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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 评

值此中央电视台建台暨新中国电

视事业诞生60周年之际，我代表党中

央，向你们表示热烈的祝贺！向中央广

播电视总台全体干部职工、全国广大电

视工作者致以诚挚的问候！

电视事业是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

重要组成部分。60年来，广大电视工

作者在党的领导下，坚持正确政治方

向和舆论导向，围绕中心，服务大局，

宣传党的主张，反映人民心声，唱响主

旋律，传播正能量，为党和人民事业作

出了积极贡献。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组建以来，同志

们按照党中央统一部署，积极推进深度

融合、优势集聚、资源共享，深入宣传党

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着力打造精品

力作，创新对外宣传，为人民提供丰富

的精神食粮，向世界展现了真实、立体、

全面的中国。

希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全国广

大电视工作者深入学习贯彻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

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忠

实履行职责使命，统筹广播与电视、内

宣和外宣、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加强

国际传播能力建设，锐意改革创新，壮

大主流舆论，努力打造具有强大引领

力、传播力、影响力的国际一流新型主

流媒体，奋力开创工作新局面，为实现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习近平

2018年 9月 26日
（新华社北京9月26日电）

贺 信

新华社北京9月26日电 （记者胡
浩）在中央电视台建台暨新中国电视事
业诞生 6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
信，代表党中央表示热烈的祝贺，向中
央广播电视总台全体干部职工、全国广
大电视工作者致以诚挚的问候。

习近平在贺信中表示，电视事业
是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重要组成部
分。60年来，广大电视工作者在党的
领导下，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和舆论导

向，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宣传党的
主张，反映人民心声，唱响主旋律，
传播正能量，为党和人民事业作出了
积极贡献。

习近平指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组建以来，按照党中央统一部署，积
极推进深度融合、优势集聚、资源共
享，深入宣传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
策，着力打造精品力作，创新对外宣
传，为人民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向
世界展现了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习近平希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
全国广大电视工作者，深入学习贯彻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
十九大精神，增强“四个意识”，坚
定“四个自信”，坚持党的领导，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忠实履行职责使
命，统筹广播与电视、内宣和外宣、
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加强国际传播
能力建设，锐意改革创新，壮大主流
舆论，努力打造具有强大引领力、传
播力、影响力的国际一流新型主流媒
体，奋力开创工作新局面，为实现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
贡献。

26日上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在
京举行纪念大会，会上宣读了习近平
的贺信。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
部部长黄坤明出席大会并讲话。他
说，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指示精神，深入贯彻落实全国宣传
思想工作会议精神，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自觉担当新的使命任务，锐
意改革创新，提高质量水平，努力打
造国际一流新型主流媒体，为党和国
家事业发展作出新贡献。

会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负责人
和职工代表、离退休老同志代表发言。

中央电视台成立于 1958 年 5 月 1
日，现开办 41个频道，年播出 32.9万
小时，是全球唯一使用 6种联合国工
作语言不间断对外传播的电视媒体。
今年 3月，中央电视台 （中国国际电
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
广播电台整合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电视台建台
暨新中国电视事业诞生60周年强调

锐意改革创新 壮大主流舆论 努力打造具有强大
引领力传播力影响力的国际一流新型主流媒体

新华社北京9月26日电 近日，中
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乡村振兴战略规
划（2018－2022年）》，并发出通知，要求
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主要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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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乡村振兴
战略规划（2018－2022年）》

大漠戈壁，天高云深。一架架战机
忽隐忽现，声如滚雷。

空军组织的一场大规模自由空战
比武竞赛，正在这里上演巅峰对决。

锁定、规避、反击……对抗双方斗
智斗勇，从远距厮杀到中距，又从中距
较量到近距，一串串攻防动作如行云流
水，一枚枚导弹被机动规避，直看得地
面评估专家瞪圆了双眼。

战幕垂落，空军航空兵某旅最终赢
得此次比武最高荣誉“天鹰杯”。该旅
前身是新中国首支组建、首个参战、首
创胜绩的英雄部队，而参赛的飞行员大
多来自该旅飞行一大队。
“祖国用‘第一’为我们命名，我们

用‘第一’来回报祖国。”党的十八大以
来，这个飞行大队传承英雄之气、深研
胜战之道、苦练实战之功，奋飞新时代、

建功新时代，4 次助力团队捧得“天鹰
杯”，4人次夺得“金头盔”，创造多项全
军“第一”，被空军授予“先锋飞行大队”
荣誉称号，被中央军委表彰为“全军军
事训练先进单位”。

传承“空中拼刺刀”的血性

胆气，祖国一声召唤就升空——

就是豁出血肉之躯，

也要把对手的嚣张气焰

打下去

大风起兮云飞扬，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2014年，飞行一大队奉命前推至沿

海一线机场执行海上任务。一天，一大
队战机紧急升空，一场不见流血却最能
彰显血性的战斗不期而至。

60公里、50公里、40公里……任务
区域内，外国军机与我方战机迎头对峙，
迅速逼近。飞行员姚凯座舱内告警信号
持续不断，与外军战机已逼近至 30多公

里，完全处于其空空导弹不可逃逸区。
“就是豁出血肉之躯，也要把对手

的嚣张气焰打下去。”危急时刻，姚凯毫
不示弱，沉着应对。剑拔弩张间，外军
战机悻悻调头撤退。

那段时间，飞行一大队的任务空域
天天都有中外战机之间的较量，战斗起
飞是家常便饭，飞行员们以果敢的勇气
和过硬的技战术，始终保持有利态势，
在九天国门捍卫了“第一”的荣誉和大
国的尊严。

这种向死而生的血性胆气从哪里
来？记者在飞行一大队荣誉室看到一张
泛黄的老照片，定格了一个不朽的瞬间：

抗美援朝战场，19岁的飞行一大队飞
行员陶伟升空作战。“近点、近点、再近
点”，面对多架敌机的包围，陶伟抱着“宁
愿血洒蓝天，撞也要把敌机撞下来”的决
绝信念，在距敌机120米处猛烈开炮，敌机
凌空爆炸，碎片贴着陶伟的座舱“嗖嗖”飞
过，开创了人民空军空中近战歼敌先例。
（下转第二版）

“空中尖刀”:用“第一”回报祖国
—空军“先锋飞行大队”锻造新时代空中劲旅纪事

■本报记者 于春光 李建文 特约记者 张 力 郝茂金

本报讯 记者刘建伟、特约记者赵
雷报道：陆军首次组织 5类新型作战力
量大比武；空军歼-20战机首次开展海
上方向实战化训练；海军航母编队首次
穿越岛链，在西太平洋海域开展远海作
战演练；火箭军常态开展“天剑”系列演
训，组织全型号连续发射、联合火力打
击……如果标绘一幅新时代中国军队
练兵态势图，坐标之广、场次之多、阵势
之大、要素之新，可谓前所未有。

从海洋到天空，从平川到高原，官
兵披坚执锐、浴火淬剑，正是全军和武
警部队深入贯彻习主席关于提高军事
训练实战化水平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
的生动场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
对练兵备战看得最重、思考最多、叩问
最严。我军多年不打仗了，还能不能召
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这是统
帅最为关注的问题。

党的十九大闭幕后的第 10 天，
习主席带领新一届军委一班人走进军
委联合作战指挥中心，强调：“从我做
起，从军委做起，强化备战打仗导向，提

高打赢本领，抓实备战工作，带领我军
真正做到能打仗、打胜仗，担当起党和
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任务。”统帅的
足迹深入部队演兵场，激励全军将士扛
起强军兴军的如山使命，焕发练兵备战
的似海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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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处可见指挥员打头阵、做示范的
身影。说起这些年来的“训练之变”，三
夺“金头盔”的空军航空兵某旅旅长蒋
佳冀深有感触：“跨区演练、自由空战、
体系对抗如今已成常态，每一次起飞都
是打仗！”

全局之变，大势之兴，我军实战化
军事训练迈入新时代坐标系，一系列重
大改变由此生发：

大练兵、大演习——朱日和，一个
塞北小镇。当年，红方六负一胜的演习
战报震动全军后，部队连年在此开展实

兵对抗演习，全军实战化训练模式实现
了新突破。仅 2013 年至 2016 年间，全
军就开展 200 多场军兵种部队跨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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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运筹、大战略——着眼军事训练
内容体系的整体重塑，近年来，军委出
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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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事训练的蓝图、路线图和施工图，形
成涵盖各军兵种、各专业系统的训练
体系架构。

大视野、大格局——这几年，中国
军队的军事训练“朋友圈”越来越大，从
“东方-2018”战略演习、“国际军事比
赛-2018”，再到“和平使命”系列、“雄
鹰”系列、“突击”系列等重大联演联训
活动，见证了中国军队走向世界一流的
新足迹、强军兴训的新成就。

又是一年秋风劲。从今年起，陆军
新兵训练全面推行“先训后补”模式，实
行机构化统一组训，时间由以往的 3个
月延长至 6个月。中国军队战斗力的
最新“因子”将接受前所未有的实战化
洗礼，而他们身处的雄师劲旅，正沿着
“按实战要求去训练，按训练去实战，训
练与实战达到一体化”的方向步履铿
锵、奋勇前行。

按习主席“能打仗、打胜仗”要求从难从严练兵备战

我军实战化军事训练迈入新时代坐标系
向全维演进，创造多个首次；向常态推进，刷新多项纪录；向新质跃进，拓展多类领域

2018年新年伊始，习主席向全军发

布训令，号召全军将士“要强化练兵备战

鲜明导向，坚定不移把军事训练摆在战略

位置、作为中心工作”。党的核心、军队统

帅的政治动员和时代号令，为新时代练兵

备战进一步立起了遵循，指明了方向。

实战化训练的战略分量之“重”，源

自统帅之忧，源自使命之迫。今天，现代

战争形态加速演变，在党和人民需要的

时候，我军能不能战胜强敌、决胜未来？

我军新时代打赢能力的强弱，取决于实

战化训练能否劈波斩浪、激流勇进。

推进军事训练实战化，是我军军事领

域的一场恢弘实践。从标准、方法、途径上

看，具体答案也许有很多种，但最关键的是

要牢记习主席多次强调的“一门心思谋打

仗、聚精会神抓准备”。回归打仗本源，扛

起打仗本职，无论干什么，都自觉地拿打仗

标准这把标尺量一量，在真枪实弹、真训实

练、真考实评中淬火加钢，真正锤炼出召之

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底气和能力。

“宜将剑戟多砥砺，不教神州起烽

烟。”我军新时代新气象新作为，归根到

底要落到备战打仗上。全军将士必须

牢记习主席号令，始终保持永不懈怠的

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切实

以军事训练实战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带

动部队履行新时代使命任务能力的大

幅提升，确保一声令下、不辱使命，真正

让党和人民放心，让习主席放心！

坚定不移把军事训练摆在战略位置

沙场演兵。 张坤平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