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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7月1日电 国家主席
习近平 1日致电在毛里塔尼亚首都努瓦
克肖特举行的非洲联盟第 31届首脑会
议，向非洲国家和人民热烈祝贺会议的
召开。

习近平指出，非洲联盟是非洲联
合自强的旗帜。非盟积极推进非洲一
体化进程，非洲国家在重大国际和地

区问题上继续用一个声音说话，维护
和平与安全能力不断提升。衷心祝愿
非盟引领非洲国家不断取得新的更大
成就。

习近平强调，今年 9月将举行中非
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会议以“合作共
赢，携手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
体”为主题，中方将同非方携手努力，把

峰会主题同中非共建“一带一路”、联合
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非盟《2063
年议程》及非洲各国发展战略结合起
来，推动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迈
上新台阶。我期待同非方领导人在北
京共襄盛举，共商中非合作发展大计，
为增进中非人民福祉、促进世界和平与
发展贡献力量。

习近平致电祝贺非洲联盟
第 31届 首 脑 会 议 召 开

习主席深刻指出，军队是一个战斗队，是为打仗而存

在的。全军必须从维护核心、听从指挥的政治高度，以对

强军事业高度负责的态度，强化聚力练兵备战的使命担

当，增强纠治和平积弊的政治自觉，真正来一场思想观念

的大转变、问题积弊的深纠治、打仗能力的新提升，切实

把战斗队思想立起来、战斗力标准落下去。

和平积弊是战斗力致命的腐蚀剂，是练兵备战的头

号大敌。在相对和平环境中，军队始终面临精神懈怠的

危险，一些官兵容易滋生松懈麻痹思想。比如，当“和平

兵”“和平官”的想法还有一定市场，生活味渐浓、硝烟味

日淡的现象不同程度存在，“骄娇”二气较重、战斗精神弱

化的问题比较突出，游离中心、空转虚耗的情况也并不鲜

见，等等。说到底，是缺乏革命军人应有的忧患意识、危

机意识、使命意识，缺乏随时准备打仗、坚决不辱使命的

职业精神。思想的锈蚀比枪炮的锈蚀更可怕，一支军队

的衰败往往是从滋生和平积弊开始的。从实际情况看，

我军几十年没有打仗了，“和平病”已渗透到方方面面，如

果不下决心挖根除弊，打起仗来必将付出沉重代价。

“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当今世界

正发生前所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安全形势正在发生新的

深刻变化，军队担负的职能任务不断拓展，这些对我军提

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能战方能止战，准备打才可能不

必打，越不能打越可能挨打，这就是战争与和平的辩证

法。如果我们思想麻痹、精神懈怠、安享太平，空喊“狼来

了”，而没有绷紧打仗这根弦，就会付出惨痛代价，有辱使

命重托。只有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坚持向备战打仗聚

力，勇于向和平积弊开刀，进一步强化“战”的意识、立起

“战”的标准、找准“战”的位置、理清“战”的思路，练好胜

战之功，保持待发之势，才能有效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

展利益，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战略支撑。

“和平病”根子在安享太平。纠治和平积弊，首要的

是唤醒军人的初心，强化打仗意识。习主席对军队能打

仗、打胜仗念兹在兹，反复强调“就像工人要做工、农民要

种田一样，打仗和准备打仗是军人的天职”“战士就是战

士，战斗队就是战斗队，战斗力就是战斗力”“部队还是要

练，要随时准备打仗，枕戈待旦不是唱歌唱出来的”……

统帅的忧思关切，将士的铭心警策。军人生来为战胜，战

士就该上战场，这是我们的初心。丢了这个初心，忘了自

己是干什么的，就会忘战怠战、迷途迷向。作为革命军

人，应该始终牢记安享和平是人民之福、保卫和平是军队

之责，自觉涵养以国家安危为己任的战斗情怀，时刻保持

盘马弯弓、箭在弦上的备战状态，不断厚植召之即来、来

之能战、战之必胜的胜战底气。这是每一名官兵的职责

所系、价值所在。

人民军队永远是战斗队，人民军队的生命力在于战

斗力。习主席强调抓备战打仗是全军的主责主业，要求

把工作重心放到主责主业上，做到全部心思向打仗聚焦、

各项工作向打仗用劲。这不仅立起了大抓练兵备战的鲜

明导向，也为纠治和平积弊指明了努力方向。实践反复

证明，练兵备战摆位越正，军味战味越浓，患“和平病”的

机会越少，治“和平病”的效果越好。纠治和平积弊，当务

之急是让主业回归主位、让工作聚焦主责。不管是什么

身份，第一身份首先是战斗员；不管处在哪个岗位，第一要求就是找准战位；不管做何种事

情，首先要想到的是对战斗力的贡献率，真正向研战练战聚神聚力，以实战实训的实际行

动把和平积弊根除掉。

纠治和平积弊、聚力备战打仗，不是一般性的工作，而是重要政治任务；不是一蹴而就

的事情，而是长期艰巨任务。各级要深刻体悟习主席的决心意图和部署要求，把认识提升

到全局站位上，切实强化政治自觉和使命担当，以等不起慢不得的紧迫感责任感，向和平

积弊开刀，向备战打仗聚力，把军事这一手搞得很托底、很硬气。尤其要看到，和平积弊具

有很强的复杂性顽固性，纠治起来确实不容易。越是这样，越需要拿出自我革命精神，反

思检视、纠治整改，特别对那些难改的老毛病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一抓到底、抓出成

效。只要全军统一意志、付诸行动，从我做起严起，从具体事抓起改起，持续努力、久久为

功，就一定能彻底清除和平积弊，提高我军新时代打赢能力，更好展现强军新气象新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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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56.4万——这是最新公布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人数。

成立 97年，执政近 70年，从不到 60人的新生政
党，到 8900多万人的世界第一大党，从播下革命火
种的小小红船，到领航复兴伟业的巍巍巨轮，是什
么力量让中国共产党由小变大、由大向强？

一座山峰的崛起，挺立的是脊梁；一个政党的
勃兴，昂扬的是精神。

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
兴不但需要建造物质的大厦，更需要建造精神的大厦。

这是新时代里习近平总书记发出的号令——
“全党同志必须保持革命精神、革命斗志，勇于

把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了 97年的伟大社会革命继
续推进下去”。

不要忘记我们是革命者——

面对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人必须

保持革命者的本色，激发出改天

换地的精神伟力

江西永新县，32岁的邢镭，操着当地方言与乡
亲交流水稻生长情况。去年，他刚刚带领三湾乡脱
贫摘帽。这个来自湖北的年轻乡党委书记在此扎
根已经9年，为的是“看到乡亲们小康的那一天”。

90多年前，也是在这里，经过三湾改编走出了
一支新的队伍，他们怀着一个朴素而坚定的信念：
革命，让穷人过上好日子。

时空变幻，精神永恒。一代代奋斗者的足迹，
在史册上写下雄壮的宣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
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到 2020年，中华民族企盼千年的小康梦就将实
现。再经过两个 15年的奋斗，到本世纪中叶中国将
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姿态屹立于世界东方。

这是多少人为之奋斗牺牲、翘首期盼的动人前
景，这也是人类历史从未有过的恢弘事业。

如何担当起这一伟大的历史使命？习近平
总书记告诫全党：不要忘记我们是共产党人，我们
是革命者，不要丧失了革命精神。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对革命精神

的呼唤，始终激荡在中国共产党人的百年奋斗征程中。
60多年前，迎来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毛泽东

同志号召全党：“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
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
革命工作做到底。”

40年前，改革开放大潮初起，清醒认识到“这个
转入和平发展时期的革命比过去的革命更深刻，更
艰巨”，邓小平同志激励全党：杀出一条血路来。

今天，对于不少人来说，“革命”仿佛是一个已
经久违了的词汇，“革命精神”似乎属于过去时。然
而，真的是这样吗？

北京，国家博物馆。“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周年
主题展览”正在这里举办，观众川流不息。一面“顶
天立地”的巨大书墙，摆满了成百上千本《共产党宣
言》，包括各个时期、各国语言的不同版本，真理的
力量扑面而来，令参观者心潮澎湃。
“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马克思主义认为，社

会革命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为基础，不
仅仅是一种破除旧的政治上层建筑的社会运动，更
是一种新的社会建设运动，革命是“社会进步和政
治进步的强大发动机”。

回顾党的奋斗历程，革命精神是事业发展壮大
的制胜法宝，也是共产党人最为醒目的精神标识。
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更没有革命的胜
利。新时代，我们党要开新局于伟大的社会革命，
强体魄于伟大的自我革命，担当起伟大的历史使
命，就必须传承红色基因，发扬革命精神，激发出改
天换地的强大力量。

陕西吴起县南沟村。20年前的照片上，这里一
片秃黄。南沟村老支书闫志雄带领村民植树造林，
百折不挠，成为这个“退耕还林第一县”的“绿色革
命”先锋。今天，在最新的卫星遥感图片上，吴起已
完全被绿色所覆盖。而新支书白涛正接力带领全
村依山建果园、搞农家乐，鼓足干劲奔小康……

从荒芜到繁盛，从贫穷到富裕，从不无迷惘到
充满自信，从问题丛生到风清气正……今天的中
国，正如先烈们的期盼，“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
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首从抗战烽火

中诞生的红色歌曲传唱至今。歌名中的“新”字，是
毛泽东同志专门加上去的。打破一个旧世界，建立
一个新中国，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敢为人先、革故
鼎新的革命基因。

非革命不足以成其事，无精神不足以发其新。
我们正在探索和开辟一条前人从未走过的道路。
每迈出新的一步，都需要开拓创新的劲头；每攀登
一个新的高度，都需要超越自我的勇气。当革命精
神与革命行动统一在革命的目标上，其激扬起来的
精神伟力必将无坚不摧、无往不胜。
“我们要永葆蓬勃朝气，永远做人民公仆、时代

先锋、民族脊梁。”这是一个大党面向新时代的自信
与自觉，是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豪迈宣言。

没有平坦的大道可走——面对

风险挑战，中国共产党人要有那么

一股劲、那么一股气，投身新的伟大

斗争

马克思曾指出，如果斗争是在极顺利的成功机
会的条件下才着手进行，那么创造世界历史未免就
太容易了。 （下转第三版）

挺起新时代的精神脊梁
—写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7周年之际

本报北京7月1日电 特约记者莫
小亮、记者陈国全报道：今天上午，海军
在某舰载航空兵部队举行中共中央追授
张超同志“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仪
式。海军领导宣读了党中央关于追授张
超同志“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的决
定，并向张超同志妻子张亚颁发证书、证
章和奖金。
“七一”前夕，党中央决定，追授海军

某舰载航空兵部队原一级飞行员张超等
7名同志“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并

号召广大党员、干部向他们学习。
张超自觉把人生追求融入强军伟

业，瞄准强敌对手，苦练精飞，先后飞过
8型战机，3次成功处置重大空中险情，
20多次执行战斗起飞任务，数十次带弹
紧急起飞驱离外军飞机，是海军优秀共
产党员的杰出代表。2016年 4月 27日，
面对战机突发故障，张超不顾个人安危，
全力挽救战机，献出了年仅 29岁的宝贵
生命，用短暂青春书写了一名优秀共产
党员的忠诚与担当。他的事迹，充分诠

释了我们党崇高理想信念的伟大信仰力
量，充分诠释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强军思想的伟大
真理力量，充分诠释了人民海军忠于党
的伟大精神力量。

海军、北部战区海军和张超生前所在
部队官兵1000余人参加仪式。官兵们表
示，要像张超那样，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时刻听从党的召唤，争做优秀共产党员，
积极投身强军伟业，在建设一支强大的现
代化海军征程中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追授张超同志“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仪式举行

近日，习主席写信勉励新近入党

的电影表演艺术家牛犇。83岁高龄的

牛犇入党一事之所以令人感动，主要

是因为他严格要求自我，把党当作母

亲，把入党当成神圣的事情。

老艺术家，新鲜血液。建党97周

年之际，牛犇给广大党员上了生动一

课。入党该有什么动机、达到什么标

准？牛犇给出了答案。牛犇对入党非

常审慎，始终坚持高标准，反复锤炼自

我、升华自我，直到符合党员条件、达到

入党标准。牛犇的入党，不仅是仪式上

入党，更是思想上入党、灵魂上入党，真

正体现了党员的纯洁性和先进性。

党员是特殊材料做成的人，入党

必须有坚定的信仰、高尚的品格作支

撑。入党决不是一件轻率的事，而是

一件庄重而神圣的事；决不是有什么

“好处”，而是意味着吃苦在前、冲锋在

前，意味着一辈子为党分忧、为国奉

献、为民服务。

把入党当成神圣的事情
■周 宇 郑建坤

本报讯 记者陈典宏、通讯员宋邦稳
报道：“七一”前夕，广西那坡县 052号雷
场上，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旅两名扫雷战
士面对鲜红党旗举拳庄严宣誓，光荣加入
中国共产党。截至目前，该旅已有8名完
成任务出色的战士在雷场火线入党。

中越边境新一轮扫雷行动启动以来，

该边防旅担负了广西段53处、共计200多
万平方米的遗留雷场清除任务。为顺利
完成扫雷任务，该边防旅在党员、预备党
员和入党积极分子中遴选扫雷队员。扫
雷队挺进危险重重的雷场后，党员骨干率
先垂范，在扫雷一线当先锋打头阵。

扫雷队年龄最小的战士聂振庭今年

不满 20岁，走上雷场前夜，他向党支
部郑重递交入党申请书，表达强烈意
愿：“行动是最好的入党誓言。不管是
龙潭虎穴还是九死一生，我绝不畏惧，
请组织考察我！”走上雷场，胆大心细
的聂振庭很快发现了一枚地雷并排雷成
功。这次，聂振庭被批准火线入党。

八名战士雷场火线入党陆 军

某边防旅

本报讯 杨元超、特约记者奉雷报
道：连日来，一场场以“弘扬优良传统，聚
力备战打仗”为主题的“战地党日”活动在
火箭军某旅野外驻训场展开。该旅发射四
营士官党员单志军，向党组织郑重递交了
一份表示坚决在任务中发挥表率作用的
请战书。在该旅即将跨区参加某重大演训
任务之际，千余名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写

下请战书，决心用亮剑沙场的实际行动接
受党组织考验。

该旅政委邓志良介绍，针对演训任
务重、跨区驻训时间较长的实际，旅党委
决心用好演训场这个大课堂，组织开展
特色鲜明的“战地党日”活动，引导党员
以饱满热情投身练兵备战。

训练场上，“合格党员怎么干”讨论

活动气氛热烈；发射车旁，“讲传统、话打
赢”故事会引人入胜；长征遗址前，利用
训练间隙组织党员分批参观见学……精
心设计、内容充实的“战地党日”活动让
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深受触动，纷纷主
动递交请战书、决心书。8名在新大纲施
训中涌现出来的训练尖子，被表彰为优
秀共产党员。

党员骨干请战演训一线火 箭 军

某 旅

近日，武警天津总队组织

开展实战化训练。参训官兵把

听党指挥、对党忠诚落实到具

体行动中，以饱满热情和高昂

士气投入训练，迎接建党97周

年。图为执勤一支队特战小分

队进行山地搜索训练。

刘春辉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