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10月20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 张磊峰 刘昌宝5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大力实施，
创新型国家建设成果丰硕，天宫、蛟
龙、天眼、悟空、墨子、大飞机等重
大科技成果相继问世……作为科研战
线上的一名工作者，我倍感振奋和自
豪。”
“颗颗螺钉连着航天事业，小小按

钮关系民族尊严”，这是航天人熟知的
格言。某测试站副站长胡旭东代表曾
参与发射任务50余次。
“十九大报告指出，树立科技是核

心战斗力的思想。对于我们航天事业
来说，新的‘长征’就在脚下。”胡旭东
立下誓言，要争做有灵魂、有本事、有
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飞天
筑梦，再立新功。

（本报北京10月19日电）

胡旭东代表——

飞天筑梦立新功
■本报记者 邹维荣

本报北京10月19日电 记者安普
忠、尹航报道：解放军代表团今天继续
分组讨论十九大报告。代表们一致认
为，习近平同志所作的报告，思想深邃、
内涵丰富，博大精深、气势磅礴，站在历
史和时代的高度，鲜明作出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科学判断，提出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基本方
略，深刻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
践问题，是一个举旗帜、指方向、明方
略、绘蓝图的好报告。代表们一致表
示，要认真学习领会报告精神，坚决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锐意进取，勠力同心，为实现中国梦
强军梦努力奋斗。

五年的辉煌成就彪炳史册，五年的
砥砺奋进刻骨铭心。代表们说，党的十
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强烈的历史担当，
领航掌舵，迎难而上，开拓进取，统筹推
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
全面”战略布局，出台一系列重大方针政
策，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推进一系列重
大工作，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全面开创新
局面，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新时
代。代表们深切感到，五年来，习主席着
眼实现中国梦强军梦，鲜明提出党在新

时代的强军目标，领导制定新形势下军
事战略方针，坚持政治建军、改革强军、
科技兴军、依法治军，大力加强练兵备
战，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引领人民军
队重整行装再出发，在中国特色强军之
路上迈出坚定步伐。之所以取得这些举
世瞩目的成就，最重要、最关键的是，我
们有习主席这个坚强核心，有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
引。

代表们谈到，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对党和国家发
展历史方位的精辟概括。改革开放之
初，我们党发出了走自己的路、建设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号召。经过近
四十年的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进入了新时代，这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
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
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大家一
致表示，要深刻认识和理解把握新时
代、新起点、新使命、新征程，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以更加坚定的决心、更
加奋发的姿态、更加艰苦的努力，进行
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
业，实现伟大梦想。代表们深刻认识
到，新时代催生新理论，新理论引领新
实践。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新境界、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境界，是党的指导思
想又一次与时俱进，具有重大的政治意
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在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必须牢
牢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的指导地位，深入领会蕴含其中
的精神实质、实践要求，深入领会贯穿
其中的坚定信仰信念、鲜明人民立场、
强烈历史担当、求真务实作风、勇于创
新精神和科学方法论，自觉用以武装头
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代表们说，安享和平是人民之福，保
卫和平是人民军队之责。推进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离不开巩固
的国防和强大的军队。大家坚定表示，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面对国家安全环
境的深刻变化，面对强国强军的时代要
求，我们要坚持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
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形
势下军事战略方针，大力加强军队党的
建设，持续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不断加
强各方向各领域军事斗争准备，全面推
进军事理论现代化、军队组织形态现代
化、军事人员现代化、武器装备现代化，
努力建设世界一流军队，为夺取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提供坚强战
略支撑。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实现中国梦强军梦努力奋斗

解放军代表团继续讨论十九大报告

迈进新时代，开启新征程。
从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到

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从“十二
五”规划胜利完成，到“十三五”规划顺利
实施……连日来，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
表在讨论十九大报告时更加坚定了这样
一个认识：过去五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取得了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

性成就，党和国家事业全面开创新局面。
展望未来，代表们坚定表示：要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
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
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锐意进取、埋头苦干，夺取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极不平凡的五年，党和国
家事业全面开创新局面

十八大以来的五年，是党和国家发
展进程中极不平凡的五年。

事非经过不知难。石正露代表说，
这五年，国防和军队改革取得历史性突
破，形成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
新格局，人民军队组织架构和力量体系
实现革命性重塑；这五年，召开古田全
军政治工作会议，恢复和发扬我党我军
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人民军队政治生
态得到有效治理……人民军队在中国
特色强军之路上迈出坚定步伐。

19日晚，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参
观“砥砺奋进的五年”大型成就展。从
“天眼”探空到“蛟龙”探海，从量子卫星
天地一体化实验到“神威·太湖之光”超
级计算机，中国人“上九天揽月、下五洋
捉鳖”的愿望随着中国科技全方位突破
也成为现实。赵灿军代表说，置身展览
现场，五年来历史性成就震撼人心、令
人鼓舞。

经济建设取得重大成就、全面深化改
革取得重大突破、民主法治建设迈出重大
步伐……五年来，我们党以巨大的政治勇
气和强烈的责任担当，解决了许多长期想
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
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代表们感慨地
说：五年来的成就是全方位的、开创性的，
五年来的变革是深层次的、根本性的。

事实是最生动的教材，实践是最有
力的证明。冯欲晓代表说，五年来，党
的面貌、国家的面貌、人民的面貌、军队
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发生了前所未
有的变化，中华民族正以崭新姿态屹立
于世界的东方。

取得历史性成就，根本在
于党的坚强有力领导

回望过去五年的历史性成就和变
革，振奋人心，也引人思考：今天的中国
究竟靠什么成就辉煌？
“追根溯源，最根本的是有习近平

同志这个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掌
舵领航，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坚强领导，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导。”戎贵卿代
表说。

大时代需要大格局，大格局需要大
智慧。代表们说，五年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总揽全局、协调各
方，突出问题导向，坚持精准施策，抓好

顶层设计，用实践成就证明了党的领导
坚强有力，党中央权威不断增强，党中
央决策落地力度不断加大，党的凝聚
力、战斗力和领导力、号召力不断增强。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
李向荣代表说，五年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紧紧围绕新时代坚持和
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重
大时代课题，进行艰辛理论探索，创立
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这一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最新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
系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党必须长期坚
持的指导思想。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是被实践证明了的科学真理，是进
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
事业、实现伟大梦想的实践指南，是中
国共产党人新时代的精神支柱和力量
源泉。”晏军代表话语铿锵。

保持政治定力，坚持实干兴邦

成就卓著的中国实践，为人类社会
贡献出“走自己的路”的豪迈自信。代
表们激动地说，五年来的历史性成就和
变革，告诉世界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
我们的路走对了。

回望五年实践，代表们得出一个深
刻的历史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创造人民美好
生活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是指导党和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正确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
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激励全党
全国各族人民奋勇前进的强大精神力
量。全党要更加自觉地增强道路自信、
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既不走
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
路，保持政治定力，坚持实干兴邦，始终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历史是不断向前的，要达到理想的
彼岸，没有平坦的大道可走。张利明代
表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
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我们必须
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

使命呼唤担当，使命引领未来。周
振杰代表说，我们要不断推进理论创
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
其他各方面创新，让制度更加成熟定
型，让发展更有质量，让治理更有水平，
让人民更有获得感。
“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

里。”代表们坚信，站立在九百六十多万
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上，吸吮着五千多
年中华民族漫长奋斗积累的文化养分，
拥有十三亿多中国人民聚合的磅礴之
力，我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
无比广阔的时代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
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

（本报北京10月19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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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早 8时许，在人民大会堂，来自
军地的 3位年轻党代表互动发言，让
十九大“党代表通道”第二场采访活
动现场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
“2016年 4月 6日，在飞行训练中

飞机突发特情，我为了挽救战机，身
负重伤。”海军舰载航空兵某部司令
部领航主任曹先建代表首先介绍了
自己曾经历过的生死考验，与大家分
享了他手术后复飞的喜悦。
“关于舰载机在航母上降落的难

度和风险，刚才曹先建已经作了充
分介绍。”来自中船重工集团 704 研
究所的李媛代表在随后发言中及时
呼应了曹先建，并向现场记者透
露，为了保障舰载机飞行员的安
全，她所在的团队创新研制了一套
特种装置，曾助力舰载机在辽宁舰
首次着舰成功。
“其实，刚才两位代表所在的领

域也是我们‘天河’发挥作用的领
域。”来自国家超级计算天津中心的
孟祥飞代表微笑说。

互动的背后是军民融合！
“我们能成功上舰，得益于地方

有关单位给予的有力保障。”曹先建
感慨地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形成
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格局，意义深远。

从“党代表通道”走来的 3名军地
代表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不约而同地
谈到要做好军民融合这篇大文章。
这其中，有机遇，也有情怀。李媛深
情地说：“作为军工科研人员，我们最
欣慰的就是看到亲手研发的装备能
够服务国防，保卫祖国。”

李媛的话激励着曹先建，他接过
话茬：“我和战友们要更加积极练兵备
战，让国之重器扬威大洋之上，坚决捍
卫国家发展安全利益和海洋权益。”

（本报北京10月19日电）

军地代表话融合
■本报记者 洪文军

今天晚上，出席党的十九大的解放
军和武警部队代表来到北京展览馆，参
观“砥砺奋进的五年”大型成就展。

一幅幅制作精美的图表、一件件震
撼人心的实物、一次次身临其境的互动
体验……从“序篇”到“践行新发展理念
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从“坚定文化自
信 创造中华文化新辉煌”到“以人民为
中心 增进群众获得感”……10 个主题
内容展区和 1 个特色体验展区精彩纷
呈，全面宣传展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
国家事业发生的历史性变革。代表们久
久驻足，感慨万千。

每一件展品都蕴藏一种中国力量。
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代弹道

导弹核潜艇、052D 型驱逐舰、歼-20 战

机……在“强军征程 扬帆远航”主题模型
展台上，一件件武器装备模型振奋人心。
“这些装备模型是全军装备体系建

设跨越发展的一个缩影，更是我军推进
科技兴军实践的一份成绩单。”中央军委
装备发展部某基地研究所研究员田宙代
表说，从这张成绩单中，我们触摸到的是
中国军队的强劲脉动。

每一张照片都讲述一个中国故事。
展览现场，一名海军女兵牵着一个

小女孩的手登舰的温馨照片，让海军临
沂舰观通部门报务班战士郭燕代表激动
不已。照片上的女兵，正是她本人。
“2015 年 3月，临沂舰赴也门亚丁

港撤侨。当‘祖国派军舰接亲人们回
家’这句话在码头上响起时，‘祖国万
岁’的口号声和欢呼声此起彼伏。那个
春天，中国海军给世界留下一幕幕温暖
瞬间。”回想起两年多前的那一幕，郭
燕至今仍心潮澎湃。

从亚丁湾护航到我国首个海外保障
基地启用；从“反腐利剑高扬”到“沙场阅
兵”……感悟辉煌成就，代表们兴奋地
说，五年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坚强领导下，人民军队在中国特色
强军之路上迈出坚定步伐。
“新时代，新使命，新征程！”武警天

津市总队某支队副中队长王宝虎代表激
动地说，我们要不忘初心，用青春和热血
守护人民的幸福安宁。

在观众语音留言机前，代表们排起
长队，纷纷留下感言。陆军第 75集团军
某旅连长何清清代表说：“我们要淬炼胜
战本领，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
使命任务。”

(本报北京10月19日电)

上图：10月19日晚，解放军和武警

部队代表来到北京展览馆，参观“砥砺奋

进的五年”大型成就展。

本报记者 冯凯旋摄

担当起新时代使命任务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参观“砥砺奋进的五年”大型成就展侧记

■本报记者 吴 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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