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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寒，地冻。山高，路远。
农历戊戌年春节前后，解放军报 20

多支融媒体报道小分队，踏上“新春走军
营”的漫漫征程。

从高原到海岛，从密林到雪原。记
者们的脚步，追寻着部队官兵练兵备战
的强军足迹，也透露着军事新闻创新发
展的春天讯息。

两年前，也是一个春天。2016 年 2
月 19日，习主席主持召开党的新闻舆论
工作座谈会，深刻阐述党的新闻舆论工
作的地位作用、职责使命、原则要求等一
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做好新的
时代条件下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提供了根
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就在距这一天不到两个月的 2015
年 12月 25日，习近平主席视察解放军报
社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新形势下办好
解放军报，必须坚持军报姓党、坚持强军
为本、坚持创新为要，勉励解放军报要政
治上更强、传播上更强、影响力上更强，
为实现中国梦强军梦提供有力思想舆论
支持。

又是一年春来时，硕果满枝花满
园。两年来，解放军报及其他军队媒体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引，把贯彻落实习主席重要讲话精
神的决心意志，转化为宣传党的政策主
张、反映强军兴军实践、推进媒体融合发
展的生动实践，向着建设具有强大传播
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的新型军事
传媒目标加速迈进，奏响了嘹亮的新时
代强军号角。

担当：坚守主阵地，

当好主力军

“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坚持党性原
则，最根本的是坚持党对新闻舆论工作
的领导。”习主席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
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把军报人对党的
新闻舆论工作使命担当的认识提升到
了新的高度。
“军报姓党，就要爱党、护党、为党，

为巩固和壮大主流思想舆论竭尽全力，
让党的主张成为时代最强音。”习主席在
视察解放军报社时发表的重要讲话，让
军报人更觉责任重大、使命光荣。

浩渺行无极，扬帆但信风。两年来，
习主席每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
示，军报都在第一时间刊发社论评论，加
强深度报道和理论阐释，旗帜鲜明地传
达党的声音。深入开展“砥砺奋进的五
年”主题报道，刊发 400余篇动态报道、
80余篇理论评论、700余篇网络文章，为
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营造良好舆论
氛围。为全面反映党的十八大以来，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推进国

防和军队建设取得的历史性跨越，以军
报为主撰写的《领航人民军队，向着世界
一流军队迈进》等 9篇重头综述，在全国
各大媒体刊发。围绕深入宣传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

强军思想，组织开展“走进习主席视察
过的部队”系列专题报道和“新时代、新
气象、新作为”大型主题采访活动，刊
发了一大批内聚力量、外树形象的优
质报道，让嘹亮的主旋律成为新时代的
强音。

两年来，解放军报认真筹划古田全
军政工会精神学习贯彻、红军长征胜利
80周年、中国共产党成立 95周年、中国
人民解放军建军 90周年、“两学一做”学
习教育等大型宣传战役，大力宣传“大
功三连”、南海舰队航空兵某团、空军首
席无人机飞行员李浩、“黄草岭功臣连”
车长王锐等一大批强军先锋，深刻阐释
中国梦强军梦，有力营造了改革必成、
强军可期的良好舆论氛围。在纪念建
军 90周年宣传中，军报推出《我们的队
伍向太阳》解辛平署名文章，开设“波澜
壮阔 90 年”系列栏目，推出总计 12期、
90个版的纪念特刊。读者认为，解放军
报“纪念建军 90周年宣传主场战役打出
了主场风采。”

举精神之旗，立精神之柱，建精神
家园。两年来，解放军报有力批驳“军
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
等错误观点；全力回击歪曲历史事实、
抹黑革命领袖、诋毁英雄人物等奇谈
怪论；全面彻底肃清郭伯雄徐才厚流
毒影响，充分发挥出“定音锤”“压舱
石”“风向标”“助推器”的特殊重要作
用。“军报姓党”的政治品牌，日益具
体、生动地转化为军报爱党的高亢声
音、军报护党的鲜明态度、军报为党的
火热情怀。

转变：践行走转改，

我们在路上

“看，军报改版了！”2017年元旦，新
年的第一缕阳光洒满大地，面貌一新
的解放军报带着浓浓的油墨香与读者
见面。这是军报人 60多年风雨历程中
的又一次自我革新，更是军事新闻工
作者深入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的
实际举措。

为了这次改版，解放军报社以习主席
视察时的重要讲话为遵循，专门成立改
版论证小组，分 6个方向深入全军部队
调研，收集意见建议 1300 余条，先后 15
次研讨修订改版方案。读者们惊喜地发
现，改版后的解放军报政治上更强、传播
上更强、影响力上更强，切实体现出党报
和军委机关报的大报风范。

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
习主席强调，“要转作风改文风，俯下
身、沉下心，察实情、说实话、动真情，努
力推出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的作品。”
（下转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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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日军营年味浓战味更浓

新华社北京 2月 19日电 国家
主席习近平 2月 19 日就伊朗客机坠毁
事件向伊朗总统鲁哈尼致慰问电。

习近平在慰问电中表示，惊悉贵国
一架客机坠毁，造成全体乘客和机组人
员不幸遇难。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

人民，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对遇难者表示
沉痛的哀悼，向遇难者家属表示深切的
慰问。

就伊朗客机坠毁事件

习近平向伊朗总统鲁哈尼致慰问电

上高山海岛、进边防哨所、踏林

海雪原……在这个万家团圆的新春佳

节，广大军事新闻工作者牢记习主席

“2?19”重要讲话提出的“48字职责使
命”，走进天南海北的座座军营，真

实记录下三军将士爱党报国的风采。

春风化雨润万物，丹心妙笔著华

章。2016年2月19日，习主席主持召

开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

要讲话。两年来，新闻舆论战线牢记

殷切嘱托、践行职责使命，深入贯彻

落实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以更加昂

扬的姿态唱响主旋律，以更加自觉的

行动传播正能量，推动党的新闻舆论

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不断增

强。军队新闻舆论战线紧跟强国强军

进程，宣传强军思想，激发强军精

神，汇聚强军力量，助推强军实践，

全面反映部队重振政治纲纪、重塑组

织形态、重整斗争格局、重构建设布

局、重树作风形象的生动实践，采写

出一大批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的

优秀作品，为引导全军坚定不移走中

国特色强军之路发挥重要作用。重大

宣传有规模有声势，重头报道有亮点

有影响，改进文风有力度有成效，媒

体融合有进展有突破，在落实习主席

视察解放军报社时提出的“政治上更

强、传播上更强、影响力上更强”上

迈出坚实步伐。

做好党的新闻舆论工作，营造良

好舆论环境，是治国理政、定国安邦

的大事。军队新闻舆论阵地是党的重

要阵地。军队新闻舆论战线肩负着为

党的政治主张和先进理论鼓与呼、为

强军兴军鼓与呼的特殊使命。军事新

闻舆论工作的作用在贴近中心工作中

发挥，军事新闻舆论工作的价值在聚

焦强军目标中彰显。只有再接再厉、

乘势而上，“强化政治意识、政权意

识、阵地意识，勇于举旗帜、打头

阵、当先锋”，才能为实现中国梦强

军梦提供有力思想舆论支持。

迈进新时代，媒体格局、舆论生

态、受众对象、传播技术都在发生深

刻变化，特别是互联网正在媒体领域

催发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不日新者

必日退。新闻舆论工作是最需要创新

的领域。习主席多次强调，做好党的

新闻舆论工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

加需要创新。面对新兴媒体的快速发

展，面对分众化、差异化传播趋势，

面对“西强我弱”的国际舆论格局，

面对意识形态领域尖锐复杂的斗争，

如果我们无视时代潮流，缺乏阵地意

识和创新精神，就无法及时构建适合

国情军情、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现代

军事传播体系，就无法满足全面推进

新时代强军事业的需要。

2018年，是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

精神的开局之年，是改革开放 40周

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

一年，也是决胜实现国防和军队建设

2020年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军事新

闻舆论战线必须紧扣工作主线，不断

把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引

向深入，全面展示广大官兵为实现党

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全面建成世界

一流军队而奋斗的精神风貌。军事新闻

舆论工作者要深入学习和践行“2?19”
重要讲话精神，承担起新闻舆论工作

的职责和使命，坚持“正确政治方

向、正确舆论导向、正确新闻志向、

正确工作取向”，不断提高“脚力、眼

力、脑力、笔力”，切实肩负起记录改

革、助推改革的重大历史责任。

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愿军事

新闻舆论工作者在记录新时代中不负

时代，在讴歌奋斗者中不懈奋斗。这

是无上的光荣，更是如山的责任。

承担起新闻舆论工作的职责和使命
■本报评论员

新春佳节之际，笔者走进战略支
援部队某基地作战值班室，恰逢值班
干部马在选通过视频指挥系统下达任
务：“命你部应急分队立刻集结，随时
准备出动!”

随着一阵急促的紧急集合声,该基
地某大队在位官兵迅速取背囊、装物
资、携枪弹、奔战位。
“这是基地成立后首个春节战备

值班,也是对基地新质作战能力的一
次全面检验。”该基地政委介绍说，虽
然基地成立不满“周岁”，但这支分散
在祖国大江南北的新型作战力量，在
党委一班人的带领下，呼吸相通、攥指
成拳。

笔者通过指挥平台看到，全副武装
的应急处突分队迅速集结，按照划分的
火力打击组、封控抓捕组、处置组和救
护组分工快速有序进入战位。与此同
时，担负巡逻和布防任务的第 1梯队也
集结完毕，奔赴重点区域进行警戒。

今年 1月，该基地某大队受领战区
方向应急机动保障分队建设试点任务
后，在对接战区作战保障需求的基础
上，结合专业要素设置，研究预设了要
素间的对应关系，形成了新型力量编
组模式。同时，他们还进一步完善应
急保障预案体系，形成 1个主案、3个
计划、20个作业方案。新的战备方案
在全基地进行推广，将有效提升快速

反应能力。
采访期间，正逢上尉张发、三级军

士长杨磊、四级军士长李铭和李林峰
打起行囊，准备赴西南某地执行任
务。有任务就意味着别离，家属们说：
“长时间见不到他们，说实话，已经习
以为常。然而，他们的背影在我们心
中永远是份牵挂！”

征衣不解，枕戈待旦。目送他们
出征的背影，笔者深情地敬了一个军
礼。从他们从容的背影中，笔者不但
看到了这些年轻军人和军人家属的无
私奉献，更看到了新时代革命军人的
从容、担当和自信！

（本报武汉2月18日电）

望着你出征的背影
——感受战略支援部队某基地春节练兵备战氛围

■马 璟 王 斌

本报西安2月19日电 特约记者
贺军荣报道：为确保驻地群众过一个
安全祥和的春节，武警陕西省总队各
级紧密结合任务实际，教育引导官兵
牢固树立“过节不忘制度规定、过节不
忘使命任务、过节不忘练兵战备”的观
念，始终保持箭在弦上、引而待发的高
度戒备状态。记者通过总队作战指挥

中心的视频看到，所属各单位值班干
部严格落实“四全”要求，履职认真；战
备分队保持全员全装待命状态，执勤
战备工作正规有序；各执勤哨位执勤
哨兵手握钢枪，高度警惕目标区域内
外的风吹草动。

该总队精心拟制春节战备方案，
落实应急指挥机构编成，备足处突维

稳力量，特战分队严格落实备勤制度
和以车代库要求，确保一声令下，部
队能立即出动。针对有的单位执勤、
处突、反恐、维稳预案存在的不实用
不配套、与实战结合不紧密等问题，
他们及时修订完善了反袭击、反劫持
等不同突发情况的处置预案，确保一
有情况，部队就能快速反应、机动到
位、高效处置。

据了解，节日期间，该总队在确保
固定目标绝对安全基础上，先后圆满
完成 4 个高铁站、火车站春运执勤任
务。担负 3个城市联勤武装巡逻任务
的官兵，为过往旅客提供便民服务 526
次，有力维护了驻地安全稳定。

武警陕西省总队

落实执勤制度 保持箭在弦上

本报北京2月19日电 袁西、连刘

举报道：“××地域有异常情况，命你部
迅速集结到位！”大年初四下午 1点，北
京卫戍区某高炮团战备值班连连长刘
闯的对讲机里突然传来了团作战值班
室下达的命令，上级要求该连官兵携装
在规定时间内抵达指定地域。这是该

团在春节期间对战备应急力量及建制
连队进行全要素突击拉动的一个镜头。
“过年不忘战备，无论何时都要绷

紧战备这根弦！”该团团长吕志良告诉
笔者。针对春节期间部队担负的使命
任务，该团党委狠抓节日战备，夯实打
赢根基。

针对任务需求，该团加强战备演
练研究、优化出动流程做到分秒必争，
将战备等级转换、部队机动行进、演练
组织实施、复盘回撤总结等环节无缝
对接，使上级决策、机关指挥、官兵行
动有序开展。他们进一步简化中间环
节，整合作战、通信、机要、机关值班和
基层分队等要素，缩短应急响应时间；
明确出动路线，指定集结地点，切实做
到将战备标准、行动要求、物资携运细
化到人，具体到车，落实到库，有效缩
短出动时间；利用不同天气条件和夜
间环境，随机设置各种敌情，提高部队
全天候出动和临机出动能力。

北京卫戍区某高炮团

优化演练流程 增强战备实效

本报讯 李青青、孙成成报道：2
月 15日清晨，一阵尖锐的战斗警报在
新疆军区某团一营营区响起。按照应
急预案，全营官兵在营长刘晔的指挥
下紧急出动……春节期间，该团在不
打招呼、不预先准备的情况下，随机对
所属营连进行实兵实装战备拉动。

今年春节假期之前，该团党委深
入开展战备教育，召开节日战备形势

分析会，广泛收集有关战备工作的意
见建议，周密制订应急预案，统筹安排
战备值班任务，科学组织情况预演，确
保部队随时拉得出、打得赢，时刻保持
战备状态。

春节期间，该团领导带头坚守战
位，履行战备值班职责；机关成立战备
督查组，对各营连、应急分队的战备情
况进行突击检查，考核各级值班员对

战备方案、信号识别、物资器材的掌握
情况，发现问题当场要求整改；各营连
严格保持人员在位率，确保秩序正规，
严防发生失管失控现象；应急值班分
队依据应急预案，组织多课目连贯演
练，强化应急处突能力。
“刚才机动过程中，机枪连部分

官兵行动迟缓，缺乏临战意识，导致
指挥陷入被动……”演练结束，营长
刘晔立即组织各级指挥员进行复盘，
从指挥处置、连排协同等方面入手分
析演练中暴露的问题，进一步完善应
急预案。

上图：2月18日，第80集团军某旅

组织战备演练。

本报特约记者 仇成梁摄

新疆军区某团

完善应急预案 随机拉动演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