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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红色基因 担当强军重任
———献给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1周年

新华社记者 李学勇 李宣良 樊永强

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人民军队一往
无前。

这是永载史册的辉煌荣耀———
自91年前南昌起义起， 中国共产

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为中国人民求解
放、求幸福，为中华民族谋独立、谋复
兴，建立了彪炳史册的卓著功勋。

这是面向未来的强军坐标———
2020年，基本实现机械化，信息化

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战略能力有大的提
升；2035年，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
化；21世纪中叶，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
界一流军队。

回顾光辉历程， 从胜利走向胜利，
靠的是“军旗永随党旗飘”的胜战密码；
实现强军梦想，打赢明天的战争，离不
开“红色基因代代传”的制胜法宝。

“历史中有属于未来的东西。找到了，
思想就永恒；传承下来了，发展就永恒。”

站在新时代强军征程的崭新起点，
全军将士对“传承红色基因、担当强军
重任”的历史自觉愈加清晰———

坚定维护核心，铸牢忠诚之“魂”；
聚焦练兵备战，砥砺血性之“气”；勠力
改革强军，强化创新之“要”；从严正风
肃纪，塑造作风之“形”……

把红色基因转化为强军优势，把强
军重任书写成精彩华章，踏上世界一流
强军征途的人民军队，永远是一支不可
战胜的力量！

忠诚于党魂不移
坚定维护核心，坚决听从指挥

华山北麓，渭河之畔，驻守着陆军
第83集团军某旅红一连。在这个连队，
蕴藏着人民军队永不褪色、一往无前的
胜战基因———

1927年9月“三湾改编”时，毛泽东
在红一连开创了我军“支部建在连上”
的先河，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
和制度由此奠基。

“红军所以艰苦奋战而不溃散，支
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 毛主席
的重要论断刻在红一连连史馆一座红
色浮雕上。

红一连所在旅政委段杰辉说，党对
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发端
于南昌起义，奠基于三湾改编，定型于
古田会议，是人民军队完全区别于一切
旧军队的政治特质和根本优势。

1929年岁末， 红四军在闽西古田
召开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确立了思想
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

85年后，习主席亲自决策和领导，
在古田召开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着眼新
的历史条件下党从思想上政治上建设
军队，引领人民军队重整行装再出发。

贯彻党中央关于全面从严治党部
署，中央军委率先垂范，全军看齐紧跟，
军队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 时代性、
原则性、战斗性不断增强，凝聚起强军
兴军的磅礴力量。

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有一整
套行之有效的制度体系作保证。如果把
这套制度体系比作一条巨龙，军委主席
负责制就是“龙头”，党委制等好比“龙
身”，支部建在连上则是“龙尾”。

党的十九大召开后， 中央军委印
发 《关于全面深入贯彻军委主席负责
制的意见》， 要求全面贯彻习近平强军
思想， 全面贯彻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
根本原则和制度， 确保全军绝对忠诚、
绝对纯洁、 绝对可靠， 坚决听习主席
指挥、 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坚定维护核心，关乎旗帜道路方向、
关乎党运国脉军魂。 放眼新时代的座座
营盘，坚决维护权威、维护核心、维护和
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 已成为全军将士
最响亮的誓言、最坚定的行动，也成为广
大官兵担起强军重任最重要的保证。

能打胜仗气不竭
破除和平积弊，聚力备战打仗

7月28日，“国际军事比赛-2018”
拉开帷幕。连续5年参赛，中国军队多
了几分淡定与从容，把战斗力作为根本
导向，不唯金牌论英雄。

“军人真正的赛场只有战场，真正
的奖牌只有打赢。” 负责赛事的军委训
练管理部领导说。

回顾辉煌战史，中国军队的赫赫威
名、中国军人的“爆棚”自信是靠一场场
大仗、硬仗、恶战打出来的！

在抗美援朝战场，“特级战斗英雄”
杨根思喊出了直到今天依旧让人热血
沸腾的“三个不相信”的英雄宣言———
在革命战士面前，不相信有完成不了的
任务，不相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不相
信有战胜不了的敌人！

一支敢于直面生死的军队，绝不会
对松懈麻痹“讳疾忌医”。

“在党和人民需要的时候，我们这
支军队能不能始终坚持住党的绝对领
导，能不能拉得上去、打胜仗，各级指挥
员能不能带兵打仗、指挥打仗？”

这是胜战之问，更是时代考问。
2018年1月3日， 习主席亲自出席

中央军委首次统一组织的全军开训动

员， 号令全军全面加强实战化军事训
练，全面提高打赢能力……

全军上下聚焦主责主业抓备战，大
力开展和平积弊大起底大扫除，展开一
幅重心在战、气象更新的壮阔画卷———

陆军组织新型作战力量大比武，高
标准打造跨区基地化训练“升级版”；海
军砺兵大洋创下参演兵力最多、 训练要
素最全、攻防难度最大等多项纪录；空军
构建起以“红剑”体系对抗、“蓝盾”防空
反导、“金头盔”自由空战、“金飞镖”突防
突击4个实战化训练品牌为牵引的训练
新格局； 火箭军组织导弹基地全型号连
续发射、整旅导弹火力突击；信息化条件
下联合演习演练突出体现全系统全要素
参与、战略战役力量全覆盖……

中国第一蓝军旅旅长满广志说，强
军路上，我们“钢”多了，从先辈身上传
下来的“气”也永远不会少。

改革创新步不停
勠力改革强军，勇于创新发展

如果说改革开放深刻改变了中国，
那么，改革强军则全面重塑了人民军队。

“强大脑”，解决体制性障碍；“壮筋
骨”，解决结构性矛盾；“增活力”，解决
政策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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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军队领导指挥体制发生历史性
变革， 规模结构和力量编成更加精干合
理，政策制度日益配套完善，人民军队体
制一新、结构一新、格局一新、面貌一新。

“在我们这支军队的血液里，一直
流淌着与时俱进、 变革图强的创新基
因。” 在国防大学政治学院教授王传宝
看来，人民军队从小到大、由弱变强一
路走来， 改革创新的步伐从未停止。土
地革命战争时期创立一整套建军原则
制度， 抗日战争时期实行精兵简政，解
放战争时期组建五大野战军，新中国成
立后多次调整体制编制。“边战边改、边
建边改、愈改愈强是我们的宝贵经验。”

在陆军、在海军、在空军、在火箭
军、在战略支援部队、在联勤保障部队、
在武警部队，新的体制编制带来的创新
活力竞相迸发，新型高技术武器装备加
速列装，新的组训模式和战法创新不断
涌现……

一支矢志不渝变革图强的军队，一
支勇于改革敢于突破的军队，一定能够

续写战无不胜的荣光！

作风优良形不散
从严正风肃纪，永葆初心本色

“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个红薯，
打土豪要归公。”

这是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
起义部队向井冈山进发途中，向全体官
兵郑重宣布的严肃军纪。

军纪严明、执纪如铁，成为一支新
型军队诞生的重要标志，也是人民军队
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制胜法宝。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把坚持实
行自觉的严格的纪律作为我军优良传
统的一项重要内容加以强调。

重树作风形象， 强力正风反腐，有
效解决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滋生蔓延
的突出问题———进入新时代，人民军队
走过的正风肃纪反腐之路，留下了一道
道“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历史记忆，
也留下了“永远在路上”的深沉思索。监
督执纪问责的“螺丝”越拧越紧，制度的

“笼子”越扎越密。
颁布《严格军队党员领导干部纪律

约束的若干规定》， 持续开展作风建设
监督检查， 严格进行军事训练监察，大
力纠治官兵身边的“微腐败”……一系
列举措， 传递出依法治军深入推进、从
严治军越来越严的强烈信号。 走过91
年光辉历程的人民军队，建军治军方式
正在发生一场深刻的历史性变革。

治军先治官，严兵先严将。人民军队
用铁的纪律凝聚铁的意志、 锤炼铁的作
风、锻造铁的队伍，唱响了“一切行动听指
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的强军战歌。

传承红色基因，既是一场穿越时空
的心灵守望，更是一场不忘初心的行动
接力。从保家卫国到和平建设，从卫国
戍边到改革强军， 时代的主题在变，参
军的青年在变，但不变的是人民子弟兵
身上流淌的血脉、 胸中燃烧的激情、肩
上扛起的责任……

“一代军人有一代军人的使命，一
代军人有一代军人的担当。” 被中宣部
授予“时代楷模”荣誉称号的陆军第74
集团军某旅班长王锐说，“因为我们的
血管里流淌着红色的基因，只要一声令
下，我们就是那出膛的子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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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激昂的旋律传唱不变的誓言，不变
的基因点亮强军的征程，新时代的人民
军队向着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奋勇
前行！ （新华社北京7月31日电）

国办印发《实施办法》

为烈属、军属和退役军人
等家庭悬挂光荣牌

新华社北京7月31日电 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为烈属、军
属和退役军人等家庭悬挂光荣牌工作实施办法》的通知，对进一
步做好光荣牌悬挂工作作出规范和安排部署。

通知指出，悬挂光荣牌是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弘扬拥军优属
优良传统、推进军人荣誉体系建设的重要举措。各地区要牢固树
立“四个意识”，充分认识做好悬挂光荣牌工作的重要意义，切实
加强组织领导，建立工作机制，列支相关经费，周密安排部署，精
心组织实施，确保悬挂光荣牌对象准确、档案齐全，于2019年5月1
日前完成为既有全部对象悬挂光荣牌的任务。

实施办法立足扎实推进新时代军人荣誉体系建设、营造全社
会尊崇军人职业浓厚氛围， 将光荣牌悬挂范围扩大至烈士遗属、
因公牺牲军人遗属、病故军人遗属家庭和现役军人家庭、退役军
人家庭；规范了光荣牌的样式、悬挂方式和管理机制，完善了惩戒
措施和建档立卡制度；明确各地区应结合悬挂光荣牌工作和本地
实际，视情开展送年画春联、走访慰问和为立功现役军人家庭送
立功喜报等活动，形成多种优待活动相结合的工作新模式。

再次提高部分退役军人、
优抚对象抚恤补助标准
据新华社北京7月31日电 退役军人事务部、财政部日前发出

通知， 再次提高部分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等人员抚恤和生活
补助标准。

根据通知，从8月1日起，伤残人员（残疾军人、伤残人民警察、
伤残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伤残民兵民工）残疾抚恤金标准、“三属”
（烈士遗属、因公牺牲军人遗属、病故军人遗属）定期抚恤金标准、
“三红”（在乡退伍红军老战士、在乡西路军红军老战士、红军失散
人员）生活补助标准，在现行基础上提高10%，在乡老复员军人生
活补助标准在现行基础上每人每年提高1200元，烈士老年子女生
活补助标准由现行每人每月390元提高至440元，以上提标经费由
中央财政承担。

带病回乡退伍军人生活补助标准由现行每人每月500元提高至
550元、参战参试退役军人生活补助标准由现行每人每月550元提高
至600元，农村籍老义务兵每服一年义务兵役每月增加补助5元，达到
每月35元。以上提标经费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按比例承担。

提高后，一级因战、因公、因病残疾军人抚恤金标准分别为每人
每年80140元、77610元、75060元， 分别比2017年提高了7290元、
7060元、682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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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中国空军轰-6K等多型战机开展海上方向实战化军事训练（4月19日摄）。 新华社发

致咱当兵的人
新华社记者 于晓泉

诞生于烽火硝烟中的人民军队即将迎来91岁生日。仍是“青春
的年华”，仍是“热血儿郎”，三军将士接过革命先辈手中的军旗，
续写浴血荣光，担当强军重任！

执干戈以卫社稷。新年伊始，中央军委隆重举行2018年开训动员
大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全军发布
训令，号召全军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全
面加强实战化军事训练，全面提高打赢能力。号角阵阵、战鼓声声，一
幅恢宏的强军实践画卷波澜壮阔地展开———从高原边关到海防一
线，从东北军营到南国营盘，面临改革大考的三军将士，闻令而动，士
气高昂，练兵备战，“为了国家的安宁，我们紧握手中枪”。

军功章有军人的一半， 也有军属的一半。“咱当兵的人有啥不一
样，自从离开了家乡，就难见到爹娘。”一家不圆万家圆，关怀戍守岗
位的军人，不应忘记军人背后那个等待团圆的家庭。党的十九大报告
强调“推进军人荣誉体系建设”，“维护军人军属合法权益，让军人成
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全国铁路系统去年8月1日起开展军队人员及
其随行家属的出行依法优先工作，近200个机场目前开设“军人依法
优先”通道……依法优先不仅体现着军人这个特殊职业的荣誉感、崇
高感，更是对军属的关心呵护。一人当兵，全家光荣，每个默默支持军
人的军属和家庭都应得到全社会的尊敬和关怀。

光荣同样属于咱当过兵的人。曾献身国防的退役老兵，祖国
没有忘记你们。8月1日起，国家再次提高部分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
对象抚恤补助标准，这是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第25次提高残疾军
人残疾抚恤金标准，第28次提高“三属”定期抚恤金标准和“三红”
生活补助标准。新成立的退役军人事务部正在研究建立退役军人
管理保障服务体系。国家越强大，社会越发展，越不能辜负退役军
人。接收安置好退役军人，不仅是对他们献身国防的肯定，也有利
于吸引更多人才投身国防和军队建设事业，激励现役军人忠实履
行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任务。

迈向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的征程上，三军将士矢志成为有
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让军人的风采
在共和国的旗帜上飞扬。 （新华社北京7月3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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