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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文/片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夏侯凤超 程凌润 刘雨丝

动员全社会支持人防
有现实紧迫性必要性

人民防空是国防的重要组成
部分，为进一步提高广大市民的
国防观念和人防意识，在第93个
建军节到来之际，人防法规宣传
教育走进社区，活动的主题是“庆
祝八一 心系人防”。

长期以来的和平环境已经使
大家防空意识日益淡薄，对敌方
空袭突发性心理准备严重不足，
承受能力弱，对今后战争突然来
临时组织开展人民防空工作带来
不可想象的难度，将会给国家和
社会造成巨大的损失。“因此，开
展人民防空宣传教育，增强群众
国防观念和人防意识，普及人防
知识和防空救灾意识，教育和动
员全社会关心支持人民防空事业
就有现实的紧迫性和必要性。”活
动现场，济南市人防办党组成员
孙慎东表示。而社区作为群众性
基层组织，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一方面，社区由各个层面群众组
成，党政军领导、机关干部、企事
业群众、学生等都是社区的一分
子。“开展社区宣传教育能够深入
人心，达到良好的宣传效果。”

在活动现场，孙慎东也对莱
芜人防提出了要求，“济南作为山
东省会，是国家一类防空城市，莱
芜人防要尽快适应区划调整后环

境新变化和对莱芜人防提出的新
要求，要与时俱进。”他表示，要积
极开展人防知识进学校、进社区
等“五进”活动，主动协调对接办
事处和社区，共同落实好《济南市
人防办2020年人防知识教育进社
区推进计划》，认真做好人防宣传
教育工作，履行好责任。

人防工作从单一防空
向防空防灾一体化转变

“区划调整以来，在区委、区
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我们按照

‘1267’的整体工作思路，主动将
人防事业纳入全区发展大局，坚
持人防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

调。”莱芜区住建局党组书记、局
长、人防办主任朱立军在现场表
示，莱芜区新建战备物资库、人
员掩蔽所、人防专业队等各类人
防工程50余处，防空警报近50
台，“三位一体”指挥信息化系统
完善，人防应急能力显著增强，
人防专业队伍组训、基层社区人
防规范化水平进一步提升，人口
疏散体系建设不断加强，人防工
作实现了从单一防空向防空防
灾一体化的转变，为促进国防建
设和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
积极贡献。

本次活动引起了市民的积
极响应。作为活动的承办单位之
一，凤城街道党工委副书记王新

玉说，“人民防空的重点在城市，
而城市最基本的组成单元就是社
区，只有大力抓好社区人防知识
的普及教育，人防宣传教育工作
才能真正取得成效。”王新玉说，
街道办会积极组织和配合好人防
宣传教育进社区活动，通过宣传
活动的深入学习，使居民增强人
防意识，进一步提高战时防空平
时防灾自救能力。

有奖问答十分热烈
答对都得精美礼品

活动现场，济南市人防办和
莱芜区人防办的工作人员通过摆
放展板、发放宣传材料等方式向

居民宣传普及人民防空的有关法
律法规知识和防空防灾知识，介
绍突发灾害的种类、特点和危害，
预防与避险、自救与互救的基本
技能，基本逃生手段和防护措施,
提高公众的安全防范意识和防灾
减灾能力。

社区居民温先生在现场仔
细地看了一遍展板。“学到了不
少东西！”温先生感叹，生活在
和平年代，没想过万一有危险
该怎么办，“今天看了展板和宣
传资料，又听人防办的工作人
员 详 细 介 绍 ，学 到 了 许 多 知
识！”随着活动的进行，宣传资
料发放处围了越来越多的人，在
场居民纷纷排队拿到宣传资料
仔细阅读起来。

活动现场还开展了有奖问答
活动。提前进行了学习，做好充分
准备的居民回答起问题游刃有
余。“每年几月几号是我国的‘防
灾减灾日’？”主持人话音刚落，现
场的居民纷纷拿出手中的资料寻
找答案，“5月12日！”一位居民迅
速举手发言。

“空袭警报的发送方法是鸣
放6秒，停6秒，反复几遍为一个周
期，时间3分钟？”主持人问题一
出，大家立刻举手回答，气氛十分
热烈。最终一位男士给出了正确
答案：“15遍！”

而答对问题的居民都获得了
精美礼品。“今天来参加活动真是
收获很多，不光学到了很多关于
人防的知识，还拿到了礼品！”社
区居民高兴地说。

学到自救互救知识，又拿到礼品
人防法规宣传教育走进莱芜任花园社区

蛰伏645天
“鲲龙出海”成色几何？

7月26日9时许，山东日照山
字河机场上，“鲲龙”AG600静待
起飞指令。

“按计划执行海上首飞。”随
着清晰洪亮的放飞指令，飞机的
4台国产发动机动力全开。蓝白
色相间的机身徐徐滑行，速度越
来越快，腾空向着试验海域飞
去。

抵达青岛团岛海域的AG600
飞机逐渐降低飞行高度，V字造
型的船型机腹离海面越来越近，
10时14分许平稳降落海面。约4
分钟后，首飞机组操作飞机逐步
回转机身、调整机头方向。加速、
机头上昂、再度腾空，又飞向出
发机场。随着AG600飞机平稳降
落在日照山字河机场，海上首飞
取得圆满成功。

2018年10月20日，AG600飞机
在湖北荆门漳河机场实现水上首
飞。645天后的海上首飞，让“鲲龙”

迈过一个重大里程碑节点。
航空工业集团副总经理陈元

先说，在海面起降过程中，AG600
飞机表现得非常平稳，甚至超出了
之前的预期。“我们国家幅员辽阔，
森林覆盖率越来越高，海岸线漫
长、岛屿众多，对大型水陆两栖飞
机有着迫切需求。”

“成功完成海上首飞，标志
着我们向项目研制成功又迈出
关键一步。”航空工业集团总经
理罗荣怀表示，作为一型具有国
际领先水平的大型水陆两栖飞
机，AG600飞机将填补我国民用
航空器和应急救援、自然灾害防
治重大航空装备空白。

水上首飞已成功
为何还要海上首飞？

AG600飞机此前既已取得水
上首飞成功，为何此次还要进行
海上首飞？对公众关心的这一热
点话题，业内人士进行了解答。

两次首飞的“水”不同。航空
工业AG600副总设计师、航空工

业通飞珠海基地试飞中心主任
刘颖说，与内陆水面相比，海水
盐度、密度和风浪都有很大不
同。“譬如海水密度大、湖水密度
小，在同等飞行条件下，飞机在
水中受到的浮力和起飞时需要
克服的阻力并不相同。”刘颖表
示，海水对飞机的反作用力会更
大，直观体现为飞行机组会感觉
海水“偏硬”一些。

执行任务的首飞机组视觉
感受和操纵要求不同。“海上试
飞要求机组全面考虑风向、风
速、洋流和浪涌，以及高温、高
湿、高盐环境的综合影响。”首飞
机组机长赵生说，飞行员只能基
于对飞机飞行特性充分了解后，
通过丰富经验来决定海上降落
路径。同时依靠飞行员的细心而
又准确的操纵，保证飞机起降过
程中保持运动状态稳定。

飞机的验证任务和使用环
境不同。航空工业通飞珠海基地
研发中心总体部副部长程志航
说，水上首飞主要是验证飞机各
系统在水面的工作情况，并初步

检查飞机水面起降操稳特性及
性能，为后续飞机用于森林灭火
和自然灾害防治体系建设提供
支持。

“海上首飞重点检验飞机喷
溅特性、抗浪性、加速特性和水
面操纵特性，检查飞机各系统在
海洋环境中的工作情况，并收集
海上飞行数据，为后续相关工作
提供支撑。”程志航说，海面起降
过程中，由于浪涌的波动起伏更
大，更容易导致飞机发生上下颠
簸和摇摆。相比来说，海上首飞
需要克服更多技术难题。

三试三捷
投身一线还有多远？

2009年立项的AG600飞机，
经历了2017年陆上首飞、2018年
水上首飞、2020年海上首飞后，
研制进程进入了新的阶段。这样
的三试三捷，得来颇为不易。

今年本是AG600项目研制的
攻坚年，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
新冠肺炎疫情，打乱了项目研制

节奏。受疫情影响，位于湖北荆
门的漳河机场一度处于封闭状
态，海上首飞前的试飞科目无法
如期开展。

作为“大飞机家族”一员，
AG600飞机凝聚着全国20个省
市、150多家企事业单位、10余所
高校数以万计科研人员的汗水
与智慧。为把失去的时间抢回
来，各项目研制相关方紧急调动
起来。

在珠海市、荆门市、青岛市、
日照市支持下，多支队伍采取

“点对点”包车的形式，顺利奔赴
科研试飞及海上首飞试验现场。
经过56个昼夜奋斗攻坚，6月26
日，AG600飞机顺利转场日照山
字河机场，全面进入海上试验、
试飞阶段。

“今年确定了AG600要完成海
上首飞等总目标。后续项目研制全
线将全力以赴加快研制进度。”陈
元先表示，AG600项目将开展灭火
型试验，计划2023年完成灭火型研
制，并尽早投入使用。

据新华社

7月2 3日
上午，济南市
人 防 办 和 莱
芜 区 人 防 办
会 同 齐 鲁 晚
报·齐 鲁 壹
点、莱芜区凤
城 街 道 办 事
处、任花园社
区 居 委 会 举
办的“人防法
规 宣 传 教 育
进社区”主题
活 动 走 进 莱
芜 任 花 园 社
区，为社区居
民 带 来 了 一
场 丰 盛 的 人
防知识大餐。 居民积极领取人防宣传材料，学习人防知识。

“鲲龙”出海
在青岛团岛海域成功实现海上首飞

计划三年内完成灭火型研制并投用

26日，中国自主研制的大型水陆两栖飞机“鲲龙”AG600在山
东青岛团岛海域成功实现海上首飞。作为中国“大飞机家族”的一
员和国内首次研制的大型特种用途民用飞机，AG600飞机是构建
国家应急救援体系的一块重要拼图。

国产大型水陆两栖飞机AG600成功进行海上首飞。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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