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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曹 智 王玉山
解放军报记者 武天敏 曲延涛

塞北高原，长天寥廓。
2017年7月30日，上午9时，内

蒙古朱日和联合训练基地。1.2 万
名官兵、600多台战车集结列阵，以
征尘未洗的野战阵容、战斗姿态迎
接人民军队90岁生日，接受中共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
席习近平的检阅，接受党和人民检
阅。

声如千骑疾，气卷万山来。天
安门广场胜利日大阅兵的壮观景
象犹在眼前。就是在那次纪念中国
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
争胜利70周年阅兵式上，习主席向
世界庄严宣布：中国将裁减军队员
额30万。

近 700 个日日夜夜过去。这是
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以庆祝建军
节为主题的盛大阅兵，是野战化、
实战化的沙场点兵，是人民军队整
体性、革命性变革后的全新亮相。

伟大的变革，历史的跨越。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
推动的这场伟大的变革，像澎湃奔
腾的巨浪，像强劲浩荡的东风，正
在加快重塑这支军队，推动三军将
士在改革强军的征程上阔步向前。

中流击水，勇进者胜。
一场深刻改变人民军队未
来的变革在统帅心中酝酿

深圳大鹏湾，蛇口港。
2012年12月8日上午11时，习

主席登上停泊在这里的中国海军
新型导弹驱逐舰海口舰。

战舰鸣笛起航，驶向浩瀚南
海。此刻，习近平就任党的总书记
和中央军委主席，只有20多天。

风起云涌，天高海阔。一场深
刻改变人民军队未来的变革，正在
统帅的心中酝酿。

2012 年 11 月 15 日，习主席主
持召开新一届军委班子第一次常
务会议，就鲜明指出：要始终以改
革创新精神开拓前进，努力夺取我
军在军事竞争中的主动权。

环视全球，这是一个变革图强
的时代。美军推进“二次转型”，俄
军推进“新面貌”军事改革，英、法、
日、德、印等国军事改革也一刻不
曾停歇。

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国
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
的年度经济增量，相当于一个中等
发达国家的经济规模。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伴随着国
际国内形势发生一系列变化，中国
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来到
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

这个路口，波谲云诡。这个路
口，暗涛汹涌。中国正前所未有地
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心，也前所未有
地面临严峻的安全压力和风险挑
战。

船重千钧，掌舵一人。习主席
担任军委主席后第一次视察部队，
就选择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就
登上战舰出海，向世界传递一个明
确信号：中国新一代最高领导人，
不仅要强力推动中国的改革事业，
而且还将坚定不移深化国防和军
队改革。

2013年 3月 11日，面对十二届
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解放军代表团
全体代表，习主席首次提出了“建
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
优良的人民军队”这一党在新形势
下的强军目标。他号召，全军要准
确把握这一强军目标，用以统领军
队建设、改革和军事斗争准备，努
力把国防和军队建设提高到一个
新水平。

放眼世界，纵观全局，审时度
势。习主席深刻指出：我们必须以
更大的智慧和勇气深化国防和军
队改革。这是实现中国梦、强军梦
的时代要求，是强军兴军的必由之
路，也是决定军队未来的关键一
招。

信息时代的世界军事竞争，大
潮汹涌，惊涛拍岸。世界新军事变
革速度之快、范围之大、程度之深
前所未有。“事之当革，若畏惧而不
为，则失时为害。”习主席的话语充
满了时不我待的忧患：世界新军事
革命给人民军队提供了难得的历
史机遇，抓住了就能乘势而上，抓
不住就可能错过整整一个时代。

渤海湾畔，舰旗飘扬。2013年8
月28日，习主席登上中国首艘航空
母舰辽宁舰。这是党的十八大后不
到一年的时间里，习主席第三次视
察海军部队。

热风吹雨，心潮逐浪。习主席

的话语振聋发聩：百舸争流，奋楫
者先；中流击水，勇进者胜。我们要
抓住机遇、奋发有为，不仅要赶上
潮流、赶上时代，还要力争走在时
代前列。

不改不行，改慢了也不行。习
主席告诫全军：军队要跟上中央步
伐，以逢山开路、遇河架桥的精神，
坚决推进军队各项改革。大家一定
要有这样的历史担当。

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
全会召开。经习主席提议，党中央
决定将国防和军队改革纳入全面
深化改革的大盘子，上升为党的意
志和国家行为。深化国防和军队改
革的内容单独作为一个部分写进
全会《决定》，这在党的历史上还是
第一次。

2014年 3月 15日，一条消息引
爆互联网：习近平担任中央军委深
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组长。
党的总书记亲自担任军队改革领
导小组组长，这也是第一次。

这一年，是中国深改元年，也
是中日甲午战争120周年。

两个甲子后，中国军队走上了
变革图强的崭新起点，中国军人的
耳畔依然警钟长鸣。习主席针对演
习训练中暴露出来的严重问题，尖
锐地指出：要说有短板弱项，能打
仗、打胜仗方面存在的问题就是最
大的短板、最大的弱项，有的甚至
可以说是致命的。令人揪心！不改
革是打不了仗、打不了胜仗的。

“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
经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
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面对巨
大的风险和考验，习主席和中央军
委的决心坚定不移：越是难度大，
越要坚定意志、勇往直前，决不能
瞻前顾后、畏首畏尾。只要全军统
一意志，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
滩，就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

深入论证，科学设计。
人民军队历史上力度空前
的改革绘就蓝图

“ 大 雨 落 幽 燕 ，白 浪 滔 天 。”
1954年，人民军队正规化建设拉开
序幕，实行军衔制等一系列重大改
革正在论证酝酿。这年夏天，毛泽
东眺望沧海，写下气魄恢弘的《浪
淘沙·北戴河》。

一部人民军队的发展史，就是
一部波澜壮阔的改革创新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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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军队边战边改，边建边改，
愈改愈强。

历史告诉我们，改革创新、与
时俱进，是人民军队不断发展的必
由大道，人民军队的力量来自改革
创新，人民军队的胜利来自改革创
新。人民军队必须勇于改革、善于
创新，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永不
僵化、永不停滞。

斗转星移，时空变幻。如今，人
民军队改革强军的崭新变革即将
展开。

这次改革，不同以往。它不是
简单的修修补补和局部改造，而是
一次整体性革命性变革，力度、深
度、广度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没有过
的，也有别于世界其他军队的改
革，没有现成样板可以借鉴，难度
可想而知。

这次改革，不同寻常。它是一
项庞大的系统工程，要解决的大都
是长期积累的体制性障碍、结构性
矛盾、政策性问题，方案设计得科
学不科学、精确不精确，直接关系
改革成败。

这是一次迎难而上的跋涉，这
是一次革故鼎新的起航。

在习主席的筹划和指挥下，军
委改革领导小组、专项小组、专家
咨询组陆续组建，历时一年零九个
月的改革研究论证蹄疾步稳展开。

习主席曾经打过一个比方：小
帆船可以在水里打转，绕几个弯又
起来了，泰坦尼克号要是沉了，它
就真是沉了。我们这样一个大国，
这样一支军队，在改什么、不改什
么问题上要有战略定力，决不能在
根本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

坚持用强军目标审视改革、以
强军目标引领改革、围绕强军目标
推进改革；准确把握军事需求，使
各项重大改革同新形势下军事战
略方针一致起来；牢牢把握坚持改
革正确方向这个根本，牢牢把握能
打仗、打胜仗这个聚焦点，牢牢把
握军队组织形态现代化这个指向，
牢 牢 把 握 积 极 稳 妥 这 个 总 要 求
……习主席为深化国防和军队改
革立起了根本指导。

“我们在作出改革决策之前，
要先听他个八面来风。”习主席要
求，把调查研究贯穿改革全过程。
他2次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3
次主持召开军委改革领导小组会
议，多次当面听取有关大单位改革
意见建议，亲自组织研究改革重大
问题，还专门指示：“有什么好的想
法，还可以通过有关渠道向领导小
组反映。”

体制性障碍在哪里？结构性矛
盾是什么？政策性问题有多少？多
个改革专项小组和专家咨询组，从
军内到军外，从国内到国外，广泛
调研，集中智慧，反复论证。

690余个军地单位，800余个座
谈会、论证会，900多名在职和退休
军地领导、专家，2165名军以上单位
班子成员和师旅级部队主官，3400
余条部队官兵意见，改革方案前后
历经150多次调整、修改、完善……

金戈铁马费运筹。习主席指
出：要把握改革举措的关联性和耦
合性，使各项改革相互促进、良性
互动、相得益彰，形成总体效应，取
得总体效果。

北京，香山脚下，一场特殊的
“兵棋推演”在军事科学院展开，课
题是：新的领导指挥体制运行流
程。推演持续整整 10 天，这是人民
军队历史上首次运用计算机模拟
技术辅助改革研究论证。

2015 年盛夏，酷暑难耐，也是
改革论证最紧张的日子。

7 月 14 日、22 日，习主席先后
主持召开中央军委改革领导小组
第三次会议和中央军委常务会议，
审议并原则通过深化国防和军队
改革总体方案。7 月 29 日，中共中
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正式审议通过
改革总体方案。

一整套解决深层次矛盾问题、
有重大创新突破、体现我军特色的
改革设计破茧而出。

11 月 24 日，北京瑞雪初霁，中
央军委改革工作会议召开。习主席
发出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动员号
令：全面实施改革强军战略，坚定
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

会议明确，先改指挥领导体
制，再调力量规模结构，政策制度
配套跟上，梯次接续，压茬推进。
2020 年前，在领导管理体制、联合
作战指挥体制上取得突破性进展，
在优化规模结构、完善政策制度、
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等方面取
得重要成果，努力构建能够打赢信
息化战争、有效履行使命任务的中
国特色现代军事力量体系，进一步
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军事制度。

蓝图绘就，路标竖起，人民军
队历史上规模空前的改革吹响了
进军号。

改革首战，奠定胜局。
领导指挥体制变革立起人
民军队新的“四梁八柱”

2016年 1月 16日零时，一个划
时代的瞬间。

根据习主席的命令，从此时
起，沈阳、北京、兰州、济南、南京、
广州、成都，七大军区停止行使指
挥权。东部、南部、西部、北部、中
部，五大战区开始运转。

岁末年初，人民军队改革的嘹
亮号角一次次吹响。

2015 年 12 月 31 日，习主席向
新成立的陆军领导机构、火箭军、
战略支援部队授予军旗并致训词。

2016年 1月 11日，习主席接见
调整组建后的军委机关各部门负
责同志。

2016 年 2 月 1 日，习主席向新
成立的东部、南部、西部、北部、中
部战区授予军旗并发布训令。

短短一个月时间，人民军队在
看似波澜不惊中，跨出了石破天惊
的一大步。

改革千头万绪，领导指挥体制
改革最关键。习主席把军队改革的
突破口，放在了打破总部体制、大
军区体制和大陆军体制上，下的第
一手重棋，就是构建“军委管总、战
区主战、军种主建”的领导指挥体
制。

当年，邓小平在酝酿百万大裁
军时曾说：怎么减法，请大家出主
意，我只讲总部带头。如今，中国军
队的新一轮改革，最先“动刀子”的
地方，又是总部。

一声令下，雷厉风行，运行了
几十年的总部制一夜之间走入历
史，15 个军委机关部门全新登场。
其中，正师级以上机构减少 200 多
个，人员精简三分之一。

改革之难，难在冲破传统思维
的禁锢，难在突破既得利益的羁
绊。有些痛，必须忍；有些关，必须

闯。
习主席明确指出，军委机关调

整组建是整个领导指挥体制改革
的龙头，是这轮改革中最具革命性
的改革举措。

军委机关调整改革，实际上是
对人民军队战略领导、战略指挥、
战略管理体系的一次全新设计。新
的军委机关与原四总部相比，指
挥、建设、管理、监督路径更加清
晰，决策、规划、执行、评估职能配
置更加合理，更加聚焦战略谋划和
宏观管理，使军委机关真正成为军
委的参谋机关、执行机关、服务机
关。

改革是个大合唱，笙箫齐鸣奏
华章。2014年 10月 27日，习主席签
署命令，解放军审计署由总后勤部
划归中央军委建制。一年之后，军
委纪委、军委政法委、军委审计署
出现在了新调整组建的军委机关
序列中。向军委机关部门和战区分
别派驻纪检组，全部实行派驻审
计，巡视和审计监督实现常态化、
全覆盖。调整军事司法体制，按区
域设置军事法院、军事检察院，保
证依法独立行使职权。

2016年 4月 20日，一身迷彩的
习主席，首次以“军委联指总指挥”
的身份，视察军委联合作战指挥中
心。

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人民军
队就开始了联合作战指挥体制的
探索。然而，几十年过去，“联不起
来”的问题依然没有从根本上解
决。习主席一锤定音：建立健全军
委联合作战指挥机构和战区联合
作战指挥体制，要有紧迫感，不能
久拖不决。

这是紧迫忧思，也是战略考
量。建立健全军委、战区两级联合
作战机构，构建平战一体、常态运
行、专司主营、精干高效的战略战
役指挥体系，重塑了人民军队指挥
架构，使人民军队联合作战指挥体
制迈出了关键一步。

这次改革，把联合作战指挥的
重心放在战区，把部队建设管理的
重心放在军兵种。战区专司打仗、
主营联合，军种以战领建、抓建为
战。战区和军区一字之差，性质却
是天壤之别。

“庙算”精且深，抓住“牛鼻子”
可牵一发而动全身。关于军队改
革，习主席反复强调，要抓住主要
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

庞大的陆军，无疑就是改革这
盘大棋的“棋眼”。党的十八届三中
全会结束不久，习主席来到当时的
济南军区调研。他指出，要找准陆
军在联合作战体系中的定位，加快
推进陆军由机械化向信息化转型。

2016年八一前夕，当习主席来
到新组建的陆军机关视察时，陆军
转型发展的新纪元已经开启。习主
席叮嘱陆军领导，要按照机动作
战、立体攻防的战略要求，在新的
起点上加快推进陆军转型建设，努
力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新型陆
军。

这次改革，陆军占全军总员额
比例下降到 50％以下。这在人民军
队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改革首战定胜局。“军委－战
区－部队”的作战指挥体系和“军
委－军种－部队”的领导管理体
系，立起人民军队新体制的“四梁
八柱”。

2016年 7月 26日，中共中央政
治局进行第34次集体学习，专门听
取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情况。习主
席指出，改革势头很好，要再接再
厉，扎扎实实把深化国防和军队改
革推向前进。

优化结构，重塑力量。
军队规模结构和力量编成
改革再造精兵劲旅

改革如潮涌，后浪推前浪。
2016 年 12 月 2 日至 3 日，中央

军委军队规模结构和力量编成改
革工作会议在京举行。习主席指
出，要坚持减少数量、提高质量，优
化兵力规模构成，打造精干高效的
现代化常备军。

兵之胜负，不在众寡，而在分
合。习主席强调，要坚持需求牵引、
创新驱动，改革作战部队编成，打
造具备多种能力和广泛作战适应
性的部队。

2017年 4月 18日，习主席接见
全军新调整组建的 84 个军级单位
主官。

10天之后，国防部例行记者会
披露，陆军 18 个集团军番号撤销，
调整组建后的 13 个集团军番号同
时公布。

这只是人民军队规模结构和
力量编成改革的冰山一角。在新调
整组建的军级单位中，还包括海军
陆战队、空军空降兵军以及火箭
军、战略支援部队中的诸多新型作
战力量。

这是一次划时代的力量重塑。
如果说，此前的领导指挥体制改革
是“改棋盘”，那么“脖子以下”的改
革就是“动棋子”，而且同样是全局
性的动、大范围的动。

习主席强调，纵观世界军事发
展史，军队的规模结构和力量编成
不能固定不变，必须随着战争形态
和作战方式变化而变化，随着国家
战略需求和军队使命任务变化而
变化。否则，曾经再强大的军队最
后也要落伍，甚至不堪一击。

规模结构和力量编成改革，不
是单纯的撤降并改，而是以结构功能
优化牵引规模调整，推动人民军队由
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由人力密
集型向科技密集型转变，推动部队编
成向充实、合成、多能、灵活方向发
展。这既是瘦身，也是强体。

新结构催生新战力。一场夺岛
演习，在暴风雨中打响。硝烟深处，
新调整组建的海军陆战队全新亮
相。脱下“陆军绿”换上“海军蓝”，
官兵身后的大山越来越远，眼前的
大海越来越近。指挥层级更扁平，
作战编组更灵活，合成化、模块化
程度更高。改革后的每一支部队，
都向着这个目标迈进。

新编成锻造新利剑。在这次改
革中，以三代装备为主体、四代装
备为骨干的武器装备体系正在形
成。第一艘国产航母下水，歼－20、
运－20亮相……战略预警、远海防
卫、远程打击、战略投送、信息支援
等新型作战力量得到充实加强。

调整之后，我军规模更加精
干，结构更加优化，编成更加科学，
从根本上改变了长期以来陆战型
的力量结构，改变了国土防御型的
兵力布势，改变了重兵集团、以量
取胜的制胜模式，迈出由数量规模
型向质量效能型、人力密集型向科
技密集型转变的一大步，以精锐作
战力量为主体的联合作战力量体
系正在形成。

重构重塑后的人民军队，对高
素质新型军事人才的需求，比以往任
何时候都更加强烈。2016年早春，习
主席视察国防大学。他强调，实现强
军目标，建设世界一流军队，我军院
校建设必须有一个大的加强。

燕山脚下，湘江之滨，两所著
名军校的变化引人瞩目。这轮改革
以重塑国防大学、国防科技大学为

牵引，调整结构布局，优化资源配
置，改革培养模式，全军和武警部队
院校由77所减至43所，构建起以联
合作战院校为核心、以军兵种专业
院校为基础、以军民融合为补充的
院校布局，军队院校教育、部队训练
实践、军事职业教育三位一体新型
军事人才培养体系正在形成。

改革的雷电，总是在历史的风
雨中孕育。早在抗美援朝战争结束
后，周恩来总理就提出实行三军联
勤体制的设想，然而人民军队的联
勤之路一波三折，走得并不平坦。

2016年 9月 13日，中央军委联
勤保障部队成立，习主席向武汉联
勤保障基地和5个联勤保障中心授
予军旗并致训词。

这次改革，为新的联合作战指
挥体制量身打造了以联勤保障部
队为主体、以军种保障力量为补
充、以战区联指统一指挥运用为核
心的新的联勤保障体制，补上了人
民军队联合作战指挥体制上的最
后一块短板。

当今世界，科技创新已经成为
军事竞争的核心要素。世界军事高新
科技竞技场上强手如林，风驰电掣。

潮起东方，又是一番风景。在习
主席擘画的改革蓝图中，有一个醒
目的路标：向科技创新要战斗力。他
指出，我们要赢得军事竞争主动，必
须下更大气力推进科技兴军。

2017年，人民军队中一个新的
机构——中央军委军事科学研究
指导委员会诞生，连同此前成立的
军委科学技术委员会，中国国防科
技创新有了全新的顶层架构。

与此同时，重新调整组建的军
事科学院宣告成立，以军事科学院
为龙头、军兵种研究院为骨干、院
校和部队科研力量为辅助，军事科
研力量“航母编队”正式起航。

让一切战斗力要素的活力竞相
迸发，让一切军队现代化建设的源
泉充分涌流。研究制定新的《文职人
员条例》，研究论证军衔主导军官等
级制度，组织修订军官法、兵役法，
研究制定士官条例、义务兵条例，健
全退役军人管理保障体制机制，构
建完善军人荣誉制度体系……

官兵有所呼，改革有所应。一
系列体现军事职业特点、增强军人
职业荣誉感自豪感的政策制度，正
在抓紧制定推出。

大刀阔斧，蹄疾步稳。
改革强军之路上的人民军
队面貌一新

2015年 6月 16日，习主席来到
遵义考察。

一下飞机，他就直奔红军山烈
士陵园。在“突破乌江天险”浮雕
前，他驻足感叹：“当时要是过不去
就危险了……”

这似乎是一个巨大的隐喻。人
民军队90年建军史，多少磨难坎坷
在前，多少险关隘口当道，“能不能过
去”的考验一直摆在这支军队面前。
恰如习主席在《之江新语》里引用过
的一句古诗：“一山放出一山拦。”

2016年元旦刚过，习主席视察
原第13集团军。这是习主席在中央
军委改革工作会议之后的第一次
外出视察。

这个集团军的前身，是当年挺
进中原的刘邓大军三大主力之一，素
以善打突围、狭路相逢勇者胜著称。
在这里，习主席语重心长地说，要坚
持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改转并行，主
动来一场思想上的革命，从一切不合
时宜的思维定势、固有模式、路径依
赖中解放出来，防止穿新鞋走老路、
拿新瓶装旧酒。 【下转第8版】

伟大的变革 历史的跨越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和推进强军兴军纪实之三

新华社北京 9 月 10 日电
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

《习近平关于青少年和共青团工
作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
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
青少年和共青团工作，亲切关怀
青少年健康成长。习近平同志围
绕青少年和共青团工作发表的一
系列重要论述，深刻阐述了新形
势下青少年和共青团工作的重大
理论和实践问题，指明了当代青
年的历史使命和成长道路。认真
学习贯彻习近平同志的重要论

述，对于准确把握青少年和共青
团工作的基本要求和重点任务，
引导青少年树立远大理想、树立
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
育团员增强“四个意识”、增强
先进性和光荣感，动员广大青少
年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
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而勤奋学习、努力工作，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论 述 摘 编》 共 分 8 个 专
题：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和民族
的希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是中国青
年运动的时代主题；引导青少

年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勇做走在时代前列的奋
进者、开拓者、奉献者；共青
团要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
局找准工作切入点、结合点、
着力点；团的干部必须心系青
年、心向青年；今天做祖国的
好 儿 童 ， 明 天 做 祖 国 的 建 设
者；加强党对青少年和共青团
工作的领导。书中收入 189 段论
述，摘自习近平同志 2012 年 11
月 29 日至 2017 年 5 月 3 日期间
的讲话、演讲、批示、贺信、
回信等 40 多篇重要文献。其中
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习近平关于青少年和共青团
工作论述摘编》出版发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