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纪念改革开放 ４０ 周年

强军之路

1978年，中国迎来了一个新的起
点。这一年，中国共产党召开十一届
三中全会，全党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经
济建设上来。解放军很快确立了新

——回眸改革开放以来军队发展 40 年

的军事战略方针，实现军队建设指导
思想战略性转变，推进中国特色军

★ 李金明 王洪喜

事变革，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
取得长足发展和进步。40年来，解放
军忠实履行新世纪新阶段军队历史
使命，成为一支不负重托、不辱使命
的强大武装力量。

★ “802”演习吹响军事转
变的号角
国家要改革开放，需要一个相对
安全的国际环境，但20世纪70年代
末，祖国南疆一直枪声不断。中国政府
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迫作出决定，
以有限的兵力，用有限的时间，在有限
的地区内，对越南进行一次自卫还击

参加 802 军事演习的 69 式坦克分队

作战。1979年2月12日，中央军委下达了
《中越边境自卫还击作战命令》。17日

防御，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还适

决定于1981年秋在华北地区举行一

拂晓，自卫还击的正义之战，在广西、

应不适应当前的国际形势和军事变

次军事演习，对全军高级干部进行一

云南中越边境全线打响。

革？同时，反思了自卫还击作战中，

次战役集训，重点研究主要方向上

我军在南疆进行的自卫还击作

协同作战能力不够的问题。会议的最

防御作战的组织与实施。这次战役

战，给予对方以重创。但是，在一些

大成果，就是军事战略方针由“积极

集训，被冠之以“802会议”，由北京

战斗中，因为部队已经多年不打仗，

防御，诱敌深入”改为“积极防御”。

军区承办。

在战斗中暴露了诸如指挥失当、协同

虽然只有四字之差，却是一个重大

1981年9月，代号“802”的华北

失调、编制不合理、武器装备不配套

转变。所谓“积极防御”，就是在战

军事 演习在河北省的张北 地区开

等问题，造成了一些损失。这引起了

争初期，不再把敌人放进来，以坚守

始。参加演习的部队有陆军的步兵、

中央军委和全军高级指挥员的注意。

防御为主，而是积极运用运动战和

炮兵、装甲兵、工程兵，有空军航空

1979年7月，北京军区第六十三军尝

歼灭战，依托纵深配置的既设阵地，

兵，还有后勤分部、医院等，共11万

试组建了“合成营”训练。该营以建

坚决抗击敌人在战争初期的强大突

余人，动用坦克、装甲车1300多辆，

制步兵营为基础，加强了坦克连、榴

击，以空间换时间，制止敌人长驱直

火炮1500余门，
飞机285架，各种汽

炮连、无后坐力炮连、高射机枪连和

入，掩护国家转入战时体制，为夺取

车1万余辆。

工兵、通讯、防化、喷火等班排及相

下一阶段的胜利创造有利条件。

这次演习规模之大，动用兵力

应的后勤保障分队。“合成营”，在

邓小平在“801会议”发表重要

兵器之多，在我军历史上是最多的

探讨联合作战的新路子上，取得了一

讲话，明确表示：我赞成“积极防

一次。中央领导除人大常委会委员

定的经验，在全军引起反响。1980年

御”。会议确定了“积极防御”的新

长叶剑英身体不好没有来，包括邓

10月15日，解放军高层在京西宾馆召

的战略方针，实现了我军军事战略的

小平、胡耀邦在内的所有的中共中

开代号为“801”的会议，总参谋长

重大创新。

央政治局委员、政府领导、各省委第

杨得志主持会议，主要是讨论“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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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拓展“801会议”成果，会议

一书记几乎都来了。同时，来的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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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军委领导、全军高级干部战役

席的邓小平在一个重要会议上，坚

领导审时度势、运筹帷幄的一个核

集训班的200多名大军区、各军兵种

定地伸出右手食指：中国将裁军100

心议题。

司令员、政委等主要领导。可以说，

万！这一“指”，震惊了全世界，拉开

1993年初，中央军委召开扩大

几乎所有党政军的最高首脑都到了

了中国裁军的序幕：1985年裁军100

会议，明确提出新时期军事战略方

场。

万，1997年裁军50万，2003年裁军20

针，即“要把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

77岁高龄的邓小平特意穿上平

万，2015年裁军30万。军队员额在减

放在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

时很少穿的绿军装，亲临现场观看

少，质量却在提高，一条中国特色的

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不久，中央

演习，显得神采奕奕。他兴致勃勃、

精兵之路豁然展开。

军委又根据当代战争形态的演变，

连连鼓掌，看到精彩之处，情不自禁

此时，军民共建社会主义精神

及时调整和充实新时期军事战略方

地站起身来，连声说：
“打得好，打

文明取得突破，全国拥军优属、拥政

针，提出“高技术战争的本质是信

得好!”

爱民的“双拥”活动进入一个新的发

息化，人类战争形态正在进入信息

展时期。此后，人民军队又经历了抢

化战争阶段”，进而逐步明确界定为

险救灾、驻港驻澳等重大考验。

“打赢信息化战争”。新时期军事战

1981年9月19日，盛大的阅兵式
为华北 演习涂上了浓墨 重 彩的一
笔。这一天，火红的八一军旗迎风招
展，嘹亮的军乐激越飞扬，三军健儿
阵列整齐、雄姿英发，怀着十分激动

略方针的确立，标志着中国特色军

★ “沙漠风暴”引发军事思
想变革

的心情，接受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的

事变革的开始，带来了军事领域的一
系列变化。作为和平时期提高部队
战斗力基本途径的军事训练，率先在

检阅。邓小平身着整齐的军装，乘一

1991年1月17日凌晨，一阵阵剧

训练内容、战术运用、训练方法、训

辆崭新的红旗牌敞篷轿车，缓缓驶

烈的爆炸声，将伊拉克首都巴格达

练保障、训练管理和训练体制等方

过陆海空军排列成的53个方队，走

的市民从睡梦中惊醒，震惊世界的

面进行改革。

上庄重威严的检阅台。

海湾战争爆发。战争的进展完全出

1997年，沈阳军区第三十九集

就是在这个检阅台上，邓小平向

乎人们的意料，以美军为首的多国部

团军开展高技术条件下“以劣胜优

全军发出“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强

队，没有在伊拉克精心构筑的“萨达

三两招”活动，提出“学科学、科学

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的

姆防线”上耗费精力，而是利用空中

练”的口号。中央军委敏锐地意识

伟大号召。这是我军重新确立的新

力量和精确制导武器，直接打击伊

到，这是新时期群众性科技练兵的

时期军队建设总目标。不久，邓小平

拉克的国防部大楼、电信大楼、空军

雏形，代表了我军军事训练跨世纪

又作出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

司令部、雷达站等纵深目标。这次代

发展的基本方向。于是，中央军委决

性转变的重大决策，即从长期以来

号为“沙漠风暴”的战争行动，彻底

定由总参谋部在这个集团军举办全

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

颠覆了人们的思维定式，展现出一种

军运用高科技知识、普及深化训练

准备状态，转变到和平时期建设轨

全新的作战样式。

改革成果的集训活动，简称“辽阳集

道上来。从此，人民军队抓紧时间，

几乎与此同时，中国军事科学院

训”。集训结束后，全军迅速掀起轰

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以现代化为中

受领了一项中央军委赋予的特别任

轰烈烈的群众性科技大练兵热潮，

心的根本建设，增强在现代条件下

务——组织召开海湾战争座谈会。

叫响了“科技大练兵，一切为打赢”

的作战能力。继邓小平之后，江泽

参加会议的除了我军的高级将领，还

的口号。科技练兵成为我军军事训

民提出了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作风

有许多科技界的知名专家。研讨的

练的主旋律，各级把科技练兵作为

优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的“五句

题目是：现代战争形态发生了什么变

部队工作的中心任务，作为培养高素

话”总要求；胡锦涛集中概括了我军

化？在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

质人才的重要举措，作为提高战斗力

“听党指挥、服务人民、英勇善战”

下如何加强国防科研建设和军队现

的根本途径。全军加强高技术条件下

的优良传统；习近平强调“建设一支

代化建设？会议一致认为，研究、确

战法训练研究探索，从而实现了我军

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

定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甚为必要。

新战法研究的第二次飞跃，全军部队

民军队”。这都是为了完成党在新形

跟上世界高科技发展的潮流，尽快

从机械化条件下向信息化条件下的

势下的强军目标。

提高我军现代化水平，打赢未来可能

军事训练全面转型不断迈出新的步

发生的高技术战争，已经成为军委

伐。

1985年6月4日，时任中央军委主

★

2018-8 X I A N G C H A O

17

★

纪念改革开放 ４０ 周年

★ 走向世界的中国军人

截止到2017年12月，中国已参加

埃及、土耳其、巴西等10个国家，历

几十项联合国维和行动，共派出维

时4个多月，总航程3万多海里。这是

1992年5月5日，柬埔寨首都金边

和军事人员上万人次。维和行动也由

中国海军史上出访国家最多、时间

瓦滚奔兵营，一面联合国旗帜冉冉

起初派少量军事观察员，发展到派

最长、航程最远、影响最大的一次航

升起。好奇的平民朝里面张望，他们

遣部队执行工程保障、扫雷排爆、物

行，以令人信服的壮举，向世界证明

惊奇地发现，升旗的是中国士兵，臂

资运输、医疗救护和人道主义援助

了中国海军的远航能力。许多华侨看

章上的“CHINA”字样格外醒目。
“中

等多项任务，展示了中国军人的良好

到中国军舰，激动得流下热泪，纷纷

国的和平天使来了。”这个消息顿时

素质和精神风貌，向世界人民表明了

上舰参观，与官兵合影留念。

传遍了周边村庄。

中国爱好和平、维护和平的决心。

2008年12月26日，是一代伟人毛

正在举行升旗仪式的，是中国

2007年8月，
“和平使命—2007”

泽东的诞辰纪念日，也是人民军队历

人民解放军赴柬工程兵大队，我军

上海合作组织六国联合反恐军事演

史上的一个重要时刻。13时45分，随

历史上第一支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

习，在中国境内的乌鲁木齐拉开序

着一声“启航”的命令，3艘战舰如离

的“蓝盔”部队。“蓝盔”指的是联

幕。此次演习，是2003年以来我军第

弦之箭，乘风破浪驶向大海，白色的

合国维和行动。1945年10月25日，联

17次与有关国家军队进行的联合军

浪花在船后形成了一个长条形的方

合国诞生了一支世界性维和部队。这

演。在六国元首的注视下，演习部队

阵。从那一刻起，中国海军“武汉”

支部队的官兵，作战时戴着蓝色头

成功地完成了共同打击恐怖主义、极

号、
“海口”号2艘导弹驱逐舰和“微

盔，平时戴蓝色贝雷帽，人们又称其

端主义和分裂主义的组织协同，显

山湖”号综合补给舰组成的护航编

为“蓝盔”部队。

示了人民军队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

队，穿行4400多海里，横跨太平洋、

实力。

印度洋，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执行

1992年初，联合国秘书长加利

护航任务。

请求中国政府派出部队，参加联合
国在柬埔寨的维和行动。经党中央、

★ 从浅海走向深蓝

这是我国首次使用军事力量赴
海外维护国家战略利益，是我军首

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中国先后派
出两批共800人的工程兵部队赴柬埔

600多年前，明朝航海家郑和率

次组织海上作战力量履行国际人道

寨维和。当先遣队到达金边时，联

领庞大舰队七下西洋，穿马六甲海

主义义务，也是我海军首次在远海

合国维和部队司令桑德森中将握住

峡，过曼德海峡，沿着亚欧大陆边缘

保护重要运输线安全。

大队长李金勇的手说：
“我，望眼欲

一路南行，遍访亚非数十个国家，展

亚丁湾、索马里护航，标志着中

穿；你，雪中送炭。”

示了中国的强盛国力，传播了中华古

国海军已由浅海走向深蓝，担负起

中国部队参加维和，主要是修

老文明。今天的索马里境内，还保留

维护国家发展利益的神圣使命。

筑公路、桥梁和机场，这是最苦最累

着一个叫“郑和村”的地方。可郑和

也最能体现作风和战斗力的任务。

以后的几百年间，就很少有中国海军

从1992年4月至1993年9月，中国“蓝

走进大洋，巡游世界。

盔”部队先后完成了3个机场、4条公

1980年5月，海军、国防科工委

路、40多座桥梁、231个战场工事的

18艘舰船组成编队，驶入浩瀚的南

构筑与修复，以及其他大量的勤务

太平洋，保障我国远程运载火箭试

工程，创下了1个月修复3个机场、几

验。这是人民海军舰队第一次驶出

天时间架起一座现代化钢桥的纪录，

祖国领海。此后，人民海军多次派出

以实际行动在中国以外的土地上竖

舰艇编队访问世界上20多个国家和

起了一座“和平之碑”。

地区。

对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解放军
来说，这可是个了不起的跨越！

★ 奋起直追，发展高新武器
装备
武器装备是军队发展的重中之
重。
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中国人民
解放军及军工企业、科研单位奋起

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

2002年5月，由“青岛”号导弹驱

直追，努力学习吸收外国先进技术，

深情地说：
“对伟大英勇的中国工程

逐舰和“太仓”号远洋综合补给舰

大力发展高新武器装备，取得了令人

兵部队在联柬机构领导的柬埔寨重

组成的编队，从青岛港启航，进行中

瞩目的成绩。

建与和平行动中作出的贡献，表示

国海军历史上首次环球远航。编队

主战坦克、中型坦克、装甲输送

崇高的敬意。”

横跨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访问

车、100毫米高射炮、152毫米榴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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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001A型航空母舰完成首次出海
试验任务……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队伍里，
新的装备不断显露，各种“杀手锏”
横空而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
规化的革命军队已经成型。

★ 新时代，新征程
2012年12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
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
奔赴亚丁湾执行护航任务的中国海军第二十批护航编队舰艇

议通过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
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在新一届中央

炮、自行加榴炮、大威力火箭炮相继

2016年11月，空军试飞员驾驶

军委组成之初，习近平主席亲自领导

歼-20飞机在第11届中国国际航空航

制定了加强自身作风建设十项规定，

大型驱逐舰、高速护卫舰、中型

天博览会上进行飞行展示，这是中

向全军发出改作风正风气的强大号

鱼雷潜艇、大型常规动力导弹潜艇、

国自主研制的新一代隐身战斗机首

令。

小型登陆舰陆续下海。

次公开亮相。2017年3月9日，中央电

自2013年6月至2014年9月，全军

视台报道：歼-20已服役，属空军序

自上而下分两个批次深入开展党的

列。2017年7月30日，纪念建军90周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各级围绕

年阅兵式上，歼-20战机首次参加检

实现强军目标，按照“照镜子、正衣

阅。

冠、洗洗澡、治治病”的总要求，着

问世。

亚音速飞机、超音速歼击机、大
型轰炸机、无人驾驶机纷纷升空。
地空导弹、空空导弹、舰舰导
弹、反舰导弹和战略核导弹装备部
队。

战略火箭军基本形成了近中远

力解决“四风”问题和发生在干部战

陆军基本形成了立体机动作战

程齐全、核常兼备的武器系列，能够

士身上的不正之风。很快，
“四风”

的装备体系和比较配套的支援保障

独立或协同其他军种对敌实施自卫

得到有效遏制。下部队、开会不喝

体系。

核反击和常规打击。

酒，逢年过节不送礼，许多过去难以

海军初 步 形成了海上机 动 作

国防科研战线捷报频传，银河

解决的问题解决了。截止2014年9月，

战、基地防御作战和海基自卫核反

系列巨型计算机研制成功，长征系

全军不合理住房腾退率达到96.5%，

击作战的装备体系，海上机动编队

列运载火箭一次次发射升空，各种

超标、超配车辆清退99.9%。军委总

的防空、反潜、反舰和电子对抗能力

不同类型的卫星遨游太空，一系列

部陆续出台了《军队实行党风廉政建

有所增强。

新型武器装备进入人民军队的作战

设责任制的规定》《厉行节约严格经

序列。

费管理的规定》《从严加强军车及牌

空军基本形成了歼击机、对地
攻击机、运输机和多种支援保障飞

2012年9月25日，航空母舰辽宁

证管理的规定》等一系列制度规定，

机相结合的装备体系，构成了高中低

号列装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2013年

并开展巡视工作，为作风建设长治

空、远中近程相结合的地面防空火

11月，辽宁舰从青岛赴中国南海展开

久安提供了可靠的保障。同时，坚决

力配备和覆盖全国的地面情报雷达

海上综合演练，其间以辽宁号航空

查处了徐才厚、郭伯雄、谷俊山等一

网。

母舰为主，编组了大型远洋航空母

批大案、要案，使人民解放军更加坚

2004年，隶属成都军区驻守云

舰战斗群，编列近20艘各类舰艇。

强。

南的中国空军某师一三一团换 装

2017年1月12日凌晨，辽宁舰编队通

歼-10战机，成为中国空军第一个装

过台湾海峡，开展后续任务。

实现中国梦，必先践行强军梦，
这任务已经历史地落在了当下这一

备该新型战机的部队。歼-10战机衍

2018年5月13日清晨，中国第二

代军人肩上。前进的路不会平坦，中

生出单座及双座型号，航电系统基

艘国产航空母舰001A型航空母舰离

国人民解放军一定能够不辱使命，

本由国内研发生产。

开码头，开始海试。5月18日中午12时

踏平坎坷成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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