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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的加油机拖着长长的油
管， 银翼下， 两架国产新型战机
正在进行空中加油。

突然， 加油机报告， 前方有
浓积云。

此时 ， 战机油料未满 。 退
出 ， 航程不足 ， 意味着任务失
败。 保持航向继续加油， 电闪雷
鸣的云团蕴藏着无法预测的巨大
风险。

作为僚机的刘飞提出一个大
胆建议， 继续空中加油， 三机编
队保持对接状态同时转弯， 绕过
浓积云。

这是一个极具挑战的建议 ，
战斗机空中加油是高难度、 高风
险飞行课目。 保持对接状态同时
转弯， 更需要三机无缝衔接、 紧
密协同。

最终， 刘飞和战友们以过硬
的技能和过人的胆气出色完成了
这项任务。

“我们做的一切都是为
了打赢”

在刘飞众多的荣誉中， “金
头盔” 无疑是最有分量的一个。

作为空军自由空战考核的桂
冠， “金头盔” 是飞行员梦寐以
求的至高荣誉。

2017年， 刘飞携手战友姬厚
利第二次出征 “金头盔” 比武。

“我佯攻 ， 你攻击 。 ” 刘飞
说。

垂直爬升 、 急转下降 ， 雷
达 、 干 扰 双 开 ， 再 次 释 放 干
扰 弹 ……刘飞连续机动 ， 避开
致命一击。

“目视发现 ‘敌’ 机。” 姬厚
利报告。 须臾间， 雷达稳定截获
目标， 两枚导弹准确命中。

这次比武 ， 两人成功加冕
“金头盔”。

姬厚利说， “金头盔” 比武
的设计初衷是要给飞行员立一个
门槛， 设一面镜子， 让飞行员看
清自己与打胜仗有多大差距。

“如今的 ‘金头盔’ 比武又
有了新变化。” 刘飞说， “击落
制、 设置任务背景、 实时评估、
退出机制 ， 规则越来越贴近实
战。”

规则在变， 战法在变， 但制
胜的机理不会变 。 装备在变 ，
对 手 在 变 ， 但 打 赢 的 信 念 永
不变。

战斗风格泼辣的刘飞， 给自
己取了一个温馨的微信昵称———
平安。 “我的职业是飞行， 我们
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打赢 ， ‘平
安’ 是我能给亲人的一点安慰。”

刘飞清楚 ， 对一支军队而
言， 只有敢打必胜， 国家才能真
正平安。

“飞行是脑力和体力劳
动的综合”

“随着装备智能化程度越来
越高， 现在的飞行是脑力和体力
劳动的综合。” 刘飞口中的飞行，
更像是一道高深的数学难题。

在大数据背景下， 一切都变
得精准。 “空中对抗， 我是什么
高度？ 对手是什么高度？ 我是什
么弹？ 对手是什么弹？ 他距我多
远能发射……” 刘飞说， 早机动
一公里， 导弹就可能制导不完 ，
晚 机 动 一 公 里 ， 就 有 可 能 被
对 手 击中 。 飞行员就是要把握
时机， 在那最正确的一公里、 一
秒钟完成动作。 “这一切飞机都
不会告诉你， 需要飞行员时时刻
刻去心算。”

空中态势瞬息万变， 空中能
快速心算的基础， 是地面上更为
细致的精算。

方法有捷径， 功夫无捷径 。

仗怎么打， 平时就怎么练。 训练
不再是飞时间 ， 而是练对抗 。
“带着目标去飞， 带着设想去练，
战机始终处在全状态。” 刘飞说。

正值酷暑， 由于动作猛、 载
荷大， 刘飞每次对抗下来都是汗
流浃背， 大腿被勒出条条血痕 ，
“一走下飞机， 整个人感觉轻飘
飘的 ， 有时会不由自主地横着
走， 但心里却无比的踏实安稳”。

“我是飞行员队伍中普
通的一员”

翻开刘飞的履历， 会发现他
的履历标准得堪称样板： 经历初
教机、 高教机， 飞过二代机、 三
代机； “金头盔” 飞行员、 全军
军事训练先进个人、 “全国向上
向善好青年” ……

虽然获得荣誉很多， 但刘飞
从不将荣誉挂在嘴边。

“我是飞行员队伍中普通的
一员。” 谈起对自己的定位， 刘
飞这样说。

中等身高， 圆脸， 笑时如春
水， 严肃时一脸硬汉之气， 第一
眼望去， 他甚至有些拘谨。

唯有聊起飞行，聊起空战，才
能深切感受到他的与众不同。 “一
坐进座舱，我就有种愉悦感。我对
自己特别有信心，每次升空作战，
都觉得是要给自己的军功章上增
加一抹新的色彩。 ”刘飞说。

英雄， 出自英雄的群体。 这
个人才辈出的群体， 亦令英雄之
光代代传承。

御长风以高翔， 淬烽火以刚
强。 刘飞的冲天斗志何尝不是人
民空军不断挑战极限的缩影。 图
为刘飞 （右） 与战友进行地面模
拟演练 （7月19日摄）。 据新华社

———记空军航空兵某旅飞行二大队大队长刘飞

最美军人

出示学生证不但可以在旅游
景区购票时便宜不少， 还可以在
一些餐厅、电影院享受学生价格。
有些人因此动了歪心思，用“假学
生证”享真优惠价。

记者近日调查发现， 虽然国
家对制作、销售、使用假证件等问
题开展重点治理， 严肃追究失信
责任， 但还是有些人铤而走险，在
网上购买 “假学生证”， 满足优惠需
求。专家建议，学生证应制有全国统
一的防伪标识， 并加大对售假制
假商家的打击力度。

“假学生证”享真优惠价
“好多景区 、 公园票价太贵

了，动辄上百元，用学生证能便宜
很多钱，有的甚至半价。”辽宁沈
阳小伙陈庆阳大学毕业没多久，
为了能继续享受学生价， 在网上
买了一张假学生证。“我在一些景
区试了几次，都没被发现。”陈庆
阳说。

记者了解到， 与小陈有着类
似做法的年轻人不在少数。“我身
边一些朋友也在买， 有的因为读
研了， 不能享受打折优惠心里不
舒服；还有的是刚刚参加工作，手
头不宽裕，30元买个假证就能省

下不少钱。”一位在读研究生对记
者说。

对于使用假学生证一事 ，北
京某销售行业职员朱平并不避
讳。朱平说，身边一些朋友也会用
这种假证，“出去玩一趟能省下近
一半的钱， 被发现了大不了补全
票，他们也不能把我怎么样。”

为测试购买到的假学生证能
否使用， 记者来到沈阳某景区售票
处，拿出假学生证，售票员只翻了
一下，看照片是否是本人，记者就
顺利购买到了一张半价学生票。

当记者说出自己使用的是假
证时，工作人员仔细翻看后表示，
“真看不出来， 上面既有注册章、
钢印， 还有磁条， 和真的一模一
样。”她告诉记者，假学生证一般
很难识别， 检票时如果觉得购票
者与学生证上的年龄不相符 ，最
多会要求购票者同时出示身份证。

店家办证“暗度陈仓”
近年来， 尽管各网站平台都

在不断完善规范， 屏蔽假证搜索
结果，拓宽假证举报渠道，可仍有
假证件、假证书、假证明的售卖者
通过变换关键词的方式， 继续兜
售假证。

记者在淘宝网上搜索 “学生
证 ” “办证 ” 等关键词均显示
“没有找到相关的宝贝”。 在小陈
的介绍下 ， 记者试着搜索 “证
件 ”， 就出现很多制作 “趣味 ”
“个性” 证件的店。 这些店表面
上是DIY搞笑证件 ， 但店内的
“好评” 却暴露了店内真实销售的
产品。 “挺好的 ， 顺利进去了 ，
没被发现。” “和朋友一起买的，
还以为会被发现， 完全顺利。”

记者随机点进一家店， 还没
等输入询问， 店家就发来一条自
动回复：“订制请加QQ×××××你
懂的，这里不回复。”互加QQ后，
店家发来60余个学校的名字，并
告诉记者：“选一个学校， 发一张
一寸照给我即可 ，钢印红印都
给你盖好，送注册章，价格是30元
一本。”

记者调查发现，明修栈道、暗
度陈仓的商家颇有一些。 记者随
机询问了8位淘宝店家，这些店家
“套路相仿”， 均表示可以办理高
仿学生证，部分商家还表示“保证
你用4年。”

专家建议加大打击力度
虽然使用假学生证骗取折扣

只是件小事， 但其背后存在的社
会问题却值得关注。

辽宁社科院哲学研究所所长
张思宁表示， 使用假学生证是一
种失范行为， 属于社会诚信缺失
在旅游领域的体现， 失范行为增
多会导致相关制度失效。

“‘半价优惠’ 对消费者有很
大吸引力， 目前由于没有严厉的
惩罚措施遏制这种不诚信现象，
让使用假证者没有后顾之忧，导
致了假证的泛滥。”张思宁说。

“一些景区由于没有自动验
证系统， 查验难度很大， 一般只
能通过简单的身份证 、 学生证
并用方式去推断 ， 或者从年龄
目测等 ， 区分真假难度很大 。”
张思宁等专家建议， 全国景区可
进行联网检测学生证是否真实，
同时学生证也应有全国统一的防
伪标识。

此外，北京盈科（沈阳）律师
事务所律师谢博思表示， 贩卖假
学生证属于违法行为， 根据我国
治安管理处罚法， 对于情节较轻
的将处以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
留。“如果情节严重涉嫌触犯我国
刑法的， 也就是涉嫌犯罪行为。”
谢博思说。 据新华社

“假学生证”享真优惠价？
别因贪小便宜折损个人诚信

新华社电 国家统计局5日发
布新中国成立70周年经济社会发
展成就报告。报告显示，2018年全国
粮食总产量为13158亿斤，比1949
年增长4.8倍，年均增长2.6%。

报告说 ， 新中国成立 70年
来， 我国农业走过了辉煌的发展
历程， 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
成就 ， 不仅用不到世界9%的耕
地养活了世界近20%人口， 而且
百姓餐桌越来越丰富， 品质越来
越优良。

报告显示 ， 新中国成立初
期， 我国畜产品供应总体不足。
改革开放后， 特别是1985年国家
放开猪肉、 蛋、 禽、 牛奶等畜产
品价格后， 大牲畜、 生猪等传统
养殖业发展迅猛， 家禽养殖加快
发展， 畜产品产量快速增加， 主
要畜产品产量稳居世界第一， 禽
蛋产量连续多年位居世界首位。
此外， 水产品总产量自1989年起
稳居世界首位。

农业结构也在不断优化。 报
告显示， 新中国成立70年来， 我
国农业实现了由单一以种植业为
主的传统农业向农林牧渔业全面
发展的现代农业转变， 农业主要
矛盾由总量不足转变为结构性矛
盾， 农业发展由增产导向转向提
质导向。

70年来全国粮食
总产量增长4.8倍

新华社电 记者从四川航空
公司了解到， 停飞半年之后， 8
月8日起川航将恢复成都至九寨
往返航线， 班期为每周二、 四、
六， 由空客A319机型执飞。

据介绍 ， 该航线去程航班
10： 20从成都起飞 ， 11:20到达
九寨 ； 返程航班12:10从九寨起
飞 ， 13:15到达成都 。 复航前三
班， 川航还将推出特惠价格。

记者了解到， 目前九寨沟景
区还处于闭园及灾后恢复重建状
态， 建议游客关注九寨沟风景名
胜区管理局官方平台了解园区最
新动态， 合理安排出行计划。

川航将于8月8日
恢复成都至九寨航线

�新华社电 记者从黑龙江省
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
了解到， 受强降雨等因素影响，
黑龙江省部分河流水位超警戒。
黑龙江省防汛部门已下发通知，
要求各地把防范工作落到实处，
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截至8月5日8时， 黑龙江干
流孙吴县胜利屯水位站、 嘉荫县
乌云至同江市勤得利水位站达到
或超过警戒水位， 努敏河四方台
站、 别拉洪河别拉洪站超警戒水
位0.05米至0.99米。

8月4日， 黑龙江省人民政府
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针对近期
两次明显降雨过程印发通知， 要
求各地特别是处于降雨重叠区域
的大兴安岭、 黑河、 齐齐哈尔地
区及早把各项防范工作落到实
处， 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安全。

黑龙江省已要求强降雨过程
覆盖范围的各级负责人提前上岗
到位 ， 提前安排部署 ， 做 好 抢
险准备 ， 根据汛情发展变化 ，
及 时 启 动 应 急 预 案 ， 提 前 组
织 人员转移 ， 积极开展抗洪抢
险救援行动。

黑龙江省部分河流
超警戒水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