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党情国情

论中国共产党强军思想的演进
——以党的十八大报告和十九大报告为据

刘亦函

摘 要：国防和军队建设是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必要保障。从十八大召开到十

九大召开的5年时间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

业不断取得重大进步，国防和军队建设硕果累

累。进入新时代后，新的主客观条件要求国防

和军队建设要有相应的变化。十九大报告在

国防和军队建设方面提出了新的强军思想，即

习近平新时代强军思想。十八大报告到十九

大报告中，党的强军思想的演进是新时代的党

和人民智慧的凝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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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为拯救中国人民于水火，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老一辈革

命家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

权”的革命道路，这是中国共产党从大革

命以及随之多次起义失败后的革命实践

中总结出的，也是第一次意识到了武装力

量对于一个领导革命事业的政党的必要

性。“枪杆子里出政权”是当时党对拥有武

装力量的重要性进行的最精辟的概括。

以此为起点，军队建设就成为了中国共产

党在进行自身建设发展的重要关注点之

一。

新中国成立后，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

大复兴，党的军队更是担负起了保家卫国

的重大责任，军队建设和国防建设融为一

体。在之后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国

防和军队建设都作为一个十分重要的方

面被不断提及。党的每一代领导集体都

根据当时历史环境的需求对国防和军队

建设制定了相应的发展措施。十八大以

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取得重大

进步，国防和军队建设硕果累累。但在迈

入新时代后，主客观条件的变化势必要求

国防和军队建设也有相应的变化，而其新

的理论必须符合事物发展过程中所形成

的新特点。党的十九大报告《决胜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伟大胜利》与十八大报告《坚定不移沿

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而奋斗》中对国防和军队建设

的不同阐释和要求，正是这种规律的直接

体现。

一、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指

导理论

中国共产党是在实践活动中十分重

视指导理论的政党。毛泽东在《实践论》

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强调理论

对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
转过来为实践服务。”理论和实践的相互

作用不仅包括理论对实践活动处于重要

的指导地位，而且要求理论应该根据实践

中实际情况的变化而进行更新。指导理

论事关我国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成败。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国防和军队

现代化建设，必须以毛泽东军事思想、邓

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江泽民国防和

军队建设思想、党关于新形势下国防和军

队建设思想为指导。”明确了在“新形势”

下的“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

想。党的十九大报告中，“确立新时代党

的强军思想在国防和军队建设中的指导

地位”，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作为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指导理

论。新的指导理论，是在全面总结全党十

八大以来的 5年的国防和军队建设中所

取得的成就和遗留的不足的基础上，立足

于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紧扣客观

实际情况提出来的。当今世界，大国之间

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的博弈加

强，国际新军事革命加速发展，这对于我

国来说既是挑战也是重要的战略机遇

期。如何在国防和军队建设上紧跟时代

发展脉络，利用好这个战略机遇期，顺势

而为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就要求进行理

论的创新。新时代的新理论是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只有紧跟时

代进行理论创新，才能建设符合时代需要

的国防与军队，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

业不断向前发展。正如列宁在《怎么办》

中所说：“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

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只有以不断创

新的、先进的指导理论为指南，才能建设

强大的国防和军队，实现强军梦。

二、国防和军队建设的

功能

事物的功能是由事物内部机制所决

定的，一般不会发生变化。因而十九大报

告延续了十八大报告关于国防和军队建

设功能的提法。

十八大和十九大报告均提到：“中国

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这是国防和军

队建设的功能。从新中国成立之日起，西

方国家就没停止过为颠覆社会主义的中

国而采取各种手段。其中，军事力量的威

胁是最直接的手段，这使得中国不得不重

视防御性的国防建设。一方面，新生的社

会主义中国在经济上十分落后，为了巩固

人民政权，既要发展轻工业以提高国家的

经济实力，又要发展重工业，防止敌人来

犯。当时的领导人提出的“两条腿走路”

的方针，就是以此作为出发点的。另一方

面，中国是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

国家，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最基本的

指导思想。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以

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决定了共产党的性质，

决定了国家的制度，也决定了社会主义的

中国不会像资本主义的西方国家那样进

行资源的掠夺和资本的扩张。这是“中国

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的根本原因，由

国家的性质所决定的。在当前的国际形

势下，面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势力对我

国国境安全的挑拨，比如，南海事件、洞朗

对峙等，妥善有效地处理好这些事件不单

需要外交策略，更需要强大的国防和军队

这些客观条件作为有力支持。这表明国

防和军队建设的功能将继续发挥作用。

三、国防和军队建设的目

标与动力

目标的确立为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实

践活动指明了方向，反映了实践主体对实

DOI：10.16653/j.cnki.32-1034/f.2018.12.005

-- 09



党情国情

践活动所指定的预期目的和价值期望，具

有现实性。而目标的产生和达成则需要

一定动力的驱使，而动力主要是由主体内

部的矛盾运动所产生，同时也受到外部客

观因素的影响。

1.国防和军队建设的目标

对比两次党代会报告可以看出，在十

八大报告中，主要是强调了一个阶段性目

标，即“加紧完成机械化和信息化建设双

重历史任务，力争到 2020年基本实现机

械化，信息化建设取得重大进展”。这是

在 21世纪初党中央制定的国防军队建设

“三步走”规划的第二步的发展目标，具有

较强的阶段性特征。而在十九大报告中，

以“强军”这一概念对国防和军队建设进

行了概括，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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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强军目标体现了更强的

现实性和具体性，同时也是在总结了中国

共产党在长期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形成的

一系列优良传统的基础上提出的。

“听党指挥”这一理论的提出，具有深

厚的历史背景。从大革命失败到南昌起

义的爆发，是中国共产党建立人民军队的

初期，当时对于如何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

还缺乏经验。在秋收起义失败后，军队的

军官和士兵中溃逃之人很多，由起义初期

5000人的部队很快变为仅剩700人，其中

最大的原因就是缺乏党对工农士兵进行

的宣传和政治工作，士兵甚至不明白暴动

的意义，使起义仅仅成为了一种单纯的军

事行动，忽视了党的领导。为解决这一问

题，时任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书记的毛泽

东在三湾村对部队进行了改编，提出了

“支部建在连上”的军事制度，在连队建立

党支部，保证党的思想路线能够在基层士

兵队伍中得到宣传。在 1929年召开的古

田会议上，通过的决议，从理论上阐明了

“党指挥枪”的重要军事原则，最终确立了

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为后来取得新民主

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军事基础。毛泽

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总结道：“红

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

上’是一个重要原因。”由此可见，“听党指

挥”这一原则是人民军队不断发展壮大和

取得革命胜利的重要法宝和灵魂。

“能打胜仗”从根本上概括了党对人

民军队内在功能的价值需求，将其定为国

防和军队建设的目标，是为了保证其价值

生产，以满足新时代强军强国的价值消费

要求。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军队是要

准备打仗的，一切工作都必须坚持战斗力

标准，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能打胜

仗”作为军队功能的核心，要求以信息化

建设为方向，坚持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

的标准，作为新时代强军建设的目标

之一。

“作风优良”是把人民军队建设成为

世界一流军队的重要保证，其内涵十分丰

富，比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建立在自

觉基础上的严格纪律；艰苦奋斗不怕牺牲

的政治本色；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群众

路线和民主制度，等等。它是对革命战争

年代中一点一滴形成一系列优良传统的

继承和发扬。据史料记载，1935年中国工

农红军历经千难万险到达陕西吴起镇时，

当时的吴起镇仅有 11户人家，难以供养

起 7000人的大部队，红军战士就露宿在

野外，因为做饭的锅不够用，便向老乡借

了一口水缸和一个瓷盆，结果缸和瓷盆全

烧裂了，于是红军向老乡赔了两块银圆。

后来这口锅被称为“红军锅”，现存于陕西

吴起革命纪念馆。这正是红军不进民房、

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有失误就有相应赔偿

的优良作风的生动体现。

2.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动力

动力受事物发展的内外因作用而产

生。十八大报告指出：“紧跟世界新军事

革命加速发展的潮流，积极稳妥进行国防

和军队改革，推动中国特色军事变革深入

发展。”表明了当时实现国防和军队建设

的目标的动力是由“紧跟世界新军事革命

加速发展的潮流”的要求与我国国防和军

队体制的不完善导致的军事实力的落后

之间的矛盾产生的，这主要强调了“世界

军事革命”这一外部因素。十九大报告提

到：“面对国家安全环境的深刻变化，面对

强国强军的时代要求，必须全面贯彻新时

代党的强军思想。”这表明，新时代下我们

强军目标的动力来源于国家内部的要求，

是“国家安全环境的深刻变化”与当前国

防和军队的实力不能满足适应这种深刻

变化之间的矛盾产生的。当前社会受多

元化思潮的影响，西方国家制度的普世价

值等对我国社会的思想文化造成了巨大

冲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

主导地位刻不容缓，因此，意识形态和思

想文化领域的复杂形势对我军坚持听党

指挥这一根本原则提出的严峻挑战。随

着世界科技的飞速发展，人类世界进入了

信息化时代，因而信息化战争这一全新的

战争形态对我军能打胜仗提出的严峻挑

战。长期的和平环境和复杂的社会环境

对我军保持和发扬人民军队的优良作风

也提出的严峻挑战。只有认清事物发展

的动力，才能更好地制定相应的目标和实

现目标措施。对我国的内部矛盾和外部

矛盾的准确把握，是强军目标得以实现的

前提。

四、国防和军队建设的路

径与措施

新时代对我国的国防和军队建设提

出新的要求，为满足这些要求而订立目标

后，需要制定合适的发展路径以及有效的

措施。

1.国防和军队建设的路径

“按照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三步

走’战略构想，加紧完成机械化和信息化

建设双重历史任务”是十八大报告中提到

的实现机械化和信息化的国防和军队建

设目标的路径。在十九大报告中，针对

“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

的人民军队”这一目标，在“三步走”战略

构想的基础上，新增加了更加细化的发展

规划，即“力争到 2035年基本实现国防和

军队现代化”。这与国家发展战略规划

中，新增加的在 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

义现代化”这一历史任务相一致。

国防和军队的强大是实现国家强大

的必要保障。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需

要现代化的国防作为支撑。若无强大的

国防，国家就不会有稳定的发展环境。即

使有千万的黄金白银储备，最终也会在列

强的坚船利炮威胁下被夺走。近代中国

由于闭关锁国、科技落后，清末的八旗军

队的战斗力完全落后于列强很多，从鸦片

战争开始受到外国列强的侵略，在一次次

的战争失败后一次又一次地支付了巨额

的赔款。据统计，从《南京条约》开始，

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赔款银元2100万

元、1860 年第二次鸦片战争赔款白银

1600万两、1874年日本侵略台湾赔款白

银 50万两、1881年中俄《改订伊犁条约》

赔款俄币 900万卢布（合白银 500万两）、

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赔款白银 2.3亿两、

1901 年的八国联军侵华赔款白银 4.5 亿

两。近代中国在战争赔款中，总共支付了

（下转第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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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于 10亿两白银。中国的劳动人民千

百年来辛勤劳作付出所创造的财富就这

样因为战争的失败而被无情的夺走。因

此，国防和军队建设的现代化进程必须同

国家经济发展进程相一致。十九大报告

中新提出的发展路径符合国家发展的客

观要求。

2.国防和军队建设的举措

十八大报告中提到的国防和军队建

设的举措主要有“积极稳妥进行国防和军

队改革”“加大依法治军、从严治军力度”

“坚持走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式发展路子，

坚持富国和强军相统一”等。十九大报告

中除了坚持上述几点，还提出了“树立科

技是核心战斗力的思想，推进重大技术创

新、自主创新，加强军事人才培养体系建

设，建设创新型人民军队”这一新的举措。

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传统的作战方

式不断地发生变革。从公元前后人类初

步掌握金属冶炼的冷兵器时代，逐步过渡

到黑火药时代，再到 18世纪的工业革命

带来的技术变革时代，然后发展到 20世

纪末由网络技术的成熟开启的多元一体

化联合作战新纪元，作战方式的变革无一

不是由技术更新所引发的。而在当前新

时代下人类发展进入全球化、网络化、数

据化、智能化时代，技术变革是军事变革

的起点，势必产生新的现代化作战方式。

我国的军事势力与发达国家尚有一定的

差距，但这种差距是可以缩小并最终对其

进行超越的，而其关键则是要进行创新发

展。科技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

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

通过技术创新、自主创新，将其转化为军

事领域的现实成果，以满足现代化战争的

需求。这需要把创新放在发展举措的核

心位置上。因此，十九大报告新提出了国

防和军队建设需要开展的科技创新这一

新的举措，这是在对人类文明发展史的深

刻总结之上得出的科学的理论。

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

化理论为指导思想的政党。新时代的新

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继承和

发展，从新中国成立之日起的毛泽东等人

对国防和军队建设做出的理论探索，到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建立，再到十

九大报告中确定的习近平新时代的强军

思想，无一不闪耀着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

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光芒。马克思主义认

为，事物处于不断发展的变化过程之中，

矛盾的产生与解决是事物发展的动力

——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指导理论的变化，

目标与动力的确定正是对其准确的印

证。理论的建立来源于实践需要，客观条

件的变化就要求对指导实践理论进行创

新——国防和军队建设的路径与措施，其

理论出发点正在于此。现实的人的解放

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出发点——国

防和军队建设的功能设置是围绕着人民

群众的需求而展开的，是为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价值需要而构建。

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新时代的强军思想凝

聚了党和人民的智慧，为我国国防和军队

建设提供了科学的指引；强大的国防和军

队的建立必将为开辟中国的强国之路、实

现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开启人类文明社

会的新篇章提供可靠的力量保障。

（作者单位：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

义学院）

（上接第10页）

需要而展开的改革。改革的主要内容见

图3。
3.文化系统培育社会文化力的目标

及内容

以前沿文化研究为动力，提高社会文

化力，为以下问题寻求答案：

（1）“中国梦”在中国实现后是什么

形态？

（2）“中国梦”如何国际化以及国际化

后是什么形态？

（3）为什么说社会主义发展的目标和

共产主义的本质是“双力大解放”？

（4）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怎样才能得

到开发性保护？

(5)文化如何牵引和带动我国经济融

入“一带一路”？

(6)如何为我国做为“一带一路”战略

支撑点提供强大持久的文化支撑力？

(7)如何通过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将

我国打造成为国际主流文化漩涡区之一？

(8)文化如何牵引我国成为国际主流

经济漩涡区之一？

（9）“文化旅游”中的“文化”对国际旅

游目的地建设的“拓展效应”“溢出效应”

有哪些？

（10）为什么说目前我国文化馆的社

会职能尚未发挥出30%的作用？

（11）我国文化馆在我国文化力发展

中应该发挥和如何发挥怎样的作用？

（12）怎样才能让我国文化馆具有更

强的文化力孵化能力和机制？

（13）“群众文化”的发展如何倒逼我

国文化馆的改革？

(14)为什么说“群众文化供给侧改革”

“文化化”“文化+”“文化 TRIZ”等工程建

设是先进文化馆发展的必由之路？

(15)文化如何溶纳产业、经济、政策、

市场、企业、群众文化活动……使其实现

文化化？

......
五、后记

在新时代元年，我国打响了机构改革

的当头炮。我国文化系统的改革，不但会

改头换面，更会脱胎换骨。文化系统机构

改革的基础是什么？就是提高文化系统

自身的文化力和对社会文化力的培育能

力。积极投入到对我国文化系统改革的

探索，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

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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