
服的女民兵方队徒步向天安
门广场进发时，张晓博比队员
们还紧张。从大屏幕上看到
方队迈着整齐的步伐，以昂扬
的姿态从天安门城楼前走过，
接受了祖国和人民的检阅时，
张晓博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这是我的作品，经受了
祖国和人民的检阅，我不辱使
命。”张晓博说，“一次受阅，终
生荣光。虽然辛苦，但我们度
过了最幸福、最光荣的夏天。
每天刻苦的训练就是为了展
示人民军队的风采，我们做到
了，终生难忘，终生不悔。”

如愿以偿
入选联合军乐团

焦冰洋性格外向，从小就
有个梦想，那就是去当兵。17
岁那年，焦冰洋如愿应征入
伍，来到武警山西总队某部。

乘上火车去部队那一刻，
焦冰洋就在心里暗暗发誓：

“当兵，我就要当最好的兵。”
在警营的7年中，焦冰洋先后
荣获个人三等功一次，所带班
三等功一次，并被评为优秀士
官、支队十大训练标兵等。

2018年 12月，新中国成
立70周年阅兵报名开始了。
经层层筛选，焦冰洋最终成为
武警山西总队9名入选者之
一，准备整装赶赴北京接受集
训。

“即使是到了北京也并不
代表你就一定能参加阅兵，如
果训练不达标，或者坚持不下
来，也一样会被筛选掉。”回忆
起当时面临挑战心情，焦冰洋
实话实说。

心系武警和家乡
决不能倒下

2019 年 5 月底，焦冰洋
和同行的战友抵达北京，开
始了4个月的集训。集训期
间，焦冰洋和战友每天要在

户外训练 8个小时以上。为
了锻炼体能，在烈日下一站就
是4个小时，手上的军号被晒
得滚烫。除了基础体能，每天
上午、下午和晚上的业务训练
更是雷打不动。“宁可吹破嘴，
决不能吹破音！”焦冰洋和战
友们尽一切可能，提高演奏水
平和能力。

北京的夏季炎热干燥，地
表温度有时能高达40多摄氏
度。集训的100多个日日夜夜
里，参训者只要有一次晕倒就
会被淘汰，这就要求每一位乐
手具有超强的身体素质和非
一般的毅力，因为联合军乐团
是阅兵式在天安门广场上，唯
一一支全程受阅的部队，一举
一动都在万众瞩目之下。加
之器乐演奏就像是音乐中的
竞技运动，眼、耳、鼻、口等五
官都得用上。每一位乐手，都
要在不喝水、不上厕所的前提
下，持续站立4个小时，持续演
奏4个小时，没有强壮的体魄
和非一般的毅力，就不可能成
为联合军乐团成员。

“在这4个月的集中训练
中，最艰苦的不是身体上的考
验，而是心理压力。”焦冰洋
说，参加阅兵，他代表的是武
警山西总队的形象，肩负着家
乡父老的期望，所以，他决不
能倒下。

笨鸟先飞
56首乐曲的乐谱
烂熟于心

集训初始，在原部队成绩
优秀的焦冰洋遭遇了“拦路
虎”，业务考核成绩总是很不
理想。那段时间，焦冰洋经历
了炼狱般的考验，晚上睡觉会
偷偷地哭，但流泪过后，又咬
着牙告诉自己“一定要克服困
难”。

持续站立 4个小时是基
础，持续站立并演奏4个小时
共56首乐曲，才见真功夫。为
了弥补没有经过专业音乐知
识训练的短板，焦冰洋采取了
笨鸟先飞的办法，一遍一遍地
背乐谱，走路背、上厕所背，就
连睡觉的时候都在梦中背乐
谱。正是有了这种忘我的精
神，焦冰洋终于将56首乐曲的
乐谱烂熟于心。

焦冰洋说，在4个月的集
训中，他和战友排练了上百
次，每一次排练都要纹丝不动
站立4小时、演奏4小时，每天
的训练10多个小时，“我们方
队的目标，就是让激昂的军乐
在天安门广场上空嘹亮的奏
响”。

媒体在采访报道联合军
乐团时，不约而同用了这样一
句话：联合军乐团是在“五线
谱上踢正步”受阅的部队。焦
冰洋说，这样的形容一点也不
为过，因为所有受阅部队都是
在嘹亮的军乐中行进的，必须
分秒不差。

参加国庆阅兵
是我一生的荣耀

现在回忆起受阅时的心
情，焦冰洋依然激动难耐：“那
是我第一次见到总书记。当
看到总书记向我们招手，看到
各个受阅方队踏着整齐的步
伐走过天安门广场，听到现场
群众激动高昂的欢呼声时，现
场的气氛只能用两个字来形
容——震撼。我是一边吹号
一边在流泪。”

说起儿子，焦冰洋的父亲
焦庆国满是自豪和骄傲：“冰
洋10月1号有幸参加阅兵，接
受党和人民的检阅，我们都非
常高兴，希望他以后能继续保
持政治合格、军事过硬的作
风，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为汝
州120万父老乡亲再立军功。”

焦冰洋回到汝州那天，同
学赵一博也到车站去迎接。
赵一博说：“焦冰洋是个非常
重情重义的人，他这次参加国
庆70周年阅兵，让我们这群朋
友感到自豪和骄傲，希望他将
来能在部队做出更多贡献。”

因为参加阅兵，焦冰洋失
去了今年提干的机会，但他并
不后悔。焦冰洋说：“参加国
庆阅兵是和平时期军人的最
高荣誉，也是我一生的荣耀，
在现场，我真切地感受到了国
家的强大，人民的欢乐和幸
福。在以后的军旅生涯中，我
会继续努力，履职尽责，为实
现强军梦，为建设更加强大的
祖国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为家乡父老乡亲争光。”

五线谱上踢正步
联合军乐团里的焦冰洋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张鸿飞 汝州市融媒体中心记者 宋乐义 文图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70周年国庆阅兵中，有
一支入场最早、离场最晚、
全程参与受阅的部队。这
是一支自1949年开国大
典阅兵以来就没有更换过
位置的部队，这是一支在
国庆70周年大阅兵持续
站立、持续演奏4个小时的
部队。国庆70周年阅兵
式上，1300人规模的联合
军乐团一气呵成演奏了56
首乐曲，创下阅兵历史上
演奏曲目之最。

有人说联合军乐团是
在“五线谱上踢正步”，有
人说联合军乐团是受阅方
队的“灵魂”，但联合军乐
团的官兵在接受采访时说
“我们只是在阅兵场上为
祖国奏乐的小乐手”。

联合军乐团第10排面
第26名的小号声部乐手
焦冰洋，是汝州市米庙镇
黄庄村人，2012年参军入
伍，现在是武警山西总队
某部中士。

参加国庆70周年阅兵的汝州小伙儿

2019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日，举世瞩目的国庆阅兵式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
在这个光荣与梦想、历史与未来交融的时刻，中国骄傲自豪地迎来举世关注的目光，中国人民骄傲自豪地挺起了胸膛——这盛世，如你所愿。
70年风雨，70年岁月，70年辉煌，70年光芒。70年弹指一挥间，70年沧桑一古稀。在举世关注的阅兵式已经过去，举世关注的阅兵式已深深镌刻进历史之际，大河报讲述

两位有幸参加国庆70周年大阅兵的汝州人张晓博、焦冰洋的故事，以飨读者。

写在前面的话

“玫瑰”为什么这样红
老兵张晓博，受邀进京担任女民兵方队教练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张鸿飞 汝州市融媒体中心记者 宋乐义 文图

2019年10月1日，金秋的北京，秋高气爽，雄伟的
天安门前，奏着雄壮激昂的军乐，受阅的15个徒步方
队、32个装备方队、12个空中梯队，依次通过天安门广
场，接受祖国和人民检阅。

当身着红色礼服的女民兵方队迈着矫健整齐的步
伐、铿锵有力地接受检阅时，1.87米的张晓博流下了激
动的泪水。张晓博是汝州人，现在汝州市卫生计生监督
局工作。这支英姿飒爽的受阅女民兵方队，就是张晓博
和战友们训练出来的。具体说来，张晓博是这支女民兵
方队第9排面的教练员。 张晓博指导排面训练

张晓博的立功奖章及获奖证书

焦冰洋和父母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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