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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心声

在党的旗帜下·特稿

现场速递

强军！强军！
这是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的迫切需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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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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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任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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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命如山，重任在肩。连日来，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紧紧围绕十九大报告中有
关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要论述展开热烈讨论。大家纷纷表示，要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
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坚持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面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在中国特色强军之路上迈出坚定步伐

10月 19日，夜幕降临之际，北京展览馆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参观者——解放军和
武警部队代表。
“砥砺奋进的五年”大型成就展现场，“强军征程 扬帆远航”主题模型展台前，

挤满了前来参观的身着戎装的代表，大家驻足观看，久久不愿离去。
空军航空兵某旅副参谋长王立代表说，那犹如“强军号”巨轮的展台，那一排排

昂首向前的战车战舰战机模型，仿佛在告诉每一位参观者，过去五年，人民军队在
党的领导下朝着建设世界一流军队扬帆远航。

纵览风云天地阔，纵横捭阖自从容。代表们说，党的十八大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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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军队重整行装再出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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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军队换羽重生展新颜。国防和军队改革取得历史性突破，人民军队组织
架构和力量体系实现革命性重塑。

人民军队练兵备战开新局。有效遂行海上维权、反恐维稳、抢险救灾、国际维
和、亚丁湾护航、人道主义救援等重大任务，武器装备加快发展，军事斗争准备取得
重大进展。
“有破有立，大破大立。”吴亚男代表见证了五年来人民军队的发展历程。他由衷地

说，这场重塑重构使我军体制和结构焕然一新，发展格局焕然一新，部队面貌焕然一新。

一切工作都必须坚持战斗力标准

“军队是要准备打仗的，一切工作都必须坚持战斗力标准，向能打仗、打胜仗聚
焦。”十九大报告中的这句话，让代表们热血沸腾，感慨万千。

李文代表说，我军要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必须要紧紧扭住能打仗、打胜仗
这个强军之要。
“只有牢固树立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部队建设才能实现飞跃。”空军

航空兵某团团长刘锐代表对此深有体会。
2015年，刘锐和战友驾机成功穿越巴士海峡赴西太平洋开展远海训练，在西太

平洋留下了中国空军的航迹。近几年，刘锐所在的团队苦练精兵，一大批技术精湛
的飞行员脱颖而出。在“航空飞镖-2017”国际军事比赛中，他们驾机与外军同台竞
技，最终凭借过硬素质斩获轰炸机组冠军，让“战神”威名响彻国际赛场。

能战方能止战，准备打才可能不必打，越不能打越可能挨打。武警某师师长陈连兵
代表说，要统筹推进传统安全领域和新型安全领域军事斗争准备，发展新型作战力量和
保障力量，开展实战化军事训练，加强军事力量运用，加快军事智能化发展，提高基于网络
信息体系的联合作战能力、全域作战能力，有效塑造态势、管控危机、遏制战争、打赢战争。

担当起新时代使命任务

十九大报告指出“国防和军队建设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从这里出发，国
防和军队现代化走向哪里？连日来，代表们一直在思考、在交流、在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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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

业”，十九大报告中的这句话温暖了解

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

“很感动，也很受激励。”在海军临

沂舰战士郭燕代表看来，想赢得全社会

尊崇，军队要有军队的样子,军人要有

军人的样子。报告强调“培养有灵魂、

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

军人”，就是为军人好样子画了像。

“说到底，还是要认真践行党在新

时代的强军目标。”云南省怒江军分区

参谋赵灿军代表认为，只要做到听党指

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军人样子就不

会走形，就能赢得全社会的尊崇。

其实，报告不单讲了“让军人成为

全社会尊崇的职业”，还指明了军人赢

得社会尊崇的方向和路径。“习总书记

在作报告时掷地有声地说，‘军队是要

准备打仗的，一切工作都必须坚持战斗

力标准，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这引

起我们强烈共鸣。党的十八大以来，广

大官兵积极练兵备战，锤炼过硬本领，

赢得人民点赞。”第74集团军某旅“黄

草岭功臣连”车长王锐代表说，军人就

要枕戈待旦，随时准备上战场。

采访中，很多代表不约而同地提

到机场、火车站设立的“军人依法优

先”通道。“这不仅是国家法律赋予军

人的合法权益，更饱含社会各界的拥

军情。”浙江省舟山警备区某部助理

员纪晓飞代表说，军人依法优先折射

社会尊崇，对军人来说也是弥足珍贵

的荣誉。

对于报告中提出的“推进军人荣

誉体系建设”，代表们认为，这有利于

在全社会激发、传递强军正能量。“在

全社会强化热爱国防、献身国防的观

念，不仅激励全体军人保持昂扬斗志，

也鼓励更多优秀社会青年从军报国。”

韦慧晓代表说。

报告中提出的“组建退役军人管

理保障机构”，在机制层面上保障“让

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落地生

根。“组建退役军人管理保障机构，非

常必要，非常及时。”李广泉代表认

为，这是对军人的巨大关怀和鼓舞，

对维护退役军人合法权益，增强退役

军人的归属感、荣誉感，具有积极促

进作用。

（本报北京10月22日电）

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
■本报记者 洪文军

见证盛会·记者手记

“从‘三步走’战略目标，到分两个阶
段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
们党一步一步，团结带领全国人民接续
干、加油干。”

关欣代表这两天和学校的同志一
直保持联系，忙着参与制订学校的发展
目标。

原来，在这次国防和军队改革中，
关欣所在院校合并整编为海军航空大
学。在她来北京开会的前一天，学校刚
开展一场群众性大讨论，主题就是“学

校怎么建”。
“学了十九大报告，对学校怎么建，

心里更有数了。”关欣说，十九大报告中
明确提出了我军到二〇二〇年、二〇三
五年以及本世纪中叶的建设目标，对学
校、教研室乃至她本人来说，就是要紧跟
这些“大目标”，制订好自己的“路线图”。

万千溪流汇江海。在关欣看来，作
为基层代表，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
精神，就是要朝着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
标不断前进。
“对于我来说，当前最要紧的，就是

把今年招收的本科班和应急培训班的
课上好。”作为一名博士生导师，关欣同
样十分关注本科生和应急培训班士官

学员的教学，她用“迫在眉睫”来形容这
些教学任务。
“十九大报告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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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与我们研究领域相关的武器
装备建设已经在向着这个目标高速进发，
而人才培养则相对滞后，我们必须迎头赶
上，绝不能让装备等人才。”关欣介绍，她
带的这些班就是要为该领域打造接续发
展的人才链。

目标连目标，一步接一步。记者更
加坚信：一张蓝图干到底，久久为功事
乃成，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一定能
够实现。

（本报北京10月22日电）

向着目标，一步接一步加油干
■本报记者 欧阳浩

田振宇工作的雷达站隶属于西部战
区空军，海拔比拉萨还高 100多米，一年
中大部分时间白雪盖顶。从小立志从军
的他，已经在这工作了两年多，曾荣获全

军“四会”优秀政治教员。
身在基层一线，田振宇对基层党组

织建设格外关注。在讨论十九大报告
时，针对当前一些基层党组织弱化、虚

化、边缘化的问题，田振宇建议说，要坚
持“三会一课”制度，推进党的基层组织
设置和活动方式创新，加强基层党组织
带头人队伍建设，扩大基层党组织覆盖
面。同时，要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突出
政治功能，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宣传
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定、领导基层治
理、团结动员群众、推动改革发展的坚强
战斗堡垒。

（本报北京10月22日电）

田振宇代表——

把基层党组织建成坚强战斗堡垒

始终走在时代前列
—基层代表热议新时代党的建设

■本报记者 费士廷

金秋，戈壁大漠。火箭军“常规导弹
第一旅”导弹点火升空，精准命中目标，
圆满完成该旅组建以来的第 200 次发
射。这也标志着我军战略导弹部队第一

支常规导弹旅，继 7年前成为中国战略
导弹部队首支“百发百中旅”后，其核心
军事能力又一次迈上新台阶。

作为这支英雄部队的基层政治工作

干部，陈勤在讨论十九大报告时，对新时
代党的建设，尤其是用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的相关内
容更加关注。“党的基层组织是确保党的
路线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贯彻落实的基
础。加强基层组织建设，要把坚定理想
信念作为党的思想建设的首要任务，教
育引导每名党员牢记党的宗旨，挺起共
产党人的精神脊梁，解决好世界观、人生
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她说。

陈勤代表——

挺起共产党人的精神脊梁

位于黑龙江、乌苏里江交汇处的
黑瞎子岛，地处我国最东端。岛上的
东极哨所，被誉为“东方第一哨”，是
每天最早把太阳迎进祖国的地方。

张欣鹏从 2014 年 3 月起在岛上工作至
今。

多年从事基层党组织工作的张欣
鹏说，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

设，决定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党员
领导干部是新时代党的建设的组织者
和实践者，要带头尊崇党章，严格执行
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增
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
则性、战斗性。同时，要加强党性锻
炼，不断提高政治觉悟和政治能力，把
对党忠诚、为党分忧、为党尽职、为民
造福作为根本政治担当，永葆共产党
人政治本色。

张欣鹏代表——

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

新的历史起点，新的发展目标。冯晓林代表说，十九大
报告给国防和军队建设规划出了一条清晰的路径和目标：
同国家现代化进程相一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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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核心是人的现代化。”刘发庆代

表说，任何军队、任何战争都是人和武器的有机结合，它们
相互作用、互相渗透，辩证地统一于现实的战争中。如果把
人的现代化看作“1”，其他方面则只是这个“1”后面的“0”，
倘若军事人员的观念、素质跟不上新的战争形态、作战样式
变化，其他的再先进也无济于事。所以，要把培养现代化的
军事人才放在重中之重的位置。
“必须以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为指引。”代表们说，我们

要坚持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兴军、依法治军，更加注重
聚焦实战，更加注重创新驱动，更加注重体系建设，更加注重
集约高效，更加注重军民融合，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

新的发展目标，是挑战，也是机遇。来自海军的韦慧晓
代表对此体会很深。
“我庆幸赶上了一个好时代。面对改革强军的时代大

潮，我一定会乘风破浪、逐梦大洋，书写新的辉煌。”韦慧晓
说。2012 年 1 月，从小就心怀军旅梦的韦慧晓，被特招入
伍。她从零起步，先后在大连舰艇学院航海指挥和舰艇战术
指挥两个专业学习深造，取得军事学学士学位，随后又顺利
通过副舰长独立操纵和岗位合格考核。2016年 3月，韦慧晓
成为海军首位女副舰长。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时代潮流浩浩荡荡。“我们将义
无反顾地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任务，向全
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的宏伟目标阔步前进。”代表们誓言
铿锵。

（本报北京10月22日电）

下图：代表们认真讨论大会报告。

本报记者 冯凯旋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