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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

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

键一招。”习近平总书记用“关键一招”这

个富于中国文化传统而又生动鲜活的百

姓话语，深刻表达出中国共产党人和亿

万中国人民对改革开放的认识和感悟，

宣示了当代中国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

的信念和决心。正是靠着改革开放，不

断打破束缚思想的桎梏、扫除阻碍发展

的藩篱，我们成功开启了新的壮阔征程，

开创了新的前进道路，开辟了新的发展

空间，古老而又年轻的社会主义中国走

向充满希望、充满生机的新天地。

（一）

小岗破冰，深圳兴涛，海南弄潮，浦

东逐浪，雄安扬波……40年弹指一挥

间。改革开放的浩荡浪潮，让华夏神州

在“历史的一瞬”翻天覆地、沧海桑田，即

便最大胆的预言家也不会想象到这个古

老的国家“史诗般的进步”。40年飞跃

万重山。改革开放的浩荡浪潮，让中国

融入广阔世界，让世界发现新的中国，即

便是最固执的“西方中心论”者也不得不

承认，中国和世界已经前所未有地融为

有机整体，世界越来越离不开中国。中

国号巨轮坚定航向，闯险滩、战激流，彻

底摆脱狭小水域的困境，开足马力、劈波

斩浪，胜利驶入崭新而宽广的天地。

人民生活跃进新天地。从 1978年

到2017年，全国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由

343元增加到36000多元，农村居民人均

纯收入由134元增加到13400多元；基本

医疗保险、社会养老保险从无到有，分别

覆盖13.5亿人、9亿多人；从相对落后的

教育水平到跃居世界中上行列，城乡免

费义务教育全面实现，高中阶段、高等教

育毛入学率分别达88.3%、45.7%；7亿多

人口摆脱绝对贫困，占同期全球减贫人

口总数的70%以上……一组组数据、一

个个数字，记录着亿万中国人民生活从

短缺到比较殷实、从贫困到小康的历史

性跨越。从凭票证购买商品到通过电商

“买遍全球”，从单调的文化生活到多姿

多彩的影幕、荧屏、舞台，从“自行车王

国”到高铁总里程世界第一……一串串

事例、一幕幕场景，印证着每一个中国人

生活翻天覆地的变化。

强国复兴打开新天地。从国民经济

濒临崩溃的边缘奋起直追，经济总量一路

超过意大利、法国、英国、德国、日本，稳居世

界第二。从引进技术到自主创新，一些前

沿方向开始进入并跑、领跑，神舟奔月，天宫

遨游，蛟龙入海，天眼探穹，北斗导引……

大国重器竞相问世，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

日益强大。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

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

成为世界经济最大的确定性、主要的动力

源，连续多年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

30%。我们用几十年的时间走过了西方

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现代化历程，实现

了从落后时代到大踏步赶上时代、引领时

代的历史性跨越，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

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前所未有地接近

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

社会主义展现新天地。坚持科学社

会主义基本原则，立足中国实际、结合时

代特点，突破了单一公有制、计划经济的

固有模式，创造性地提出和发展了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极大解放和发展了社会

生产力；完善和发展了党的领导、人民当

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社会主义

民主政治制度，充分激发了人民群众的

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有力维护了社会

公平正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

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统筹推进、全面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发展和

成功实践，不仅把社会主义的旗帜举住

了、举稳了，让处在风云变幻之中的世界

对社会主义有了全新的认识，让那些既

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

国家和民族有了全新选择，将西方现代

化模式从所谓“唯一”还原为“之一”。

一路风雨兼程，一路澎湃前行。“改

革开放这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不仅深

刻改变了中国，也深刻影响了世界！”这

是对当代中国、当今世界最富洞察的揭

示，是中国人民最自信、最豪迈的宣言。

（二）

中国的改革开放，何以能够除旧布

新、改天换地？最关键、最重要的就是在

把握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顺应时

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

沿着历史发展的脉络溯源追流，就

能看清当代中国改革开放从哪里来、到

哪里去的前进逻辑。这是中华文明传承

发展的逻辑，“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为

行大道、开太平，一代接续一代上下求

索、变法创制、革故鼎新，让中华文明绵

延不绝、生生不息，一脉相承又不拘定法

的创新精神，深深熔铸于中华民族的血

脉基因。这是近代以来中国追寻梦想的

逻辑，“变者，天道也”，但托古改制、变法

维新等种种改良方案都无法实现救亡图

存、振兴中华，承载着历史选择和人民冀

望的中国共产党，把科学真理同中国实

际相结合，开启了中国历史上最为深刻

的伟大革命，从“走俄国人的路”到“走自

己的路”，开辟出一条中国革命、建设、改

革的成功道路，用伟大创造点亮伟大梦

想的明灯。这是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逻

辑，“民亦劳止，汔可小康”，“人民，只有

人民才是历史的创造者”，摆脱贫困、解

决温饱、实现小康、迈向现代化，人民群

众过上好日子的历史要求和无穷力量，

推动着一次又一次的社会变革，也形塑

着当代中国的崭新模样。

置身世界发展的风起云涌，就能感

受当代中国改革开放顺时应势、击水行

舟的时代潮流。这是和平合作的潮流，

当世界还处在两强争霸、冷战正酣之时，

中国领导人就敏锐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

当今世界的时代主题，道出了世界各国

人民的共同心声。当代中国高举和平发

展的大旗，在顺应时代大势中加快发展

自己，在自身发展进步中促进世界和平、

实现合作共赢，以己之美成人之美，互利

互惠美美与共。这是开放融通的潮流，

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是人类社

会发展的历史规律，也是当今世界这个

地球村的现实写照。当代中国打开国

门，从引进资金、技术、管理，到“三来一

补”“两头在外”，再到加入世贸组织、全

面参与经济全球化，以谦逊态度和坚强

意志拥抱世界、融入世界。这是变革创

新的潮流，无论是农业时代迈向蒸汽时

代，还是电气时代迈向信息时代，变革创

新始终是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根本

动力。当代中国以思想解放推动社会变

革，以对外开放促进国内改革，从学习借

鉴他人经验做法，到全面推进理论创新、

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奋力追

赶和引领日新月异的时代潮流。

（下转第三版）

改 革 开 放 天 地 宽
■宣 言

恩格斯说：“人们酷肖他的时代，远
胜于酷肖他们的生身父母。”

然而，这种“酷肖”，并不与生俱来。
与时代竞速，每一个人都要经历“破茧成
蝶”的蜕变，每一支军队都要实现“浴火
重生”的转型。

作为现代化新型陆军建设的探路
者，第 78集团军某合成旅一营矢志强军
梦想、锐意改革创新，成为全军第一个成
建制、成体系完成由传统步兵向新型合
成步兵转型的营级单位，开创了我军这
一类型部队建设的多项先河。

一个时代的军人有一个时代的特
征。走近一营，我们从那些普通的面孔
上，不仅能看到新一代军人的表情，而且
能聆听到追逐强军梦想的呼吸。

新锐之思——

“锤炼新型作战力量，

取决于我们的思维和视野

能 否 超 越 武 器 性 能 的

边界”

一营的装备很新。
“新到啥程度？过去练就的操作技

能，似乎就剩下了‘扣扳机’还没有变。”
三连连长降巴克珠，是全军爱军精

武标兵，两次荣立一等功。然而，这个曾
24次比武夺冠、5次打破旅以上军事课
目纪录的“牛人”，面对配发的近百种新
型装备、数万个部件和数百份说明书，
“眼前像立起了一座大山”。

“我们藏族有句谚语，‘山让水低头，
人让山低头’。可面对这座大山，当时大
家都不知道怎么迈开步。”降巴克珠和战
友们曾一度迷惘。

练越野，他们曾磨破脚下胶鞋；练攀
登，他们曾磨出手掌老茧；练射击，枪管挂
水壶，枪身放弹壳，练到眼睛流泪红肿……
可如今，从靠“两条腿、一杆枪”打仗的传统
步兵向新型合成步兵转型，面对“过去摸都
没摸过的家伙”，究竟从哪儿练起？

转型再出发，多少原来的专业骨干、
技术大拿、训练标兵站在新的起跑线。
——炮班班长徐大鹏，曾是旅里有

名的“一号观察手”，然而握着新式侦察
设备，却一时丢不掉“老一套”的侦察方
法，第一次沙场亮相战机一误再误。
——无线班班长杨壮，面对“罢工”的

新型电台，拿起螺丝刀就开工，故障没排
除，按键却装不上了。下达任务的关键时

刻“掉链子”，杨壮羞愧得抬不起头来。
观念的陈旧，比枪炮的陈旧更致命；

思想的偏差，比准星的偏差更可怕。全
营接手新装备后的首场演练，最后竟然
被判定“伤亡”70%。

演练复盘，大家没有一丝胜利的喜
悦。多种新型火器为啥不会灵活配系，
陆空信息网络为啥没法搭建联通……
“70%的伤亡，如果真是打仗，多少条命

没了？！”
“有了新装备、新要素、新编制，我们

打得远了、看得远了、联得远了，可为啥打
仗不灵？”营长宋恒哲一语道出大家的反
思，“锤炼新型作战力量，取决于我们的思
维和视野能否超越武器性能的边界。”
（下转第二版）

上图：官兵参加陆空联合训练。

刘议闪摄

一支陆军新锐的“换羽”之路
—第78集团军某合成旅一营矢志改革强军新闻调查

■ 本报记者 魏 兵 钱晓虎 特约记者 吴科儒 李 亮

“凿井者，起于三寸之坎，以就万仞

之深。”任何事业的开拓，任何胜利的取

得，都需要有第一批闯关者、探路人。一

营的转型建设是“以新型作战力量建设

为突破口”的创新之举，属于全军首次、

全新课题。没有一种果敢奋进、攻坚克

难的精神，没有一股不等不靠、主动作为

的劲头，便不会有今天一营的破茧成蝶、

凤凰涅槃。

惟改革者进，惟创新者强，惟改革创

新者胜。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是一场整

体性、革命性变革，征程上的难关险隘，

是犹豫者前进的障碍，却是奋斗者前进

的阶梯。越是艰难的时候，越需要坚定

意志、勇往直前，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

险滩，越需要有定力、有担当、有韧劲。

再接再厉，乘势而上，呼唤只争朝夕的行

动者、脚踏实地的实干家。只要我们努

力适应新体制、履行新职能、担当新使

命，就一定能在新的起点上开创强军兴

军的新局面。

改革没有旁观者 转型更需实干家

本报莫斯科8月12日电 特约记
者李大勇、记者武元晋报道：当地时间
11日下午，“国际军事比赛-2018”总闭
幕式在俄罗斯莫斯科市郊阿拉比诺爱国
者公园举行。历经 15天的激烈角逐，中
国军队在参加的 22个比赛项目中，获得
4个团体第一，15个团体第二，2个团体
第三，1个团体第四。
“国际军事比赛-2018”共计 28个比

赛项目，在 7个国家的 23个比赛场地展
开，中国军队在“苏沃洛夫突击”“晴空”“安

全路线”“海上登陆”项目中获团体第一；
在“坦克两项”“航空飞镖”“侦察尖兵”“空
降排”“工程方程赛”“开阔水域”“汽车能
手”“修理营”“军事拉力”“忠诚朋友”“厄尔
布鲁士之环”“军医接力”“野战炊事”“道
路巡逻”“稳定接收”项目中获团体第二；
在“安全环境”“狙击边界”项目中获团体
第三；在“军械能手”项目中获团体第四。

赛事主办方统计数据显示：“国际
军事比赛-2018”共有 189 支参赛队、
4723 名参赛队员参赛，使用 70 架飞行

器、11 艘水面舰艇辅助船只、1064 件
（部、台）武器和专业技术装备。最终
有 2319 名参赛队员获奖、773 名参赛队
员夺冠。此次比赛吸引了 85万余名观
众现场观赛、7000 余万电视观众观看，
2000余名记者参与报道。

比赛结束后，在爱国者公园举行了
总闭幕式。中国承办赛事的闭幕式，11
日上午已分别在福建泉州、新疆库尔勒
举行。至此，“国际军事比赛-2018”圆
满闭幕。

“国际军事比赛-2018”圆满闭幕

中国军队获4个团体第一

全面开放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的根本出路
（第七版）

谱写红色传统的时代新篇
（第五版）

本报讯 特约记者易晓春、记者陈典宏报道：
战备出动如何组织、野营驻训如何部署、营门防卫
如何开展……8月初，南部战区陆军百余将校军官
齐聚桂中某营区，以专家解读、难点交流、观摩演示
等形式，围绕学习贯彻落实新条令展开研讨式集训
攻关，梳理研究出的 4个方面 25个现实课题，个个
直指部队管理、练兵备战的重难点问题，旨在提升
部队正规化建设水平。
“新条令淡化从宿舍到操场的痕迹，把规范内

容延伸到训练场、野外和战场，要求我们必须突出
备战打仗主责主业，立起备战打仗的鲜明导向。”谈
及此次新条令研训，南部战区陆军领导说，扎实抓
好备战打仗工作，就要在学习贯彻新条令过程中，
始终坚持“管为战”思想，把与备战打仗相关的新内
容、新要求、新规范突出出来，引导官兵将“箭在弦
上”当成常态。
“战时奖惩权限要适当下放，才能更好激励士

气”“不能把稳中求进变成消极保守”……记者在讨
论交流现场看到，针对破解常见问题，他们组织了
10余场次的观摩示范，既教方法，又立标准；在推动
新条令末端落实上，结合新体制编制特点，对当前
营连战备教育、战备训练、战备值班、战备建设等基
本秩序和共同课目训练的组织实施，作出了一系列
规范。某旅部队管理科科长蒋小辉参加研讨后深
有感触：“结合实际工作中的重难点问题学用新条
令，既有新思考，又有新探索，越学越深入，越用收
获越多。”
“‘学’是基础，‘行’是落点，开展新条令研讨式

集训攻关的目的，就在于用新条令规范部队建设，
引导各级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聚力用劲。”战区
陆军领导告诉记者，下一步他们将持续围绕“以管
促训”，引导各级探索研究用新条令规范各项建设，
确保部队始终按照战斗力标准抓管理、严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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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曾理、记者郭晨报道：近
日，陆军军医大学新桥医院依托该院地
处海拔 3800 多米的日喀则分院，探索
制订海拔 3500米以上高压氧治疗新方
案，为长期以来受高原反应困扰的驻高
原部队官兵提供有效解决办法。

新桥医院高压氧科主管技师徐宏
萍介绍，目前高压氧治疗主要针对急性
高原病、脑损伤、耳鸣、一氧化碳中毒，
已在国内外临床得到广泛运用，但由于
海拔 3500米以上高原地区的大气压明
显低于平原地区，这种环境下的高压氧
治疗不能完全按照平原地区的治疗方

案进行。
为解决这一问题，徐宏萍在日喀

则分院轮岗帮带期间，查阅大量文献
资料，与相关专家积极探索对高原反
应症状患者的高压氧治疗办法，搜集
整理 600 余例治疗病例的第一手临床
数据，研究制订高原高压氧治疗新方
案。通过近 3个月的临床实践，该方
案对预防和治疗高原反应效果明显。

新的高原高压氧治疗方案和疗效得
到中华医学会高压氧医学分会的重视，
拟对方案进行修改完善后推广应用，为
高原官兵练兵备战提供有力保障。

高原高压氧治疗新方案研究制订
可望有效缓解官兵高原反应困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