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0 年风雨兼程，70 年砥砺
奋进。

金秋时节，首都北京的大街
小巷，处处洋溢着节日的气氛。
在北京展览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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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来一批
批观众。

从 1949年到 2019年，从屹立
东方到改革开放，再到走向复兴，
成就展采用编年体形式，用一个个
高光时刻、一个个历史瞬间带领观
众沿着时光隧道，全方位回顾和感
知一个古老东方大国从封闭走向
开放，并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
光辉历程。

70 年来，和国家的发展变化
始终同向同步，国防和军队建设
不断适应形势任务变化，奋力开
创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人民军队
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水平不断提
高，威慑和实战能力不断增强，绘
就了一幅波澜壮阔、彪炳史册的
强军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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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节前夕，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

中心使用长征三号乙/远征一号运载火

箭完成“一箭双星”发射任务，将两颗北

斗全球导航卫星送上太空。这意味着，

中国北斗服务全球又迈出一大步。它的

成长故事，成为中国人自力更生、自主创

新的生动注脚。

伟大历程，成就辉煌。这段时间，一

大批观众走进北京展览馆，通过一张张

照片、一件件实物、一个个模型等感受新

中国成立 70年来取得的历史性成就。

人们在品赏、感叹和体悟中发现，中国发

展的秘密，就蕴藏在一幅幅由中国人民

共同描绘的锦绣画卷上——每一段历史

时期、每一个历史记录、每一项历史成

就，都写满了一代代人的接续奋斗。

历史，在经历岁月洗礼和时间沉淀

后，方能看得更加清晰。新中国成立之

初，一穷二白、百废待兴，开国大典上受

阅的飞机因为数量不够，不得不飞完一

圈绕回来再飞一圈。70年来，从“东方

红”跃然于世到“墨子号”飞向太空，从

“两弹一星”横空出世到北斗系统服务全

球，从“嫦娥四号”传回世界上第一张月

背影像图到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飞行次数

突破300……中国人的每一次飞跃都描

绘着壮丽的奋斗航迹，每一步跨越都标

注着崭新的中国高度。

岁月多坎坷，实干筑大道。恢弘壮

阔的发展实践说明，远大志向必不可

少，实干才是社会财富的创造源泉。沉

溺于既有成绩，酣睡在功劳簿上，终究

不可能走得更远。只有将伟大梦想的

指引转化为强大的精神力量，脚踏实地

去拼搏、去创造，才能推动国家强盛、民

族振兴、社会进步。事实上，70年来的

发展历程正是一个个奋斗的故事共同

汇聚而成，每个人奋斗的样子构成了中

国的表情和节奏。70年里，见证中国奇

迹的人是幸运的，因为今昔对比更能彰

显幸福来之不易；新一代年轻人同样也

是幸运的，因为更加美好的未来还需要

继续奋斗创造。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

一代人的担当。”今年4月30日，习主席在

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

讲话强调，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场接力跑。我

们有决心为青年跑出一个好成绩，也期待

现在的青年一代将来跑出更好的成绩。

谆谆话语，给人力量、催人奋进。

当前，我们正处在即将实现第一个

百年奋斗目标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迈进的关键节点，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

更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历史选择一代人、考验一代人，也必将成

就一代人。赶上“黄金时代”的我们，更

要用不懈努力打开更为广阔的成长空

间、发展空间，将个人奋斗融入民族复兴

的时代潮流中，用青春奋斗点亮梦想的

星空。

“我们相信，中国一定有个可赞美的

光明前途。”1935年8月6日，36岁的方

志敏在江西南昌从容就义。今日中国，

已如先辈所愿。今日中国，依然激荡着

砥砺奋进的磅礴力量。新的征程上，让

我们继续沿着前人开辟的道路，以“功成

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建功必定有

我”的历史担当，以艰苦奋斗、接力奋斗、

团结奋斗的实际行动，托举起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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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说我当兵当到了天边边，没想到
从老家到驻地也能‘一日还’！”周三下
午，驻疆某部新兵团组织的“赞成就、说
变化”活动上，河南新乡籍新兵杜筱龙感
慨地说。

9月 13日，杜筱龙和战友从当地人
武部出发，乘坐汽车到达新乡火车站，而
后换乘普快列车到达郑州火车站，下火
车后坐上地铁到达郑州东站。在那里，
他又乘坐城际高铁直达新郑机场，登机
后经停新疆乌鲁木齐飞往喀什。前后仅
10多个小时，杜筱龙和战友便跨越 4000
多公里顺利到达目的地。
“如此快捷，既在意料之中，又在意

料之外。”看着带有几分青涩的年轻面
孔，新兵团教导员程立伟颇为感慨。随
后，他跟大家分享了自己的一段经历：10

多年前，从军校毕业的程立伟从武汉转
乘至西安，又从西安转乘至宝鸡，最后才
从宝鸡转乘至新疆地区。
“那时候，火车运行速度很慢，乘坐

条件也差。一路上坐车就要耗费 60多
个小时，再加上转乘耗时，等到了目的
地，整个人累得像是散了架。”程立伟说，
我们国家的发展日新月异，尤其是在交
通运输领域，铁路网纵横延伸，公路网四
通八达，民航面貌焕然一新。趁此东风，
军事运输投送从早期的闷罐车、绿皮车，

已发展到“和谐号”“复兴号”，有的地方
甚至采用航空运输。

说着话，他随手拿起报纸为大家读
了一段文字：到 2018 年末，全国铁路营
业总里程达到 13.2万公里，较 1949年增
长 5倍多……“经济社会发展惠及国防
和军队建设，这一切得益于我们党坚强
有力的领导。”程立伟感叹道。他介绍，
尽管中间经历多次换乘，但在驻地军代
表的协调下，每个环节都几乎是无缝衔
接，实现了高效转运。

“在很多细节上，工作人员都做得贴
心、到位。”杜筱龙说，这让他备受尊崇、
倍感亲切和温暖。他介绍，转运期间，郑
州地铁公司不仅开辟了军人专用通道，
还特意预留了车次和车厢。在郑州东站
军人候车室，大家还吃上了工作人员准
备的月饼和热腾腾的饭菜。

记者了解到，在郑州市内的转运线
路并不是刻意设置的，而是工作人员结
合转运计划视情安排的。据驻豫某交通
运输军代室负责人周凯介绍，当时，因举

行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
会，郑州市内多条道路施行限行措施。
选乘地铁和城际高铁，不但避开了限行
道路和拥堵路段，而且将原乘坐汽车从
市区到机场 1小时的耗时缩短至 17 分
钟，大大提高了兵员同城转运效率。
“‘三山夹两盆’也阻挡不了新疆群众

的脚步了。”杜筱龙了解到，正在建设的高
速公路、铁路和机场将把驻地与外界联系
得更加紧密。他相信，背靠国家发展的
“大树”，边疆地区建设必会越来越美好。

十余小时跨越八千里
——新兵杜筱龙转运途中感受祖国变化

■张彦昕 本报记者 周 远

亲历者说

改革，走精兵之路

在展厅入口处的“屹立东方”展区，
一张中央军委签发于 1950年 5月 12日
的《关于同意一野编制缩减数》的批示
引起很多参观者的兴趣。上面密密麻
麻的批注，以及 4个A的等级，显示了这
份文件当时被重视的程度。

同一展厅里，一幅幅展现我军新的
军兵种组建的画面，也让人感慨万千：
从 1950年开始，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组
建公安部队、防空部队和炮兵、通信兵、
防化兵、铁道兵等领导机构和部队。
1950年 4月 1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
领导机构成立……

共和国成立，百废待兴之际，军队改
革发展就已提上议事日程。这一减一
增，正是一种无声的宣示：强国必强军，
强军必改革。翻开新中国70年来波澜壮
阔的巨幅画卷，改革强军的历史回响深
远而悠长，响彻在强国强军的伟大征途
上：一部军队发展史，就是一部军队改革
史；改革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
招，也是决定人民军队未来的关键一招。

在“改革开放”展区，1985 年 6月 4
日，邓小平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伸出
一根指头的照片赫然入目——在那次
会议上，中央军委宣布：中国人民解放
军减少员额 100万，人民军队就此踏上
中国特色精兵之路。

在“走向复兴”展区，2015 年 9月 3
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
西斯战争胜利 70周年大阅兵的画面震
撼世界——在那次阅兵式上，习主席宣
布：中国将裁减军队员额 30 万。这一
年，人民军队全面实施改革强军战略，
在中国特色强军之路上迈出关键一步。

70 年来，人民军队从多次精简整
编到打破总部体制、大军区体制、大陆
军体制，从改革开放之初的十一大军区
到今天的五大战区，从上世纪 80 年代

百万大裁军到新时代裁减军队员额 30
万……伴随着国家改革开放的伟大进
程，军队改革聚焦构建中国特色军事力
量体系，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军事制
度，大开大合、大破大立、蹄疾步稳，人
民军队体制一新、结构一新、格局一新、
面貌一新。

2017年 7月 30日上午，庆祝中国人
民解放军建军 90周年阅兵在朱日和联
合训练基地隆重举行，34个地面方队和
空中梯队按作战编组列阵沙场，战略支
援部队等新组建部队全新亮相。

阅兵场只是人民军队不断改革重
塑的一个缩影。

今天，我军陆军占全军总员额比例
首次下降到 50%以下，“大陆军”体制被
打破；与之相对应的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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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陆军 18个集团军已调整组建
为 13个集团军，陆军合成层级从军到旅
再到营，充实、合成、多能、灵活的部队
编成逐步形成，人民军队向着实现党在
新时代的强军目标、全面建成世界一流
军队阔步迈进……

砺剑，铸大国重器

如果说成就展是一条淌过 70年的
时间长河，其中标示的 150个“新中国第
一”就是这条长河中的颗颗珍珠。而在
这一颗颗珍珠中，70年来国防和军队建
设的一件件成果，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

1956年 7月，新中国第一架喷气式
飞机——歼-5型飞机首飞成功，标志
着中国成为当时少数几个能够制造喷
气式飞机的国家之一；1958 年 3 月，中
国人民解放军在甘肃某地成立第一个
导弹试验训练基地；1960 年，第一枚近
程地地导弹——东风 1号发射成功，实
现了中国导弹研制史上“零”的突破；
1964 年 10 月 16 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

在罗布泊核试验场爆炸成功，打破了少
数国家的核垄断……从“万国牌”到“中
国造”，从引进技术到自主创新，这一个
个“第一”，勾勒出我军武器装备坚持自
主式发展、跨越式发展、可持续发展的
清晰路径。
“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中国

首艘核潜艇劈波斩浪的画图，不禁让人想
起毛主席的这句话。尖端技术、高新武
器，是一个国家的看家本领。国之重器、
大国佩剑，买不来、要不来，惟有靠自己。

70年，国之重器横空出世；70年，大
国雄兵屹立东方。在“走向复兴”展区，
进入新时代的人民军队向人们展示了
跨越式发展的壮阔前景：一批批信息化
程度高、具备世界先进水平的武器装备
列装部队，让参观者深切感受到中国特
色强军之路的铿锵步伐——

2017年 4月 26日，中国首艘国产航
母在大连下水。中国两艘航母首次在
大连造船厂内“双舰合璧”，标志着中国
海军进入“双航母”时代。

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90周
年阅兵中，中国战略导弹部队以 1个部
队方队和 4个导弹方队、5型导弹组成
战略打击群，光荣地接受检阅。

2017 年国庆节前，国防部发布消
息：歼-20 飞机列装部队，试验试飞工
作正按计划顺利推进。以歼-20、运-
20为代表的一大批新型战机，成为人民
空军的闪亮名片……

和平，我们的承诺

在一张展示“和平使命-2005”演习
的照片前，老兵张健凝视良久。

2005年 8月 18日至 25日，中俄“和
平使命-2005”联合演习在俄罗斯符拉
迪沃斯托克和中国山东半岛及附近海
域举行。中俄双方派出陆、海、空军和
空降兵、海军陆战队以及保障部队近万
人参加，张健就是其中一员。

“国家间军队的联合演习，是增加
互信从而获得安全稳定环境的重要途
径。”张健深有感触地说。

如今，这种为了和平的出征，正越
来越频繁，越来越常态化。一张俄罗斯
楚戈尔演习场的照片展示了这一趋势：
2018年 9月，我军参加了在俄罗斯举行
的“东方-2018”战略演习。此次演习中
方参演兵力约 3200 人，各型装备车辆
1000余台，固定翼飞机和直升机 30架，
是中国军队历史上派兵出境参演规模
最大的一次。

70年来沧桑巨变，当年那支“小米加
步枪”的军队，正以全新的面貌和更加自
信的姿态走向世界舞台，为推动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贡献自己的力量——

1990年，中国首次向联合国停战监
督组织派出5名军事观察员；1992年，中
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第一支蓝盔部队赴
柬埔寨执行维和任务……近 30年来，中
国军队已先后参加 24项联合国维和行
动，累计派出维和军事人员3.9万余人次。

2014年西非埃博拉疫情肆虐，中国
军队向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派出多批医
疗队。“有人因埃博拉走了，中国因埃博拉
来了……”一首改编自利比里亚民谣的歌
曲《消灭埃博拉》，是中国担当和平使者、
弘扬国际人道主义精神的生动见证。

2015年，尼泊尔发生 8.1级大地震，
中国军队和武警部队的 8支救援力量第
一时间向尼泊尔灾区汇聚；2018 年、
2019年，中国和老挝两军“和平列车”医
疗队两次紧急从联训转向救援实战，全
力救护突发灾难中的伤员，受到两国人
民高度赞誉。

……
走出展馆，记者脑海里反复闪现那

张中国公民被专机护送回国后亲吻祖国
大地的照片。事实上，伴随着使命任务
的拓展，中国军人的身影越来越频繁地
出现在国门之外。从也门撤离中国公民
和 279名外国公民、海军编队护航亚丁
湾、“和平方舟”医院船执行“和谐使命”
任务……我们相信，一个走向复兴的中
国，将会给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的力量！

大国雄兵入画来
—从“伟大历程 辉煌成就”大型成就展看国防和军队建设

■本报记者 钱晓虎

国庆节期间，一大批观众走进北京

展览馆参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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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一张张图片展板、一件件

实物模型、一段段视频资料、一项项互

动体验，全方位回顾和感知共和国走过

的光辉历程。这是观众在“走向复兴”

展厅参观。 谢中武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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