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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场连连看

国防动员是将国防潜力转化为国防
实力的过程。建议在学习贯彻好相关法规
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规范政府、组织和公
民在国防动员活动中的责任、权利和义务，
切实增强全民国防教育的责任感、社会感
和认同感。 杨贵良

两会新闻精彩纷呈，网友留言令人回
味。这几天，网友留言大致可用“振奋”“点
赞”“期待”“建议”来分类。这体现了民众对
国家政治生活的关注、对美好未来的向往，以
及对军队建设的期待。

孙 浩

无疑，这是一个庄严而神

圣的历史性时刻！

3月 11日下午，十三届

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人民大

会堂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出

席会议的2964名全国人大代

表，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

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

正案》。

为了真正让人民代表充

分行使民主权利，在投票时真

实表达意愿，大会还作了周密

细致的安排：表决票用汉文和

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朝

鲜、彝、壮等7种少数民族文

字印制；填写表决票，代表们

使用会议统一发放的选举专

用笔，不使用钢笔、圆珠笔或

者铅笔；进行投票表决时，会

场设秘密写票处……

人民代表，代表人民，传达

民声，表达民意。大会主持人

宣布表决通过宪法修正案的那

一刻，全场响起长时间热烈的

掌声。从这掌声中，端端真切

感受到，这是时代大势所趋、事

业发展所需、党心民心所向！

于细微处见精神！这次

宪法修改，充分体现了“有事

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

量”的人民民主真谛。

（执笔：洪文军）

庄严的时刻

本版美术设计：张 锐

这是对过去五年的点赞——“人民
军队面貌焕然一新，在中国特色强军之
路上迈出坚实步伐”。

这是对新的一年的期盼——“全面
推进练兵备战工作，坚决有力维护国家
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审议讨论政府工作报告，在2018年
的春天里回顾和展望，来自解放军和武
警部队的代表委员豪情满怀：在习主席
和中央军委坚强领导下，全军官兵紧紧
扭住能打仗、打胜仗这个强军之要，强
化忧患意识，聚焦练兵备战，勠力锻造
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
劲旅，正向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阔步
迈进。
“人民军队永远是战斗队，人民军

队的生命力在于战斗力。”从代表委员
的热议中，记者感到，习主席反复强调
的这句话，已经融入全军将士的使命
里，写在强军兴军的征途上。

确立战斗力标准，回归

战斗队本真—

挺立起军队该有的样子

战斗力标准是什么、战斗力现状
怎么看、战斗力建设怎么办……火箭

军某基地政委李永生代表清晰地记
得，2014 年新年伊始，轰轰烈烈的“战
斗力标准大讨论”席卷全军，上至军
委领导，下到普通一兵，都自觉投身
这场“头脑风暴”接受思想洗礼，“全
部心思向打仗聚焦，各项工作向打仗
用劲”正在成为军营新风尚。李永生
代表说：“现在的部队官兵无论干什
么，都会自觉地拿战斗力标准这把标
尺量一量。”
“军队是要准备打仗的，军队要有

军队的样子。”盘点 5 年来的强军足
迹，代表委员们对这两个场景记忆深
刻——

2017年 11月 3日，习主席视察军委
联合作战指挥中心并发表重要讲话，表
明新一届军委推动全军各项工作向能
打仗、打胜仗聚焦的鲜明态度。

2018年 1月 3日，习主席出席中央
军委开训动员大会，向全军发布训令，
号召全军全面加强实战化军事训练，全
面提高打赢能力。
“ 表 率 就 是 担 当 ，行 动 就 是 引

领。”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助理
杨传松委员说，统帅身体力行，产生
了强大示范效应。全军官兵向习主席
看齐，向中央军委看齐，在大江南北
座座军营持续兴起练兵备战、谋战思
训的热潮。纵览全军演兵场，从空中
第一跳、第一飞到陆地第一枪、第一
炮，再到出海第一潜、第一艇，处处
可见领导干部打头阵、做示范的身
影。

加强实战化训练，提高

打胜仗能力—

威武之师更加威武

采访陆军某旅政委王波代表，他感
慨地说：“当年电视剧《突出重围》热播
时我就想，什么时候我军的实战实训水
平能进一步全面提升啊！”

王波代表说，他的这一愿望在朱日
和实现了。在“跨越-2015”实兵对抗
演习中，他和所在部队经历了比《突出
重围》中更为严酷的考验。
“全军要坚持把军事训练摆在战略

位置，坚持从实战需要出发从难从严训
练”“要坚持仗怎么打兵就怎么练，打仗
需要什么就苦练什么，什么问题突出就
解决什么问题”……王波代表说，习主席
的重要指示，为军事训练指明了方向，
是过去 5年我军演兵场上奏响的主旋
律、最强音。
“训练强度和难度显著提高，今非

昔比！”来自空军的张潇代表，是我国
首批 16名歼击机女飞行员之一。说起
5年来的“训练之变”，她深有感触：“跨
区演练、自由空战、体系对抗如今已成
常态。”

一位来自军委机关的代表提供的
资料显示，仅 2013年至 2016年间，全军
就开展 200 多场各军兵种部队跨区基
地化训练、100多场联合专项训练、近百

场军兵种互为条件训练。火箭军某基
地导调考评处处长丁国林代表说，数量
增多、规模增大的背后，是提升训练质
量效益的“破”与“立”——

清除和平积习。这 5年，全军从上
到下大力纠治“和平病”，从机关部门的
事务主义到训练场上的形式主义，从部
分指挥员的“五个不会”到战斗力建设
的“五弱”现象，从选人用人的模糊标准
到不利于备战打仗的工作、政策导向，
都被一一摆上台面，成为人人喊打的靶
子。

规范研训治训。这 5年，军委出台
了《关于提高军事训练实战化水平的意
见》《加强实战化军事训练暂行规定》，
颁发了新修订的军事训练条例和军事
训练大纲，从顶层设计上科学规划了军
事训练的蓝图、路线图和施工图。
“威武之师更加威武！”代表委员

们反映，经过 5年来的实战砥砺，人民
军队能打仗、打胜仗能力实现了整体
跃升。

开启新体制时间，重塑

打仗型劲旅—

中国军队向世界一流迈进

“翻天覆地！”“脱胎换骨！”谈及近
年来我军战斗力建设面貌，陆军第 74
集团军军长徐向华代表连声赞叹。

5年来，中国军队进入“新体制时

间”。“表面上是军队组织形态的重
塑，实则是对战斗力的进一步释放与
提升。”徐向华代表说，以集团军为
例，新组建之后更加充实、合成、多
能、灵活。

来自战区的代表自豪地说，“军委
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新体制的建
立，使真正意义上的多军种联合训练成
为常态。

最近，随着电影《红海行动》热映，
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助理姜国平代
表特别感同身受。作为组织指挥撤侨
行动的舰队指挥员，姜国平切身感受到
了中国军队向世界一流军队迈进的坚
实步伐。“当时，很多外国军舰不敢靠
港，而我海军舰队却毫不畏惧，在战火
中三进三出，成功解救出数百名被困多
国公民。”姜国平代表说。
“厉害了，我的军”。海军某部政

委徐建锋代表说，网友们用“下饺子”
来形容中国海军舰艇入列的速度，而
他本人也见证了 5年间我军武器装备
的更新换代：第二艘航母出坞下水，
歼－20、运－20威震长空，新一代先进
战略导弹、武装直升机、主战坦克列装
部队……
“我们有信心、有能力打败一切来

犯之敌，有信心、有能力维护国家主
权、安全、发展利益！”代表委员们说，
在习主席的坚强领导下，在强军目标
的有力引领下，人民军队必将继续阔
步前行。

（本报北京3月11日电）

人民军队的生命力在于战斗力
—来自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的代表委员热议能打仗打胜仗

■本报记者 梁蓬飞

微观两会

上图：陆军勤务学院训练基地学

员利用理论学习时间浏览两会新闻。

王志明摄

右图：中部战区陆军某炮兵团组

织基层理论骨干通过军营电视台畅谈

学习两会精神体会。

刘 帆摄

两会精神
进军营

“来北京参会前，我看到这样一组统
计数字：截至 2017 年底，在全国铁路
2200多个客运站中，军人优先购票窗口
和候车室分别达到987个和 501个，我期
盼军地有关部门能够加快这方面工作的
步伐，尽快实现全国铁路全覆盖……”

记者在与来自陆军的杨祥国代表
聊天时，他说到了军人依法优先这个
话题。

杨祥国代表所在部队在西藏，而他
的老家在重庆市永川区。前段时间休
假探家，中转的火车站尚未开通绿色通
道，他没能享受到优先待遇。回到部队
后，他与战友交流发现这种情况并非个
例，大伙建议他反映一下。

相比之下，陆军第 83集团军某旅教
员杨磊代表是幸运的。去年 3月，他和
爱人休假去成都旅游，在机场办理手续
时出示军官证后，两人安检、登机一路
优先。
“虽然我爱人没说什么，但能感受

到她发自心底的骄傲与自豪。”杨磊代
表说，“依法保护军人优先待遇，这既是
依法治国、依法治军的应有之义，也是
对部队官兵和军人荣誉的呵护。”

这段旅程留给杨磊的不只是美好
回忆，作为人大代表，他对“军人依法优
先”有了更多思考。小组审议政府工作
报告时，杨磊代表提出“进一步推进军
人荣誉体系建设”的建议。

记者了解到，这两年全国各地陆续
出台了“军人依法优先”“军人乘坐公交
免费”等不少惠军举措，军人的职业荣
誉感和社会地位有了较大提升，一定程
度上提高了社会各界对军人的认可
度。但在依法治国、依法治军的大背景
下，要实现军人优先待遇的可持续，就
不能仅仅依靠行政手段一事一办，必须
以政策法规为支撑。

入伍 17年，杨祥国在被称作“魔鬼
之域”的西藏最险的巡逻道上，生死巡
逻 78次，行程 2万余公里，47次与死神
擦肩而过，被授予“卫国戍边英模”荣誉
称号。部队驻地偏远闭塞，他一直和爱
人两地分居。

“边防军人的家属，心里牵挂着边关
冷月，肩上担负着家庭重担，比一般人有
着更多付出、更多艰辛。其实，军人依法
优先，也是对军属的关爱。”谈到这儿，杨
祥国代表真切地说，“我想代表边防官兵
呼吁一下，希望相关部门进一步抓好军
人家属看病住院、随军家属就业、复转军
人安置、子女入托入学等方面优先规定
政策的落地生根。”

杨祥国代表的一番话，让记者深
有感触。在习近平强军思想的指引
下，国防和军队建设在改革强军的新
征程上阔步前行，更需要从国家层面
倡导培育崇尚英雄、尊重军人的社会
价值观念。实现这一目标，既要政策
法规的刚性落实，也要国防教育的春
风化雨。可以相信，随着维护军人军
属合法权益相关立法的不断完善，军
人优先的社会共识将会更加强化，军
人荣誉的国家认可、社会尊崇将会不
断提升，“军人依法优先”必将成为每
一名社会成员的自觉行动。

（本报北京3月11日电）

让“军人依法优先”成为社会自觉
■本报记者 韩国贤

这几天，“‘中国崩溃论’自己先
崩溃了”等在朋友圈刷屏的外交“金
句”，成为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热
议的话题。
“‘金句’频出，源自底气十足。”

1982 年出生的冯玮代表是我国自
主研发的新一代大型战略军用运输
机运-20的首批驾驭者之一，看了
纪录电影《厉害了，我的国》，跃然屏
幕的大国雄姿让他兴奋不已：中国
桥、中国路、中国港……

底气源自实力。来自陆军的杨
磊代表，为代表们细数装备成就：陆
战沙场，新一代武装直升机和陆战装
备加速列装；广阔空天，空军主力战
机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迈进歼-20时
代；万里海疆，海军主力战舰以“下饺
子”的速度更新换代；深山密林，东风
系列战略导弹惊艳世人……
“走上国际舞台，人民军队用实

力赢得了尊重。”对此，多次带领团
队出国执行任务的刘石磊代表有着
切身感受。2009年以来，她和战友
在化武履约、装备研制、应急救援等
领域辗转奋战，所在实验室化武核
查分析技术实力稳居世界一流。

时间是最客观的见证者。“中国
奇迹”“中国创造”“中国智慧”……
这一切，见证了奋斗者的足印。从
科技创新到脱贫攻坚，从高端装备
到经济民生，从军队建设到社会治
理，千千万万的奋斗者用自己的智
慧和汗水，浇灌着一个民族的成就
感和获得感。而这份成就感和获得
感，反过来也因为每个人的奋斗和
努力，而变得更加强烈。
“梅花香自苦寒来！”回忆起自

己的成长经历，第 78集团军某旅排
长降巴克珠代表如此感慨。当初，
他克服“醉氧”不适，在腿上绑沙袋、
背囊装沙瓶练体能，往枪管上放弹
壳、前端挂水壶练轻武器射击，才练
就了一身硬功夫。

对个人而言，奋斗是实现自身
成长的阶梯；对社会而言，奋斗是推
动时代前进的动力。实践说明，奋
斗者的执着和奉献，点滴创造着我
们的幸福生活，也积聚着国家的价
值和成就。
“实现国家宏图，离不开个人奋

斗。”在武警朔州支队副参谋长褚旭
亮代表看来，改革开放 40年间，正
是因为一代又一代建设者的不懈奋
斗，才有了今天的中国；党的十八大
以来，我们取得的历史性变革、历史
性成就，同样离不开不懈奋斗。

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中，惟有
奋斗，幸福才会在前方……

（本报北京3月1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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