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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速递

代表心声

在党的旗帜下·特稿

10月20日上午，解放军代表团各小组认真讨论大会报告。会后，代表们意犹未

尽，相互交流学习体会。 本报记者 冯凯旋摄

空军某部原参谋长刘文力代表
告诉记者，在十九大开幕会现场聆听
习总书记所作的报告，她的心中升腾起
一个信念：有伟大的党的坚强领导，胜
利一定属于英雄的人民军队。

刘文力历任飞行中队长、大队
长，多次带队执行急难险重任务。“我
个人的成长进步一刻都离不开党的教
育和培养。”她说，上世纪五十年代
初，我国就培养出了第一批女飞行

员。今天，我军女飞行员的航迹遍布
祖国的蓝天。

奋飞远航凌云志，换羽高翔正当
时。刘文力说，新时代开启新征程，
她将一如既往地带领部队备战研战，
加强高难课目训练，突出全系统、全
功能训练，练硬钢铁翅膀，提升打赢
能力，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
命任务。

（本报北京10月20日电）

刘文力代表——

换羽高翔正当时
■本报记者 邹维荣

“作为一名来自革命老区的武警部
队代表，我深感有责任自觉传承红色基
因、担当强军重任。”龚冠宇代表说。

前不久，龚冠宇带领官兵搜集整
理驻地红色资源，编著成书并下发部
队，深受广大官兵喜爱。今年以来，
部队扎实推进“红色基因代代传”工
程，建立 164个优良传统教育联系点，
开展“读红色书籍、讲红色故事、看
红色影视”等多项活动。

“不管形势环境如何变化，优良传
统不能丢，红色血脉不能断，老红军本
色不能改。”龚冠宇坚定地说，我们要忠
实履行使命，努力为实现中国梦强军梦
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本报北京10月20日电）

龚冠宇代表——

红色血脉永赓续
■本报记者 吴 敏

承上启下、继往开来，党的十九大召

开，宣告中华民族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

上。

“新论断、新特点、新目标、新要

求……”一位连续4次参加党代会的代

表说，这一次，报告里处处新意令人心潮

澎湃。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党在新时代的

强军目标”“新时代革命军人”“新时代党

的建设总要求”……这一连串的“新”，令

人耳目一新。这位代表说，单就一个

“新”字，党的十九大，就足以点亮全国人

民的心。

分组讨论时，陈照海代表特别关注

本次大会首次开设的“党代表通道”。在

他看来，“党代表通道”无疑开启了一扇

世界观察中国的窗口，“通道传递出的，

是与民相通的诚心、与世界相连的真

心”。

诚心、真心，连着初心。中国共产党

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

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谭本宏代表发

言时说，报告里提到的每一个“新”，都饱

含浓浓的“人民情怀”。“一个把人民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把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作为根本宗旨的执政党，

必将赢得民心、凝聚人心！”

谭本宏提到两个细节，一个是今年

7月，辽宁舰航母编队停靠香港，香港的

渔船自发列队夹道护送；另一个是驻香

港部队营区举行升国旗仪式，一位久居

香港的老人当场飙泪。这位老者说：“第

一次现场参加升国旗仪式，感觉就像重

生了一回！”

“自己发展了，还帮别人发展；自己受

益了，还让别人受益。”一位代表谈到，我

们正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

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倡导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实施共建“一带一路”倡议……

这些旨在解决人类问题的新理念、新方

案，就是让中国人民同各国人民一道，共

同创造人类的美好未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

们党一定要有新气象新作为。”代表们

说，只要“新”与“心”相通，我们的事业就

一定会欣欣向荣、永铸辉煌！

（本报北京10月20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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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场聆听报告、小组讨论发言、参
加“党代表通道”第二场采访活动……
这两天，海军舰载航空兵某部司令部领
航主任曹先建代表异常忙碌。

然而再忙，曹先建都坚持在会议间
隙通过军线电话，与单位战友分享会上
的体会和收获。
“建设强大的现代化陆军、海军、空

军、火箭军和战略支援部队”，曹先建告

诉战友，现场聆听习总书记报告，他心
潮澎湃，思绪一下回到了那个让他永生
难忘的瞬间——今年 5月 30日，他驾驶
歼-15战机稳稳落在辽宁舰甲板上，成
功取得昼间着舰资格认证。让人惊叹
的是，这一天，距离他手术后复飞仅仅
70天。2016年 4月 6日，曹先建遭遇空
中特情，为了挽救战鹰，身负重伤。
“逐梦海天的强军先锋”张超，曾用

生命为中国的航母事业铺路，他是曹先
建的同批战友。得知张超牺牲的消息
时，曹先建躺在病床上抹去眼泪，发誓
要早日回到战位。最终，他凭借顽强意
志圆梦海天。
“生逢新时代，我们是最幸运的舰

载航空兵！”记者看到，在曹先建的案头
摆放着一本厚厚的笔记本。原来，这是
他赴京时战友们托他递交大会的《基层
官兵心声册》，记载着数百名官兵对大
会的祝福、对强军的期盼。几天来，在
电话中，还有不少人托他在册子上增加
自己对十九大报告的感悟。

除此之外，记者发现曹先建还随身
带着两个本子，一本记录这几天讨论报
告的收获，回去后他第一时间就要把宝
贵的党的十九大精神传达给部队官兵；
另一本则是他自己整理的飞行体会，每
天睡前都要拿出来翻一翻。
“我来开会时，部队正在组织高难

度课目攻关，回去后我要迎头赶上，用
实际行动向党和人民交上一份优秀答
卷。”曹先建说。

记者翻看这几本沉甸甸的册子，阅
读几百名官兵的祝福和感悟，就像捧着
几百颗赤忱之心。从“航母战斗机英雄
试飞员”戴明盟到“逐梦海天的强军先
锋”张超，习主席两次亲自签署命令授
称，体现了党的领袖、军队统帅对这支
新型作战力量的关注和关爱。从一次
次勇闯难关的飞行，到一次次细致缜密
的机务保障，该部官兵正按照党在新时
代的强军目标，向着建设强大的现代化
海军奋力前行。

（本报北京10月20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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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
争”“实现伟大梦想，必须建设伟大工
程”“实现伟大梦想，必须推进伟大事
业”……十九大报告中关于“四个伟大”
的重要论述，振聋发聩，意义非凡，在解
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中引起强烈反响。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连日来，代
表们联系历史和现实，联系国防和军队
建设实际，展开热烈讨论。大家表示，
一定不负党和人民重托，在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锐意进取，
埋头苦干，书写新时代“四个伟大”辉煌
篇章。

使命引领未来

使命呼唤担当

什么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
的梦想？又是谁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

在十九大开幕会现场聆听习总书记
的报告后，来自浙江省军区的纪晓飞代
表心情十分激动。他感慨地说：“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
族最伟大的梦想。中国共产党一经成
立，就义无反顾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历史使命。”

原防化学院某研究室副研究员黄
顺祥代表动情地说，96年来，我们党团
结带领人民历经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
牲，敢于面对曲折，勇于修正错误，攻克
了一个又一个看似不可攻克的难关，创
造了一个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
“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

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目标。”代表们说，蓝图不可
能一蹴而就，梦想不可能一夜成真。距
离目标越近，任务越艰巨，风险就越大，
就越不能懈怠，越要加倍努力。
“人间万事出艰辛。推进‘四个伟

大’，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项光
荣而艰巨的事业，需要每一个人付出艰
苦努力。”吴杰明代表说，进行伟大斗
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
伟大梦想，是新时代我们党举什么旗、
走什么路、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担负
什么样的历史使命、实现什么样的奋斗
目标的科学总结，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
人的奋斗方向，这就要求我们这一代共
产党人要切实增强历史使命感、责任感
和紧迫感，始终做到不忘初心，不屈不
挠、前仆后继地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
中华民族谋复兴。

既要政治过硬

也要本领高强

“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
伟大梦想，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相互作
用，是成体系成系统的宏伟事业。”原北
京军区善后办政工组老干部处处长全
忠代表说，要增强政治领导本领，坚持
战略思维、创新思维、辩证思维、法治思
维、底线思维，科学制定和坚决执行党
的路线方针政策，把党总揽全局、协调
各方落到实处。

王东海代表认为，要增强学习本
领，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

浓厚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
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

吉林省军区助理工程师张燕兵代
表说，要增强依法执政本领，加快形成
覆盖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各方面的党
内法规制度体系，加强和改善对国家政
权机关的领导。

随着讨论深入，代表们还形成了这
样一些共识：
——要增强改革创新本领，善于结

合实际创造性推动工作，善于运用互联
网技术和信息化手段开展工作；
——要增强科学发展本领，善于贯

彻新发展理念，不断开创发展新局面；
——要增强群众工作本领，创新群

众工作体制机制和方式方法，组织动员
广大人民群众坚定不移跟党走；
——要增强狠抓落实本领，坚持说

实话、谋实事、出实招、求实效，把雷厉
风行和久久为功有机结合起来，勇于攻
坚克难，以钉钉子精神做实做细做好各
项工作……
“伟大的事业必须有坚强的党来领

导。”河北省军区某仓库分库主任张学
医代表说，只要我们党把自身建设好、
建设强，确保党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
干在一起，就一定能够胜利驶向光辉的
彼岸。

扎实铸牢军魂

投身强军实践

把实现强军梦与实现伟大梦想紧
密联系在一起。代表们认为，建设一支
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
军队，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支撑。
面对国家安全环境的深刻变化，面对强

国强军的时代要求，必须全面贯彻新时
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形势下军事战
略方针，建设强大的现代化陆军、海军、
空军、火箭军和战略支援部队，打造坚
强高效的战区联合作战指挥机构，构建
中国特色现代作战体系，担当起党和人
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任务。

发扬斗争精神、提高斗争本领，
以昂扬的精神状态投身到国防和军队
建设之中。邹建雄代表说，当前，国
防和军队建设迈入新时代、进入新阶
段，任务艰巨，挑战重重，要积极主
动团结带领广大官兵有效应对重大挑
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
解决重大矛盾。

着眼铸牢军魂，加强军队党的建
设。冯晓林代表说，要大力开展“传承红
色基因、担当强军重任”主题教育，推进
军人荣誉体系建设，培养有灵魂、有本
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
按照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要求，建强
军队各级党组织，不断坚持和完善党对
军队的绝对领导一系列根本原则和制
度，永葆人民军队性质、宗旨、本色。

同国家现代化进程相一致，全面推
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代表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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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争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实现国
防和军队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把人民
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主题，一代
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代表们坚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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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
将奋勇前进，如期实现全面建成世界一
流军队的目标。

（本报北京10月20日电）

书写新时代“四个伟大”辉煌篇章
——解放军代表团和武警部队代表团讨论十九大报告综述之三

■本报记者 费士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