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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周小雷 通讯员 母云涛

2015年3月，西太平洋。海空茫茫，岛
礁零星散落，天气变化莫测。

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团参谋长刘锐
驾驶着国产新型中远程轰炸机轰-6K沉着
飞行在巴士海峡上空。

刘锐带领机组， 首次驾机穿越巴士海
峡、飞向远海，在西太平洋留下了中国空军
的航迹！这是中国空军值得铭记的时刻。而
创造这一历史的机长刘锐却很淡定， 因为
这一天，他默默准备了很久。

隆冬时节， 记者走近南部战区空军某
部，近距离感受这位颇具传奇色彩的新一代
中远程轰炸机驾驭者的男儿血性与担当。

大飞机承载大使命，等不起
慢不得

皮肤白晳，笑容温暖，除了一身健硕的
肌肉格外耀眼外，刘锐与记者想象中的形
象有很大出入。

刘锐是岳阳临湘人。3岁的时候，他寄
居在广西的外公家。外公家附近有一座军
用机场，每天，军用飞机在跑道上起起落
落，小刘锐的目光也随之起落，他向外公报
告：“长大了，我也要当飞行员！”

1997年高考时，他说服家人，以超过
一本线的成绩坚定选择招飞入伍；航校毕
业时，刘锐综合成绩总分第一，他婉拒留校
任教的邀请，坚定选择去一线作战部队。

2001年分到部队后，现实很快就给刘
锐浇了一盆冷水。当时部队装备的是老旧
轰炸机，因其航程短、载弹量小、作战模式
单一，许多人颇不以为然。

刘锐坦言，当时身边就有战友转业去
了民航，亲朋好友也劝他到地方发展，但他
自己是“想都没想过”。

坚信不能一步登天的刘锐，一杆一舵
地练，一关一关地闯，仍是同批战友中第一
个放单飞，第一个任机长、教员、指挥员，第
一个执行重大任务。

随着空军加快成体系发展高新武器装
备，那年春天，刘锐所在团被确定为全军首
家装备新型中远程轰炸机的部队。

“战神”落户，全团官兵为之振奋，可作
为首批改装人员的刘锐却感受到了前所未
有的压力和挑战：如何尽早从先进战机的

操控者转为理念先进的驾驭者， 从临空轰
炸转为远程精确打击， 从战役战术型转为
战略进攻型……转型的背后既充满着挑
战，也饱含着党、国家和军队的重托。

刘锐给自己定下目标：3个月完成改装
训练。

为尽快掌握新机性能， 刘锐和战友们
连续一个月铆在改装一线，每天飞机座舱、
学习室、宿舍“三点一线”，熟记1600多个
性能数据，默画100多张座舱图；为了让新
机尽快定型， 他既当改装员， 又当“试飞
员”。

极限仰角起飞是飞机定型前的一个
重要试飞课目，危险性很高。从30度角开
始，刘锐向起飞仰角极限发起挑战，经过
反复周密的推算和一次次惊心动魄的腾
空拉起……一个月后，刘锐把这个数值刷
新到新纪录，大大减小了战机的起飞距离。

今天训练怕担风险 ， 未来
战场上就得吃亏

对于战略轰炸机部队而言，“飞得远”
延伸的是战斗力的标尺，“打得准” 则蕴含
着基于体系的核心能力突破。

2015年仲春，刘锐和战友们奉命对地
导、 雷达严密防护下的某海上陌生目标实
施突击。

当天，在飞机到达下降点时，刘锐将高度
降至预定高度，按照常规方法对“敌”雷达进
行试探，可无论怎么尝试，耳边的告警声音依
旧不断，飞机可能被锁定，有“击落”危险。

“战争”容不得丝毫的犹豫，危急时刻，
刘锐做出大胆决定：继续下降高度。

在下降到几乎与海平面紧贴的高度
时，刘锐迅速改平，成功规避掉警戒和跟踪
制导雷达的搜索， 对预定目标实施了精确
轰炸。

事后视频回放显示，翼下树木、丘陵、
建筑、海上舰船飞速闪过。这不禁让战友们
对刘锐钦佩万分， 同时也为机组捏了一把
冷汗。

刘锐有句口头禅：“今天训练怕担风
险，未来战场上就得吃亏。”因为经常挑战
飞行极限，官兵们私下都称他“刘大胆”。

2015年，刘锐带队执行战巡南海任务
后返场，天空突然下起瓢泼大雨，能见度急
速降低。

这种情况下，按照规定，他们可以选择
备降机场，但刘锐认为，这正是验证新机最
低起降条件的好时机。 在与机组商议并报
指挥员同意后， 他开始了新机首次最低起
降条件着陆试验。

“屏幕显示我们距离跑道只有1公里
多，但仍然看不见！”飞行员张斌回忆说，像
这种状况是以前从来没有遇到过的。

“注意观察，监控好航行诸元。”迟迟看
不见跑道，让机组压力倍增，但刘锐十分镇
定。

“发现跑道！”当距离跑道500米时，一
丝亮光进入刘锐的视野，他迅速调整机头，
收油门、带杆……一连串动作后，战机稳稳
接地。

这样的带头试飞与苛刻检验， 刘锐经
历过无数次。几年来，刘锐和战友就是在这
一次次的探索与尝试、突破与超越中，先后
验证了新机多项实战性能。

只要祖国需要，就能冲上去
“一剑封喉”

“当敌我双方武器平台相当，胜负的决
定因素，将再次回归到那一古老的命题———
人的精神。”采访中，刘锐所在航空兵某部政
委江涛说的一句话引起记者共鸣。

在喷气式飞机刚刚跃上蓝天的时代，
不满一周岁的人民空军慷慨赴朝。 鸭绿江
畔那片血与火的战场上空， 平均飞行时间
只有200小时的雏鹰与世界上最强大的空
中力量展开对决。

那么，在鸽哨伴着阳光的和平天空下，
驾驶着“战神”轰炸机的新一代人民空军，
还是否拥有先辈们叱咤长空的气魄与胆
识？

这是注定要载入空军史册的一天。
2015年3月， 刘锐和战友们奉命执行

远海训练任务，驾机成功穿越巴士海峡、飞
向远海， 首次在西太平洋留下了中国空军
的航迹。

如今，前辈们的红色基因，已经深深融
入刘锐的血脉和灵魂。在海上维权、南海战
巡、西太平洋远海训练到任务一线，刘锐和
战友们用长空里一次次生死之搏、 用天地
间一道道精准航迹向世人证明：“祖国需
要，一飞冲天，一剑封喉。”

今年9月， 刘锐再度领受西太平洋远海
训练任务。然而天公不作美，受前几天阴雨天
气影响，清晨机场上空浓雾四起。面对恶劣的
气象条件，作为空中指挥员，刘锐率先驾机准
时起飞，如同一柄出鞘长剑，消失在茫茫雾霭
中。当天，他和战友前出远海数千公里，再一
次向世界展示大国战略空军风采。

湖南日报12月27日讯（记者 陈薇）今晚，由省
委宣传部、省文化厅、省教育厅、湖南广播电视台、省
演艺集团主办的“雅韵三湘·我们曾经年轻———湖南
知青艺术团合唱获奖作品公益音乐会” 在湖南音乐
厅举行。省领导刘晓、欧阳斌出席。

音乐会在没有伴奏、和谐悦耳的合唱《日头出来
晒杨家》《澧水船工号子》两首民歌中拉开帷幕。整场
音乐会共有13个节目，除了无伴奏合唱，还有混声合
唱、男高音独唱、女高音独唱和男中音独唱。王佑贵、
曹志强、武力、张映龙、李巧伟、陈萍、王宣之、郭建宁
等歌唱家或独唱、或合唱，为星城的歌迷们献上了多
首优美动听的歌曲。

湖南知青艺术团合唱团团长郭晓鸣说， 该团从
1996年成立至今已走过20年风雨。20年间， 湖南知
青艺术团从城里唱到乡下，从湖南唱出国门，既为广
大基层群众带去精彩的文艺公益演出， 也从多个重
量级国内外合唱大赛上捧回奖杯，为弘扬中华文化、
促进音乐交流作出了贡献。

湖南日报12月27日讯 （通讯员 谢婷 记者 李
国斌）今天，中部文化娱乐产业发展高峰论坛在长沙
县明城国际大酒店举行，老同志陈叔红，省文化厅、
湖南日报报业集团等单位负责人出席高峰论坛。

此次活动由湖南日报报业集团、 湖南大学新闻
传播与影视艺术学院、 湖南省文化产业研究基地和
长沙市房地产商会主办， 活动旨在分析中部文娱产
业现状、解读文娱产业最新政策、分析文娱产业新模
式与趋势， 为中部文娱产业的发展提供新的方法与
机遇，为打造文化湖湘，推动“创新创意城市”建设作
贡献。政府官员、业界精英、文娱大咖、行业专家和文
娱爱好者共计500余人齐聚一堂，碰撞思想火花，展
开思维盛典。

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
北京大学国家文化产业创新与发展研究基地副主任
陈少峰，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胡惠林，湖
南大学新闻传播与影视艺术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
湖南省文化产业研究基地首席专家彭祝斌， 湖南股
权交易所副总经理、 小微商学院常务副院长沈辉等
行业专家及知名企业家， 围绕文娱产业发展政策红
利、 湖南文娱产业发展机遇、 湖南优秀文娱产业资
源、 未来商业综合体与文娱产业跨界互动方式等主
题发表了精彩演讲。

“锐”气凌云
———走近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团参谋长刘锐

中部文娱产业发展
高峰论坛在长举行

湖南知青艺术团
合唱获奖作品
公益音乐会举行

刘锐登上战机。 赵世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