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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军要论

群 言 集

青年时期是人生中精力最为充沛的
时期，对各种知识的学习掌握快捷，也是
修炼“内功”的最佳时段。“短绠难汲深井
水，浅水难负载重之舟。”过硬的本领是
成事之基、立身之本，是履行使命任务的
根本保证。而学习则是练就过硬本领、
实现人生价值的重要途径。

能力素质上的差异，说到底是学习
上的差距。学习没有终点、只有起
点。新时代青年官兵理应把学习作为
重要任务，让勤奋学习成为青春远航
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春搏击的
能量。在我军 90多年风雨征程中，“学
习”一词贯穿始终。早在长征途中，红
军战士把字贴在背上，让后面的人学；
延安整风时期，把端正学风摆在党的
建设的重要位置；抗日战争最艰苦的
时期，党中央把 5月 5日马克思诞辰日
定为“干部学习节”。正因为重视学

习，我军才有效克服“本领恐慌”，一次
次走出困境、走向胜利。学习是使命，
学习力就是战斗力。新时代青年官兵
要时刻牢记当兵打仗的天职，增强学
习紧迫感，集中精力研究军事、研究战
争、研究打仗，为决胜疆场练好本领、
蓄足底气。

习主席曾这样回顾自己的青春岁
月：“锄地到田头，开始休息一会儿时，我
就拿出新华字典记一个字的多种含义，
一点一滴积累。”学习需要只争朝夕、最
忌一曝十寒。每个人的青春都有时间刻
度，不能让青春长满荒草。文学家梁实
秋曾语重心长地说道：“没有人不爱惜他
的生命，但很少人珍视他的时间。”对时
间的价值没有深切认识的人，很难做到
坚韧勤勉。进入新时代，面对迅猛发展
的军事变革，不学习会悄然落伍，学慢了
则会被淘汰。

时间不可或缺、不可储存、不可增
减，但可有效利用。当前，工作拖延症、
起床困难症、手机低头族等不良习惯日
渐成为困扰青年人的几大“顽症”。“时

间都去哪儿了”的困惑时时萦绕在青年
脑中。时间飞逝，或是因为不够珍惜，
琐碎的时间无所事事；或是因为不够勤
奋，在慵懒散漫中度过了一天天；或是
因为不够明智，精力过多地浪费在了不
必要的事情上。马克思曾言：“一切的
节省归根到底都是时间的节省。”新时
代青年官兵理应倍加珍惜好时光、利用
好时光，保持锲而不舍、滴水穿石的定
力，力戒懒散拖沓、放任自流的消极态
度，用一股挤劲抓住点滴时间学知识，
用一股钻劲聚精会神干工作，用一股韧
劲持之以恒强素质，主动担当作为，勇
做走在时代前列的奋进者、开拓者、奉
献者。

青春最值得回忆的，是追逐梦想、
成长奋斗的轨迹。新时代青年官兵要
常怀“本领恐慌”，不断学习提高，让奋
斗时的不懈求索、追梦时的激情燃烧、
坚守时的踏实肯干，构成青春的主旋
律，努力为实现强国梦强军梦贡献自己
的智慧和力量！

（作者单位：32020部队）

学习力也是战斗力
■刘旭东

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坚持理论性和
实践性相统一，用科学理论培养人，重视
思政课的实践性，把思政小课堂同社会
大课堂结合起来，教育引导学生立鸿鹄
志，做奋斗者。”习主席的这一重要论述，
既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在思想政治教育
中的具体运用，也是对思想政治教育基
本规律的科学把握。实践证明，思想政
治教育只有把理论性与实践性有机统一
起来，用理论解读实践，以实践印证理
论，才能激发教育活力、增强育人效果。

对思想政治教育来说，理论性是指
传授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需的思想性、科
学性和真理性；实践性是指传授马克思
主义理论必要的直观性、体验性和参与
性。马克思主义是在实践中形成并不
断发展的，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讲清
楚讲透彻，就不能满足于课堂上的理论
讲授，必须走向社会大课堂，使受教育
者在生动鲜活的社会实践中加深对科
学理论的学习理解。唯其如此，才能使
受教育者不仅知道理论是什么，更懂得
理论的魅力所在，进而从思想认同转化
为价值认同，再从价值认同转化为理论
自信和行动自觉。
“触动心灵的教育才是最成功的教

育”。思想政治教育的魅力正在于其能
够触动心灵，让受教育者在面临迷雾困
扰时如遇惊雷猛然觉醒、如沐春风豁然
开朗。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之所以能
够产生巨大影响，是因为他能够运用马
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解答群众生活
实践中遇到的矛盾问题。将理论转换
成与群众实践密切相关的道理，让理论
真正走进群众，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
要求，也是最高标准。当前，意识形态

领域斗争尖锐复杂，社会价值观念多元
多样，网络舆论环境并不平静，青年官
兵正处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
但尚未稳固的阶段，容易受到各种噪音
杂音的冲击影响。面对官兵可能出现
的思想迷茫、理论困惑、价值判断难等
问题，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充分发挥理论
的正本清源作用，奔着官兵的活思想和
关注的现实问题加强理论引领和理论
说服，把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变成固本培
元、思想提纯的过程，帮助官兵以高度
的理论清醒确保政治上的坚定和思想
道德的纯洁。

没有实践洗礼的教育，难以让官兵
真正领悟理论的真谛。现实中，有些单
位开展的思想政治教育之所以给官兵
打下的烙印不深、效果一般，究其原因
不是官兵不愿听，而是这些教育存在着
联系实际不紧、接地气不够、贴对象不
近等现象，以至于拨动不了官兵心弦、
激不起思想共鸣，更谈不上让官兵感同
身受、信服心服。我军历史上的“诉苦
三查”运动所以能够取得巨大教育效
果，正是因为用官兵亲身经历的活生生
事例教育引导官兵找苦源、挖苦根，提
高思想觉悟，激发战斗精神。亲历这一
运动的美国记者杰克·贝尔登曾写道：
这种诉苦在士兵心灵中造成的强烈反
响，比指挥员或政治指导员言教作用更

大，这种教育的作用根本无法估量，别
的军队也无法仿效。新时代推动思想
政治教育改革创新，着力增强其时代性
感召力，必须高度重视思想政治教育的
实践性要求，充分利用社会实践大课
堂，让官兵走近实践感悟真理，在理论
与实践的结合中，教育引导官兵进一步
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性
真理性的认识。

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看重理
论，正是，也仅仅是，因为它能够指导行
动。”思想政治教育坚持理论性与实践
性的统一，最终体现在引导官兵投身到
强军兴军的伟大实践中。理论的力量
不仅在于解释客观世界，更重要的是改
造人的主观世界。这就要求部队思想
政治教育必须从新时代官兵这个“现实
的人”出发，为他们提供全身心投入强
军兴军伟业的内在根据和精神动力，注
重理论联系实际、回应关切，着力解疑
释惑，从而提高教育的课堂“抬头率”、
文章“阅读率”和思想“认同率”。通过
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教育引导官兵
把个人的人生抱负与实现民族复兴的
伟大目标统一起来，并进一步落实到脚
踏实地的实际行动中，争当“四有”新时
代革命军人，自觉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把小课堂同大课堂结合起来
——坚持理论性和实践性相统一

■齐晓杉 栗治强

“青春虚度无所成，白首衔悲亦

何及。”现在，青春是用来奋斗的；将

来，青春是用来回忆的。新时代的青

年官兵，身处中华民族发展的最好时

期，既面临着难得的建功立业的人生

际遇，也面临着实现中国梦强军梦的

时代使命，必须大力弘扬五四精神，

珍惜伟大时代，勇于奉献敢于担当，

把最美好的青春献给祖国和人民，在

强国强军的伟大征程中谱写新时代

壮美的青春之歌。

让信仰为青春把舵。习主席强

调，青年理想远大、信念坚定，是一个

国家、一个民族无坚不摧的前进动

力。青年志存高远，就能激发奋进潜

力，青春岁月就不会像无舵之舟漂泊

不定。面对尖锐复杂的意识形态斗

争和多元多样的社会文化思潮，青年

官兵必须牢固树立对马克思主义的

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

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信心，

以对党和人民的赤胆忠诚，加强政治

历练，提高政治能力，不断增强政治

免疫力和政治鉴别力。当前，最为紧

要的是自觉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强军思想

武装头脑，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

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

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在政治立场、政

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始终

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

持高度一致，让青春这艘航船始终沿

着正确的政治方向劈波斩浪、奋力前

行。

让报国为青春定色。习主席指

出：“对新时代青年来说，热爱祖国

是立身之本、成才之基。”精忠报国，

既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精

髓，也是人生的一种远大志向，不仅

体现在战争时期为国家和民族大业

驰骋疆场、英勇杀敌，也体现在和平

时期志存高远、为国奉献。家国情

怀从来都不止是摄人心魂的文学书

写，更是与国家民族休戚与共的豪

情壮举。革命先辈们为国家民族毁

家纾难的胆气，为人民幸福牺牲奉

献的精神，已成为我们民族精神中

的壮丽瑰宝和文化因子，成为华夏

子孙代代赓续传承的精神图谱和血

性基因。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官兵，

要传承好这一文化精神和光荣传

统，把强烈的爱国之志转化为切实

的报国之行，在自己的职业设计、岗

位选择中，自觉把小我融入大我之

中，以强烈的真情投入和顽强奋斗

来体现爱国主义情怀，为自己的青

春绘制最为坚实的底色。

让学习为青春赋能。万物生长，

需要养分；人生成长，需要学习。

毛泽东同志曾说：“一个人的知识面

要宽一些，有了学问，好比站在山上，

可以看到很远很多的东西。没有学

问，如在暗沟里走路，摸索不着，那会

苦煞人。”习主席多次强调要注重加

强学习，指出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增强

学习紧迫感，如饥似渴、孜孜不倦地

学习，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

方法，努力掌握科学文化知识和专业

技能，努力提高人文素养，在学习中

增长知识、锤炼品格，在工作中增长

才干、练就本领，以真才实学服务人

民，以创新创造贡献国家。“选择了学

习，就是选择了进步。”青年官兵可塑

性强、发展潜力大，学习是赋能增效

的重要途径。必须强化本领恐慌，自

觉把学习作为一种精神追求、一种政

治责任、一种奋斗目标。要深入学习

党的创新理论，不断提高理论素养；

全面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扩大知识储

备；重视学习军事科技知识，不断提

高科技素养，让青春典藏更多的知识

力量。

让精武为青春添彩。习主席指

出，军队是要打仗的。青年是苦练

本领、增长才干的黄金时期。新时

代青年官兵，要以备战打仗为主责

主业，以精武强能为奋斗目标，在强

军兴军的舞台上抒写壮美的人生华

章。不断强化使命担当，牢固树立

备战打仗意识，不断锤炼“当兵打

仗、带兵打仗、练兵打仗”的自觉

性。着眼未来信息化战争的特点，

强化信息制胜、联合制胜、体系对抗

观念，深入研究军事、研究战争、研

究打仗，学习作战理论，研究制胜机

理，创新战法运用，掌握专业技能，

不断提高军事职业素养。锤炼实战

本领，注重聚焦实战、贴近实战，积

极投身联合作战演训活动，既练谋

略、练指挥、练技能，又练思想、练作

风，让精武强军成为青春最亮丽的

名片，以真才实学为强军兴军事业

增光添彩。

（作者单位：国防大学政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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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强军思想是根植于强国强
军新时代的伟大理论创新，是闪耀着
马克思主义真理光芒的科学理论体
系。蕴含于这一科学思想中的一系列
新的重大判断、新的理论概括、新的
部署安排，具有宏阔的战略视野和深
远的战略考量。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强军思想，必须着眼新时代我军使命
任务，从全局和战略高度深刻理解、
准确把握。

（一）

我们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
民，力量在人民。党的全部理论和实
践，都是着眼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而提出和推进的，为之奋斗的一切
都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
谋复兴。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最广
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不断提高人民的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是我们党一切
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习近平强军
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的军事
指导理论最新成果，是坚持走中国特
色强军之路、全面推进国防和军队现
代化的行动纲领。毋庸置疑，习近平
强军思想根本上是从维护人民利益和
国家利益出发来进行思考和谋划的。
在当代中国，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
量。作为人民军队，践行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必须始终坚持
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只有在党的绝
对领导之下，我军才能坚定不移地以
党的初心为初心，为维护人民利益自
觉牺牲奉献。正如习主席所指出的，
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关系我军
的性质宗旨、关系社会主义前途命
运、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

征程万里，初心如一。我们党亲
手缔造的人民军队，经历了艰苦卓绝
的斗争，始终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深深镌刻在鲜红的军旗上，化作
理性的自觉和永恒的价值追求。进入
新时代，人民军队的根脉一如既往深
扎在人民的深厚大地。究其根源，正
在于我们始终不渝坚持党对人民军队
的绝对领导。
“国家大柄，莫重于兵。”党的十

九大把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
上升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一条基本方略，是有深远政
治考虑的。习近平强军思想，强调党
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本质特征，是党和国家的重要政
治优势，是人民军队的建军之本、强
军之魂，必须全面贯彻党对军队绝对
领导的一系列根本原则和制度。这鲜
明表达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确保红色江山永固与坚持党对军
队绝对领导之间的本质联系。我们必
须把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作为我
军的命根子紧抓不放，强化政治纪律
和政治规矩，增强“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
军委主席负责制，全面彻底肃清郭徐
流毒影响，发挥政治工作生命线作
用，大力培养“四有”新时代革命军
人，建设“四铁”过硬部队，努力提
高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政治自觉
和实际能力，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
挥。

（二）

我军是执行党的政治任务的武装
集团。自成立之日起，就以党的宗旨
为宗旨，以党的目标为目标，以党的
任务为任务。实现中华民族复兴，是
我们党自成立以来始终肩负的历史使
命。面对复杂严峻的国家安全形势，
面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的迫切要求，我军必须履行好党和人
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任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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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战略支
撑。习近平强军思想，根本着眼就是
以强军支撑强国复兴伟业，要求把国
防和军队建设放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这个大目标下来认识、谋划和推
进。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反复告
诫全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
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必
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
力。在我们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民族
伟大复兴宏伟目标的历史当口，必然
会面对各种重大风险挑战、重大阻力
矛盾。这是我国由大向强发展进程中
无法回避的现实，是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绕不过的坎。当前，我国安全
的内涵外延、时空领域、内外因素都

在发生深刻变化，安全需求的综合
性、全域性、外向性特征更加突出。
我们必须准确把握国家安全形势变化
新特点新趋势，坚持总体国家安全
观，高度警惕危害国家安全和发展利
益的各种危险。

还要看到，当前我国发展的战略
机遇期，与国力跃升关键期、安全风
险高发期、矛盾问题凸显期叠加交
织，对维护国家安全的要求更高了，
对强军的要求更加紧迫。我们必须切
实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我军的新时代
使命任务，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作为国家和民族的最高利益和根本着
眼点，自觉站在全局和战略高度思考
处理军事问题，全面提高新时代备战
打仗能力，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
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提供坚强保证，这是我军存在的
全部价值和意义所在。因此，人民军
队必须牢固树立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
本的标准，大力培育“一不怕苦、二
不怕死”的战斗精神，着力加强联合
作战体系和能力建设，全面提高军事
训练实战化水平，做好随时打仗的充
分准备，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历史进程中顶住压力阻力、抗住风险
挑战，真正执干戈以卫社稷。

（三）

建设强大的人民军队是我们党的
不懈追求。在各个历史时期，我们党
都根据形势任务的变化，明确提出人
民军队建设发展的目标要求，引领我
军建设不断向前发展。建设强大军队
是接续奋斗的伟大事业，一代人有一
代人的使命，现在强军的责任历史地
落到了我们肩上，我们要挑起这副担
子。党的使命任务决定人民军队的使
命任务，党的理论和实践的主题决定
国防和军队建设理论和实践的主题。
习近平强军思想，贯穿的鲜明主题是
强军兴军；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的
伟大实践，凸显的鲜明主题也是强军
兴军。深入学习习近平强军思想，必
须站在强军兴军的战略高度来理解把

握。
由大向强、将强未强之际往往是

国家安全的高风险期，也是军队建设
面临的挑战和考验最为严峻的时期。
当今时代，以信息化为核心，以军事
战略、军事技术、作战思想、作战力
量、组织体制和军事管理创新为基本
内容，以重塑军事体系为主要目标的
世界新军事革命浪潮风起云涌，各主
要国家纷纷加快军事变革，抢占军事
战略制高点，争夺国际军事竞争新优
势，强军兴军的标准要求在不断升
级。与此同时，我军“两个能力不
够”“两个差距很大”的问题依然存
在，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不平衡不充
分的问题还比较突出。这要求我们必
须坚持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面推
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强军兴军是一项开拓性的事业，
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军事变革。习近平
强军思想，以深邃的历史思维、宏阔
的世界眼光、高远的战略视野，在世
界新军事革命大潮中谋划强军兴军，
在大国军事博弈大棋局中运筹强军兴
军，立足新时代人民军队实际推动强
军兴军，明确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
是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
风优良的人民军队，强调同国家现代
化进程相一致，全面推进国防和军队
现代化，力争到 2035年基本实现国防
和军队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把人民
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同时，
习近平强军思想明确要求推进强军事
业必须坚持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
技兴军、依法治军，更加注重聚焦实
战、更加注重创新驱动、更加注重体
系建设、更加注重集约高效、更加注
重军民融合，全面提高革命化现代化
正规化水平，等等。这些都深刻阐明
了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应把握的基本
要求，为全军官兵推动强军事业向更
高水平发展提供了行动指南。我们既
要把握好国防和军队建设各项工作的
协调性关联性，又要把握好战略重
点，以体系建设的重点突破带动国防
和军队现代化水平的整体跃升，进而
实现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
队的宏伟目标。
（执笔：赵周贤、刘光明、吕 宏）

着眼新时代使命任务擘画强军兴军伟业
■国防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