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08│要闻 2017年10月18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 王文齐 王昺南

初秋刚至，哈尔滨的傍晚已是
寒风乍起。党的十九大代表、武警
黑龙江总队二支队三大队副大队
长李玉峰和他的特战队员们接到
命令：一伙“暴恐分子”进入某酒店，
劫持4名人质。特战队员全副武
装，迅速登车奔向指定地域集结。

在没有任何保护措施的情况
下，李玉峰负重 23斤，徒手攀爬
漏雨管，仅用11秒就从窗户突入
室内。

特战队员犹如神兵天降。随
着“啪啪”几声枪响，“歹徒”被当
场击毙，“人质”安全无恙，整个战

斗过程历时1分3秒。
演习结束，当记者称赞李玉

峰一枪毙敌的过硬本领时，他笑
笑说：“作为一名特战队员，必须
有知死不避、向死求生的精神。”

然而，与演习相比，真正和恐
怖分子面对面的生死较量才是对
每一名特战队员的真正考验。

2014年，李玉峰带领特勤排
奔赴新疆执行反恐驻训任务。有
一次，一伙早有预谋的暴恐分子，
残忍砍杀过往群众。面对危急情
况，李玉峰冷静更换弹夹，随即持
枪瞄准、一枪毙敌。从受领任务
到平息事态，仅用时2分多钟。

入伍至今，李玉峰先后荣立
一等功1次，三等功5次；2015年
荣膺第十八届“中国武警十大忠
诚卫士”，2016 年被评为全军优
秀共产党员；带领官兵先后创新
战法训法10余种，带出近50名反
恐特战骨干，成为官兵眼中的“金
牌教练”。
（据新华社哈尔滨10月17日电）

2017年 5月 30日，渤海某海
域。海军新一批舰载战斗机飞行
员首次着舰飞行——

伴随着战机轰鸣声，战机尾
钩在与辽宁舰甲板剧烈的摩擦中
留下一连串火花，党的十九大代
表、海军舰载战斗机飞行员曹先
建驾驶的歼-15战机，精准钩住
了甲板的3号阻拦索。

曹先建创造了身负重伤 419
天后、术后复飞仅仅 70天，驾驶
歼-15战机成功着舰的奇迹。

2013年 3月，通过重重考核
和选拔，曹先建如愿成为一名舰

载战斗机部队飞行员。
2016 年 4 月 6 日，曹先建在

某机场进行飞行训练时，飞机飞
控系统工作出现故障，危急时刻，
曹先建紧急处置，试图挽救战机，
直至最后2秒才被迫跳伞逃生，身
受重伤。康复治疗过程中，曹先建
需要进行2次较大的手术，医生建
议两次手术间隔8个月以上,可曹
先建坚持要求尽早进行第二次手
术。“我必须赶在 12月前做完手
术！”算准了着舰飞行的时间，曹先
建说出了自己的“难”处。

手术过后返回团队，曹先建凭
着惊人的毅力迅速融入团队中。

2017年 5月 30日，在曹先建
娴熟地操纵下，数十吨重的歼-15
战机以几近完美的轨迹，稳稳停
在飞行甲板上。

“我成功了！”激动的泪水，在
曹先建脸上奔涌：“祖国选我当航
母战斗机的刀锋，我愿把最美的
青春献给挚爱的航母舰载机事
业，回报党和人民的深情厚爱。”

（据新华社沈阳10月17日电）

中共十九大召开，五年一次的盛
会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最佳窗口。中
国是如何实现如此快速发展的？未来
五年，中国的发展蓝图是什么？来自
世界五大洲的境外记者孜孜不倦地探
究中国奇迹，更渴望探求中国道路、中
国经验的奥秘。

从报名参会的记者数量就可洞悉
十九大的“热度”：截至目前，已有3068
名中外记者前来采访报道十九大，其中
港澳台记者和外国记者达到1818人；
外国记者来自 134个国家，比十八大

时增加19.6%。
在十九大新闻中心新闻发布厅，时

常可以见到扛着“长枪短炮”的中外记
者一路小跑着穿梭其间；发布厅的鲜红
背板前，不少电视记者出镜解说，中国
经济、改革发展、反腐败、脱贫攻坚、外
交战略等，都是记者提到的高频词汇。

记者了解到，十九大新闻中心已
备下“新闻大餐”，在大会开幕后，将举
办6场记者招待会和8场集体采访，邀
请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
和政法、科技、军队、环保等众多领域

的十九大代表，集中回答媒体提问。
为了满足境外记者的个别采访需

求，十九大首次启用境外记者采访申请
系统，记者可以通过系统提交采访申
请并可以在线查询受理情况。十九大
新闻中心有关负责人介绍说，境外记
者提出采访需求后，只要征得被采访
对象同意，新闻中心会马上安排采访，
绝大多数采访需求都会得到落实。

让不少记者感到兴奋的是，十九大
新闻中心在会前和会中还设计了以北
京中轴线、基层党建、故宫、北京大兴

机场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等为主题
的一系列参观采访活动，不少线路境
外记者报名异常“火爆”。

集体采访，个人采访，参观采访，代
表团开放日，在“党代表通道”与代表

“面对面”……可以预见，数千名中外记
者将在“应接不暇”的采访活动中感受
到中国共产党的开放和自信；一篇篇
报道、一段段直播将通过报纸、电视、
广播、网络等媒介传向全球，向世界展
现一个真实的中国，掀起新一轮“中国
热”。（据新华社北京10月 17日电）

据新华社北京 10月 17日电
为迎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
表大会胜利召开，由中共中央党史
研究室编写的《党的十八大以来大
事记》（以下简称《大事记》）已由人
民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联合出
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五年，是
党和国家发展进程中很不平凡的
五年。五年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把握当今世
界和当代中国的发展大势，顺应
实践要求和人民愿望，推出一系
列重大战略举措，出台一系列重
大方针政策，推进一系列重大工
作，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

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
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

《大事记》通过一件件大事、一
个个史实、一组组数字，详细记载了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
国理政伟大实践及提出的一系列
新的重要思想、重要观点、重大判
断、重大举措，集中反映了五年来党
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和
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大事记》的编
发，对于进一步坚定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
信、文化自信，增强全党全军全国各
族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信心和
底气，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据新华社北京10月 17日电 中国邮政于18
日发行《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纪念
邮票一套 2枚，小型张 1枚。邮票图案内容分别
为：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小型张内容为筑梦。

邮票第一图“不忘初心”的画面由人民英雄
纪念碑、延安宝塔山、新华门、南湖红船等元素构
成，集中回顾了党的历史、重温了党的宗旨；邮票
第二图“继续前进”的画面由“复兴号”高铁、国产
C919 大飞机、“2017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

坛”主会场等元素构成，展现了十八大以来我国
在政治、经济、科技、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取得的
辉煌成就。邮票小型张“筑梦”图案选用天安门、
华表作为主体设计元素，融入国歌曲谱元素，旨
在体现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
取、奋发有为，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不懈奋
斗、同心共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主题。

左图《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纪念邮票小型张

十九大代表风采十九大代表风采

《党的十八大以来大事记》出版发行

曹先建 开创重伤后重返海天的奇迹

李玉峰 反恐铁拳带兵人

李玉峰在进行射击训练 新华社发

曹先建进行航母飞行资质认
证考核 新华社发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纪念邮票今日发行

聚焦中国 瞩目盛会
——来自十九大新闻中心的观察

10 月 17 日，江西省
婺源县江湾镇篁岭村农
民用今年收获的红辣椒、
玉米和稻谷等农作物，组
成一幅长 5.5米、宽2.48
米的“喜迎十九大 永远跟
党走”图案，迎接党的十九
大。 东方IC供图

10月16日，夏邑县大河画室的学生们，创作了以“喜迎十九大 共
圆中国梦”为主题的3D立体画作品，为祖国送上美好祝福。⑨6 苗育
才 摄

视觉新闻

喜迎十九大喜迎十九大

举世瞩目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
全国代表大会将于 10月 18日在北京
召开。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
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关键时期，
这一继往开来的盛会将做出怎样的战
略部署？如何开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梦的新征程？党的十九大要回答
的这些重大时代课题，举世关注。

关键词1：重大战略判断——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习近平总书记在“7·26”重要讲话
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
的发展阶段。

过去的5年承上启下，取得了历史
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发展站上新起点。“不变的是我国依然
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我们最大
国情和最大实际；变的是我们站在新高
度，面临着诸多发展的新特点新要求。”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说。

新的发展阶段具有哪些新内涵，又
将面临怎样的机遇与挑战？党的十九大
将全面分析形势、把握时代发展新要求。

关键词2：理论创新——体现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中国道路的探索和选择，就是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的实践过程。新的时代条
件下，我们要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

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需
要勇于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继续高举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伟大旗帜，开创出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新境界，形成了一系列治国理
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9月18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已
明确指出，要把党的十九大报告确立的重
大理论观点和重大战略思想写入党章，充
分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

关键词 3：“两个一百年”奋斗目
标——决胜全面小康描绘第二个百年
目标新图景

自党的十五大首次提出“两个一百
年”目标，每次党代会都不断丰富新内
涵，提出新要求。如今，决胜全面小康
社会只剩3年时间，又将开启第二个百
年奋斗目标新征程。党的十九大无疑
将就此作出战略部署，制定大政方针。

实现伟大梦想，需要一代代共产党
人的接力奋斗。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
决定性意义。在党的十九大上，新目标
如何部署，新蓝图如何描绘，举世瞩目。

关键词4：改革新部署——全面深
化改革将“一张蓝图绘到底”

改革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时。

涉险滩、啃硬骨头，都需要改革提供不
竭动力。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
深化改革还要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
上取得重大成果，为决胜全面小康社
会、踏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
助力，党的十九大无疑将对此作进一
步重大部署。

“明年将迎来改革开放40周年，党
的十九大后改革必将向纵深推进，破除
藩篱，确保‘一张蓝图绘到底’。”中国
（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说。

关键词5：百姓生活新目标——为
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习近平总书记在“7·26”重要讲话
中顺应人民的新期盼，令人瞩目地提出
了“八个更加”。“‘八个更加’是更高的
要求、更高的水平、更高的期待。过去
的获得感老百姓打心眼里高兴，今后的
美好生活人们更加期待。”山东兰陵县
代村社区党委书记王传喜代表说。

“党的十九大将为我们描绘出一
幅更高标准、更多获得、更为丰富的民
生新图景，这将是新的历史条件下的
民生新起点。”十九大代表、北京市房
山区委书记曾赞荣说。

关键词6：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
工程——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面对新形势，

我们党还要团结带领亿万人民进行具
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推
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这所有
的一切，离不开党的坚强领导，离不开
党的建设这一伟大工程，必须以更大
的决心和气力管党治党。”中央纪委驻
中国社科院纪检组副组长高波认为。

过去的5年，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
势已经形成并巩固发展。全面从严治
党永远在路上，今后如何把全面从严
治党思路举措搞得更加科学、更加严
密、更加有效？怎样把党的建设新的
伟大工程不断向前推进？党的十九大
有望给出答案。

关键词7：肩负使命、担当重任——
将产生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

党的十九大将选举产生新一届中
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新
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将如何带领全党全
国人民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断
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新境界，
举世瞩目。

当前，我国发展站到了新的历史
起点上，人民群众期待，新一届中央领
导集体带领13亿多人民突出抓重点、
补短板、强弱项，在剩下的3年时间里，
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为实现
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砥砺奋进。

（据新华社北京10月17日电）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党的十九大热点前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