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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一）江西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走进陈列大厅，
迎面一座雕像，名为“石破天惊”：强劲有力的大手，从
崩裂的石块中伸出，紧扣汉阳造步枪的扳机。枪口上
方，一片白云蓝天。

90年岁月峥嵘，让我们回到那一夜的南昌，回到那
石破天惊的一刻。

“用枪炮把这沉重的黑夜赶走！”90年前的南昌城，
枪声在寂静夜空中响起，两万多名颈扎红领带、臂绑白
毛巾的起义部队， 对城内反动武装发起进攻。“整个南
昌好像沸腾了，枪声砰砰，炮声隆隆，火光闪闪。”

“南昌首义诞新军，喜庆工农始有兵。革命大旗撑
在手，终归胜利属人民。”从这一刻开始，一个马克思主
义政党有了自己的武装，一路走向辉煌；从这一刻开
始，一支新型军队以信仰淬火百炼成钢，一路走向胜
利；也是从这一刻开始，中华民族有了对抗黑暗的强大
力量、实现梦想的坚强保障、走向复兴的胜利之光。

这样的成就，功在千秋。从武装斗争到建立政权，
从守边戍疆到投身建设，军旗跟着党旗走。为中国人民
的解放事业，为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这支
队伍把功勋写在民族的史册。

这样的进程，气贯长虹。从神州陆沉、九原板荡而
来，向中华崛起、民族复兴而去，声声枪响汇成浩荡铁
流，障百川而东之。这支队伍护卫这个饱经沧桑的国
家，昂首挺胸迈向未来。

倚剑长啸强军梦，铸就军魂向复兴。习近平主席
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
最伟大的梦想。可以说，这个梦想是强国梦，对军队来
说，也是强军梦。”1927到2017，不变的是嘹亮的军歌，
不变的是鲜红的旗帜。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民族
的希望，向前、向前、向前，人民军队吹响前进的号角，
响彻复兴的征程。

（二）1900年，北京紫禁城，残阳喋血。大炮架在正
阳门上，不可一世的八国联军举行了耀武扬威的阅兵，
中华民族在这样的屈辱中走进20世纪。

2015年，北京天安门，艳阳高照。纪念抗战胜利70
周年阅兵式上，铁流滚滚、鹰击长空，激荡光荣与梦想。

“军事上的落后一旦形成，对国家安全的影响将是
致命的。我经常看中国近代的一些史料，一看到落后挨
打的悲惨场景就痛彻肺腑！”在一次重要会议上，习近平
主席这样说。中国梦，强军梦。从鸦片战争、甲午惨败到
辛丑之溃， 从各路军阀逐鹿中原到国民党右派叛变革
命， 从日本全面侵华到朝鲜战争战火烧到鸭绿江边，山
河破碎，谁主沉浮？生灵涂炭，谁堪砥柱？在中华民族由
沉沦而复兴的征程中，强大的国防与军队至关重要。

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十大元帅、十大将
军……将星荟萃，气冲斗牛，尽一时俊杰。创队伍、争独
立、求解放，大决战、大进军、大建设，老一辈革命家统帅
百万雄师、带领亿万人民，实现了几代中国人梦寐以求
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立常青基业，成不朽之功。

拨开历史的烟云，几份革命的檄文，至今读来，仍
觉风雷激荡———

伴随南昌的枪声，《八一起义宣言》 震撼神州：“打倒
帝国主义”“打倒新旧军阀”“实行耕者有其田”。 七七事变
后的抗日出征誓师大会，八路军振臂高呼：“为了民族，为
了国家，为了同胞，为了子孙，我们只有抗战到底！”1947
年的《双十宣言》，发出正义之声：“本军作战目的，迭经宣
告中外，是为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解放。”

民族、国家、人民，为了这些至高无上的价值，这支
军队勇往奋进以赴之、瘅精瘁力以成之、断头流血以从
之。“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一部
复兴史，也正是一段交织着悲壮和光荣、牺牲与奉献的
强军史。枪膛中有国家的命运，弹壳里是人民的希望，
人民军队的诞生和发展，源于革命的必然，源于使命的
召唤，源于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热切渴望。

90年，是铸魂的历程，一支队伍从小到大、由弱到
强， 挺起复兴的脊梁。“赢得战争胜利的是人而不是
枪”。三湾改编，确立“党指挥枪”“支部建在连上”“官兵

平等”的治军方略；古田会议，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
军”的鲜明底色。从红军到八路军、新四军，再到人民解
放军，变的是名称，不变的是军魂。兵败大陆退守台湾
后，蒋介石曾检讨，相比于共产党军队，国民党军队是
“六无”之军，首位便是“无主义”。在奋斗历程中，“党”
这个关键基因，成为人民军队的最大特色、最大优势，
让星火燎原，让脚步坚定。

90年，有冲锋的力量，一支队伍不畏艰难、一路凯
歌，迎向复兴的曙光。历数次“围剿”仍红旗漫卷、行万
里长征仍豪迈昂扬，折断了日寇的尖刀、战胜了国民党
铁骑，跨过鸭绿江平息战火、蹲守猫耳洞戍卫边疆，在
大漠深处布下练兵场、在浩瀚星空奏响《东方红》，面对
洪流滚滚而无畏、面对山川崩裂而无惧，军旗猎猎，号
角声声，90年峥嵘岁月见证军人浴血荣光。从历史走向
未来，从胜利走向胜利，伟大事业成就伟大军队，“压倒
一切敌人而不被任何敌人所压倒、征服一切困难而不
被任何困难所征服”。

七一，八一，十一。三个日子的先后顺序，看似偶
然，却昭示历史必然：没有党，就没有人民军队；没有人
民军队，就没有新中国。这是一支人民的军队，紧紧和
中国人民站在一起；这是一支党的军队，牢牢坚持党的
绝对领导。这让中国人民解放军，成为一支有别于历史
上、世界上任何军队的新型军队。

以党铸魂，以军强国。走在复兴之路上，镰刀锤头
指引方向，八一金星照亮征程，五星红旗迎风飘扬。

（三）“胜利的时候，请你们不要忘记我们。”1930年
8月，南昌起义后自江西远征广东东江的裘古怀，在就
义前写下这样的遗言。是的，历史会记录下每一代人的
奋斗与牺牲。90年来， 那些有名的和无名的英雄们，构
筑起人民军队的精神殿堂，照亮了民族精神的星空。

这是习近平主席讲述过的几个故事———
1934年，长征路上，红军血战湘江，红34师师长陈

树湘不幸被俘。在押解途中，他撕开腹部伤口，绞断肠
子，壮烈牺牲。

抗美援朝期间， 一群刚放下步枪的年轻军人，几
乎在登上战机的同时就飞向战场，以“空中拼刺刀”的
勇猛战斗，创造了世界空战史的奇迹。

1984年，19岁的战士王建川在边境自卫反击作战
中牺牲， 他在战场上写了一首诗给妈妈：“战士的决心
早已溶进枪膛里，为了祖国不惜血染战旗。”

赤子其心，钢铁其身，这样的战士组成这样的队
伍：曾被日本侵略者视为“土匪武装”，却陷日军于汪洋
大海；曾被国民党认为“一年期可削平之”，却把国民党
军队赶出大陆；曾被美军当作“乌合之众”，却把美军打
回三八线。人民军队战胜一个个强敌，成为世所公认
“无法复制的军队”。

习近平主席重温鲜血与生命写就的故事，思考的
正是奇迹背后的精神密码， 追寻的正是90年回肠荡气
的精神传奇。

我们不会忘记，这感天动地的牺牲。抗美援朝中
的长津湖之战，零下40摄氏度的极寒中，1081高地上的
志愿军官兵坚守阵地，全连以俯卧战壕的战斗姿势牺
牲，成为一尊尊巍然屹立的冰雕。共产党领导的军队，
在抗战中伤亡60余万人。解放战争，26万子弟兵牺牲在
五星红旗升起的前夜。新中国成立后，又有30多万官兵
为国家和人民利益光荣献身。丹心赤诚，铁骨铮铮，人
民军队用鲜血写就壮丽篇章。

我们不会忘记，这甘之如饴的奉献。“大千宇宙，浩
瀚长空，全纳入赤子心胸；惊世两弹，冲霄一星，尽凝铸

中华豪情。”当年，一批批身处海外的科学家、学子，满
怀豪情回到刚诞生的新中国。山川气度、云水襟怀，坚
守戈壁隐姓埋名，白手起家建起国防工业基础。冲天而
起的蘑菇云，如同华夏儿女扬眉吐气的惊天雷；劈波斩
浪的大舰船，正是中华民族不屈的钢铁脊梁。

我们不会忘记，这热血铸就的伟业。上世纪50年代，
十八军开路于悬崖、架桥于冰河，在亘古荒原、高寒冻土
上筑出进藏路，几乎每一公里就有一名战士倒下。横贯天
山的独库公路、渤海之滨的胜利油田、拔地而起的深圳特
区……共和国的大地，处处有人民军队铸就的丰碑。

我们不会忘记，这军民一心的大爱。“兵民是胜利
之本”，人民军队的血脉在人民，服务人民是我军始终
不渝的宗旨。1998年抗洪救灾，2003年抗击非典， 汶川
抗震、雅安救灾，哪里最危险，哪里最需要，哪里就有人
民子弟兵。危难关头，“解放军到了，人心就定了”“解放
军来了，我们就有救了”。有外媒评价：“世界上没有哪
个国家的军队应对灾难的能力像中国军队这样出色。”
一次次抢险救灾中，人民深情赞誉：这是一支最好的军
队，这是一群最可爱的人。

铁石相击，必有火花；水气激荡，乃生长虹。这是在
胜利和苦难中提纯的信仰，这是在奋斗与牺牲中砥砺
的精神，比金石还要坚硬，比枪炮更有力量。董振堂、
赵尚志，董存瑞、黄继光，雷锋、朱彦夫，杨业功、丁晓
兵……90年来， 人民军队写下一个民族的心灵史、精
神史，无畏、无私、无悔，大仁、大勇、大智，横贯于九天
河汉，彪炳于万里江山。

（四）1953年2月，毛泽东登上“长江”舰，挥毫题词：
“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之后，他又给“洛阳”等
四舰写下了同样的题词。强大！强大！走进全军部队军
史馆，这也是历任统帅题词中的关键词。

如今，中国航母已经驶向深蓝，“强军”二字，仍萦
绕于中国军人心头。 历史上的中国，“从来没有像今天
这样靠近世界舞台的中心”；现实里的中国，“比历史上
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而国家
的命运、复兴的征程，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与军队建
设的成败、国家安全的强弱紧密联系在一起。

这是必须承担的使命。国际竞争的“丛林法则”并
没有改变，铸剑为犁仍只是人们的一个美好愿望。我国
周边安全环境复杂，大国地缘战略竞争激烈，恐怖主
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活动日趋猖獗。当此之世，强军
兴军，才能保家卫国，才能为民族复兴筑牢坚强后盾。

这是必须面对的考验。 从海湾战争到科索沃战争，
从伊拉克战争到叙利亚战争，军事领域变化巨大、竞争
激烈。美国实施第三次“抵消战略”，俄罗斯积极打造“创
新型军队”，对信息、太空、极地的争夺战暗流涌动。当此
之时，我们的军队要跟上潮流，必须向改革要战斗力。

“能战方能止战，准备打才可能不必打，越不能打
越可能挨打，这就是战争与和平的辩证法。”建设一支
强大的人民军队，不仅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任务，
也是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力量。中国的发展壮大必将
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发展壮大。累计有3.5万名中国的“蓝
盔”战士驻守世界各地，在联合国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
国中，中国派出的维和军事人员最多。坚决维护国家主
权、安全、发展利益，坚决维护地区与世界和平，美国
《赫芬顿邮报》也认为，“一支守纪律、负责任和开放的
中国军队绝非威胁”。

宜将剑戟多砥砺，不教神州起烽烟。提出新形势下
“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
的强军目标；号召全军“实现强军目标，建设世界一流军

队”；擘画政治建军、改革强军、依法治军、科技兴军、备
战打仗、军民融合发展等战略举措；要求军人“有灵魂、
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军队“要像军队的样子”……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
视强军建设，“我们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坚持
富国和强军相统一，努力建设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

2013年来，一支《强军战歌》唱响军营，“听吧，新征
程号角吹响，强军目标召唤在前方。国要强，我们就要
担当，战旗上写满铁血荣光”。唯强者进，唯强者胜，我
们的队伍向太阳。

（五）2014年冬天，古田会议会址。习近平主席凝视
着那盆似乎仍在熊熊燃烧的炭火，追寻我们当初从哪
里出发、为什么出发。这一次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是有
里程碑意义的第二个古田会议，人民军队在这里重整
行装再出发。

以历史为纵轴，以世界为横轴，知所从来，思所将
往，定位了新时期的强军征程。一方面，90年的优良传
统，融入这支队伍的血脉精魂，如何在当前的环境中，
再次激发强大力量？另一方面，经济社会深刻变革，国
际格局深刻变化，如何因应时势，建设一支强大军队？
前者，指向赓续传统，以政治建军；后者，指向开拓未
来，以改革强军。

“我军之所以能够战胜各种艰难困苦、不断从胜
利走向胜利，最根本的就是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
这是我军的军魂和命根子，永远不能变，永远不能丢。”
在岭南演兵场，在阿尔山边防哨所，在酒泉卫星发射中
心，在航空母舰飞行甲板，习近平主席反复强调的，是
政治建军的重要性。这是一支有信仰、有灵魂的军队，
为了人民而生，为了真理而战，凝聚在镰刀锤头的旗帜
下，才有最坚强的意志、最坚定的决心、最坚韧的行进。
新时期的强军之路上，军魂不变、宗旨不忘、本色不褪，
才能筑牢立军之本、光大强军之道、培厚制胜之源。

“不改革是打不了仗、打不了胜仗的。”“我们不仅要
通过改革赶上潮流、 赶上时代， 还要力争走在时代前
列。”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在
中央军委改革工作会议上……习近平主席念兹在兹
的，是改革强军的进度表。陆军领导机构、火箭军、战略
支援部队、联勤保障部队先后成立；调整组建五大战区，
“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的新格局渐次展开；组
织修订现役军官法，推进建立军官职业化制度；优化军
兵种比例，充实作战部队……有外国媒体评价，这是新
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最彻底、最重要的一次军事改
革，“解放军将变得更有效、更具战斗力和更精悍”。

有破有立，大破大立，不仅“动棋子”，而且“动棋
盘”“动棋规”。几年来，渐次落地的改革措施，从“脖子
以上”的重构开始，向“脖子以下”的手术迈进。“跨越”
“红剑”“砺剑”“卫士”，从苍茫大地到碧海蓝天，数百场
旅团规模以上实兵演习轮番上演。军队的规模更精干、
编成更科学、布局更优化，一切战斗力要素的活力竞相
迸发，一切军队现代化建设的源泉充分涌流。在强军之
路上，军容一振。

狠抓训风演风考风、推进当兵蹲连、严惩军队里的腐
败，一些长期积累的难题得到了解决。“飞鲨”英雄张超，新
时代“坦克兵王”郭峰，蓝天“金孔雀”余旭，维和烈士申亮
亮、李磊、杨树朋……赓续优良传统，擦亮精神底色，这才
是新一代革命军人的样子。牢记听党指挥这个强军之魂，
抓住能打仗、打胜仗这个强军之要，夯实依法治军、从严
治军这个强军之基。在强军之路上，军风一新。

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

这样的命令如定阵战鼓———“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
对可靠”； 建设世界一流军队， 这样的声音如催征号
角———“我们必须到中流击水！”

（六）这是一条前后相续的血脉：2008年汶川地震
后，“黄继光生前所在部队”的旗帜，在灾区飘扬；送别
他们时，12岁的程强高举 “长大我当空降兵” 的横幅；
2017年，程强已经是模范空降兵连“黄继光班”副班长。

从黄继光到空降勇士， 再到程强和他的战友们，
漫漫复兴路，这一支雄师是民族的精神刀锋，有“拼将
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的热血壮志，有“伏波惟
愿裹尸还，定远何须生入关”的使命担当，有“一身转战
三千里，一剑曾当百万师”的英雄气概。这些为国家、为
民族、为人民披坚执锐、视死如归的革命军人，标注中
华民族的精神高程。他们以英雄主义的血性、集体主义
的奉献，以永不言败的刚毅品格、为国为民的忠诚本
色，激荡我们奋斗的热血，照亮我们前进的征途。

在复兴之路上， 正需以军人英雄主义的血性，强
健民族的心灵。当今时代，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侵蚀，
让一些人萎靡了思想、消沉了意志、干涸了心灵，“软乎
乎的幸福主义”和“懒洋洋的乐观主义”到处弥漫，甚至
让一切都浅薄化、娱乐化。然而，那些涌动的热血却让
人看到，英雄主义从未走远。皑皑雪山、茫茫草原，记录
下长征将士的顽强与坚韧；朝鲜战场“像原木在移动”
的队伍，书写“谜一样的东方精神”；1998年抗洪，年仅
20岁的李向群先后4次晕倒在大堤上； 汶川地震，15名
空降兵从4999米高度“盲降”，开辟出“空中生命走廊”
……伟大队伍孕育伟大精神，扫除萎靡不振与精神衰
败，塑造生机勃勃、强健刚毅的精神气质，唤起整个民
族顽强奋斗、自强崛起的伟力和雄风。

在圆梦征程中， 正需以军人集体主义的奉献，确
立价值的坐标。当今时代，在一些人那里，利益的考量
大过道义的召唤，责任被稀释，理想被解构，信仰被放
逐，很多人染上空虚、自私的“现代病”。人与人的联系
变得稀疏，流动社会呈现出原子化的趋势。然而，那些
无私的奉献却让人看到，责任依然闪耀、奉献依然崇
高。抗震救灾，就着浑水吃泡面却毫无难色；卫国戍边，
用牙咬开冻成冰块的牛奶充饥；抗洪大堤上“最美睡
姿”，火灾现场中“最美逆行”，长江浊流里“最美潜游”
……革命军人身上的英雄气、人民情，在利益与个人
之外，为时代打开另一个精神的维度，让人看到个体的
命运和国家、民族乃至人类的命运相连时，人生的境界
将会多么宽广，人生的价值将会多么充实。

告别金戈铁马，散尽战火硝烟，今天我们可能已不
再需要舍身炸碉堡、忘死堵枪眼。但新的长征路上，还有
许多“雪山”“草地”需要跨越，还有许多“娄山关”“腊子
口”需要征服。“此生留得豪情在，再作长征岂畏难。”军
人的红色基因里，凝结着崇高的价值追求，积蓄起强大
的精神能量，激励一个民族受命忘难、临阵忘惧、公而忘
私，在复兴之路上披荆斩棘，扬得胜之旗、结必胜之果。

（七）“培之，别了，我们在红旗下聚齐，又在红旗下
分手。战士们虽然在红旗下倒下，但是革命的红旗却永
远不倒，它随着战士的血迹飘扬四方！这，就是我们的
胜利！请你伸出双手，来迎接我们的胜利吧！”这是王若
飞烈士给妻子的诀别信。

红色的旗、红色的血、红色的心———中国共产党
和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给中国带来的色彩，如此鲜艳、
如此夺目。

又一个8月将至，北京的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里，人民军队最早的一面军旗，依然鲜红如初。南海的
西沙群岛，中建岛上一面红旗高高飘扬，几十个守岛官
兵守卫不灭的精神图腾。90年前南昌城内的星火，在大
江南北熊熊燃烧。坚定党的领导，坚守职责使命，坚持
人民至上，人民军队初心不改、信念不灭、壮志不竭。

那面鲜红的军旗，那金色的五角星与“八一”字样，
如同宣誓的印章，刻印在中国的大地、历史的天空，也
必将刻印在我们向着胜利、向着复兴不断进发的征程。

（新华社北京7月27日电 载7月28日《人民日报》）

引领复兴的胜利之光
———写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之际

任仲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