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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党的旗帜下·特稿

“有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和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我们
强国强军伟大事业就有了攻坚克难、战
无不胜的有力武器。”“十九大报告越学
越觉得博大精深，越学越觉得强军可
期，越学越觉得胜利在望”……

连日来，十九大报告中关于全面推
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重要论述，在全
军和武警部队官兵中引起强烈反响，广
大官兵深受鼓舞、信心满怀，在学习讨论
中表示要迅速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
十九大精神上来，坚定维护核心、坚决听
党指挥，牢固确立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
指导地位，为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
标、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不懈奋斗。

这几天，第 83集团军某旅“杨根思
连”指导员丛博文带领理论骨干到班排组
岗哨，将报告中关于全面推进国防和军队
现代化的重要论述传达到每名官兵。北
海舰队某旅侦察营优秀共产党员、一连
连长王鹏带领官兵刚完成部队组建搬
迁，立即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学习讨论。

亲历“凤凰涅槃”“浴火重生”“重塑
再造”，面对新时代、新使命、新目标，官
兵们感慨万千。大家一致表示，习主席
作为党的领袖、军队统帅，着眼实现中国
梦强军梦，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创
立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为人民军队描
绘出中国特色强军之路的壮阔蓝图。
“确保到二〇二〇年基本实现机械

化，信息化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战略能
力有大的提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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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讨论中，驻澳门部队珠海基
地、信息工程大学、北京卫戍区某师官
兵无不被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新战略
深深鼓舞。武警河南省总队周口市支

队政委周森谈到，心中有信仰，脚下有
力量。强军伟业历史性地落在我们这
一代军人肩上，我们责无旁贷，唯有乘
势而上、奋发图强。

伟大事业需要伟大思想领航。新时
代党的强军思想为国防和军队建设提供
了根本指导和科学遵循。新疆军区某红
军师、第 72集团军某旅、南部战区陆军
某边防旅党委在学习讨论中感到，党对
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军的军魂和命
根子，永远不能变，永远不能丢。重庆警
备区、武警辽宁省总队党员干部坚决表
示，军队维护核心、听从指挥，最重要的
就是维护和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这是
军人最大的忠诚，也是铁规铁律，必须始
终不渝坚持。
“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体现了

认识的新高度、实践的新要求。”连日
来，国防科技大学文理学院组织专家教
员加强教学设计，推动理论普及，力求
尽快让十九大精神进教材、进课堂、进
头脑。学院教授马建光说，同国家现代
化进程一样，军事理论现代化也要及时
跟上。他们将从本职岗位入手，为全面
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多作贡献。

盛会召开期间，正逢第 80集团军某
旅“铁脚板连”组织一年一度的“争标
兵、破纪录”练兵活动。在考核中接连
打破两项连队纪录的下士王立军畅谈
学习报告体会时说，岗位实践是赓续红
色基因的最好阵地，强军兴军征程呼唤
官兵人人争当“四有”新时代革命军人。

黄海前哨，北部战区陆军某旅官兵
近段时间结合装备换季保养工作，对改
革调整后的新专业、新装备集中进行技
术攻关，确保每台装备随时都能战斗。
“装备维修技术能手”、一级军士长蒋其
常说，改革强军是大势所趋、势在必行，

能够亲身经历和参与这个伟大实践，既
无上光荣又深感责任重大。

刚从部队调研归来的空军军医大学
航空航天医学系教授马进，对报告中提
到的“建设创新型人民军队”感同身受：
“这让我们科技工作者有了更广阔的平
台。”深入学习讨论中，他对下一步攻关
解决高原飞行缺氧防护等难题，提升飞
行人员身心健康保障能力充满信心。

伟大梦想的实现，离不开脚踏实地
的奋斗。推进强军事业，建设世界一流
军队，必须始终聚焦备战打仗。

高空中，无人侦察机巡视战场；丛
林中，特战队员隐蔽前行……第 73集团
军某旅官兵们千里机动至陌生地域，围
绕机动渗透、战场侦察、引导打击、破袭
夺控等课目展开演练。夜幕下，中部战
区陆军某团强军精武标兵郑子军带领
官兵围绕机动状态下高难度训练课目
展开攻关。“军队是要准备打仗的，一切
工作都必须坚持战斗力标准”，官兵们
把学习十九大报告焕发的政治热情转
化为练兵备战的强大动力。

面对国家安全环境的深刻变化，面
对强国强军的时代要求，战略支援部队
某部、武警北京市总队十六支队官兵坚
信，有习主席的坚强领导，经过全军官
兵不懈努力，我们一定能够把人民军队
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圆满完成党和
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任务。
（本报北京10月22日电 记者黄

超、王握文，特约记者陈豪、翟晓伟，通

讯员赵人杰、赵攀龙、张廷申、茅欣鹏、

吴春辉、孙荣乾、杨杰、甘兆楠、闫磊、张

榕、彭乙峰、王煜、王锡圣、姜楠、孙成

成、孔运河、于阳、罗庆、左庆莹、张翔

宇、宝斯议、马艺训、孙清、谭斌、李三

磊、颜士强、魏小龙、孙圣国等来稿）

坚持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
全面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全军和武警部队官兵认真学习十九大报告，表示

要牢固确立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指导地位，为实现党在
新时代的强军目标、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不懈奋斗

10月22日，十九大新闻中心举行主题为“中国特色强军之路迈出坚定步伐”的集体采访，4位军队代表就国防和军队建

设话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本报记者 冯凯旋摄

（第四至八版）

这是十九大报告中的一个关键词——“全面从严治党”；
这是会场内外代表们讨论最多的话题之一——“新时代党的建设”；
这更是回荡在每一名代表、每一个共产党人心头的历史之问——“建设一个什么样

的党、怎样建设党？”
连日来，在解放军代表团和武警部队代表团驻地，代表们在热烈的讨论中深切感

到，面对历史考验，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加强党的领导，
交出了一份成就卓著的时代答卷：党的建设开创了新局面，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
强，焕发出新的强大生机活力。
“按照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

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十九大吹响了新时
代党的建设的号角，代表们有一个信念无比坚定——必须坚定不移推进新时代党的建
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实现中国梦强军梦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实现伟大梦想，必须建设伟大工程

“在复兴伟业的新航程中，‘中华号’巨轮破浪前行，关键要靠党来掌舵。”学习讨论
报告、参观“砥砺奋进的五年”大型成就展，许乃银代表深深感到，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
明，有了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将实现。
“实践告诉我们，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到什么阶段，党的建设就要推进到什么阶段；党坚

强有力，国家就繁荣稳定，人民就幸福安康。”白吕代表谈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
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党要团结带领人民进行伟大斗争、推进伟大事业、实现
伟大梦想，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毫不动摇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确保
党在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来自江西省军区的杨笑祥代表说，推进党的建设新

的伟大工程，必须坚定维护一个核心——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看齐追随一个
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着力发挥一个作用——党的核心领导
作用，砥砺强化一个能力——能打胜仗的能力，锤炼塑造一个品格——勇于自我革命、
从严管党治党的政治品格。
“进入新时代，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

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秦树桐代表说，面对严峻复杂的形势，我
们党要始终成为时代先锋、民族脊梁，始终成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自身必须始终过硬。

始终过硬，源自全面从严、千锤百炼。徐金华代表认为，只有坚定不移推动全面从
严治党，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才能提高党驾驭全局、推动发展、化解矛盾、应对风
险的能力，使党永葆旺盛生命力和强大战斗力，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和考验的历史进
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
“勇于直面问题，敢于刮骨疗毒。”王东海代表深刻谈到，坚定不移推动全面从严治

党，要更加自觉地坚定党性原则，消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清除一切
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
召力，确保我们党永葆旺盛生命力和强大战斗力。

全面从严治党不仅是党长期执政的根本要求，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
保证。李中林代表谈到，只有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把党锻造得更加坚强，
才能肩负起党在新时代的历史使命，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进入新时代，一定要有新气象新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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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新时代党的
建设，十九大报告在这一部分开宗明义，而这也深深触动着每一名代表。

新时代蕴含新气象，新征程呼唤新作为。
“‘打铁必须自身硬’，是党对所肩负使命任务的清醒认识、对‘四大考验’‘四种危

险’的高度警觉、对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的准确判断。”袁华智代表谈到，我们一定要按
照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确
保我们党永葆旺盛生命力和强大战斗力。

旗帜鲜明讲政治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要求。李广泉代表在回顾我
党 96年发展史后感到，讲政治、有信念，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统一步调，是我们党获得成
功的重要原因。他说：“新时代，我们要继续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坚定执行党的政
治路线，严格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
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思想建党是我党的一个伟大创造，十九大报告鲜明指出，‘思想建设是党的基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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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何雷代表由衷感到，我们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牢记党的宗旨，挺起共产党人的精神
脊梁，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
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更加自觉地为实现新时代党
的历史使命不懈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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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数字让人警醒，同时也给人以信心，环
顾当今世界，没有哪个政党能有如此的意志和力度‘自己给自
己动刀子’。”任国荃代表谈到，我们要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夺
取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强化不敢腐的震慑，扎牢不能腐的
笼子，增强不想腐的自觉，通过不懈努力换来海晏河清、朗朗
乾坤。
“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这是代表们讨论发言中引

用最多的话之一。
“在全面从严治党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有差不多了，该

松口气、歇歇脚的想法，不能有打好一仗就一劳永逸的想
法，不能有初见成效就见好就收的想法。”十九大召开的第二
天，在参加贵州省代表团讨论时，习总书记再次强调全面从
严治党。对此，俞庆江代表感到，这持续释放了坚定不移推
动全面从严治党的强烈信号，宣示了我党推动全面从严治党
向纵深发展，以更大的决心、更大的勇气、更大的力度抓好
自身建设的决心。

全面加强军队党的建设，为实现

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提供坚强保证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推进强军伟业，关键在党。
“军队党的建设是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军队建设发展的核心问题，是军队全部工作的关键。”刘
振所代表在讨论报告时深切感到，新时代推进强军兴军伟大
实践，必须把军队党的建设作为固本制胜的传家宝牢牢抓在
手上，全面加强军队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
建设、纪律建设和制度建设，真正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
源源不断地转为人民军队的制胜优势。

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人民军队的建军之本、强军
之魂。“革命战争年代，我军之所以拖不垮、打不烂，攻无不克、
战无不胜，关键就在党的坚强领导。”林火茂代表谈到，新时代
加强军队党的建设，必须把铸牢军魂作为首要任务和根本要
求，坚持不懈地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
头脑，深入学习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引导广大官兵深扎
信仰之根、铸牢忠诚之魂，坚定维护核心、坚决听党指挥。
（下转第二版）

新华社北京10月22日电 党的十九大 22日继续举行代
表团分组会议。

十九大新闻中心在梅地亚中心举行记者招待会。教育部部
长陈宝生、民政部部长黄树贤、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

民、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王蒙徽、国家卫生计生委主任李斌介
绍满足人民新期待、保障改善民生工作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大会新闻中心还举行了主题为“教育综合改革”“中国特
色强军之路迈出坚定步伐”的集体采访。

党的十九大继续举行代表团分组会议

“今天晚上就我个人来看，可能是
快门声响起最多的一次集体采访……”

10 月 22 日晚 8点，在梅地亚中心，
党的十九大新闻中心第七场集体采访
活动准时举行，主持人袭艳春被中外记
者关注人民子弟兵的热情所感染，以一
个“最”字开场。

这是军队党代表第一次接受中外
记者集体采访，展现开放、自信的形
象。中央军委国际军事合作办公室参

谋刘芳、陆军第 74集团军某合成旅车长
王锐、空军航空兵某团团长刘锐、原国
防科学技术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教授王飞雪 4名代表落座前整齐列队，
齐刷刷的标准军礼赢得现场热烈的掌
声。
“我来自于首批改装轰-6K战机的

部队，也是首批改装的飞行员。”第一个
进行自我介绍的刘锐代表话语铿锵、自
信满满。

“我国空军远海远洋训练已经常态
化、体系化、实战化。”刘锐说，“我在这
里特别想跟大家讲一下几个方面的变
化。我们团是 2015年 3月份开始实施远
海远洋训练的，到目前为止已经有两年
多了。从训练的频次来看，从最初的一
年 4 次，到现在一个月多次；从机型来
看，从最初的单一机型，到现在进行多
机型体系训练……”
（下转第三版）

中国特色强军之路步伐铿锵
—十九大新闻中心第七场集体采访聚焦改革强军

■本报记者 洪文军 中国军网记者 王 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