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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党的十八大以来波澜壮阔的五年，全
面从严治党无疑是贯穿始终而又影响深远的
一件大事。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直面党内
存在的种种问题和弊端，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勇气
力度推进管党治党，采取一系列开创性和突破
性的重大举措，锻造气象一新的强大政党，为
党和国家事业历史性变革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认识达到新高度
——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战

略布局，不断深化对管党治党规
律认识

“打铁还需自身硬。”
穿越五年的时间隧道，重新掂量习近平总

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首次集体亮相
时的这句话，更能感到字字千钧。

打坚硬的“铁”，呼唤更硬的“打铁人”。
全面从严治党，作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管党治党兴党的鲜明主题，不仅来自
对问题的清醒认识，更来自对责任的勇毅担当。

腐败问题越演越烈，不良风气蔓延泛滥，
党的观念淡漠、组织涣散、纪律松弛，“四大考
验”“四种危险”严峻复杂……一个长期执政的
大党，必须练就“金刚不坏之身”。

改革攻坚期、发展转型期、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进入决战决胜……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关键一程，一个坚强有力的党至关重要。
关键时刻，关键抉择。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审视

世情国情党情的新形势新变化，将党风廉政建
设和反腐败斗争提升到了关系党和国家生死
存亡的高度，将全面从严治党摆在了治国理政
全局中至关重要的位置。

2014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调研
时强调，全面从严治党是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
大工程的必然要求。

“‘全面’这两个字加得很关键，这是一次
认识的伟大飞跃。全面始能从严，从严更要全
面。”中央党校教授辛鸣表示，全面从严治党就
是把管党治党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来抓，从内容
到对象、从标到本、从小到大、从现在到未来，
方方面面都不能缺位。

审视五年来全面从严治党步步深入推进
的过程，从“怎么看”到“怎么办”彰显出强大的
思想力量。

深刻阐释全面从严治党内涵——
“全面从严治党，核心是加强党的领导，基

础在全面，关键在严，要害在治。”
明确全面从严治党责任制——
“党要管党，首先是党委要管、党委书记要

管。”“党委负主体责任，纪委负监督责任。”
明确指出全面从严治党的着力点——
“抓思想从严、抓管党从严、抓执纪从严、

抓治吏从严、抓作风从严、抓反腐从严”。
深刻阐明全面从严治党的方法论——
“坚持高标准和守底线相统一”“坚持抓惩

治和抓责任相统一”“坚持查找问题和深化改革
相统一”“坚持选人用人和严格管理相统一”。

……
实践不断发展，认识不断深化。
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基

础，加强党内监督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抓手
和重要保障。

2016年10月，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专题

研究全面从严治党，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形势
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
党内监督条例》，开启了全面从严治党的新征
程。

五年纵深推进，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深刻回答了新形势下全面从严治党谁来
抓、抓什么、怎么抓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不
断深化了对管党治党规律的认识。

行动彰显新力度
——无禁区零容忍全覆盖，

全面从严治党多点发力纵深推进

五年来，直面人民群众反映最强烈、对党
的执政基础威胁最大的突出问题，全面从严治
党多点发力、纵深推进，打出了一系列组合拳。

以作风建设为全面从严治党破题——
2012年12月，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关于

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一
上来就立下规矩、作出承诺，由此开启了全面
从严治党的“第一行动”。随后，形式主义、官
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四风”问题成为
重点整治对象。

铁面执纪、寸步不让。五年来，各级纪检
监察机关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
超过18万起，平均每天有140多人因作风问题
被处理。

遏制“舌尖上的腐败”，严查“车轮上的腐
败”，整治“会所中的歪风”……刹住了曾被认
为难以刹住的歪风邪气，攻克了曾被认为难以
攻克的顽瘴痼疾。

五年激浊扬清，起于毫末之间、成于驰而
不息，党风政风焕然一新。

以重拳反腐为全面从严治党破局——
“打虎”无禁区。周永康、薄熙来、郭伯雄、

徐才厚、孙政才、令计划、苏荣等一批“大老虎”
纷纷落马。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共立案审查

中管干部280多人；共查处十八届中央委员、
候补委员40人，中央纪委委员8人。

“拍蝇”零容忍。截至今年6月底，共处分
乡科级及以下党员干部134.3万人。

“天网”紧追逃。截至8月底，已先后从90
多个国家和地区追回外逃人员3339人，追回
赃款93.6亿元；“百名红通人员”已经到案近
50人。

五年风雷激荡，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
经形成并巩固发展。

以党内监督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抓
手——

巡视利剑经过五年磨砺，锋芒毕露，已成为
党之利器、国之利器。12轮中央巡视，对277个
地方、单位党组织进行了“政治体检”，实现了党
的历史上首次一届任期内中央巡视全覆盖。

与此同时，中央纪委实现对139家中央一
级党和国家机关的派驻监督全覆盖，实行综合
派驻，党内监督的独立性、有效性不断增强。
开启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一个覆盖所有行使公
权力公职人员的国家监察体系呼之欲出。没
有空白、不留死角，一张越织越密的监督网络，
不断增强对权力的有效监督和制约。

从深化纪委转职能、转方式、转作风，到落
实纪律检查工作双重领导体制；从明确党风廉
政建设责任制，到探索实践监督执纪“四种形
态”……

五年探索实践，一系列体制机制的改革和
方式方法的创新，为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
注入了强大动力。

成效引领新气象
——标本兼治固本培元，全

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

“以前一年下来基本没什么党组织活动，
偶尔开会发言也是发顿牢骚，连中央大政方针

都不晓得，现在你要问我什么是‘四个自信’
‘四个意识’，我都能对答如流。”江西萍乡竺园
村老党员袁海泉说，现在自己的党员意识大大
提高了。

去年来，萍乡在农村基层党组织中推广
“一旬一会”制度，每月3次定期组织党员开展
组织生活，进行理论学习。这是“两学一做”学
习教育的一个缩影。

从“治病树”到“治生态”，从管行为到重
“心学”。

五年来，从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到
“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再到“两学一做”学习教
育，一系列党内政治思想教育环环相扣、层层
深入，从“关键少数”向全体党员扩展，再塑全
党本色初心，8900多万党员的党性意识更加
坚强，理想信念更加坚定。

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一柔一
刚，同向发力、同时发力。

出台领导干部配偶子女经商办企业规则、
规范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制度，杜绝“前门当官、
后门开店”问题；对干部选拔任用、能上能下、
防止带病提拔作出明确规定，扭转官场“劣币
驱逐良币”乱象；明确纪在法前，修订制定廉洁
自律准则、纪律处分条例、问责条例等基础性
法规，为党员划出“底线”、标出“高线”……

五年来，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以前所未有的
步伐加快推进。中央共出台或修订近80部党
内法规，超过现有党内法规的40%，全面从严
治党越来越有规可循、有据可依。

五年栉风沐雨，五年淬火成钢。
2016年，人民群众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

腐败工作的满意度从党的十八大前的75％攀
升至92.9％。

“对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的
成果，人民群众给予了很高评价，成绩值得充
分肯定，经验值得深入总结。但是，我们决不
能因此而沾沾自喜、盲目乐观。全面从严治党
依然任重道远。”习近平总书记在“7·26”讲话
中谆谆告诫。

“劲”不可泄、“势”不能转，全面从严治党
永远在路上。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
导下，继续坚持问题导向，保持战略定力，推动
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把全面从严治党的
思路举措搞得更加科学、更加严密、更加有效，
确保党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引领
承载着中国人民伟大梦想的航船破浪前进，胜
利驶向光辉的彼岸。

（新华社北京10月17日电）

从 严 治 党 新 气 象
——党的十八大以来历史性变革系列述评之九

新华社记者朱基钗 荣启涵 赖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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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暴徒穷凶极恶，政策攻心无效……现场指挥员果断决

定：由李玉峰带领3名队员，采用滑降破窗方式突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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秒就率先从窗户突入室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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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个多月的时间里，他和战友经受住了血与火、生与死
的考验。

有一次，一伙早有预谋的暴恐分子，残忍砍杀过往群
众，并投掷燃烧瓶焚烧商铺和车辆。面对危急情况，李玉峰
果断出击，一边救护受伤行人，一边制止暴行肆虐。在距向
自己砍来的暴徒砍刀仅一步之遥时，他冷静更换弹夹，随即
据枪瞄准、一枪毙敌。从受领任务到平息事态，仅用时2分
多钟。

“一枪毙敌”，说来容易，实际做到却需要日复一日地千
锤百炼。千百次训练形成的肌肉记忆，已经快过了大脑的
反应速度，并转化成不惧生死的战斗本能。

当年，李玉峰新训结束就入选特勤中队。他知道，做一
名真正的狙击手需要付出更多的汗水、忍耐乃至寂寞。

三伏天，他裹着厚重的迷彩伪装服，趴在草丛里，一趴
就是几个小时，汗水浸透全身；三九天，他趴在雪地里一动
不动，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活动手指，时刻等待击发毙敌
的一瞬间。

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长期的艰苦训练，让李玉峰
在瞬息万变、凶险异常的战斗一线，次次凯旋。

棋局失败还可复盘，战场失败无法重来。李玉峰每天
都在问自己——今天的本事够用了吗？为此，他经常带领
部队和驻地兄弟单位切磋技艺、交流经验。

在一次战术背景条件下快速更换弹夹课目比武中，兄
弟单位特战队员仅用时1秒半便完成动作，比李玉峰的队
友快了近30毫秒。

快速瞄准、快速击发和快速更换弹夹是反恐战场上先
发制敌的关键所在。兄弟单位这种实战意识和精湛技能，
对李玉峰触动很深。

为此，他带领部队刻苦钻研训法战法，在每个零点几秒
的突破中谋求制胜之道、提升作战本领。不久，在一次反恐
战斗中，队友刘庆涛凭借先敌击发的战斗优势，成功击毙暴
徒、夺取战斗胜利。

“看我的、跟我上”是李玉峰的口头禅。刚接触攀登滑
降课目训练，一些战士表现出畏难情绪。33岁的李玉峰身
先士卒，以敏捷的身手爬到楼顶，又从楼顶滑降至地面，动
作一气呵成，用时最短。

李玉峰这种无声的命令，深深感染着身边的战士。大
家咬紧牙关，纷纷从攀登楼顶端跃下，有的腿上刮破了皮，
有的脚上磨出血泡，却没有一人叫苦叫累。

有人问李玉峰：“你这么受苦受累，究竟图个啥？”李玉
峰说：“长征中，红军缺吃少穿，但面对敌人的围追堵截，依
然能够保持高昂的革命斗志，他们图的啥？上甘岭战役，志
愿军缺水缺粮缺弹药，硬是和敌人奋战43天，他们图的又
是啥？既然是革命军人，图的就是克敌制胜的神圣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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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载荣誉的他没有陶醉在功劳簿上，而是始终扎根基
层、矢志强军。

“部队调整改革期间，各项任务繁重，但练兵备战永远
是重中之重。”李玉峰说，他要把“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
斗精神运用到实战化训练中，培养官兵不畏强敌、勇于亮
剑、敢打必胜的血性胆气。

（新华社哈尔滨10月17日电）

李玉峰：

反恐铁拳带兵人
李冀望 王金亮 康绍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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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了，近了，近了……辽宁舰的着舰显示屏上，清晰显
示着歼—15战机寻舰、绕舰时的空中姿态。

200米，100米，50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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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矢志舰载机飞行事业

2013年3月，立志要到航母部队去，要去飞最先进舰载
战斗机的曹先建，通过重重考核和选拔，如愿成为一名舰载
战斗机部队飞行员。

大胆地飞，科学地飞，安全地飞……曹先建天天就是忙
飞行一个事。

战机座舱内上百个飞行仪表和电门，他用最短时间达
到了“一摸准”“一口清”。

航母跑道长度不及陆基跑道的1/10，而且是不停地摇
摆运动，飞机航线、高度、方向、速度、油门……一系列飞行
参数必须要精确，破解它，无异于破解航空领域的“哥德巴
赫猜想”。

曹先建把自己“绑”在模拟器上训练，一个动作一个动
作练、一个课目一个课目飞，操纵不熟练不罢休、动作不到
位不罢休、技术不达标不罢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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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事飞行14年，先后飞过7种机型、飞行数千架次、经
历过数次生死考验的曹先建，这次伤得不轻。医生为他实

施了长达3个多小时的手术，在6颗钢钉的作用下，2块钢
板被固定在他的腰椎上。

伤口，钻心地痛。但病床上动弹不得的曹先建日思夜
想的，依旧是舰载机飞行事业。

为了早日重返蓝天，伤口刚拆线，曹先建就缠着医生为
自己制定康复运动训练计划。

从试着慢慢行走到慢慢蹲下、慢慢站起，再到核心力量
训练，他顽强地朝着自己的目标，靠近靠近再靠近……

重伤治疗依旧魂系海天间

2016年8月底，同班次战友顺利通过航母飞行资质认
证的消息让曹先建按捺不住心中兴奋，辽宁舰甲板上那4
道钢索，更让他神魂牵绕。

康复治疗过程中，曹先建需要进行2次较大的手术，为
了保险起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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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去手术后
康复、完成上舰前技术考核的时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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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全面论证的基础上，医院同意了曹先建的请求。
可他又作出了一个让医生惊讶的决定：“手术不要用麻

药！”
“上次手术用麻药后，感觉对我的反应能力、记忆力好

像有点影响。”他说。
“不用麻药，从你腰椎拧下一颗钢钉可以，但拧下6颗，

风险太大了，也没人受得了！”经过反复论证，医院专门进口
了最好的麻药，并组织专家反复优化麻醉方案。

手术过后，一支由全军知名专家组成的医学鉴定组对
他进行了严格的身体检查和心理测试，专家们惊喜地发现：
恢复的效果非常好！专家们一致同意曹先建归队参加训
练。

重返海天光荣加入“尾钩俱乐部”

返回团队，曹先建凭着惊人的毅力迅速融入团队中。
一次陆基模拟着舰训练中，团长徐英给曹先建指出了

一个油门使用的问题。“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问题？该怎样
改进？”一时间，围绕这个问题，曹先建找教员问，找有经验
的飞行员问，找着舰指挥员问……

在自身努力和战友们的帮助下，曹先建的着舰飞行技
术实现了跨越，他的各项考核指标均达到了优等。曹先建
和战友们迎来了“刀尖舞者”的冲击时刻。

该选谁第一个着舰？曹先建主动要求第一个着舰。
部队经过慎重研究，答应了曹先建的请求。“作为本批

次中年龄最大、飞行时间最长的飞行员，他技术过硬，心理
素质好，相信他能为大家带个好头！”

2017年5月30日，伴随着绿色信号弹腾空而起，曹先

建第一个驾机升空，动作如行云流水。
绕舰一转弯，二转弯，放下起落架，放下尾钩……在曹

先建娴熟地操纵下，数十吨重的歼－15战机如同一只海
燕，灵活地调整好姿态，以几近完美的轨迹，稳稳停在飞行
甲板上。

着舰指挥官戴明盟干净利索地打出了一个接近满分的
高分。曹先建光荣加入了“尾钩俱乐部”的神圣殿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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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沈阳10月17日电）

歼—15飞行员曹先建：

开创重伤后重返海天的奇迹
王晶 张俊 吴登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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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玉峰（右一）带领官兵进行战术训练（2015年6月13
日摄）。 新华社发

曹先建驾驶战机进行航母飞行资质认证考核（资料照
片）。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