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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四十年人民军队的变与不变
文◎王卫星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吹响了中国

改革开放的号角。40 年来，在中国共

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

以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和波澜壮阔的

创新实践，实现了我国经济实力、科技

实力和综合国力的大幅跃升，人民生

活水平由 40 年前难以温饱走向全面

小康。中国共产党缔造和领导的人民

军队，也已发展成为诸军兵种合成，具

有相当现代化水平并加快向信息化迈

进的强大人民军队，在中国特色强军

路上迈进了一大步。

一

国防和军队建设指导思想随着国

际形势实行战略性转变，但我军崇高

坚定的理想信念永远不变。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同志根据

世界经济与政治发生的重大变化，敏

锐地预见到时代的主题已开始由战争

与革命转变为和平与发展，及时提出

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两大主

题的科学论断。为适应这个主题，我军

建设指导思想于 20 世纪 80 年代，从

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准

备，转变到相对和平时期正常建设的

轨道，充分利用大仗一时打不起来的

机会，在服从国家建设大局的前提下

加强军队自身建设，提出建设一支强

大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的总目

标，领导实现军队建设指导思想的战

略性转变，果断裁军 100 万，走上中国

特色精兵之路，向精兵、合成、高效的

方向大大前进了一步。江泽民同志着

眼国际国内形势的新变化，提出了“打

得赢、不变质”两个历史性课题，确立

我军建设“两个根本性转变”的改革目

标，确定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

条件下局部战争的军事战略方针,开
启了我军军事体系由机械化向信息化

的转型之路。胡锦涛同志着眼促进国

防和军队建设科学发展，以加快转变

战斗力生成模式为主线，以推进军事

理论、军事技术、军事组织体制、军事

管理创新为抓手，确定了建设信息化

军队、打赢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的

军事战略方针, 努力推进军队现代化

建设和军事斗争准备向广度深度拓

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站

在新的时代高度和历史起点，面对国

家安全环境的深刻变化，着眼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最高利益，提出

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和强军思想，

努力重振政治纲纪、重塑组织形态、重
构建设布局、重树作风形象，解决了许

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

成了许多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

动军队面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性

变化，把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

良和培养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
品德的革命军人，作为新时代强军的

着眼点和出发点，开创了强军兴军的

新局面。
无论国防和军队建设指导思想怎

么发展变化，人民军队永远是一个战

斗队的根本职能没有变，为在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国梦，提供

重要力量支撑和坚强安全保证的使命

任务没有变，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而

奋斗的理想信念始终没有变。
随着我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作

用日益凸显，人民军队也在国际安全

和地区和平中发挥着更加积极、主动、
高效的作用。中国军队始终是维护世

界和平与地区稳定的坚定力量，深化

国际安全合作，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
国际反恐合作、海外人道主义医学救

援、国际护航和救灾行动，举行中外联

演联训，积极承担相应的国际军事安

全责任和义务，为国际安全提供更多

的公共产品。中国已与 150 多个国家

开展军事交往，每年有近 400 个中外

军事代表团互访。截止 2018 年 9 月，

中国累计派出 3.7 万人次维和人员，成

为联合国维和行动最多的出兵国和第

二大出资国。2017 年联合国维和年度

预算中中国承担大约 10.25%。中国海

军先后派出了 30 批护航编队，为中外

6600 余艘船只护航，有力保障了国际

重要贸易航道安全。2014 年以来，中

国军队成建制派出 6 批次超过 20 万

人次的卫勤力量，执行人道主义紧急

救援任务，特别是赶赴利比里亚、塞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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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昂执行抗击埃博拉疫情任务，更加

充分地展示了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与大国地位。
凡此种种，都是我党我军革命理

想在新时代的弘扬升华和忠诚实践。
在党的正确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康庄大道越走越宽广，人民军队

履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越来越坚定。

二

人民军队体制编制随着时代要求

不断重塑，但我军听党指挥的军魂永

远不变。
40 年来，我军始终坚持走精兵之

路，从 1982 年撤销铁道兵和基建工程

兵开始，先后经历 1985 年裁军 100
万、1997 年裁军 50 万、2003 年裁军

20 万和 2015 年裁军 30 万五次大裁

军，由改革开放之初总规模 530 余万

人，到现在的总规模 200 万人以内，完

成了“消肿”“瘦身”“强体”的三步跨

越。
40 年来，我军不断探索优化体制

编制，1985 年前后，适应现代战争要

求，按照“精兵、合成、高效”的原则，将

11 个大军区合并为 7 个，将陆军的军

全部改编为合成集团军。1992 年后，

顺应世界新军事变革发展趋势，设立

总装备部，建立联勤保障体制，探索进

行陆军“师改旅”，扩大高技术军兵种

比例。2003 年后，深入推进中国特色

军事变革，继续精简机关、直属单位和

院校，优化军兵种部队编成结构，改善

官兵比例，完善政策制度。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推动全面深化国

防和军队改革，开启了我军历史上前

所未有的整体性、革命性变革，人民军

队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

变化。2015 年到 2016 年，我军进行了

从上到下、脱胎换骨的体制编制改革，

改革军委总部体制，调整组建军委机

关 15 个职能部门，实行军委多部门

制；改革大陆军体制，成立陆军领导机

构、火箭军、战略支援部队，健全军兵

种领导管理体制，优化军兵种结构，形

成了“军委—军种—部队”领导管理体

系；改革大军区体制，重新调整划设 5
大战区、组建军委联合作战指挥机构、
战区联合作战指挥机构，形成了“军

委—战区—部队”作战指挥体系；与新

的领导指挥体制相适应，调整组建军

委直属的联勤保障部队，建立具有我

军特色的现代化联勤保障体制，使之

成为实施联勤保障和战略战役支援保

障的主体力量；2017 年，调整组建 84
个军级单位，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

战、战之能胜的精兵劲旅；调整武装警

察部队指挥体制，实行“军委—武警部

队—部队”领导指挥体制，全面落实党

对全国武装力量统一的绝对领导。通

过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人民军队体

制一新、结构一新、格局一新、面貌一

新，为实现强军目标、建设世界一流军

队奠定了坚实基础。
建设强大人民军队，动力在改革，

出路也在改革；而坚持党对军队绝对

领导则是人民军队的建军之本、强军

之魂,是我军建设发展的命脉所系。从

三湾改编确立“党指挥枪”“支部建在

连上”的根本原则，到古田会议确立

“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鲜明底色；从

红军到八路军、新四军，再到人民解放

军，永远不变的是军魂。历史告诉我

们，党指挥枪是保持人民军队本质和

宗旨的根本保障，这是我们党在血与

火的斗争中得出的颠扑不破的真理。
强军征程上，三军将士信念如磐，

脚步铿锵, 只要党中央、中央军委和

习主席一声令下，全军上下不讲条件，

坚决执行。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

就多次强调我们的传统是军队听党的

话；党要管军队，因为军队始终是党领

导的。邓小平要求军队要始终不渝地

坚持“党的军队、人民的军队、社会主

义国家的军队”的性质。党的十八大之

后，习近平主席决定在当年毛泽东同

志铸造军魂之地的古田会议旧址，召

开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是一次不忘初

心、重铸军魂的战略性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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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方略，

把“中央军委实行主席负责制”写入党

章，在全军官兵眼里，这是坚持党对军

队绝对领导浓墨重彩的一笔，关乎旗

帜道路方向、关乎党运国脉军魂。在这

一轮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中，全军团

以上建制单位机关减少 1000 多个，非

战斗机构现役员额压减近一半，军官

数量减少 30％；移防部署的部队，接到

命令三天之内开拔；调整岗位的数百

名将军，接到命令当天即去报到……
全军官兵在不折不扣贯彻党中央、中
央军委和习主席的决策指示中强化行

动自觉，听令景从、令行禁止，用忠诚

向党和人民交出合格答卷。
实践证明，无论军队组织形态怎

么调整，军队建设内外环境怎么变化，

党对军队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

实施绝对领导，是人民军队永远不变

的军魂！我军坚决听党指挥、保持一

致，维护权威这个制胜法宝永远不会

变、不能丢！

三

战争形态随着高新科技的不断涌

现发生重大变化，但我军大无畏的战

斗精神永远不变。
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

应用，武器装备网络化、智能化、无人

化趋势明显，制信息权成为夺取战场

综合控制权的核心，战争形态加速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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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战争演变。40 年来，党中央敏

锐洞察到军事技术对战争形态、对国

家安全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及时调整

军事战略方针，积极推进中国特色军

事变革，我军进入机械化信息化智能

化复合发展新阶段。
经过 40 年不懈努力，我军科学

技术和武器装备有了长足进步，军

事实力得到极大增强，科技兴军战

略取得重大成效。一是常规武器装

备实现系列化规模化，科技含量和

信息化程度不断提高：歼—20、运—
20 等新型军机陆续交付使用；首艘

国产航母顺利下水海试；新一代中

远程弹道导弹系统成建制列装。二

是新概念新领域装备进入产品化实

战化阶段，核心关键技术实现体系

化发展：无人机已在战略战役战术

各层次、侦察炮兵通信等各兵种专

业陆续列装；军用网络基础软、硬件

先后发展多个产品型号，可实现核

心部件、核心设备、核心系统自主

化；深海、太空、网络空间防御技术

不断突破。三是适应新体制的作战

理论逐渐成型，军事理论创新基础

性、先导性作用逐渐凸显：根据国家

安全形势和使命任务需要，更新军

事战略指导方针；深入钻研信息化

战争制胜机理，设计开发适合我军

的核心作战概念和作战理论。
无论科学技术如何发展、武器

装备如何更新、战争形态如何演变，

人的因素始终是战争胜负的决定性

因素。战斗精神是军人精神力量的

集中体现，人民军队从小到大，从弱

到强，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中国军人

始终保持高昂的战斗精神，前赴后

继、勇往直前。在革命战争年代，革

命先辈们发扬大无畏革命精神，不

畏强敌、不畏霸权、不畏艰难险阻，

始终保持战斗的姿态，以大无畏的

英雄气概，从胜利走向胜利；塑造了

敢于压倒一切敌人、敢于征服一切

艰难困苦的精神品质，创造了一个

又一个战争史上的奇迹。改革开放

40 年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审时度势，

不畏革新、不畏差距、不畏挫折、勇

于尝试，带领中国人民开创了一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精兵强军

之路。
练兵先练胆，铸剑须砺锋。面对

意识形态斗争领域的负面因素对军

队战斗精神造成冲击的新形势，习

主席强调指出，“无论什么时候，‘一

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千万

不能丢，在党、国家、人民需要的时

刻，军队就是要有这股劲、这种精

神。”不畏肃清积弊、不畏重整重塑，

纠治“和平积弊”，克服“骄娇”二气，

磨砺战斗意志，培养官兵勇猛顽强、
敢打必胜的血性胆魄，就是人民军

队在当代对大无畏精神的创新和发

展，是国防和军队建设不可或缺的

重要环节，体现了党中央和中央军

委在新时代建军治军的坚定决心。

四

军人生活水平随着国家的强盛有

了显著提高，但我军艰苦奋斗的政治

本色永远不变。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共中央

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说：“改

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

招，40 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人民生活

实现了小康，逐步富裕起来了”。
改革开放 40 年，国家建设发展很

快,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军人作为社会

成员的一员,也分享着国家经济发展的

成果,实现了福利待遇随着国家经济发

展而逐步调整提高。
人民军队在物质生活丰富多彩的

社会中，仍必须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
这不仅弘扬的是传统，而且确保的是

本色。纵观古今中外，真正有战斗力的

部队，不在于享有多么优越的物资条

件，而在于是否始终坚守艰苦奋斗的

精神，能否持之以恒地做到信念不动

摇、思想不松懈、斗志不衰退、作风不

涣散。在人民军队的成长史中，艰苦奋

斗贯穿始终。在井冈山斗争中，毛泽

东、朱德和战士们一起下山挑粮、上山

种菜，一起吃红米饭、南瓜汤，铸就了

红色根据地的光辉篇章。作为我党我

军的传家宝，艰苦奋斗是党和军队事

业朝气蓬勃、兴旺发达的重要保证，永

远是人民军队最亮丽的底色。新中国

成立后，我国在极短的时间内研制出

“两弹一星”，打破了大国的核垄断和

核讹诈，这一成就是在外部面临帝国

主义武力威胁、国内经济十分困难的

情况下取得的，靠的就是自力更生，艰

苦奋斗。他们没有大型计算机，就用算

盘、手摇计算机日夜计算；没有办公

室，就趴在水泥地上设计图纸；没有仪

器，就自己制造，铝皮、三合板、蜡烛、
手电筒等都成了设计的材料和工具。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审时度

势，及时指长期和平环境对军人是个

严峻考验，如果贪图享受，就会染上

“和平病”，精神懈怠，意志衰退，滋生

这样那样的问题。人民军队的发展壮

大离不开我党我军优良传统和红色基

因的传承。新时代下的艰苦奋斗，是坚

定人民军队意志的磨刀石、炼钢炉，

是革命军人必须坚守的传家宝，必须

适应的新常态，必须树起的好样子。
只有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

才能打牢“听党指挥”的坚实基础，肩

负“能打胜仗”的历史重任，练就“作

风优良”的钢筋铁骨。可以说，我们距

离实现“中国梦”“强军梦”的目标越

近，就越需要锲而不舍、驰而不息的

艰苦奋斗。■
（作者：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

军事科学院副政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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