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ÐÑÒẐ$%*!·OqÀq5¹ËÌË5¦
Íº±²"WX:¿ÍÎ pï�éMNÓ¯
8ËÌË5¦¶Ô_±²:¿ÃÄSÑ�_M
NÓ¸¹5¦¯lÔ_ ËÌË5¦Íº±²
"WX:¿Í�ÕÖ×�_ ØßÙ&Ózç
ÃÄuÚÚÖ¶ÔÉ¶Û,¾x^ ÒÓéù
¾<"WX¦ÜÝ¤ÞÔ^ ¼¯8ß«_à
"WX5¦:á1

â¤5¦Í^ ¸¹aÝ¤>®uvÃÄ
�n��¥\&ÃÄ>^ ÒÓã¶ÄÖÙ¸
¹¿Eäå¯5¦_æçèE35�^STW
Xuv_l;uv_��uvpâ&uv¥À
é¤n^ê¤t¸¹��y�ZOqWXuv
ÃÄë»Î1

�`Ù^¸¹ÃÄÂìVíî¾ï^�ð
éZ»ñMNò�MNO�óGuvÛ��
8�ól�Î _ûÄ_Z»¸�FGHI�q
5�¶ñ�ô%õf�»¸Î NûÄ�ö÷
ø^Ã¹|yq5�FGHI_MNO�MN
ò_»¸ù�:bH_@¾ó�_Üúòûü
BCDE>_ ¶ñiml;uvç�=K~
`hñRzçÃÄöý^ !ûÄÖþ`9ÿ
!Û^¢`"ã ''-( ¾Hd1

ËÌÀÁ�¹¥hz^®%#$^Ï¿¹%1
(%¾¸¹ZmHla&�'(^ )*H¥ 
�_º+�¥¦,^-.ÉOS/¥Õà1

?@A BCD EFG HI !" #$!" !"

!"# À̧ ¹hmBº»»0½}123¹

!$%&'!

� � � �有一种历史，用鲜血写就，几多慷慨，几多悲壮；
有一种胜利，用生命铸成，几多豪迈，几多辉煌。
1927年8月1日，南昌城头一声枪响，一支

新型的人民军队登上历史舞台。
“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1927年9

月，在紧接着南昌起义举行的秋收起义中，工农
革命军首次公开打出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旗帜。

90年浴血荣光，90年红旗漫卷。 在中国共
产党的坚强领导下， 人民军队不断从胜利走向
胜利，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国家富强和人
民幸福建立了彪炳史册的卓著功勋。

“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
的人民军队， 是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这
是习近平主席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的战略高度，发出的时代号召。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
人民军队砥砺成锋、军魂永铸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人民军队的诞生，是
中国近代史上石破天惊的两件大事。”军事科学
院研究员肖裕声说，“中国共产党人是在付出了
血的代价后，才懂得了创建人民军队、武装夺取
政权的真谛。”

1927年8月1日凌晨，清脆的枪声在南昌城
寂静的夜空响起。 两万多名颈扎红领带的起义
部队，对城内反动武装发起进攻。经过近5个小
时激战，全歼守敌，占领了南昌城。

“南昌起义诞新军，喜庆工农始有兵。”一个
政党从此有了自己绝对领导之下的武装力量，一
支军队从此有了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根本保证。

我军能够无往而不胜，最终战胜一切敌人
而不为敌人所压倒，坚决听党指挥是建军之魂、
强军之魄。

1929年12月，毛泽东领导召开著名的古田会
议，全面系统总结红军诞生以来的建军经验，强调
红军必须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 并确立了坚持
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一系列根本原则和制度。

85年后的金秋时节，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在

这里召开， 研究解决新的历史条件下党从思想
上政治上建设军队的重大问题， 确定了党在强
国强军进程中政治建军的大方略。

在以“新古田会议”为标志的政治整训中，
全军各级聚焦习主席指出的10个方面问题，整
顿思想、整顿用人、整顿组织、整顿纪律，把理想
信念、党性原则、战斗力标准、政治工作威信牢
固立起来。坚持严字当头、以上率下，持之以恒
纠治顽瘴积弊，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作风
上彻底肃清郭伯雄徐才厚流毒影响。

今天， 全军官兵以更高的标准、 更严的要
求、更加自觉的行动，把党领导军队的根本制度
贯彻到军队建设发展的各领域。 全军不断深化
思想认识， 准确把握军委主席负责制的政治要
求和制度规定，将之作为铁规铁律来执行。

听党指挥， 人民军队坚持不懈用崇高的理
想信念凝聚军心。

坚定维护核心、对党绝对忠诚，已经融入人
民军队的血脉和基因。

在伟大祖国的怀抱里
人民军队英勇奋战、不辱使命

2017年7月11日， 人民军队历史上值得铭记
的日子———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吉布提保障基地成
立暨部队出征仪式在广东湛江某军港码头举行。

即将迎来90华诞之际， 人民军队迈出历史性
的一步。这一步，承载着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承诺；
这一步，彰显着捍卫国家发展利益的坚定决心。

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人民军队是
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钢铁长城，也
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在解放战争这场决
定中国前途和命运的大决战中， 人民解放军横

扫千军如卷席， 解放了除台湾等若干岛屿以外
的全部国土， 彻底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
三座大山， 结束了中华民族百余年来被侵略被
侮辱的历史。

“虎踞龙盘今胜昔， 天翻地覆慨而慷。”
1949年10月1日， 一个崭新的人民共和国屹立
于世界东方。

祖国利益高于一切， 一代代官兵用生命和
忠诚捍卫国家主权和尊严。

祖国利益高于一切， 一代代官兵用青春和
热血筑起保卫祖国的铜墙铁壁。

祖国利益高于一切， 一代代官兵勇敢地承
担起维护世界和平的责任担当。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的和平。近年来，
中国军队承担的国际维和、远海护航、国际人道
主义救援等任务越来越多———

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派出维
和部队人数最多的国家； 中国海军护航编队安
全护送的6000余艘中外船舶中，半数以上为外
国船舶或世界粮食计划署船舶； 在搜救马航
370航班现场、在非洲抗击埃博拉疫情一线、在
马尔代夫首都马累出现断水危机时， 都有中国
军人忙碌的身影……

中国军人用坚强的脊梁， 挑起了维护世界
和平的重担。

国家的发展利益在哪里， 人民军队就在哪
里提供保护。

2011年，利比亚战争爆发，中国在当地的企
业和人员处境危急。人民解放军空军、海军紧急
出动飞机、舰船执行救援任务，安全撤离人员3万
多人，并帮助其他国家数千人撤离危险地区。

世界需要和平，更需要维护和平的力量。中
国军队永远是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坚定
捍卫者，永远是世界和平的坚定维护者。

在民族复兴的征途上
人民军队不忘初心、续写荣光
从井冈山到古田，从瑞金到延安，从西柏坡

到北京，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一路走来，始终将

民族的独立、解放和复兴作为永恒的价值追求。
历史，从来不只是过去，更指向未来。
为了民族的独立，为了人民的解放，一代代

革命军人前赴后继、浴血奋战。
为了民族、为了人民，这决不是一句空洞的

口号，它需要真诚的付出、忘我的牺牲。
在解放上海的战役中， 人民解放军官兵中

激荡着这样一句激动人心的口号：“为了人民，
愿作胜利前的最后一批牺牲者！”1949年5月，
上海的一个黎明。 打开家门的市民们吃惊地发
现———经过一夜激战的解放军官兵怀抱钢枪露
宿在雨后湿漉漉的街头。

从这些秋毫无犯的官兵身上， 人们更加深
切地认识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

为了民族的复兴，为了人民的福祉，一代代
革命军人不忘初心、接续奋斗。

红军、八路军、新四军、解放军，名称虽然随
几经变更，但人民军队为人民的本色始终未变。

战争年代，为了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
人民子弟兵浴血奋战；和平时期，为了支援国家
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人民子弟兵勇挑重担。

改革开放新时期，以百万大裁军为标志，我
国国防和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
即从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状态转
到和平时期建设的轨道上来。

“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这正是人
民军队能够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法宝。”国防大
学教授徐焰说，从诞生的那一天起，我们这支无
产阶级政党缔造和领导的军队， 便深深地打上
了“人民”的烙印。

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
今天，中国的发展成就举世瞩目，国际地位

日益稳固。然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
松松、顺顺当当就能实现的，国防和军队建设是
国家安全的坚强后盾。实现中国梦，对军队来说
就要实现强军梦。 人民军队以党在新形势下的
强军目标为引领， 向着世界一流军队迈出历史
性步伐———

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未来的历史。
可以告慰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的是，他们亲手缔造的人民军队初心不改、本色
不变，永远是党、国家和人民最可信赖的力量。

在习主席的统帅下，走过了90年光辉历程
的人民军队，向着实现强军目标、建设世界一流
军队阔步前行！

（据新华社北京7月26日电）

坚定维护核心 对党绝对忠诚
———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从胜利走向胜利

� � � �在中国籍“远春湖” 号油轮上执行随船护卫任务的特战队员在警戒巡视（2015年6月2日
摄）。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