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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1月22日电 法与时转
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连日来，全军和
武警部队通过多种形式热议党的十九届
二中全会公报，广大官兵学习讨论热情
不断高涨。大家一致认为，党中央用一
次全会专门讨论宪法修改问题，充分表
明党中央对这次宪法修改的高度重视。
把党和人民在实践中取得的重大理论创
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上升为宪法
规定，必将更好地发挥宪法在新时代坚
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重要作
用，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宪法
保障。

实践发展永无止境，法治建设没有
完成时。

北京卫戍区某团担负十九届二中全
会警卫执勤工作，官兵对全会精神有着
更加深刻的认识。该团政委朱威明表
示，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领导人民
执行宪法和法律，这是我们党的重要领
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作为新时代革命军
人，必须更加自觉主动增强宪法意识，弘
扬宪法精神，提高军队建设法治化水平。

长期从事国防动员法规研究的军事
科学院研究员王淑梅表示，党的十九大
对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作出重大战略部署，确定了新的奋斗目
标。对宪法进行适当修改，由宪法及时
确认党和人民创造的伟大成就和宝贵经

验，以更好发挥宪法的规范、引领、推动、
保障作用，是实践发展的必然要求，是新
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
然要求。

学习全会公报，深感使命在肩。武
警湖南总队“最佳遵纪守法标兵”、新邵
中队中队长董忠明在学习讨论中谈到：
“我国宪法是随着时代进步、党和人民事
业发展而不断发展的。作为党和人民的
忠诚卫士，我们必须增强法治意识、强化
法治观念，成为宪法的忠实崇尚者、自觉
遵守者、坚定捍卫者。”
“宪法只有不断适应新形势、吸纳新

经验、确认新成果，才具有持久生命力。”
这几天，武汉军事法院组织全院官兵认
真学习二中全会公报。法学博士、该院
副院长柯友平认为，我国宪法必须随着
党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
的发展而不断完善发展。这是我国宪法
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也是一条基本规
律。武警辽宁总队、北京军事法院、昆明
军事检察院、第 73集团军某旅、第 75集
团军某旅、东海舰队某旅、空降兵某旅官
兵在学习讨论中谈到，学习贯彻党的十
九届二中全会精神，就要深刻领会宪法
修改的时代必然、实践必要、法治必需。
“实践证明，每一次宪法修改都符合

国情、符合实际、符合形势，充分体现了
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新成就新经验新要
求，有力促进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有力推动了社会主义法治国

家建设进程，有力维护了国家统一、民族
团结、社会稳定。”22日，连续完成多个
跨昼夜飞行任务的中部战区空军航空兵
某师“神威大队”飞行员结合新使命新任
务，认真学习领会党的十九届二中全会
精神。天安门广场，武警北京总队执勤
第一支队组织多名基层政治指导员走进
一线哨位，为执勤哨兵及时传达全会精
神，鼓励大家以更加昂扬的精神状态、更
加顽强的战斗意志，忠诚使命，勠力强
军。第 76集团军某旅党委、第 82集团军
某旅党委、武警江西总队上饶支队党委、
火箭军某通信团党委、武警湖北总队荆
州支队党委一班人通过学习讨论深化
了认识：适应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对我
国宪法作出适当修改，由宪法及时确认
党和人民创造的伟大成就和宝贵经验，
对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讨论越深入，认识越清晰。海军勤
务学院党委、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旅党
委、武警某部党委、第 71集团军某旅党
委在学习讨论中谈到，对宪法进行适当
修改的决定，是党中央经过反复考虑、综
合方方面面情况作出的，既顺应党和人
民事业发展要求，又遵循宪法法律发展
规律，是事业需要、人心所向。
“宪法修改关系全局，影响广泛而深

远。”武警云南总队、第 75集团军某特战
旅、武警河北总队、第 77集团军某旅、战
略支援部队某部党委一班人在学习讨论

中谈到，要贯彻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
法立法的要求，注重从政治上、大局上、
战略上分析问题，注重从宪法发展的客
观规律和内在要求上思考问题，维护宪
法权威性。

新时代当有新气象，新时代呼唤
新作为。塞北草原，多支陆军劲旅鏖
战正酣；远海大洋，海军舰艇编队劈波
斩浪；大漠戈壁，自由空战烽烟再起；
山林深处，火箭军某新型导弹部队盘
马弯弓……全军将士把学习全会精神
焕发出来的政治热情，转化为强军兴
军的强大动力。广大官兵一致表示，
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
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本次全会
精神，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
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坚定不移走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自觉维护宪
法权威、保证宪法实施，为新时代推进
全面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
家而努力奋斗。
（本报记者张磊峰、杜康，特约记者

张雷、武炎龙、周景红、熊湘平、孙利波，

通讯员邱雨、张添柱、茅欣鹏、王迪、程必
杰、刘金汉、杨磊、何孝林、范俊刚、马艺

训、李鹏飞、陈陟、赵欣、何宗卯、王博、龚

泽玺、柴玉龙、李佳豪、朱翔、张容瑢、唐

家军、高旭尧、林彤、赵磊、唐昊哲、蒲杰

鸿、侯伟、高达、赵付威、任发源、曹志国）

宪法只有不断适应新形势才能具有持久生命力
——全军和武警部队官兵热议党的十九届二中全会公报

本报北京1月22日电 孙剑锋、特约记者
吴旭报道：记者今天从军委训练管理部有关部
门获悉，军队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停考 1年后，近
期按照新体系重新开考。1月底开始，全军现
役军官、士官可报名，往年已报名的在籍考生
可接续报考。

适应军队领导指挥体制改革特别是军队院
校和训练机构调整，军队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管
理体系、运行模式、专业设置、考点布局等进行
了一系列改革。重建新的管理模式，全军统一
建设基于军事综合信息网的军队高等教育自学
考试管理信息系统，面向官兵提供从报名报考
到毕业申请全程“一站式”服务。重设新的专业
体系，按照专业名称军地通用化、专业课程军队
特色化的原则，从国家自学考试专业清单中选
择设置 30个军队自学考试专业。重构新的考
点布局，分地域集中设置，将军队自学考试考点
由 1565 个减至 374 个，考核进一步严格规范。
重塑新的考核制度，推行教考分离，军队自学考
试命题由主考院校命题调整为军队统一命
题。建立诚信档案，将考生违规情况纳入国家
教育考试诚信档案体系。严格考籍管理，运用
大数据分析手段对考生身份、前置学历等进行
严格核验。取消自考收费，军队自学考试组织
管理所需经费纳入教育训练费保障。

据军委训练管理部职业教育局负责人介
绍，本次新生报名对象限定为现役军官、士官，
报名专业可从法学、新闻学、应用心理学、机械
电子工程等 30个军队自学考试专业中选择。
报考专科不受学历限制，报考本科必须具有国
家承认的专科及以上学历。报名时间为 1月
30日至 3月 15日。

往年已报名的在籍考生报考施行先报考
后参考制度。属于调整专业的在籍考生，2018
年上半年仍参加原专业课程考试，2018年下半
年转入相应新专业继续参加考试。报考时间为1月 30日至 2月 28日。

记者了解到，2018年上半年国家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时间为 4月 14日至 15日，军
队自学考试同时进行。考生可登录军队自学考试网站（军综网）报名报考，军队自考
相关法规制度、通知安排均可通过访问该网站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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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陈星佐、特约记者海洋
报道：火炮穿梭冰雪路面、战鹰掠地疾
飞……连日来，气温骤降，第 79集团军
座座军营却呈现一派火热练兵景象。
该集团军紧盯险难课目展开实战化训
练，训练场上战味十足，树起狠抓练兵
备战的鲜明导向。
“落实习主席训令，作为基层一线

部队，就是要按照新大纲要求从严施

训，以更严格的标准、更有力的举措提
高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该集团军领
导感到，把制约战斗力提升的险难课目
作为训练重头戏，既是紧迫的现实需
求，也是最有力的鲜明导向。
“发现‘敌’目标，攻击梯队迅速掠地

隐蔽，机降梯队迂回‘敌后’机降……”某
机场上空铁翼飞旋、马达轰鸣，该集团军
某陆航旅飞行训练硝烟弥漫。空中突

防、机降突击、搜索营救……飞行员张伟
小心翼翼地修正航向，做好每一个战术
动作。训练中，他和战友经过努力探索，
对精确突击、支援掩护、对空防御和指挥
控制等内容进行系统论证，积累数据 70
多组。

在某旅冰雪路驾驶训练场，数辆装
甲车正展开训练，有的疾驰在极限高坡、
起伏路等复杂路段，有的挑战坡上起步、
倒行移位等高难课目。负责组训的特级
驾驶员肖航告诉记者：“向训练短板发起
冲锋，浓浓的硝烟味让大家训练热情高
涨！”记者了解到，近段时间，该集团军各
级紧盯训练短板同步发力，百余险难课
目成为新年度训练的催征战鼓。

第79集团军狠抓练兵备战锤炼部队实战本领

百余险难课目树立从严施训导向

在中华民族的奋进华章里，飞天勇

士叩问苍穹无疑是极为精彩的章节；在

人民军队的英雄谱上，开拓天疆的航天

员无疑是十分闪亮的名字。

英雄热血，浇筑飞天梦想；热血英

雄，演绎中国传奇。英雄航天员群体牢

记自己首先是军人，用军人的本色筑梦

太空，一心只为飞天，一生只为飞天，先

后有14人次勇闯苍穹，把中华民族千年

的飞天梦想化为美丽的现实。从一人飞

天到多人飞天，从在轨一天到中期驻留，

从男航天员到女航天员，从首问苍穹到

太空行走，从太空授课到一系列科学试

验……他们用一个又一个“使命之约”，

生动诠释出新时代中国军人的忠诚、担

当、热血和智慧。

军人自有军人的使命，军人自有军

人的本色。军人的肩上扛枪扛炮，也扛

着国家的安危、民族的兴衰。翻开五千

年编年史，“使命在身，万死不辞”的英雄

壮举史不绝代，“矢志不渝，不辱使命”的

绚丽篇章绵延至今。因为是军人，航天

员面对高强度训练、高压力备战、高难度

任务，迎难而上、苦练本领，用军人的无

畏和豪情搭起筑梦的天梯；因为是军人，

航天员面对超越极限的挑战、生死一线

的考验，崇严尚实、不懈创新，用军人的

果敢和睿智不断刷新“中国高度”、创造

“中国奇迹”。什么是军人的本色？什么

是军人的样子？他们就是当之无愧的

“价值标杆”“心灵读本”和“形象大使”。

军队与使命共生，与使命同在。人

民军队的光荣，来自使命的神圣；人民军

队的自豪，来自责任的重大。“宁可备而

不用，决不能用而无备”“不管主份还是

备份，都是航天员的本分”……英雄航天

员群体把飞天的使命看得比生命还重，

无论是接受党的挑选、受命出征太空，还

是巡天揽月凯旋、面对荣誉花环，他们都

坚决听从党的号令，坚决服从任务需要，

选上了就冲锋在前、不辱使命，没选上就

从零开始、继续准备。时刻准备为使命

而战、为荣誉而战、为祖国而战，这是航

天员的“满格状态”，也是军人枕戈待旦、

引而待发的真实写照。

“我以我血荐轩辕”。党的十九大

擘画了新时代强国强军的宏伟蓝图，赋

予了人民军队和每名官兵新的使命任

务。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全面

建成世界一流军队，这是广大官兵必须

为之勠力奋斗的使命、殚精竭虑的事

业。向英雄航天员群体学习，就应该像

他们那样心中涌动着许党许国、报党报

国的赤诚，肩上扛起亮剑制敌、敢于胜

利的使命，时刻为祖国和军队的强大厉

兵秣马。

用军人本色成就“使命之约”
■本报评论员

（上接第一版）

在高速旋转的离心机里，航天员刘
旺承受着 8倍重力加速度，脸部肌肉被
甩得严重变形……那次，刚巧队里组织
家属观摩航天员训练，刘旺母亲从显示
屏里看到这一幕后，一边流泪一边不住
地摆手说：“不看了，不看了！”

一秒钟都不忍心多看的老人家不知
道，他的儿子要坚持整整 40 秒钟。其
实，航天员如果实在坚持不住，可以按手
边那个红色按钮请求暂停。但据航天员
系统副总设计师黄伟芬介绍：“那个红色
按钮，20年来从没有人碰过”。

梦想召唤，过载前行。
血液重新分布适应性训练，航天员

们连续 7天保持头低脚高卧姿，脸部充
血、鼻塞头痛、胸闷失眠，同时还要训练
进食饮水、清洁个人卫生。

心理训练，他们要在狭小密闭的隔
离舱内进行抗疲劳抗寂寞考验，72小时
连续工作，不能睡觉。

飞行程序训练，9大本、上百万字的
飞行手册，他们一遍遍背记、一遍遍推演，
做的笔记摞起来比桌子还高，使数以万计
的指令内化为习惯动作和肌肉记忆……

千锤百炼，只待祖国挑选。经过严
格考核和评定，先后选拔的两批 21名航
天员，顺利通过上百个训练课目考核，全
部具备独立执行载人航天飞行任务的能
力，创造了世界航天员训练零淘汰率的
纪录。

无惧风险 血性担当
“哪怕回不来，也要让

五星红旗在太空高高飘扬”

2017年 8月 21日，山东烟台附近某
海域，毒辣的太阳下正上演着一场海上
大“救援”。

第一个跳下海的，是我国进入太空
的第一人杨利伟。海上自主出舱、海上
生存、海上搜救船救援及海上直升机悬
吊营救……“未来空间站任务面临许多
未知，我们必须勇敢面对各种风险挑
战。”杨利伟说。

杨利伟永远不会忘记，2003 年“神
五”首飞那漫长的“26秒”——

当时，长征二号火箭和飞船刚上升
到离地面三四十公里的高度，突然产生
强烈共振。飞船内的杨利伟感到眼前一
片漆黑，五脏六腑似乎都要被震碎。杨
利伟说，他当时“以为自己要牺牲了”。

共振持续了 26 秒。杨利伟以常人
难以想象的毅力挺过了一生中最漫长、
最黑暗的 26秒。对此，中国航天员中心
主任邓一兵评价说：“26秒，浓缩了一名
军人对使命的忠诚信仰。”

飞天梦圆，风光无限；天路迢迢，风
险重重。

养蚕、种菜、跑步……呈现在电视画
面中的“神十一”飞行任务，似乎是航天
员景海鹏和陈冬惬意的太空 33天。然
而，事实并非如此轻松。

2016 年 11 月 11 日零时 10 分，连接
天地的话音链路突然中断。此时，离飞
船返回地球仅剩一周。问题如果不能迅
速解决，不仅后续任务难以完成，更可能
导致紧急返回，给航天员生命安全带来
威胁。

危急关头，景海鹏和陈冬迅速展开
在轨排查，最终通过视频用文字与技术
专家交流，一起恢复了语音通信畅通。

风险与意外，对于航天员景海鹏来
说，并不陌生。

2008 年，景海鹏与战友翟志刚、刘
伯明执行“神七”飞行任务时，意外突然
发生：当翟志刚按计划开启舱门时，舱门
丝毫没有反应。此时，飞船即将飞出测
控区，若打不开舱门，出舱活动就要延
迟。

翟志刚和刘伯明迅即启动预案，终
于打开了中国人太空行走的大门。此
时，轨道舱又突然响起火灾语音报警！

危险时刻，尽显军人本色。翟志刚
毫不犹豫出舱，刘伯明果断调整舱外活
动计划，先将一面五星红旗递到翟志刚
手中……多年以后，刘伯明回忆这一幕，
再次重申他们当时的信念：“哪怕回不
来，也要让五星红旗在太空高高飘扬！”

无惧风险，血性担当。从加入航天
员大队那天起，这些曾听惯了惊雷雨声、
看惯了云卷云舒的优秀飞行员，便将渗
入骨髓、融入血脉的胆气，化作时刻面对
航天风险的勇气。

中国首批 14 名航天员的记忆里，
2003 年注定是世界航天史上的多事之
秋——

农历大年初一，美国哥伦比亚号航
天飞机失事，7名宇航员全部罹难；5月 4
日，俄罗斯“联盟”号飞船降落时偏离预
定着陆区；8月 22日，巴西运载火箭发生
爆炸，21名航天同行当场遇难……

此刻，航天员正在紧锣密鼓地备战
神舟五号任务。领导把大家召集在一
起，听听想法、鼓鼓劲儿。没想到，座谈
会变成了群情激昂的请战会——

航天员张晓光第一个站起来说：“舍
我其谁！”

接着，航天员李庆龙的发言字字铿
锵，令在场人员热血沸腾：“我是飞行员
出身，对牺牲早已置之度外。我热爱这
项事业胜过自己的生命，任何风险影响
不了我的选择和信念。”

时刻准备 为国出征
“不管主份还是备份，

都是航天员的本分”

在航天员大队，每一名航天员身上，
都能找到一个特殊数字。
“这坛山西老陈醋已经酿了 14年，

越酿越香。”航天员刘旺用 14年的等待，
换来了“太空穿针”的完美表现。
“天上 15天，地上 15年。”航天员张

晓光用 15年的等待，换来了太空的精彩
亮相。
“这是一场持续 20年的马拉松，只

要任务需要，我会一直跑下去。”航天员
邓清明是目前航天员大队唯一没有执
行过飞天任务的首批现役航天员。20
年来，他 3次入选备份、3次与飞天失之
交臂，但他初心不改，时刻准备着为国
出征……

有一种付出叫等待，有一种收获也
叫等待。

4年前的一幕，至今铭刻在邓清明
的脑海中——那是 2014年 3月 13日，一
个再普通不过的日子，却因 5名航天员
的停航停训，写入中国航天史册。

那一天，上级宣布首批航天员吴
杰、李庆龙、陈全、赵传东、潘占春停航

停训命令，并举行了隆重的停航停训仪
式。抚摸着航天员纪念章，他们再也抑
制不住眼中的泪水。这泪水中既有对
飞天梦想的不舍，更有未能为国出征的
不甘——

十几年来，他们一心只为飞天，一次
次接受祖国挑选，一次次与飞天失之交
臂，有的曾 2次入选梯队，有的至今不为
人知。如今，他们因超过黄金飞行期，再
也没有机会为祖国出征太空……

为祖国飞天圆梦是英雄，为梦想默
默坚持也是英雄。中国航天员中心党委
书记李新科动情地说：“他们的等待与神
舟飞天的辉煌一起，构成了中国航天史
上最厚重的一页。”

越是做惊天动地事，越要做顶天立
地人。邓清明永远不会忘记，那天，航天
员陈全紧握住他的手说的一番话：“不管
主份还是备份，都是航天员的本分！老
邓，你要继续努力，不要放弃！”

这番话，让人动容；这番话，也是常
态。

中国航天员都具备执行载人飞行任
务的资格，但由于受任务密度和条件制
约，不可能每个人都有机会飞天，只能按
照综评成绩排名确定人选。很多课目考
核的第一名和最后一名成绩相差只有一
两分，甚至仅仅零点几分。在航天员大
队，几乎每名航天员都当过备份，有的甚
至不止一次。

在中国载人航天史册上，聂海胜留
下一段很难复制的“传奇”履历：从神舟
五号到神舟十号，5次载人飞行任务中，
他均以主份或备份的身份入选飞行梯
队。如今，已是将军的他，依然时刻准备
接受祖国挑选，迎接更大挑战。
“作为航天员，我们的使命就是飞天

圆梦，我们的责任就是出征太空。”聂海
胜的这番话，不仅是航天员们的精神写
照，更是他们的行为准则。

在航天员大队这个英雄的群体，无
论是一次飞天、两次飞天、三次飞天，还
是没有飞天，航天员有一个共同的状态：
时刻准备着，永不放松！

2018 年 1 月 4 日，在航天员大队成
立 20周年之际，航天员们在国旗前重温
入队誓词。仪式结束后，记者们发现，他

们有的走向教室，有的直接奔向训练场
地——

中国飞天第一人杨利伟，依然在时
刻准备。

中国太空行走第一人翟志刚，依然
在时刻准备。

中国首位飞天女航天员刘洋，依然
在时刻准备。

中国首位太空女教师王亚平，依然

在时刻准备。
两次飞天的聂海胜，依然在时刻准

备。
三度飞天的景海鹏，依然在时刻准

备。
费俊龙、刘伯明、刘旺、张晓光、陈

冬，依然在时刻准备……
所有航天员，都在时刻准备着下一

个梦想——中国空间站！

1月18日，第80集团军某特战旅冬训分队组织雪地模拟处突演练，锤炼

严寒条件下作战能力。 侯 彬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