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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7 月 25
日电中共中央政治局 7 月
24 日下午就推进军队规
模结构和力量编成改革，
重塑中国特色现代军事力
量体系进行第四十二次集
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
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
调，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
是一场攻坚战役，军队要
全力以赴，全党全国要大
力支持，坚持军地一盘棋，

齐心协力完成跨军地改革
任务，以实际行动支持国
防和军队改革，把军政军
民团结的政治优势转化为
助推改革强军的巨大力
量。

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
军队改革领导小组专家咨
询组副组长蔡红硕同志就
这个问题进行讲解，并谈
了意见和建议。

中共中央政治局各位
同志认真听取了他的讲
解，并就有关问题进行了
讨论。

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
发表了讲话。他指出，再过
几天，就是中国人民解放
军建军 90 周年了，我们特
地安排一个关于国防和军
队建设的题目。这是党的
十八大以来中央政治局集
体学习第三次以国防和军
队建设为题了。去年 7 月，
我们围绕军队领导指挥体
制改革，了解“脖子以上”
改革情况。这次集体学习
安排军队规模结构和力量
编成改革的内容，目的是
了解“脖子以下”改革情
况，了解改革后我军力量
体系新面貌，研究进一步
把国防和军队改革向纵深
推进。

习近平强调，强军是
强国的一个重要战略支
撑，也是我们党的一项重
要战略任务。党的十八大
以来，党中央审时度势，领
导我军开启强军兴军新征
程，朝着实现强军目标、把
人民军队建设成为世界一
流军队砥砺前行。我们把
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纳入
全面深化改革大盘子，作
为强军兴军的关键一招。

5 年来，国防和军队改革大刀阔斧、蹄疾步稳，在主要领域迈出历史
性步伐、实现历史性突破、取得历史性成果。这场重塑重构使我军体
制和结构焕然一新，发展格局焕然一新，部队面貌焕然一新，为强军
事业增添了强大动力，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奠定了深厚基础。

习近平指出，优化我军规模结构和力量编成，解决制约国防和军
队发展的结构性矛盾，是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重要内容。我们要聚
焦改革目标，深入实施改革强军战略，深入落实改革总体设计，一鼓
作气把改革推向前进。调整之后，我军规模更加精干，结构更加优化，
编成更加科学，从根本上改变了长期以来陆战型的力量结构，改变了
国土防御型的兵力布势，改变了重兵集团、以量取胜的制胜模式，迈
出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转变的一
大步，以精锐作战力量为主体的联合作战力量体系正在形成。

习近平强调，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是一次整体性、革命性变革，
力度、深度、广度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没有过的。我们要保持锐意改革
的决心和信心，保持攻坚克难的勇气，保持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劲
头，夺取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全面胜利。要把统一思想认识贯穿始
终，引导全军从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跟紧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决策部
署，跟紧国防和军队改革前进步伐，形成推进改革强军的强大势场。

要把坚持问题导向贯穿始终，扭住深层次矛盾和重点难点问题持续
用力、精准发力，确保改革不断取得突破。要把加强组织领导贯穿始
终，把准改革方向，搞好研究论证，掌控节奏力度，加强检查督察，使
各项改革举措落到实处。

习近平指出，上个月，我在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第一次全体
会议上，就推进军民融合发展方面工作讲了意见。中央和国家机关、
军委机关有关部门和相关工作机构，要做好调查研究、谋划设计、改
革试点等工作，推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政策
制度调整改革关系广大官兵切身利益、部队军心士气、军队发展活
力，关系改革总体效果。要加快研究论证步伐，搞好系统性、前瞻性设
计，让官兵有更多获得感。

习近平强调，国防和军队改革取得了一批重大理论成果、实践
成果、制度成果，要及时巩固拓展。要完善领导指挥体制，健全同新
体制相适应的工作运行机制，做好军事法规立改废释工作，使新体
制新编成的优势得到充分释放。要把推进军事管理创新摆上重要
位置，下大气力更新管理理念、优化管理流程、转变管理模式，发展
我军特色现代管理体制，在构建新型军事管理体制上迈出实质性
步伐。各有关方面特别是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千方百计帮助官兵解
决后顾之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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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秦杰、霍小光、张晓松、罗宇凡

自信，一个民族的精神脊梁；
自信，一个国家的前行动力；
自信，一个政党的勇气担当！
穿越数千年厚重历史，世界上没有任

何一种文明能像中华文明一样，源远流长、
生生不息，在传承与赓续中赋予中华儿女
不竭动力。

历经百年苦难辉煌，没有任何一个政
党能像中国共产党一样，矢志不移、奋斗不
懈，带领中华民族走过风雨如晦的岁月迎
来世纪梦圆的曙光。

面向未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正以前所未
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
自信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昂首阔
步迈向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

大道之行
我们从未像今天这样接近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我们

从未像今天这样信心满怀

2017 年 6 月 5 日，正在中国访问的美
国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布朗，登上了从南京
驶往北京的高铁列车。

“高铁看起来很不错，车很棒，很高兴
能乘坐。”这位美国经济实力第一大州的州
长在车厢里兴奋地来回走动，不时与中国
乘客握手交谈，对中国高铁列车的速度、服
务称赞有加。

此时此刻，中国高速铁路通车里程已
居世界首位。

时光流转。1978 年 10 月 26 日，正在
日本访问的邓小平登上了从东京开往京都
的“光— 81 号”新干线列车。

工作人员问他对乘坐新干线有什么感
受。邓小平回答说：就感觉到快，有催人跑
的意思。

时空转换，映射出一个国家和民族史
诗般的巨变。

从驶向世界的中国高铁到飞向蓝天的
国产大飞机，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建成了世
界上最完备的工业体系，在现代化道路上
加速奋进；从一穷二白跻身世界第二大经
济体，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
超过 30%；从探索大洋深处的蛟龙号到遨
游星汉的神舟飞船，中国向世界展示着下
五洋上九天的自信与豪情……

习近平总书记用坚定的语气揭示出这
一切奇迹背后的精神底色———

“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

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
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
的。”

2017 年 7 月 1 日晚的维多利亚港湾，
溢彩流光，恍若仙境。绽放的烟花、动人的
音乐、欢乐的市民，演绎着庆祝香港特别行
政区成立 20 周年的盛况。

曾记否，20 年前，美国《财富》周刊封

面上写着大大的几个字：“香港将死”，断言
香港回归后前途黯淡。

如今的香港，风华正茂。
“今天的香港，超出了 20年前人们的期

望。”美国驻香港及澳门总领事唐伟康说。
从唱衰回归后的香港特区，到唱衰调

整中的中国经济；从怀疑新中国，到怀疑改
革开放……面对疾驰而来的“中国号列
车”，那些戴着“有色眼镜”者却一再“大跌
眼镜”。当“中国崩溃论”一次次在中国奇迹
面前崩溃时，升腾的是中国人民与日俱增
的自信心。

是的，中国有理由自信！
30 多年高速增长，7 亿人摆脱贫困，

世界稳定一极……中国道路铺就了中国奇
迹，中国奇迹印证着中国道路。当世人慨叹
“我们的星球病了”的时候，中国正坚定不
移沿着自己选择的道路奋力前行。

2017 年 1 月 9 日，瑞士日内瓦雪花飞
舞。

在中国主题图书全球新年展销月活动
启动仪式上，日内瓦大学博士研究生皮埃
里克·波尔谢手捧一本法文版的《习近平谈
治国理政》：“我很早就听说过这本书，大家
都说这是了解中国领导人治国理念、执政
方略的必读书目。”

这部收录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
图书出版千日，已以 600余万册的发行量覆
盖了世界 160多个国家和地区，风行天下。

是的，中国人有理由自信！
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以实践丰富理论、以理论指
导实践，形成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
想新战略，领航中国奔向伟大复兴。

春天的西藏乃村，烂漫野花点缀着绿
绿的草场，为千年古村换上新装。这里有个
美丽的传说：周边环绕的雪山是凤凰翅膀，
乃村就坐落凤凰之背。

2015 年 4 月，尼泊尔发生 8 . 1 级地
震，乃村几乎被夷为平地。两年过去了，村
民们亲眼见证了家园一步步走出灾难、实
现凤凰涅槃的历程。

“新房正在盖，两层，200 平方米。”村
民次旺多吉高兴地告诉记者，政府为每户
补贴近 20 万元，“没有共产党、没有人民政
府，这是不可能的。”

“制度的优越性都是在比较中产生
的。”中央党校教授辛鸣认为，这种优越性
不仅表现为能够在危机面前空前团结、众
志成城、万众一心、攻坚克难，更表现为能
够在危机过后一方有难、八方支援、高效运
作、迅速崛起。

是的，中国人有理由自信！
应对非典疫情、汶川地震等重大自然

灾害和突发事件，克服国际金融危机带来
的巨大冲击……一个个教科书般的典型案
例、一次次浴火重生的成功实践，向世人展
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强大力量。

2016 年，一场名为“跨越时空的对
话——— 纪念文学巨匠汤显祖和莎士比亚逝
世 400 周年”的文化巡展走向全球 20 多个
国家。

两种伟大文明的碰撞辉耀出人类精神
之光：在莎士比亚的故乡斯特拉福德，莎翁
的“粉丝”为《牡丹亭》的唱腔凝神驻足；在
汤显祖的故乡临川，汤公的后人隆重纪念
莎翁……当莎士比亚与“东方的莎士比亚”
携手同行，世人对中国文化有了新的认识。

在与世界文明的交流互鉴中，绵延五
千年的中华文明展现出独特魅力。正如德
国《南德意志报》所指出的：“面对西方的文
化输出，以中国为代表的第三世界国家，一
味照单全收的时代已经结束。”

是的，中国人有理由自信！
通过继承传统文化、升华革命文化、吸

收世界文明成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已
经成为国家软实力最核心的呈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正在从物质层面上升为物质、
精神的全面复兴，文化自信也日益成为中
国自信的根基所在。

2017 年春节，一组中国百姓自拍的短
视频《厉害了 我的国》在互联网上火了起
来。

当长征火箭带着中国人的飞天梦想奔
向未知的宇宙时，当五星红旗在奥运赛场
高高飘扬时，当中国科学家接过诺贝尔奖
章时，当中国军舰护卫着华侨、华人撤离战
乱地区时……

人们以这种自发的形式为国家和民族
点赞。“厉害了，我的国！”满满的自信通过
短短的 6 个字让亿万人的心灵同频同振。

“上溯 100 年，我们从未像今天这样充
满自信。”在北京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院长韩振峰看来，这种自信表现在方方面
面——— 做好自己事情的坚持上、大步走向
世界的胸怀上、全面从严治党的勇气上、主
动调低经济增速的定力上，甚至“四个自
信”的提出本身就是一种自信的表现。

这种自信正化为中国航船继续前行的
推动力、中国人民万众一心的凝聚力、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向心力，使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伟大事业生机无限。 (下转 2 版)

本报记者王明浩、邹声文、宗巍

在中国谈起虎，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
晓。自古以来，虎就受到人们敬畏、崇拜，它
以体态雄健、气势威猛、行动迅疾，以及额
头上的“王”字，被视为力量、勇武、威严乃
至权力的象征，尊为“兽中之王”、“镇山之
神”等。

中国的虎文化源远流长，在文字、语
言、文学、雕塑、绘画、戏曲、民俗，以及民间
传说、神话故事和儿歌中，虎的形象无处不
在、深入人心。远古时代有虎图腾崇拜，民
间有穿戴虎头鞋帽和张贴老虎年画的习
俗，汉语中有虎啸生风、生龙活虎、藏龙卧
虎、如虎添翼、将门虎子、不入虎穴焉得虎
子等许多成语。

然而，人们崇虎敬虎的同时，降虎伏虎
的事时有发生。中国是老虎的起源国，拥有
的虎亚种最多，但现存野生虎种群只有几
十只。更令人尴尬的是，就在各方争论是否

存在野生华南虎的同时，有些专家悲观地
断言：野生东北虎在中国也已绝迹！

上世纪 50 年代以来，由于森林采伐过
度，食物链中断，野生东北虎逐渐消失。几
十年间，长白山林海绵延千里，回荡的不再
是虎啸，而是关于东北虎的传说。

让人惊喜的是，莽莽长白山，而今重现
虎跃重山之景，频传虎啸生风之声！经过各
方不懈努力，目前吉林省境内野生东北虎
已达到 27 只，东北豹恢复到 42 只！监测结
果还显示，这些野生东北虎超过半数为亚
成体和幼体，并且已有 5 个虎家族在吉林
省生存和繁衍。

从杳无踪迹到频频现身，从岌岌可危
到安家落户，从人虎对立到平和相处，“百
兽之王”的归来之路，铺满了一个个神秘又
精彩的故事，诉说着太多的荣耀和艰辛。

今年 7 月 29 日第七个“全球老虎日”
前夕，记者一行深入吉林省长白山林海，走
进刚显雏形的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与巡山

员一起上山护虎，跟着他们的脚步，听着他
们的讲述，一点点追寻“王者归来”的踪迹。

与野生东北虎“遇见”，如

今不再是新闻

虽是酷暑时节，长白山森林里却十分清
凉。走在大荒沟林场的山中小径，珲春东北
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高大斌讲
述着一个个当地人与野生东北虎“不期而
遇”的故事。每到故事结尾，他都会特意加上
一句：过去碰上老虎，够炫耀三年两载的；现
在上山遇见老虎，早不再是新闻了……
记者一行到达珲春——— 这个吉林省最

东部的城市之前，珲春一位朋友就在朋友
圈里爆照，当地村民放养的牛被老虎咬伤；
隔两天，这位朋友又爆照，又有一头牛被老
虎咬死。在珲春，老虎现身最近的地点，居
然距离市区不到 10 公里。

东北虎，又称西伯利亚虎，多分布于俄

罗斯远东、中国东北等地。受栖息地破坏、
人类乱捕滥杀等因素影响，野生东北虎从
上世纪开始锐减，全球现存数量仅有数百
只。珲春，地处中俄朝三国交界处，与俄罗
斯滨海边疆区的两个虎豹公园和哈桑湿地
接壤，是我国野生东北虎活动最密集的地
区，也是野生东北虎在中俄两国“自由串
门”的关键生态廊道。

2001 年，我国第一个以东北虎豹及栖
息地为主要保护对象的自然保护区——— 珲
春自然保护区成立，2005 年晋升为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2016 年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体
制试点方案确立后，原珲春自然保护区成
为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核心区域。根据试
点方案，东北虎豹国家公园范围东起珲春
市林业局青龙台林场，西到汪清县林业局
南沟林场，南自珲春林业局敬信林场，北到
东京城林业局奋斗林场，总面积 1 . 46 万
平方公里，以吉林省为主，横跨吉林、黑龙
江两省。 （下转 4 版）

“王者归来”：荣耀背后几多艰辛
探秘东北虎豹国家公园

巴里坤草原位于新疆东北部的哈密市，牛羊肥
硕，牧草丰美，空气清新，是夏季避暑冬季休闲的好
去处。 新华社发（普拉提摄）

巴里坤草原风景美

■新媒接入

《将改革进行到底》第九集

党 的 自 我 革 新
请扫描二维码，观看政论专

题片《将改革进行到底》第九集：《党

的自我革新》。

7 月 25 日，“发现”号遥控无人潜水器从南海一
冷泉区带回大量生物样品。 新华社记者张旭东摄

【相关报道见 8 版】

“发现”号在南海采集大量冷泉生物

信信 有有 长长 风风 破破 浪浪 时时
坚定“四个自信”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述评

▲由昆明开往贵阳的 G4136 次列车经过贵州省安顺市境内的水桶木寨特大桥（2016 年 12 月 28 日摄）。近年来，中国高铁继续
保持快速发展步伐，“四纵四横”高铁网基本成形，技术成就赢得国际声誉，服务品质不断攀升。中国高铁已经成为一张见证时代发展
的名片。 新华社记者刘续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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