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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探向宇宙的观测，这是盛世中
国的气象。

站在位于贵州省平塘县的“天眼”
工程前，注目这个口径 500米、世界最大
的球面射电望远镜，为科技震撼，更为
中国自豪——军队人大代表、陆军某旅
政委王波回忆去年探家时慕名一睹“天
眼”风采时的心情，感慨不已。

惊喜接踵，振奋连连。翻阅过去 5
年的“中国成绩单”，这是受访军队代表
委员的同感：“中国号”巨轮在各领域一
楫楫深犁，泛起层层喜人浪花，已行至
一个全新的水域。

奋斗中国

“中国的新时代是志向远

大的时代”

“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
为奋斗目标”。

走出北京西站，伫立于这一地标建
筑前的醒目红色标语，映入从这里赶赴
两会住地的军队代表委员眼帘，也直抵
他们的心灵。

为谁奋斗，怎样奋斗？有了不忘初
心的奋斗，才有了极不平凡的5年。

奋斗，离不开坚强核心。“从党的十
八大到十九大，‘中国号’巨轮之所以能
乘风破浪，得益于习主席的有力领
航。”军队政协委员、军事科学院某研
究所所长陈薇说。
“中国，强国崛起”，这几个汉字出

现在 2017年 10月 15日法国《世界报》头
版，称“我们已经进入了中国世纪”。英
国《卫报》则认为，中国的新时代是志向
远大的时代。
“有了核心才能形成同心圆，汇聚

起同心同德的磅礴力量；有了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社会
主义才能在 21世纪的中国焕发巨大的
实践活力。过去 5年，是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举旗定向、攻坚克难、
砥砺奋进、成就辉煌的 5年，我们党、国
家和军队凤凰涅槃、浴火重生，比任何
时候都更加强大、更有力量。”军队人大
代表、空军指挥学院教授苗润奇总结
道。

奋斗，离不开自我革命。每一次
“打虎拍蝇”都大快人心，每一分海晏河
清都上下受益。苗润奇代表分析，“作
为一个拥有 97年历史的大党，我们党之
所以能够从胜利走向胜利，不是因为不
犯错误，而是因为能够依靠自身的力

量，同人民群众紧密结合在一起，不断
自我革命，勘误纠错。”
“风清方能聚力，气正方能业兴。

如今，官兵不用担心自己有没有‘关
系’，而是担心自己有没有本事；不再费
心琢磨上级，而是用心琢磨工作。”王波
代表说，党的领导全面加强，党内风气
不断纯正，是实现中国梦、强军梦的坚
强有力保证。

奋斗，离不开深度转型。军队人大
代表、陆军某部教导员谢正谊介绍，他
的部队驻地辽宁省抚顺市，是解放最早
的老工业城市之一，然而，由于资源枯
竭，抚顺昔日的露天矿坑，成为这座城
市的“伤口”。如今，抚顺不仅将矿坑改
造成融自然景观、人文景观为一体的旅
游景点，而且挖掘自身资源成功打造
“冰雪之都”“雷锋之城”两张城市名片，
当地群众和驻地官兵都为这座走进新
时代的“魅力之城”而自豪。“抚顺故事
只是中国故事的一个缩影。”谢正谊代
表说。

创新中国

“爱因斯坦一定会对此感

到惊讶”

“2018 年刚刚过去两个月，世界权
威学术期刊《自然》已发表 6篇中国专家
的文章。这在过去不可想象。”陈薇委
员自豪地说。

《自然》杂志 2017年末评选的年度
十大人物中，首次出现中国科学家的面
孔——被国人称为“量子之父”的潘建
伟。当著名量子物理学家安东·蔡林格
与中国同行完成人类首次洲际量子保
密通信视频通话后，这位量子通信领域
的泰斗笑着说：“爱因斯坦一定会对此
感到惊讶。”

陈薇回忆，和潘建伟的经历相仿，
以往在创新过程中，科技工作者被问及
最多的就是：“美国都没做成，你有什么
把握？”而今天，从“天眼”到“悟空”，从
“天宫”到“蛟龙”，从酿酒酵母染色体人
工合成到“克隆猴”诞生，中国对科技
“无人区”的探索渐成常态。

中国在 2019 年将超越美国成为全
球最大的研发投入国，美国麦肯锡公司
分析，到 2025年，创新对中国国民生产
总值的贡献率将达 50%。从“科学的春
天”到“创新的春天”，从“科学技术是第
一生产力”到“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
动力”，国际著名智库预言，中国即将成
为世界创新的“领头羊”。

科技创新提升国力，也造福百姓。
“去年 5月，来自‘一带一路’沿线的 20
国青年评选出中国的‘新四大发明’：高
铁、移动支付、共享单车和网购。”军队
政协委员、火箭军研究院某研究所所长
李贤玉说，中国在数字支付、共享经济
和电子商务等领域一举实现“弯道超
车”。

每百位手机网民中，有七成使用手
机支付；网购人数和网购交易额位居全

球首位；共享单车国内用户规模已突破
2亿……

这些“中国创新”惠及的何止国
民？如今，支付宝已覆盖 70多个国家和
地区的数十万商家；已有 20多个国家、
数百座城市分享绿色骑行的“中国模
式”；“泰国版阿里巴巴”“菲律宾版微
信”“印尼版滴滴”，在“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许多中国热门的移动应用实现本
土化。

李贤玉委员谈到，曾经，著名的“李
约瑟之问”让无数中国人扼腕沉思；如
今，创新让中国焕发出令世界惊叹的活
力，史上罕见的留学人员“归国潮”正在
出现，并必将为“中国创新”注入新动
力。

幸福中国

“发自内心的微笑是最常

见的表情”

从前空气刺鼻，如今欢声笑语。
军队人大代表、军事科学院某研究

所副所长刘石磊，经常去看望住在北京
怀柔的母亲。过去因毗邻一条排水沟，
母亲所在村庄的空气质量一直堪忧。
自前年开始，排水沟得到有效治理，周
边环境绿化，如今村民们常聚在新建的
活动场地跳舞、健身。“他们脸上发自内
心的微笑，就是幸福中国最生动的写照
和最常见的表情。”刘石磊代表说。

家乡，是代表委员观察新时代的一
面镜子。从“谁不说俺家乡好”到“家乡
的变化说不完”，许多代表委员的话匣
子被打开。

家在山东省诸城市农村的军队人
大代表、陆军某旅宣传科科长王海龙介
绍，今年过年回家探亲，他深感城镇化
的步伐越来越快，城乡差异也越来越
小，他们村里不仅很多乡亲都在城里有
了自己的房子，而且许多人家拥有了自
己的小汽车。

据统计，2017 年末，我国城镇常住
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常住人口城镇化
率）为 58.52%，比上年末提高 1.17 个百
分点，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
速高于城镇居民0.8个百分点。
“村民们都为脱贫攻坚竖起大拇

指！”军队人大代表、南部战区陆军某部
工程师陈雪礼的家乡是四川雅安山
区。这几年，家乡的乡亲们在政府帮扶
下发展特色农业，种植富硒茶叶，既留
住了绿水青山，也增加了个人收入。陈
雪礼深深为乡亲们感到高兴。

的确，这是一份耀眼的成绩单：党
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创造了减贫史上的
最好成绩，农村贫困人口 5年累计减少
6853万人，消除绝对贫困人口 2/3以上，
贫困发生率从 2012 年的 10.2%下降至
3.1%。

军队人大代表、中部战区某团教导
员王方，对家在河南鹤壁的中士高文刚
的感慨印象深刻：从绿皮火车的“叮咣
慢摇”到高铁的平稳疾驰，如今探亲，
“看个电影的时间就能到家”。

没错，这是中国的世界之最：截至
2017年底，铁路营业里程达到 12.7万公
里，其中高铁 2.5万公里，占世界高铁总
量的66.3%。
“北京欢迎你！”如今，居住在北京

的代表委员们说这句话的底气更足
了。经过有效治理，2017 年北京优良
天数 226 天，比 2013 年增加 50 天；重
污染日 23 天，比 2013 年 减少 35 天。
刘石磊代表热情邀请以往因雾霾却步
的外地亲戚来京小住。苗润奇代表
说：“蓝天数越来越多，让每一个居
住、生活在北京的人感到自豪。这也
印证了民心所向就是政府所为，在党
的领导下没有干不成的事，没有解决
不了的问题。”

（本报北京3月2日电）

你好，“中国新时代”
—军队代表委员热议不断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本报记者 邵 薇

3月3日，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

会议在北京隆重开幕。中国进入“两

会时间”，世界进入“中国两会”。

一年一度的两会，其影响早已

超出中国，在英语中“两会”被直

译为“Lianghui”。就像“站在世界

地图前”召开的两会，吸引着来自

世界的目光。一个最直观的感受

是，每年会场内外，总会有不同肤

色的记者，扛着“长枪短炮”，各显

神通地采访和提问。今年的两会也

不例外，3000余名记者中，外国记

者约占1/3。

“在两会读懂中国”，两会的确是

观察中国的一扇窗口。正如一位外国

学者所说，如果把中国的发展比喻成

一本书，那么里面的每一页都有不凡

之处，值得好好研读。大至宪法修

改、国计民生、人事选举，小至妇女

权益、医患关系、垃圾处理，都展示

在世界的聚光灯下。今年的两会，是

新一届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的首次会

议，承载任务较重，政治敏感性较

强，不少议题早已成为国内外热议的

话题。两会，是世界对中国的深阅

读，也是中国对世界的全呈现。不论

是记者还是受众，只要关心两会，一

定会看到一个更加透明、开放、自信

的中国。

“中国赢了”，这是 2017年 11

月 13日美国 《时代》 周刊亚洲版的

封面。中国对世界的影响，“犹如

墨水滴入水面，随着涟漪的扩大，

影响层面愈来愈广”。当今世界，

金融危机余波未了，经济复苏步履

蹒跚，逆全球化思潮沉渣泛起，治

理挑战接踵而至，“灰犀牛”风险

危机四伏，“黑天鹅”事件防不胜

防……国际社会期待听到中国声

音，看到中国方案。诺贝尔经济学

奖获得者科斯说过，经济学者要从

“ 黑 板 经 济 学 ” 回 到 “ 真 实 的 世

界”。用“望远镜”打量中国，多

少还显得有些隔阂，走进中国真实

的生活，用“显微镜”观察正在发

生的变化，一定会有全新的印象和

深刻的启示。

“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

和我有关。”在中国人民看来，人类

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越来越成为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一个改革开放40年的中国，早已告别

了“闭关而不纳，束手而不问”的落

后思维，正坚定而自信地张开双臂，

欢迎各国人民搭乘自己发展的快车、

便车。两会面向世界的开放度越来越

大，不仅是一种姿态，更是一种自信

和气度。“敢于世上放开眼，不向人

间浪皱眉”。发展的中国，愿与世界

上一切渴望追求美好生活的人们携手

同行，共同创造人类的美好未来。

让我们一起分享属于全世界的

“两会时间”，让我们一起倾听属于新

时代的“中国故事”！

世界分享中国“两会时间”
■辛士红

“面对敌人疯狂扫射的枪口，老班
长黄继光挺起胸膛，用年轻的生命为部
队开辟了胜利前进的道路……”站在黄
继光铜像前，军队人大代表、空降兵某
旅“模范空降兵连”指导员余海龙，向刚
下连的新兵讲述特级战斗英雄黄继光
在上甘岭战役中用胸膛堵枪眼的故事。

用讲连队荣誉和传统的方式，为每
一名新到连队的官兵“接风”，是连队的
传统。余海龙告诉记者，当英雄连队指
导员这几年来记忆最深刻的，就是 2014
年 10 月作为空军唯一一名基层代表参
加古田全军政工会，在同吃“红军饭”
时，习主席第一筷子就把菜夹给了他，
并语重心长地嘱托“要带头学传统、爱
传统、讲传统，带动官兵传承好红色基
因、保持老红军本色”，让他感到了沉甸
甸的责任。

余海龙说：“回到连队的那一晚，我
失眠了，独自一人来到荣誉室黄继光老
班长的铜像前，思索如何落实好主席的
要求。”他和党支部“一班人”带领官兵

重温了连史。余海龙告诉记者，学习英
雄事迹和重温连队战史，就是要让一代
代官兵永远铭记英烈前辈用鲜血和生
命浇注的根和魂，把红色基因融入血
脉。

余海龙认为，要回答好新时代如何
传承好红色基因这个时代课题，就是要
时刻牢记领袖嘱托，守好主阵地，打好
主动仗，同时也要与时俱进，让英雄精
神接续传承发扬下去。

针对战士的行为习惯和兴趣点，余
海龙牵头成立创客团队，以“弘扬英雄精
神、争当英雄传人”为主题，制作推送微
电影、宣传片以及H5，《渴望光荣》《模范
的连队，英雄的传人》等原创MV，一经推
出网络点击率就达数百万次，原创歌曲
《写封信给黄继光》获全军第九届战士文
艺奖一等奖。

军队人大代表、空降兵某旅指导员余海龙——

牢记领袖嘱托 当好红色传人
■蒋 龙 谢程宇 本报记者 李建文

上图：时序更替，梦想前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天眼”探空、

神舟飞天、墨子“传信”、高铁奔驰……

中国“赶上世界”的强国梦实现了历史

性跨越，其背后蕴含着当代中国人对创

新 这 个“ 第 一 动 力 ”的 高 度 自 觉 。

新华社发、梁 晨制图

两会日记

和风送暖，万物生长，神州大地
生机勃勃。
“你好，新时代！”
伴随春天的脚步，参加两会的

代表委员陆续抵京。此时此刻，还
有什么语句比这简简单单的 5 个
字，能更准确地体现他们的心情
呢？新时代的中国、中国的新时代，
让代表委员、让你我他，都有一种身
处“大历史”的感觉。
——进入新时代，力量向着复

兴在聚集，精神为着复兴而振奋。
空军指挥学院政治工作系教授

苗润奇代表，这样书写他心中的新
时代：“这是一个将改革进行到底的
时代，中流击水看今朝；这是一个新
风扑面的时代，党风政风民风焕然
一新；这是一个获得感满满的时代，
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少’……”
——进入新时代，就像“中国号”

巨轮驶入了新的广阔无垠的海域。
周身似乎还散发着非洲大陆阳

光的炽烈，我驻吉布提保障基地司
令员梁阳代表，飞越万里赶赴北
京。“在世界各地的港湾海峡，悬挂
着五星红旗的货轮川流不息……”
这位曾担任现代化军舰舰长的军队
人大代表说，“今天的中国，正以前
所未有的开放姿态拥抱世界。未
来，中国将为世界作出新的贡献。”
——进入新时代，少不了一股

逢山开路的闯劲、一股滴水穿石的
韧劲。

防化学院教授崔玉玲，第三次当
选全国人大代表。过去几年里，她一
直为制定非战争军事行动法广泛调
研、精心起草议案。“当前我国针对部
队执行非战争军事行动的法律法规，
还比较分散，对有些关键问题界定抽
象。”新一届任期，她仍将为完善议案
推动立法不懈努力，因为“新时代的
中国军队，需要这样一部法律”。
——进入新时代，时间的脚步永

不停歇，奋斗的脚步也要永不停歇。
降巴克珠代表，一位从川西高

原走下的康巴汉子。正是奋斗，激
发了他内心潜藏的力量。过去数年
里，他一次次比武夺魁、立功受奖，
成为闻名全军的精武标兵。“如今从
军校毕业了，自己的‘小目标’是开
口能讲、动手能做、挥手能指、提笔
能写；大目标就是按照习主席嘱托，
成为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
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

拥抱时代，放飞梦想，代表委员向
我们走来，一个新时代向我们走来！

身处“大历史”
■本报记者 刘化迪

3月2日 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