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仗剑沙场英雄气，能征善战有
真功。在机关 6年，罗寅生把自己锤
炼成响当当的“金牌参谋”。当营长
不到 2年，他带出硬邦邦的标杆营，
多次在全旅军事比武中夺魁，在全
军重大军事任务中把导弹成功送上
苍穹。

罗寅生常说，当兵就要像导弹那
样一飞冲天！练兵备战一刻也不懈
怠，这就是他成功的秘诀。

把每个动作练到极致

从旅作训科科长岗位平调任营
长，有人并不看好罗寅生。因为这个
营刚经历改革重组，人员抽调而来，专

业素质参差不齐。
然而，1年不到，这个营让人惊喜

不断：野外驻训综合考评，夺得全旅
亚军；全军重大任务考核排名，战胜
“老牌冠军”，实弹发射成“主打营”；
全旅军事技能比武打擂，杀出重围成
为擂主……
“有什么绝招？”兄弟单位主官纷

纷登门取经，罗寅生的回答只有简单
的4个字：练到极致！

上任不久，罗寅生制订了一份赶
超先进的详细计划，其中重要一条为
“多训苦练”。有战士不理解：“营长不
是有名的脑瓜子灵吗，咋现在只有‘笨
办法’？”

为此，全营只要一集合，罗寅生反

复讲一个理：熟才能生巧，把每个动作
练到极致，才会有“一剑封喉”的打赢
真功。

随后，罗寅生建议营党委区分
合格、优秀、全能 3 个等级，全营进
行业务大排名，分类制订号手“成长
路线图”。那段时间，罗寅生白天研
装备练指挥，晚上学原理查电路，是
全营每天起得最早、睡得最晚那一
个，最终自己在导弹专业领域占据
一席之地。
（下转第二版）

练就“一剑封喉”真功
——火箭军“巡航导弹第一旅”营长罗寅生练兵备战纪实（下）

■本报记者 王卫东 特约记者 李永飞 奉 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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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6月26日电 中共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6月 25日给新近入党的电影表演艺术家
牛犇写信，勉励他发挥好党员先锋模范
作用，继续在从艺做人上为广大文艺工
作者作表率。

习近平在信中说，得知你在耄耋之
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自己的夙
愿，我为此感到高兴。

习近平指出，你把党当作母亲，把入
党当成神圣的事情，60多年矢志不渝追
求进步，决心一辈子跟党走，这份执着的

坚守令人感动。
习近平表示，几十年来，你以党员标

准要求自己，把为人民创作作为人生追
求，坚持社会效益至上，塑造了许多富有
生命力、感染力的艺术形象，受到人民群
众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希望你发挥好
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继续在从艺做人上
作表率，带动更多文艺工作者做有信仰、
有情怀、有担当的人，为繁荣发展社会主
义文艺贡献力量。（信全文另发）

近日，83岁高龄的电影表演艺术家
牛犇入党一事，引起媒体和社会广泛关
注。牛犇是上海电影制片厂演员，11岁
起从事表演工作，参演过《龙须沟》《红色
娘子军》《天云山传奇》《牧马人》等一批
脍炙人口的影片。因其对中国电影的贡
献，2017年获得金鸡奖终身成就奖。牛
犇经历过旧社会的苦难，受老一辈电影
人的影响，青年时期就立志加入中国共
产党，几十年从未放弃追求进步。近年
来，他又多次向组织表达入党意愿。今
年 5月 31日，中共上海电影（集团）有限
公司演员剧团支部委员会同意吸收牛犇
为中共预备党员。

习近平写信勉励新近入党的电影表演艺术家牛犇

继续在从艺做人上作表率 带动更多
文艺工作者做有信仰有情怀有担当的人

牛犇同志：

你好！得知你在耄耋之年加入了中

国共产党，实现了自己的夙愿，我为此感

到高兴。

你把党当作母亲，把入党当成神圣

的事情，60多年矢志不渝追求进步，决

心一辈子跟党走，这份执着的坚守令人

感动。

几十年来，你以党员标准要求自己，

把为人民创作作为人生追求，坚持社会

效益至上，塑造了许多富有生命力、感染

力的艺术形象，受到人民群众高度评价

和充分肯定。希望你发挥好党员先锋模

范作用，继续在从艺做人上作表率，带动

更多文艺工作者做有信仰、有情怀、有担

当的人，为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贡献

力量。

顺祝身体健康、生活幸福！

习近平

2018年 6月 25日
（新华社北京6月26日电）

习近平给新近入党的电影表演艺术家牛犇的信

本报北京6月26日电 记者严珊
报道：今天下午，出席共青团十八大的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围绕党中央在
共青团十八大开幕会上的致词展开了热
烈的学习和讨论。

讨论会场上，一张张激动的脸庞
洋溢着青春的气息，一次次真挚的发
言吐露出官兵的心声。“中国青年和共
青团把光荣镌刻在祖国大地上、镌刻
在历史进程中，党对我国广大青年和

共青团充分信赖、寄予厚望。”学习党
中央致词，代表们越学越有信心有力
量，普遍感到，党中央致词对五年来共
青团和青年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对
广大青年的健康成长提出了殷切希
望，对新时代青年和共青团工作提出
了明确要求，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青年的亲切
关怀和对共青团工作的高度重视，大
家倍感振奋、备受鼓舞。

春晖无私，草木承泽。“我国广大青
年要牢记紧跟党走的初心，牢记习近平
总书记的谆谆教诲，勇当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奏响新时代的青春
之歌。”党中央致词对于引导和激励全
军广大官兵按照“四有”新时代革命军
人要求立好样子、成长成才，唱响奋进
新时代、托举强军梦的青春壮歌，具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
（下转第二版）

点燃强军兴军的青春梦想
共青团十八大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认真学习党中央致词

新华社北京6月26日电 （记者邹伟、荣启涵）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
会 26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开幕。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赵乐际、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
人到会祝贺，王沪宁代表党中央致词。

人民大会堂万人大礼堂气氛热烈。主席台上方悬挂着“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十八次全
国代表大会”的会标，后幕正中悬挂的团徽熠熠生辉，10面鲜艳的红旗分列两侧。二楼眺台上
悬挂着“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奋力谱写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壮丽青春
篇章！”巨型横幅。15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团十八大代表，肩负着 8100多万共青团员的重托
出席大会。

上午 9时 30分，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等步入会场，全场响起热
烈的掌声。

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委员贺军科宣布大会开幕。全体起立，高唱国歌、团歌。
随后，10名少先队员向大会献词。他们有的来自革命老区，有的来自民族地区，有的是勤

学孝老的好榜样，有的是热心公益环保的好少年。少先队员响亮的声音表达了对美好未来的
期待，展现了立志全面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准备的决心。

王沪宁代表党中央发表了题为《乘新时代东风 放飞青春梦想》的致词。王沪宁首先向
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向全国各族青年、全体共青团员和广大青少年工作者致以诚挚的
问候。

王沪宁在致词中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团十七大以来，共青
团提高政治站位、增强“四个意识”，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
一领导，锐意进取、真抓实干，深入推进共青团改革，狠抓从严治团，各项工作实现新发展，
团干部团员面貌呈现新气象。广大青年自觉把个人奋斗融入党和人民的共同奋斗中，展现
出当代青年爱党爱国的坚定信念、勇于创造的生机活力、甘于奉献的优良品格、自信开放的
国际形象。

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为做好新时代党的青年工作指明了
前进方向。实现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新征程的宏伟蓝图，当代青年重任在肩。希望广大青年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谆谆教诲，始终
坚定理想信念，着力锤炼高尚品格，不断增长能力才干，永远保持奋斗精神，勇于投身创新创
造，勇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奏响新时代的青春之歌。（致词全文见第二版）

中华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书记处第一书记李玉赋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华全国妇女联
合会、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作家协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
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向大会致贺词。贺词指出，各群团组织要发挥各
自优势，加强相互支持，密切团结协作，共同书写新时代党的群团事业新篇章。

贺军科代表共青团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作了题为《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伟大旗帜 奋力谱写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壮丽青春
篇章》的报告。报告分为 8个部分：进入新时代的中国青年和共青团；强国时代青年的历史使
命；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领共青团工作；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
人；青春建功新时代；大力促进青年发展；共青团改革再出发；全面从严治团。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
会议。

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各人民团体、北京市负责同志，部分在京离退休的曾在团中央
书记处工作的领导同志，首都各族各界团员青年代表参加开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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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6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

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等在主席台就座，祝贺大会召开。 新华社记者 李学仁摄

6月26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这是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主席台向与会代表致意。 新华社记者 姚大伟摄

本报武汉6月26日电 记者尹航、
特约记者吴旭报道：第七届世界军人运
动会组织委员会 25日至 26日在湖北省
武汉市举行全体会议。军运会组委会主
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
席许其亮，军运会组委会主席、中共中央
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出席
会议并讲话。

许其亮指出，第七届世界军人运
动会是党的十九大后我国举办的第一
场大型国际赛事，是展示国家发展伟大
成就、诠释我国和平发展道路、彰显改
革强军全新面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
化的重要窗口，意义非凡，影响重大。
我们要深刻领会党中央、习主席决策意
图，把筹办工作放在党和国家大局中认
识把握，切实提高思想站位和工作站
位。要全力打造国际军事体育赛事的中
国标准，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
制度优势，紧抓要害、精准发力，精
心搞好赛会活动、竞赛组织、备战参

赛、新闻宣传和安保工作，努力让这
届军运会筹办工作成为引领国际军体
事业的新标杆。各单位要把赛会筹备
作为一项政治任务，强化责任、主动
担当，进一步细化任务安排、搞好统
筹协调、紧前抓好落实，齐心协力打
赢筹办攻坚战，努力把武汉军运会办
成功办精彩办圆满，在世界军体史上
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孙春兰指出，举办第七届世界军人
运动会，是习近平总书记和中央军委作
出的重大决策。在新中国成立 70周年
的重要历史时刻，办好这一盛会，对展
示新时代发展成就、传播中国理念、推
进军民融合、建设体育强国具有重要意
义。前期筹备工作进展顺利，取得了重
要的阶段性成果，下一步要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围绕“办赛水平一流、参赛成绩一流”目
标，落实绿色、共享、开放、廉洁办赛理
念，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地落实党中

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筹办工作的
决策部署。地方各部门要牢固树立全
局意识，在组委会的领导和执委会的协
调下，按照任务清单分工，不断完善国
家支持、军地联合、军队主导、地方承
办、社会参与的办赛模式，讲好中国故
事、体现军体特色、彰显荆楚风采，努力
举办一届世界水平、中国气派、精彩圆
满的国际体育盛会。

会议总结军运会前期筹备情况，部
署下一步工作。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
领导宣读了军运会筹备工作任务清单，
明确了军地 23 个相关单位、解决 78 项
重难点问题的任务责任。中央宣传部、
外交部、国家体育总局和中央军委国际
军事合作办公室作了大会发言。26 日
上午，与会代表现地考察了军运会运动
员村、武汉体育中心主场馆、海军五项
比赛场馆。

中央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军队有关
单位和湖北省、武汉市领导等参加活动。

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组织
委员会全体会议在武汉举行

许其亮孙春兰出席并讲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