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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7月 31日电 8 月 1 日

出版的第 15 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人民解

放军建军 9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文章强调，人民军队的历史辉煌，是

鲜血生命铸就的，永远值得我们铭记。

人民军队的历史经验，是艰辛探索得来

的，永远需要我们弘扬。人民军队的历

史发展，是忠诚担当推动的，永远激励我

们向前。中华民族走出苦难、中国人民

实现解放，有赖于一支英雄的人民军队；

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中国人民实现

更加美好生活，必须加快把人民军队建

设成为世界一流军队。

文章指出，1927 年 8 月 1 日，南昌城

头一声枪响，拉开了我们党武装反抗国

民党反动派的大幕。自那时起，中国共

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就英勇投身为

中国人民求解放、求幸福，为中华民族

谋独立、谋复兴的历史洪流，同中国人

民 和 中 华 民 族 的 命 运 紧 紧 连 在 了 一

起。90 年来，人民军队历经硝烟战火，

一路披荆斩棘，付出巨大牺牲，取得一

个又一个辉煌胜利，为党和人民建立了

伟大的历史功勋。

（下转第三版）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本报北京7月31日电 记者欧灿、钱宗阳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 7月 31日

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招待会，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95 周年。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和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

韩正、王岐山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招待会。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灯火璀璨，洋溢着热烈喜庆的节日气氛。主席台上方悬挂着

庄严的“八一”军徽，“1927－2022”的大字年号在红旗映衬下格外醒目，昭示着中国

人民解放军走过 95 年的光辉历程。

18 时许，在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大厅，与中外

来宾欢聚一堂，全场响起热烈掌声。

招待会开始时，中央军委委员、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致辞。受习近平

总书记委托，魏凤和首先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

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民兵预备役人员致以节日祝贺，向在各个时期为人民

军队建设作出贡献的离退休老同志、老战士、转业退伍军人、革命伤残军人和烈军属

表示亲切慰问，向获得“八一勋章”的同志，向全军英模代表、全国双拥模范代表、全国

模范军队转业干部代表致以崇高敬意，向辛勤工作在国防科技工业战线的同志们致

以诚挚问候，向长期关心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各级党委和政府、人民团体，向全国

各族人民表示衷心感谢，向出席招待会的各国驻华武官及各位来宾表示热烈欢迎。

魏凤和表示，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中国共产党缔造的人民军队。95 年来，在党的

坚强领导下，英雄的人民军队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建立了不朽功勋，为

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提供了强大支撑，为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安宁作出了重

要贡献。

魏凤和指出，新时代新征程上，全军必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坚持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加快国防和军队现

代化，努力建设同我国国际地位相称、同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相适应的巩固国防和

强大人民军队，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战略支撑。

在喜庆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95 周年，祝福

中国繁荣昌盛，祝愿中国人民解放军同世界各国军队友谊长青。

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

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和中央

军委委员，曾担任党和国家以及中央军委领导职务的军队老同志等出席招待会。

出席招待会的还有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和北京市负责同

志，以及军委机关各部门、解放军驻京各大单位、武警部队负责同志；军队离退休老

干部代表，“八一勋章”获得者、全军英雄模范、首都民兵、烈军属、全国双拥模范、原

国民党起义人员代表以及外国驻华武官等。

国 防 部 举 行 盛 大 招 待 会

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5周年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和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出席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的灵魂和旗

帜，是人民军队一路向前的灯塔。95 年

来，正是我们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军

事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用以指导中国革

命战争、重大军事斗争和人民军队建设

实践，我军才能攻坚克难、战无不胜、不

断发展壮大。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

鲜明提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

飞跃。习近平强军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我们党不懈探索中国特色强军之

路形成的宝贵思想结晶，是加快国防和

军队现代化、全面建设世界一流军队的

行动纲领，谱写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军事理论和军事实践发展的新篇章。

在推进强军事业、支撑
复兴伟业中形成发展起来
的科学军事理论

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经

过长期努力，我们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

顽强奋斗、发愤图强，中华民族迎来了从

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着眼于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深刻把握强

国对强军的战略需求，围绕新时代建设

一支什么样的强大人民军队、怎样建设

强大人民军队，深入进行理论探索和实

践创造，创立了习近平强军思想这一马

克思主义军事理论中国化最新成果。

在洞察时代大势、掌握历史主动中

形成发展。国家要富强、军队要强大，必

须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

展的潮流中发展。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

未有之大变局，国际战略格局和全球治

理体系变革加速推进，特别是世界百年

变局和世纪疫情相互交织，各种安全挑

战层出不穷，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新干

涉主义有所上升，世界发展进入新的动

荡变革期。当代中国正处在由大向强发

展的关键阶段，我国越是发展壮大，面对

的外部阻力和压力越大。当前世界新军

事革命深入发展，速度之快、范围之广、

程度之深、影响之大，为第二次世界大战

结束以来所罕见。时代之问、崭新实践

呼唤和孕育着划时代的军事理论创新。

习主席以伟大历史主动精神洞察风云变

幻、前瞻谋局塑势，作出一系列顶层设计

和战略擘画，创造性回答了新时代人民

军队锚定什么目标奋进、扛起什么使命

担当、沿着什么道路前行等带根本性、方

向性、全局性的重大问题。

在统筹战略全局、谋划强军方略中形

成发展。我们党历来善于从党和人民事

业发展全局，思考谋划军事这个“国之大

事”。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统筹推进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

面”战略布局，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

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引领我们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习主席统一富国和

强军两大目标，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

事，把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放在国家现代化

进程中来运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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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深化国防

和军队改革纳入全面深化改革总盘子，把

军事创新体系纳入国家创新体系，把我军

人才工作纳入党和国家人才工作大盘子，

把依法治军纳入全面依法治国总盘子，鲜

明提出坚持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

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在强国复兴全局

下形成了强军兴军的战略设计。

在解决突出矛盾、革除问题积弊中形

成发展。新时代强军兴军面临不少“娄山

关”、“腊子口”，既有长期积累的沉疴积

弊，又有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习主席

以攻坚克难的非凡勇气和决心魄力，坚持

内外风险统筹应对、建设备战两手并举，

针对我军一度面临的变质变色严重政治

风险，坚定不移深化政治整训；针对国防

和军队建设长期存在的体制性障碍、结构

性矛盾、政策性问题，大刀阔斧全面深化

改革；针对长期和平环境下滋生的“和平

积弊”,下大气力把全军工作重心归正到

备战打仗上来。习主席提出的一系列创

新性思路和开拓性举措，明确了强军事业

破浪前行的突破口和发力点。

以体系性创新、创造性
升华开辟党的军事指导
理论新境界

新时代强军事业是一项开拓性事

业 ，是 一 场 广 泛 而 深 刻 的 军 事 变 革 。

习 近平强军思想坚守马克思主义的思

想精髓，汲取中华优秀军事传统文化的

精神特质，植根强军兴军的生动实践，以

系统思维丰富发展了党的军事指导理

论，以全新视野深化了对国防和军队建

设规律、军事斗争准备规律、战争指导规

律的认识。

关于强国必须强军。强调巩固国防

和强大人民军队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战略支撑；我军必须履行党和人民

赋予的新时代使命任务，为巩固中国共

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提供战略

支撑，为捍卫国家主权、统一、领土完整

提供战略支撑，为维护我国海外利益提

供战略支撑，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提

供战略支撑。

关于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

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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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人民军队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军队；

必须同国家现代化进程相一致，贯彻国

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全面

推进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

员、武器装备现代化，确保到 2027 年实

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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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

导。强调坚持党指挥枪、建设自己的人民

军队，是党在血与火的斗争中得出的颠扑

不破的真理；必须把党对军队绝对领导作

为我军的命根子紧抓不放，全面贯彻党领

导军队的一系列根本原则和制度，全面深

入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做到绝对忠诚、

绝对纯洁、绝对可靠；（下转第二版）

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中国化的新飞跃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之一

■钧 政

7月 3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招待会，热烈

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95 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和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等党和国家领导人

出席招待会。

新华社记者 燕 雁摄

二版推出社论

在党的旗帜下奋力
谱写强军事业新篇章

四版推出解辛平文章

英雄的军队
胜利的征程

“八一勋章”
获得者先进事迹

（第五版）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
简要事迹
（第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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