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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调查

关键词① 坚持党指挥枪的根本原则和制度

编者按 习主席在领导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实践中，把恢复和发扬我
军政治工作优良传统，作为推动军队重塑再造的紧要之举，亲自率领全军高
级干部重回古田寻根溯源、重整行装再出发，精辟概括政治工作“十一个坚
持”优良传统，告诫全军光荣传统不能丢，丢了就丢了魂；红色基因不能变，
变了就变了质。

党的十九大部署全党全军两个主题教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传承红色
基因、担当强军重任”。对政治工作来讲，很重要的就是弘扬政治工作优良传
统。改进政治工作指导，实现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必须在学习优良传统中正
本清源、汲取前行的力量。

在喜迎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91周年的日子里，我们推出“八一·特别策

划——弘扬我军政治工作优良传统”系列观察，系统关注全军部队传承红色基
因、弘扬政治工作优良传统的新探索、新经验、新思考，展现新时代政治工作的
生命线之花在新起点新征程上绽放，生命线之根在“十一个坚持”优良传统上
深扎的风采。本报编辑部特约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院专家，从理论
层面和军史视野对这11个优良传统进行深度解读。敬请关注！

习主席强调，人民军队必须牢牢

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把这一条

当作人民军队永远不能变的军魂、永

远不能丢的命根子。这是军队建设

的根本原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本质特征，也是党和人民对军队的根

本政治要求。坚持党指挥枪的根本

原则和制度是军队政治工作的优良

传统，铸牢军魂是我军政治工作的核

心任务。

毛泽东在总结红军长征胜利时指

出,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共产党。

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

想的。张学良也曾深有感慨地说，只

有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才能坚持下来，

如果是我的部队，恐怕早就垮了。

90多年来，人民军队之所以能经

受住各种考验，始终保持凝聚力、向心

力、战斗力，最根本的就是靠党的坚强

领导。

近代以来，多少军队强盛一时，但

缺乏先进阶级及其政党领导，“六朝何

事，只成门户私计”，最终只能走向衰

亡。惟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

队，代表着先进阶级、先进方向，为最

广大人民浴血奋战。

自从认识到“政权是由枪杆子中

取得的”真理后，党就从长期艰苦卓绝

的斗争中，逐渐摸索出一整套党指挥

枪的原则、制度。从实行军委主席负

责制，顶层高屋建瓴，到实行支部建在

连上，末端落地生根，环环相扣、紧密

衔接，形成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把马

克思主义阶级、国家、政党、军队学说，

化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生动实践，实现

了党的组织与军队建制、集体领导与

首长分工负责、思想政治领导与军事

行政领导的统一，成为我军区别于其

他军队的根本特征，是世界军事制度

的革命性变革。

这样的制度体系，赋予了人民军

队坚不可摧、牢不可夺的军魂。我军

历史上历经风险、牺牲将士众多，但

从没有一支成建制的队伍被敌人拉

过去。张国焘曾拥兵自重，想另立山

头，最后变成孤家寡人，出逃时连警

卫员都带不走；林彪曾权倾一时，想

篡党夺权，只落得折戟沉沙、身败名

裂。可以说，只要军权牢牢掌握在党

的手里，党和国家“乱不了”、部队“跑

不了”、阴谋家“反不了”、军队颜色

“变不了”。

面对铸魂与蛀魂、固根与毁根的

较量，我们应自信、自强、自胜，不断使

生命线在铸牢军魂中彰显生命力。

自信，就是坚定党指挥枪的政治

自信和政治自觉，深入开展军魂教

育，引导官兵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

走。自强，就是继承发扬军队政治工

作优良传统，全面推进政治工作创新

发展，确保党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

牢牢掌握部队。自胜，就是不断使党

指挥枪的制度体系更加科学严密，为

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把我军

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提供坚强政

治保证。

铸牢人民军队的强军之魂
■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院

坚持共产党对军队的领导是马克

思主义建军原则。我们党在领导中国

革命过程中，创造性地提出“党对军队

的绝对领导”，确立了党指挥枪的根本

原则和制度，这既是对中国历史上传

统军事制度的革命性变革，又是对马

克思主义军队建设学说的重大丰富和

发展。

党指挥枪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是

在各种复杂严峻考验和与各种错误思

想坚决斗争中成熟发展、巩固完善的。

1927年大革命失败使中国共产党

从血雨腥风中认清了一个真理：“枪杆

子里面出政权。”我军建军之初，针对

“军事领导政治”甚至“以军队控制无

产阶级领导”的单纯军事观点，党鲜明

提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

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必须服从无产

阶级政党的领导。南昌起义时就设立

了党的前敌委员会，使我军一诞生便

与党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三湾改编，

把党的支部建在连上，班、排建立党小

组，营、团建立党委，连以上设党代表，

党的领导延伸到了部队最基层、战斗

最前沿，开始确定了党对军队的绝对

领导。1929年6月，毛泽东最先提出

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概念。古田会

议，确立了党指挥枪的原则、制度、措

施和方法，新型人民军队由此定型。

长征时期，出现的两起背离党指

挥枪的历史事件，给红军造成了严重

损失。1934年红军长征，留守南方的

中央军区参谋长龚楚叛变了，带领广

州军阀陈济棠围歼北山游击队。

1935年至 1936年，红四方面军的张

国焘，倚仗兵多枪多，不服从党中央的

指挥，搞“枪指挥党”，公然另立“中

央”，带领红四方面军南下，造成红军

更大伤亡。毛泽东在总结张国焘分裂

红军教训时强调，我们的原则是党指

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

抗日战争时期，针对国民党通过

改编控制和吞并红军的企图，党内有

人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

从统一战线”的右倾错误，毛泽东告诫

全党，共产党员不争个人的兵权，但要

争党的兵权，要争人民的兵权。我们

党恢复了一度中断的政治委员和政治

机关制度，保证了党对八路军、新四军

的绝对领导。解放战争时期，总政治

部颁发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党委员会

条例草案（初稿）》《关于支部工作的条

例草案》，中共中央建立报告制度，恢

复和健全了军队党委制，使党指挥枪

的制度进一步完善。

新中国成立后，针对一部分人主

张照搬苏军“一长制”、取消政治委员

的错误观点，中央军委强调，进行现代

化建设，必须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

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明

确提出“采取在党委统一(集体)领导下

的首长分工负责制”，1954年颁布的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草

案)》规定这一制度“为党对军队的领导

制度”。此后《政治工作条例》作为我

军政治工作的根本大法，虽然几经修

订，但“中国人民解放军必须置于中国

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始终没有变。

进入新时代，党的十九大首次将

“中国共产党坚持对人民解放军和其

他人民武装力量的绝对领导”写入

《党章》，这以党的根本大法形式将党

指挥枪的根本原则和制度进一步固

化下来。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

党指挥枪的军魂必定牢不可破、坚如

磐石。

一路风雨坚如磐
■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院

一年前，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
建军 90周年大会上，习主席在总结人
民军队 90 年建军治军原则和特有的
光荣传统时指出，前进道路上，人民军
队必须牢牢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
导，把这一条当作人民军队永远不能
变的军魂、永远不能丢的命根子，任何
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以党的旗帜为旗
帜、以党的方向为方向、以党的意志为
意志。

新时代，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面临哪些新情况新问题？如何弘扬这
一光荣传统并使其在部队落地生根？
八一前夕，记者深入中部战区陆军某合
成旅进行了采访调查。

直面现实挑战——

抓党对军队的绝对

领导一刻也不能放松

刘腾任指导员 40多天了。说起第
一次主持召开党支部会议的经过，他记
忆犹新。

从原解放军理工大学毕业后，刘腾
一直担任排长。虽说他曾以支委身份
参加过党支部会议，但是从来没有筹划
主持过这种党内会议，党务工作经验和
能力亟待提升。

担任连队党支部书记后，刘腾专门
加强党务知识学习。第一次主持召开
党支部会议前，他找来《党章》《政治工
作条例》《军队支部工作条例》等法规制
度反复研读，还向有经验的老指导员请
教，每一个程序都反复琢磨。

几经准备，这次研究确定党员发展
对象的党支部会议顺利落幕。会后，刘
腾觉得肩上沉甸甸的：如果研究的是更
加敏感复杂的问题，自己能履行好一名
党支部书记的职责吗？
“90 后”的刘腾学习党务知识、

提高党务能力面临的挑战，看似个
案，实际上却折射出基层部队坚持
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所面临的一个
现实挑战——

随着国防和军队改革不断深入，
我军各级干部都进入一个新老交替的
时期，一大批 70后、80后、90后年轻同
志走上各级指挥员岗位，这是党和军
队后继有人、兴旺发达的体现。但同
时也要清醒地看到，一些年轻同志存
在“三个缺乏”的问题：缺乏对马克思
主义理论的系统学习，缺乏对党的优
良传统的深入了解，缺乏艰苦环境和
复杂斗争的锻炼。

采访期间，该旅作战支援营教导
员马彪讲了这样一件事：彝族战士吉
木伍合军事素质过硬，在俄罗斯国际
军事比赛中，他个人取得修理营专业
总分第 2名，荣立二等功。但是，他刚
入伍时基本不识汉字，连队给他买新
华字典、小学教材并教他识字。由于
文化基础比较薄弱，他学习理论面临
不少困难和挑战。吉木伍合的情况虽
然特殊，却也是一些青年官兵“三个缺
乏”的表现之一。
“不可否认，‘三个缺乏’是影响党

对军队绝对领导的重要因素之一。另

一方面，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尖锐复杂，
特别是各种敌对势力极力鼓吹‘军队非
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妄图
动摇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把我军从党
的旗帜下拉出去。”旅政委段杰辉读《苏
共亡党二十年祭》体会颇深。他说，当
年苏联解体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苏
共放弃了对军队的领导，把军队的思想
搞乱了，关键时刻军队不听招呼，甚至
站到反对派一边。

历史教训和现实挑战告诉我们：抓
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一刻也不能放松。

接受记者采访时，这个旅官兵纷
纷表示，随着国际环境复杂因素不断
增加，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不断推进，随着我军官兵结构不
断变化，在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这个根本政治原则问题上，我们要头
脑特别清醒、态度特别鲜明、行动特别
坚决，决不能有任何动摇、任何迟疑、
任何含糊。

记者采访期间，正逢这个旅组织党
支部书记培训。大到学习贯彻习近平
强军思想、全面深入贯彻军委主席负责
制，小到如何上好党课、如何发展党员、
如何开好党支部会议等，学习培训组织
得有板有眼，学员们学得一丝不苟、受
益匪浅。

从“源头”抓起——

切实增强官兵政治

免疫力

记者走进“红一连”连史馆，正面墙
上，毛主席发展 6名新党员的主题浮雕
熠熠生辉。

浮雕上，镶嵌着毛主席的著名论
断：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
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

1927年 9月“三湾改编”时，毛主席
亲自在这个连建立党支部，并发展了 6
名新党员，开创了我军“支部建在连上”
的先河。“红一连”也因此被誉为“军魂
发源的地方”。

置身军魂发源的连队，记者向官兵
们提出了一个现实的问题：抓党对军队
的绝对领导首先要抓什么？

连队指导员王玉光说：“从源头抓
起，从思想根子抓起，切实增强政治免
疫力。归纳起来就是要‘三学’：学理
论、学历史、学榜样。”
“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

夺也。”政治上的坚定来源于理论上
的清醒。无论是指挥员，还是普通一
兵，都要坚持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
论，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强军思想，打牢
思想根基，坚定理想信念，始终与党
同心同德。

防空营某高炮连指导员陈勇男认
为，对各级教育者来说，关键要解决经
典理论通俗化、大众化的问题。像最
近有一个电视节目《马克思是对的》，
就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以往“马
克思主义”在一些年轻战士的心中，就
是一个要坚持的指导思想，但是看了
这个节目以后，马克思在战士心中

“活”了，马克思主义在战士眼中变得
生动了、形象了。
“党史、军史是最好的营养剂。”

合成一营教导员蔡伟曾任“红一连”
第 51 任指导员。他说，历史是细腻
的、生动的，只有让官兵深入历史、走
进历史、触摸历史，才能知道党对军
队绝对领导不是偶然，而是历史必
然。

为了让党史、军史生动起来，“红
一连”进行了持续的探索和努力。官
兵都知道毛主席在连队发展 6 名党
员的历史，但是毛主席为什么要在连
队发展党员？有怎样的历史背景？
这 6 名党员都是谁？他们的革命道
路走得怎么样……为了搞清这些历
史细节，连队专门派人到井冈山调
查，撰写了厚厚的调研报告。正是有
了生动的细节，战士们对历史的了解
更加深入，党指挥枪也随之入心入
脑。

身边的党员最有影响力、说服力。
党员的样子立起来，战士们听党指挥就
会更加自觉。用身边的榜样教育感染
官兵，是这个旅打牢官兵思想根基的一
个经验做法。

上等兵彭冠华刚入伍时，听班长
杨颖讲“士兵的职责是服从，士兵的荣
誉是忠诚”，并没有切身感受。后来，
杨班长的一件事改变了他。杨颖退伍
前 3 个月患腰椎间盘突出，疼痛难
忍。可听说连队比武考核需要他这样
的训练骨干，他毅然参加，理由只有一
个：组织需要我。彭冠华说：“从杨班
长身上，我悟出一个理：一个士兵带着
忠诚走进连队，就像攀登高峰时要带
上氧气。”

用实践检验——

关键要落实在行动上

“别人当官，都是越当越大，你怎么
又当回去了？”面对亲戚朋友的疑惑，蔡
伟心里坦然，也从来没有后悔过。

3年前，担任了 4年营教导员的蔡
伟被提升为团政治处主任，走上了副团
职领导岗位。去年，他所在部队调整改
革。

改革之际，亲朋好友们劝他主动找
组织申请，要么离家近一些，要么保住
一个位置。蔡伟说：“面对改革考验，如
果向组织开口提这要那，一是政策不允
许，二是党性过不去，一切听组织的安
排。”

新单位组建后，蔡伟高职低配，又
被任命为营教导员。
“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不是一

句空洞的口号，关键要落实在行动上，
用行动来检验。”在关键时刻，在考验面
前，许多官兵都像蔡伟一样，自觉做到
党叫干啥就干啥，党不允许干什么就坚
决不干，切实把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落
到实处。

炮兵营指挥保障连指导员王晗，
曾在 2015年参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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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刘老庄连”英模部队方队
的第一个排面，光荣地接受了习主席
的检阅。部队调整改革后，人离家远
了，他干活劲头丝毫不减：“组织让我
到哪里，我就到哪里。”去年，他带领连
队参加强军兴军先锋连考核，勇夺先
进奖杯。
“和平时期检验部队是否坚持党

的绝对领导，主要看贯彻执行党中
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的决策指示是
否坚决有力、严肃认真。”记者在这个
旅采访期间，与陆军第 83集团军领导
不期而遇。记者看到，将军与普通官
兵一样，就餐一律自助餐，一切简简
单单，清清爽爽，中央八项规定和军
委十项规定在这里落地生根、形成习
惯。

理想信念坚定，号令意识增强。走
进盛夏时节的座座军营，记者真切感受
到，落实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的
决策指示不打折扣、不搞变通、不打擦
边球，正成为部队各级的自觉行动，听
党指挥正融入官兵的一言一行、部队工
作的一个个细节之中。

上图：该旅组织官兵重温入党誓

词，不断强化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

韩 理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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