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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0 月 18 日上午，举世瞩目
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
北京隆重开幕。

2200 多名党代表以意气风发的精
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展现在世
人面前，展示出一个百年大党浴火再塑
后的崭新形象。

征服一座高峰，需要超越的是自我。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带领中国共产党以无私的
斗争精神，开启了一场自我革命、自我
再塑的伟大工程。铁腕反腐、凝心聚
魂、正风肃纪、坚毅担当……重锤之
下，火花四射。一个个动人心魄的瞬
间，汇聚成壮丽夺目的长卷，在革命性
锻造中，新时代党的面貌发生了前所未
有的变化。

以 历 史 为 鉴 ，再 塑

健康肌体

9月 29日，就在党的十九大召开前不
到20天，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孙政才，
因严重违反党的“六大纪律”被“双开”。
“盛会不反腐”“届末之年反腐将要

收官”“刑不上大夫”……这些西方媒
体笔下的所谓中国“政治潜规则”，在
中国共产党的实际行动面前被一次次打
破。

少有人感到风雷将至的前奏。
2012年 12月初，当选十八届中央候

补委员还未满月的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
城万万没想到，十八大后的反腐“第一
枪”会指向他。
“我一直有这样一个思想，就是在

这个时期，干部队伍出点小问题难免

的……”几年后，因受贿罪、滥用职权罪
锒铛入狱的李春城回首往事、唏嘘不已。

此时此刻的悔悟，反衬的是彼时彼
刻的迷思。

5年前，当“受贿近 4000 万元”不过
是李春城眼中的小问题时，我们党正面
临腐败愈演愈烈的严峻挑战。
“山西省军区原司令员方文平、成都

军区原副司令员杨金山、兰州军区原副
政委范长秘……”

在国防大学的一次演讲中，金一南
教授一口气列出一串因腐败问题“落
马”的将军。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军先
后查处涉嫌严重违纪违法军级以上干部
100多名，这个数字已经远远超过枪林
弹雨中为缔造新中国而牺牲的将军数
量。
“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

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
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
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

68 年前，“进京赶考”前夕，毛泽东
同志对全党的警示音犹在耳。
“赶考”永远不会结束，只会给出一

个个新的时代考题。
腐化生活的侵蚀、利益集团的“围

猎”、金钱逻辑的泛滥，这些在革命战争
年代和计划经济时期尚不突出的问题，
却一步步把党推到了与腐败短兵相接、
攸关兴亡的前沿阵地。
“大量事实告诉我们，腐败问题越演

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党的十八
大后，习近平总书记上任伊始就向全党
发出了振聋发聩的警告。

宁可得罪千百人，绝不辜负13亿！
势不两立之间，亮剑成为唯一的选择。

英国每日电讯报评论道：中共新一
代领导人表示腐败问题必须立即解决，
似乎没有浪费什么时间就言出必行。

言出必行，开弓没有回头箭！
继李春城之后，几乎每月都有中管

干部被查处，最多时“一月打七虎”。短
短 5年，全国共立案审查省军级以上党
员干部及其他中管干部 440 人。其中，
十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 43人，
中央纪委委员9人。

上至周永康、薄熙来、郭伯雄、徐才
厚、孙政才、令计划等“大老虎”，下到群
众身边的“蝇贪鼠害”，谁也没有免罪的
“丹书铁券”，谁也不是“铁帽子王”。

暴风骤雨，雷霆万钧，一次次刷新着
人们的认知。

勇于自我革命，从严管党治党，中国
共产党这一最鲜明的品格，正获得越来
越多的赞誉。

一个省 45 名全国人大代表参与贿
选，近千名“政商精英”牵涉其中。2016
年 9月，发生在辽宁省的拉票贿选案受
到严肃查处并被公之于众，揭开了新中
国历史上最大贿选案的盖子，也让辽宁
省人大常委会一度陷入停摆。

当社会主义民主法治遭到践踏，当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底线受到挑战，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果断出手，没
有投鼠忌器的任何迟疑，没有法不责众的
任何妥协，没有下不为例的任何退让。

何止于辽宁！
山西系统性塌方式腐败、四川南充

拉票贿选案、湖南衡阳破坏选举案……
一个个大案要案、串案窝案被摊在了阳
光之下。
（下转第二版）

再塑党的形象的伟大工程
—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五年探索之路

新华社北京10月21日电 党的十九大各代表团 21日继续举行分组会议，酝酿大会主席团第二次会议通过的十九届中央
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候选人预备人选名单，讨论关于十八届中央委员会报告的决议（草案）、关于
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草案）。

党的十九大各代表团继续举行分组会议

伟大事业，离不开旗帜引领；伟大征程，离不开核心领航。
金秋十月，长歌吟盛世，豪气溢神州。“5年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

舵，‘中国号’巨轮长风破浪、行稳致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出席党的十九
大的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一身戎装，豪情满怀——

走进新时代，有一份信念更加坚定。“实践一再并将继续证明，习主席作为党中央的核
心、全党的核心，是众望所归，当之无愧、名副其实。这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是党心
所向、军心所向、民心所向。”炽热心语，至真至纯。

踏上新征程，有一份使命更加自觉。“我们要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伟大旗帜，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拥戴核心、维护核心、追随核心，在战位上扛起如山使
命，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铿锵誓言，落地有声。

感悟辉煌成就，坚定信赖追随

这个伟大时代，代表们是历史的参与者，也是见证者。
航空兵某团团长刘锐代表，曾驾机成功穿越巴士海峡、突破第一岛链，首次在西太平

洋留下了中国空军的航迹；临沂舰战士郭燕代表，曾随舰赶赴也门，撤离身陷战火的中国
公民；第 74集团军某合成旅三连车长王锐代表，在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哺育下，成长为铁
甲精兵……

代表们的强军足迹，勾勒出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
“5年来，强军兴军开创新局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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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特色强军之路上迈出了一大步。”来自国防大学的
李文代表，用“凤凰涅槃”“重塑再造”来形容军队新风貌。

这 5年，政治建军开启崭新篇章。“历史必将永远铭记，关键时刻，党中央、中央军委和
习主席扶危定倾、力挽狂澜，挽救了人民军队。”不少曾参加过古田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的
代表深有感触地说，人民军队重整行装再出发，政治生态得到有效治理，军营风气向上向
好，强军正能量不断汇聚。

这 5年，改革强军震撼世人。“国防和军队改革深入推进，人民军队组织架构和力量
体系实现革命性重塑。”火箭军原指挥学院战略教研室主任向钢华代表说，随着“脖
子以下”改革落地生根，新体制新编成的优势和效能将得到更多释放。

这 5年，练兵备战实现新的跃升。“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已经在军营深入人
心，胜战之能、血性之勇、亮剑之胆成为军营最美风景。”说这番话的，是第 80集团军某合成
旅班长杨叶代表。巾帼不让须眉，23岁的她曾参加“国际军事比赛-2016”军医接力项目竞
逐，一举夺得女子步枪100米射击第一名。

依法治军迈出新步伐、科技兴军呈现新气象、军民融合开拓新格局……盘点辉煌成
就，代表们更加坚定了对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的信赖追随。

沧海横流显砥柱，万山磅礴看主峰。“5年来，党、国家和军队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
生历史性变革，最重要、最根本的是我们党有了习近平同志这个核心，有了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代表们由衷感慨，这些铭刻在历史上的宝贵经验启示，是我
们往前走最值得珍视和坚守的。

爬坡过坎，滚石上山。新时代，尤为需要核心领航。
“行百里者半九十。越是靠近世界舞台中心，越是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遇到的阻力越大。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一个坚强的领
导核心作为掌舵人和主心骨。在这个重要历史关口，只有高举伟大旗帜，坚决维护核心，自
觉看齐追随，才能推动我军开新图强、固本制胜，朝着实现强军目标、建设世界一流军队大
步迈进；才能沿着党指引的方向，履行好党和人民赋予的神圣使命。”杨成熙代表坚定地说。

打牢思想根基，提高政治站位

忠诚和维护核心，最内在的是思想上的追随。
“听党话、跟党走，必须不断强化理论认同。”陆军某部“大功三连”指导员王金龙代表

深有感触地说，我们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凝心聚魂，争做
“四有”新时代革命军人，锻造“四铁”过硬部队。 （下转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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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全军和武警部队持续兴起
学习十九大报告热潮。官兵们深刻认识
到，习主席的报告彰显了我们党为人民
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凝
结了划时代的理论创新和伟大实践创
造，开拓了决胜全面小康、走向强国复兴
的光明前景，给人以鲜明昭示、方向引领
和巨大鼓舞。

新的历史方位，新的战略安排。
“我们既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

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又要乘势而上开
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
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第 79
集团军某旅官兵在学习讨论中深切感
到，这一战略安排将“近期、中期、远期”
目标有机结合，路线更加清晰、内容更加
丰富、主题更加深刻。
“第一个百年目标实现之日，就是

第二个百年目标开始之时。”国防大学
马克思主义研究所研究员颜晓峰说，这
一历史阶段，是第一个百年目标冲刺阶
段与第二个百年目标起跑阶段的衔接过
渡期，是第一个百年目标收好官与第二
个百年目标开好局的双重任务期，是制
度更加成熟定型、发展更有品质、治理
更有水准、人民更有获得感的提高跃升
期。
“报告在 14条基本方略中强调了坚

持新发展理念，让更多人认识到‘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中部战区陆
军某防空团中士李烁在主题党日活动
中谈到，从过去盼温饱、求生存到如
今的盼环保、求生态，报告顺应了人
民的新期待，也让他更多感受到了欣
喜和温暖。

扬鞭策马征程急，放眼神州气象
新。“以往，我们执行远程机动任务，乘火
车需要经历‘白加黑’的旅途，开通高铁
后，如今行军就像插上了‘翅膀’。”学习
讨论中，第 72集团军某旅战士吴洋结合
见证高铁飞速发展的亲身经历表示，对
2035 年我国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的目
标充满信心。

国之运在民之心。“没有哪个国家、

哪个政党像中国共产党一样，将人民与
国家紧密连在一起，敢于提出跨越百年
的目标，将几代人的福祉列入自己的行
动纲领。”四川省内江军分区、武警某部
官兵认为，十九大报告不仅勾画了一个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现代化中
国蓝图，对新时代、新思想、新矛盾、新目
标等理念的阐述更是精准到位、催人奋
进、鼓舞人心。

梦想感召奋斗，目标凝聚力量。
“新的奋斗目标富有感召力，让每个

人都能从中找到自己的梦想。”陆军军医
大学政治理论与人文社科系副主任张珊
在交流发言中吐露心声，“我们不仅要自
己学深悟透，还要尽快推动十九大精神
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广泛开展理论

宣讲，回答好官兵关心关注的热点问
题。”

梦想可感知，更可触摸。“习主席关
于依法治国的思想和论断，为我们军队
政法工作者提供了鼓励和鞭策。”解放军
军事法院、解放军军事检察院党员干部
在学习中表示，一定要忠于职守、敢于斗
争、勇于亮剑，坚决依法打击违法犯罪活
动，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法治国
家贡献力量。
“科技强则国强。十九大报告为我

国科技发展制定了新的更高目标。我要
始终瞄准世界军事前沿和战场急需，带
领团队努力搞好科技创新，把工作做得
更加出色！”站在“蛟龙号”载人潜水器模
型前，刚刚牵头完成试验任务的陆军炮

兵防空兵学院钱立志教授发自肺腑地感
慨道。
“作为人民子弟兵，我们不仅要时刻

做好军事斗争准备，还要始终牢记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帮助群众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走下演兵场，第
78集团军某旅上士、“全军爱军精武标
兵”卢雪礼说，两年来，旅队在驻地实施
帮扶 1个贫困村、10户贫困家庭、100名
贫困学生的“一十百”工程，帮助村民走
上致富道路。

使命呼唤担当，旗帜指引未来。
连日来，海军某潜艇支队组织艇员

展开作战方案答辩、图上推演观摩、专
业技能考核；西部战区陆军依托网络进
行实案化对抗，演练现场充满浓郁“火

药味”；由第 83集团军某旅抽调组建的
第四批赴南苏丹维和步兵营官兵，反复
演练“隔离冲突”等实战化课目；刚结
束野外驻训的新疆军区某红军团组织营
连以上主官在作战值班室展开“红蓝”
对抗沙盘推演……全军将士决心练硬
功、打头阵、当先锋，用热血青春锻造
胜战之师，汇聚起强国强军的磅礴力
量，为全面决胜小康社会提供坚强支
撑。

不忘初心，逐梦前行；强国可期，强
军必成！从演训一线英勇顽强的红色传
人，到异国他乡维护和平的蓝盔勇士；从
守卫海疆勇闯深蓝的海军官兵，到逐梦
蓝天千里巡航的天之骄子……全军官兵
意气风发、信心满怀：让我们的旗帜，高
高飘扬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火热实
践中；让我们的梦想，尽情绽放在为中国
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伟大
征程上！
（本报北京10月21日电 记者严珊,

特约记者王飞、罗金沐、孙利波、姜永安,

通讯员侯伟、杨贵良、肖志超、谢珍孝、鲁

明远、刘刚、赵磊、张鹏飞、谭文伟、黄亮、

刘晓诚、黄远辉、史建民、张博文、田哲、

陈万金、周忠钦、高源、刘书、邵鑫、章士

平、翟晓伟、王立军等来稿）

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努力奋斗
—全军和武警部队官兵认真学习党的十九大报告，表示要坚决贯彻

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伟大实践中，凝聚起同心共筑中国梦的磅礴力量

10月20日，解放军代表团代表在认真听取讨论发言。

本报记者 周朝荣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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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党的旗帜下·特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