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70年波澜壮阔，70年风雨征程。
正在北京展览馆展出的“伟大历程

辉煌成就———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70周年大型成就展”中，国防和军队
建设有关内容，引发参观者广泛关注。

新中国成立70年来， 在中国共产
党的坚强领导下， 英雄的人民军队，伴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走向现代化的历
史脚步，在战斗中成长，在继承中创新，
在建设中发展，实现了历史性飞跃。

步入展厅，通过一幅幅照片、一件
件实物， 人们穿越70年的时空隧道，
全方位回顾和感悟人民军队走过的极
不平凡的光辉历程。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军队
迎来了从单一军种到合成
军队的转变

新中国成立之初， 国防和军队建
设是在边打边建的历史背景下展开和
进行的。这一时期，人民军队开始奋起
直追， 大踏步进行现代化建设———还
在新中国成立前夕， 毛泽东在中国人
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的
开幕词中就庄严宣告：“我们将不但有
一个强大的陆军， 而且有一个强大的
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

之后，人民空军领导机构成立；人
民海军领导机构成立；陆军中的炮兵、
装甲兵、工程兵、通信兵、防化兵、铁道
兵等技术兵种，边建边训边用，很快形
成战斗力；1966年， 人民军队又组建
了战略导弹部队———第二炮兵……

人民军队迎来了从单一军种到合
成军队的转变，战斗力大幅提升。

从第一架喷气式歼击机首飞成功
到第一个导弹训练试验基地成立，从
第一枚近程地地导弹发射成功到第一
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从第一次成功发
射导弹核武器到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
成功……通过展览，人们看到，在这一历
史时期， 我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已经
基本形成中国特色国防科工体系。特别是“两弹一
星”试验成功，打破了霸权主义核讹诈、核垄断，极
大提高了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

这一时期， 人民军队还在边境自卫反击作
战、援外作战、剿匪、平叛、海战、空战等一系列
作战行动中显示了威武之师、 文明之师的光辉
形象，为巩固新生人民政权、维护中华民族尊严
提供了坚强后盾。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
走中国特色精兵之路

在展馆的时光隧道中， 观众能
够充分了解到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到党的十八大召开， 我们走中国
特色精兵之路的历史脉络。

1985年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
议决定， 国防和军队建设指导思想

“从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
临战状态转到和平时期建设轨道上
来”。 在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下，
中国开始走精兵之路。

从1985年到2005年， 人民军队
规模从400万减至230万，将11个大
军区整编为7个，军委总部机关人数

减少近50%。
人民军队有步骤地从机械化迈向

信息化，加强现代化建设，阔步走上精
兵、合成、高效一体化建设的路子。

改革开放后30多年，人民军队在
一系列重大任务中经受了严峻考
验———胜利进行边境自卫还击作战
等，保卫了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举行
华北大演习，探索了陆空联合军演；多
次举行海上军演，震慑了台独势力；人
民解放军进驻香港、 澳门宣誓国家主
权；胜利完成亚丁湾护航等任务；参加
大兴安岭森林救火、九八抗洪、汶川抗
震救灾行动；履行反恐维稳使命等。

在付出巨大牺牲之后， 英雄的人
民军队又取得一个个辉煌胜利， 为党
和人民建立了伟大的历史功勋。

进入新时代，坚定不移
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

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成功召
开， 国防和军队建设站在了新的历史
起点上。

1929年岁末， 面临生死存亡的
“朱毛”红军，在闽西小镇古田召开大
会，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

2014年，人民军队重回古田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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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
重提出我军政治工作的时代主题。

从古田再出发，国防和军队改革取
得历史性突破， 重塑领导指挥体制，构
建起中央军委-战区-部队的作战指挥
体系和中央军委-军种-部队的领导管
理体系； 优化规模结构和力量编成，推
进军队组织形态现代化，构建中国特色
现代军事力量体系；推进军事政策制度
改革， 深化我军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创
新军事力量运用政策制度、重塑军事力
量建设政策制度、改革军事管理政策制
度……人民军队更加精干、更加适应未
来作战，战斗力要素的活力竞相迸发。

从古田再出发，人民军队加强练兵备战，有效
遂行海上维权、反恐维稳、抢险救灾、国际维和、亚
丁湾护航、人道主义救援等重大任务，武器装备建
设加快发展，军事斗争准备取得重大进展。

一张张照片、一件件实物，无不印证着这样
的辉煌成就———人民军队在中国特色强军之路
上迈出坚定步伐！ （据新华社北京10月16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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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煌的成就
世界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大国

即将告别农村绝对贫困

金秋时节，层林尽染。大别山腹地的安
徽金寨县花石乡大湾村村民陈泽申家的小
院，前来旅游参观的人们络绎不绝。

这是人们“打卡”的网红景点。小院里
还保留着三年多前习近平总书记和乡亲们
围坐一起拉家常时的桌椅摆设。

“要强化目标责任，坚持精准扶贫，认
真落实每一个项目、每一项措施，全力做好
脱贫攻坚工作， 以行动兑现对人民的承
诺。”2016年4月24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这
里掷地有声地指出。

金寨县是“将军故乡”，可也是深度贫困
地区。直到2014年底，全村仍有554人未脱
贫，贫困发生率近17%。近年来，脱贫攻坚一
年上一个台阶。2018年大湾村人均可支配
收入达到14032元，实现整村脱贫出列。

党的十八大以来，每一年，每一月，每一
天，甚至每一分钟，贫困人口的数量都在减少：

8239万———这是6年累计减贫人数。
超1300万———这是每年平均减贫人数。
2、26、40、125、283———这是一批又一

批相继宣布摘帽的贫困县。
截至今年5月中旬，全国共有436个贫

困县脱贫摘帽，占全部贫困县的52.4%。
“中国已实现数亿人脱贫，中国的经验

可以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有益借鉴。”联
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盛赞中国减贫事业。

攻坚的力量
一鼓作气、顽强作战，不获

全胜决不收兵

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五十镇班彦村
村民吕有荣，经常站在山头俯瞰新村，有时
感觉像在做梦。

“班彦”，土族语言中的意思是“富裕幸
福的地方”。但是，直到2015年，这个地处
六盘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小山村， 全村
近6成农户是贫困户。

山大沟深，苦寒穷困，一方水土养活不
了一方人。怎么办？2016年底，部分村民陆
续整体搬迁到山下的班彦新村。

搬得出，还要稳得住，可脱贫，能致富。
村民们搞起特色种植养殖、 民族特色手工
艺和乡村旅游接待等产业，2018年底全村
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9791元，村民告别了
之前阻碍摆脱贫困的出行难、吃水难、看病
难、上学难、务工难和娶亲难。

班彦村的变迁，只是全国易地扶贫搬迁
助力脱贫奔小康的缩影。“十三五” 期间，我
国计划易地搬迁1000万左右建档立卡贫困
人口，到去年底已完成870万贫困人口的搬
迁建设任务，今年剩余任务将全部完成。

易地扶贫搬迁、产业扶贫、教育扶贫、
健康扶贫……全国各地从因地施策、 因人
施策，从一户一策到一户多策，开发式扶贫
和保障式扶贫相统筹。

越是到吃劲的时候，越要响鼓重锤。目
前还有主要生活在深度贫困地区的1660
万贫困人口没有脱贫，“三区三州” 还有贫
困人口172万人， 贫困发生率8.2%， 包括

“三区三州” 在内的全国14个集中连片特
困地区，在普遍实现“两不愁”的基础上，重
点攻克“三保障”任务依然十分艰巨。

“脱贫攻坚战进入决胜的关键阶段，务
必一鼓作气、 顽强作战， 不获全胜决不收
兵。”4月16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召开
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座谈会时指
出，“要逐一研究细化实化攻坚举措， 攻城
拔寨，确保完成脱贫任务。”

希望的田野
频道不换，靶心不散，更好的

日子还在后头

10月初的武陵山区， 淅淅沥沥的小雨
下个不停，火红的辣椒娇艳欲滴。75岁的重
庆石柱县上进村贫困户马世辉摘辣椒手脚
利落， 不输年轻人。 石柱是重庆辣椒主产
区，常年种植面积10多万亩，光是搭上辣椒
产业快车的贫困户就有2000多户。

靠稳定的务农收入， 马世辉2016年脱
贫摘帽。不光“摘帽不摘政策”，第二年他还
多享受了一项产业扶贫新政策：县里推出财
政涉农补助“配股到户”政策，让贫困户或脱
贫户参股到合作社中，依托产业持续增收。

在湖南花垣县十八洞村，作为“全国少
数民族特色村寨”，日均接待2000人以上，
开饭店、 办民宿……家家户户根据自身实
际找到了致富门路。

……
“脱贫只是第一步，更好的日子还在后

头。希望乡亲们再接再厉、奋发图强，同心
协力建设好家乡、守护好边疆，努力创造独
龙族更加美好的明天！”4月10日， 习近平
总书记给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贡山县
独龙江乡群众回信， 激励群众继续团结奋
斗创造美好生活。

脱贫攻坚战场上， 战鼓声声催人奋进。
只要万众一心拧成一股绳，频道不换、靶心
不散，一鼓作气、顽强作战，就一定能如期实
现一个都不落下地共同迈进全面小康社会！

（据新华社北京10月16日电）

决战脱贫攻坚 共进小康社会
———写在第六个国家扶贫日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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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10月17日是第六个
国家扶贫日，也是第二十七
个国际消除贫困日。再过
1年多，2020年，中华民族
将彻底摆脱绝对贫困，实现
全面小康的千年梦想。

� � � �左图为2016年11月拍摄的脱贫前的青海互助县
班彦村村貌。

右图为2019年9月拍摄的互助县班彦新村村貌。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