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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Ｒeadjustment of Military Strategic Guideline in the 40 years’Ｒeform and Opening-up

改革开放四十年军事战略方针调整论析

★ 李银祥 宋文超

摘要: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共产党准确把握时代脉搏，积极适应国家战略调整，重新

确立“积极防御”战略方针; 深刻认识军事发展大势，积极适应战争形态发展演变，明确提出

“打赢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 科学判断国际形势，拓展深化军事斗争准备，充实完善新时

期军事战略方针; 适应国家由大向强发展新形势，聚焦备战打仗，提出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

正确定位战略基点，充实完善战略方针，为国家安全与发展利益做出了重大贡献，为创新军事

战略指导留下宝贵经验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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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指出，军事战略是管总的，军事战略科学准确，就是最大胜算，军事战略失误，必然导致方

向性全局性失误。①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国家以很少的国防投入，年度军费开支占 GDP 的比重往往只有

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发达国家的 1 /3②，却有效维护了国家主权安全、保证了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机遇

期。环顾世界，这是非常不易做到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军事战略的正确指

导。在中国，由于军事战略的精髓集中体现于军事战略方针，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军事战略的演变主要表

现为军事战略方针的与时俱进。

一、准确把握时代脉搏，积极适应国家战略调整，重新确立“积极防御”战略方针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严酷的周边安全环境等多种原因，整个国家处于全面战争状态，严重制约

了国家的发展，尤其是经济建设几近崩溃边缘。70 年代末，邓小平对国际战略形势和我国安全环境作出

精准判断，石破天惊地指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两大主题”③，认为世界大战和针对我国的全面战

争有可能推迟或避免。国家战略全面调整，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在此背

景下，1985 年，我国国防和军队建设指导思想由 “早打、大打、打核战争”，转到和平时期现代化建设

的轨道上。1988 年 12 月，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把军事战略方针由 “积极防御、诱敌深入”重新确

立为“积极防御”，对我国战略环境的判断是“北重南轻”，现实威胁是“北缓南急”，现实军事斗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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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在南线，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由立足于应付全面反侵略战争，向重点应付可能发生的局部战争和军事

冲突转变。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军事战略方针的一次重大转变，从全局上调整了平时与战时、经济建设与

国防建设的关系，国防和军队建设必须服从、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这个大局。据此，军队实行在“忍耐”
中求发展的原则，在裁减 100 万员额的基础上，对军队建设的各个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具有重大意义的改革，

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提高军政素质，增强在现代战争条件下的自卫能力而进行长远的根本性建设，从而

真正走上了和平时期发展的健康轨道。实践证明，这次战略调整对军队建设起到了强有力的推动作用，对

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创造了必要条件，为从根本上实现“富国强军”起到重要指导作用。

二、深刻认识军事发展大势，积极适应战争形态发展演变，明确提出 “打赢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

战争”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特别是 1991 年

海湾战争的爆发，战争形态演变初露端倪，引起了广泛的强烈震动。对此，党中央对形势作出了新的判

断: 在今后一个较长的时期内，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避免新的世界大战是有可能的，为我们集中精力

进行经济建设提供了条件; 在新格局形成过程中，世界各种矛盾都在深入发展，各种力量正在重新分化

组合，各种重大的战略关系正在调整，为我们在国际斗争中运筹帷幄，纵横捭阖，创造了许多新机会;

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亚太地区形势保持了相对的稳定，为我们发展国民经济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外部

环境; 特别是高新技术广泛运用于战争，军事领域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必须引起高度警惕高度重视。
为此，1993 年初，确立了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明确把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放在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

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重点准备同强敌作战，重点应付敌人的海空袭击。强调服从和服务于国家发

展战略，保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祖国统一和社会稳定，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强有

力的安全保证。强调提高军事威慑能力和实战能力，突出“遏制战争、打赢战争”的思想内涵。强调突

出重点，狠抓质量，努力提高中国人民解放军高技术条件下的作战能力。这一军事战略方针是中央军委

敏锐观察世界军事斗争发展新动向，站在世界军事变革制高点上提出来的。它瞄准了世界科技发展的最

前沿，抓住了未来军事斗争发展的根本方向，明确了我军各项工作的 “聚焦点”和 “着力点”。在此基

础上，确立了把依靠科技强军、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作为军队建设的长远目标。这从军事力量建设

和军事力量运用两个方面回答了一系列重大问题、提出了正确的指导原则。我军也开始了 “未来打什么

仗”“建设什么样的军队”的积极探索。基于对战争形态发展的正确判断，党中央又及时提出了 “积极

推进中国特色的军事变革”的战略任务。其实质是要求处于重大时代转型期的中国军事完成由工业时代

向信息时代的方向性、整体性和系统性的转型。这次战略调整，解决了我军建设和改革的方向性问题，

为军队建设和发展赢得了先机和主动。

三、科学判断国际形势，拓展深化军事斗争准备，充实完善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

跨入新世纪前后，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共十六大确定了紧紧抓住 21 世纪头 20 年重要战

略机遇期，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世纪新阶段国家发展战略。台海局势恶化，反“台独”军事斗争准

备成为最重要、最现实、最紧迫的任务。为适应国家发展战略，2004 年 6 月，军委召开扩大会议，将战略

指导的重心转向管控战争和危机，将“积极防御”战略指导思想的内涵拓展为“遏制危机、控制战局、打

赢战争”。明确要努力遏制危机，防止战争发生。一旦战争爆发，要有效控制战局，确保打赢战争。可以

说，把遏制战争、延缓、推迟和避免战争的爆发置于优先考虑的位置，维护重要战略机遇期，保证国家发

展战略的顺利实施，是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的基本着眼点。同时，强调战略机遇期并不是保险期、平静期，

也可能被打断，最有可能打断战略机遇期的因素就是军事威胁，特别是战争威胁。发生外敌入侵的大规模

战争的可能性可以排除，但是围绕台湾问题发生一场有强敌干预的局部战争的可能性不能排除。因此，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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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战略目标就是要遏制和打赢可能发生的战争，为维护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提供坚强有力的安全保障。科学判明世界新军事变革加速发展，战争形态发生质的变化，提出信息化战争

将成为 21 世纪战争的基本形态，把军事斗争准备基点从准备打赢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转到准备打赢信

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要求坚持机械化和信息化复合式发展，推动中国特色军事变革深入发展，围绕作

战需求抓好能力建设，突出战略重点抓好基础工程，按照打赢标准抓好工作落实，明确了军队建设和军事

斗争准备要求。制定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发展战略，科学解决了“建设什么样的军队、怎

样建设军队”和“打什么样的仗、怎样打仗”这两个基本问题。胡锦涛主持军委工作之后，进一步提出把

科学发展观作为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要指导方针，军队要全面履行“三个提供、一个发挥”的历史使命，

重点加强核心军事能力建设，统筹抓好非战争军事行动能力建设，提高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

事任务能力等，充实拓展了军事战略方针的内容，充分体现了国家战略利益的根本要求，深刻揭示了战争

形态演变的本质规律，客观反映了敌我力量发展变化的基本情况，创新了我军基本作战思想和军队建设思

想，推动了国防和军队建设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创新发展。

四、适应国家由大向强发展新形势，聚焦备战打仗，提出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

当军队和国防建设进入 21 世纪第二个十年后，国际形势深刻演变，国际力量对比、全球治理体系结

构、亚太地缘战略格局和国际经济、科技、军事竞争格局正在发生历史性变化。特别是中共十八大之

后，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接过历史接力棒，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踏上实现伟大复兴的新征

程，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与此相适应，国防和军队建设也进入了新时代，习近平作为军队

统帅，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理论勇气和战略智慧，对国防和军队建设作出深邃思考和战略筹划，提出

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新要求，形成了习近平强军思想。① 2014 年 7 月，习近平领导制定了新形势

下军事战略方针，将军事斗争准备基点调整为战争准备基点，并将其放在打赢信息化局部战争上，突出

海上军事斗争和军事斗争准备，强调进一步拓宽战略视野、更新战略思维、前移指导重心，整体运筹备

战与止战、维权与维稳、威慑与实战、战争行动与和平时期军事力量运用，注重深远经略，塑造有利态

势，综合管控危机，坚决遏制和打赢战争，与时俱进创新了军事战略指导，极大丰富发展了我们党的积

极防御战略思想。提出坚决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

全、发展利益，坚决维护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坚决维护地区与世界和平，为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保障的新时代军队历史使命，提出应对各种突发事件和军事威胁，

有效维护国家领土、领空、领海主权和安全; 坚决捍卫祖国统一; 维护新型领域安全和利益; 维护海外

利益安全; 保持战略威慑，组织核反击行动; 参加地区和国际安全合作，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 加强反

渗透、反分裂、反恐怖斗争，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 担负抢险救灾、维护权益、安保警戒和支

援国家经济社会建设等战略任务，明确了军事力量建设与运用的目标方向，实现了我军使命任务的新拓

展。提出坚持灵活机动、自主作战原则，把“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作为战争指导艺术的最高境界，运

用诸军兵种一体化作战力量，实施信息主导、精打要害、联合制胜的体系作战，把握新时代人民战争的新

特点新要求，创新内容和方式方法，充分发挥人民战争的整体威力，实现了信息时代我军战争指导和作战

思想的重大创新。提出构建全局统筹、分区负责，相互策应、互为一体的战略部署和军事布势，强调优化

战略布局既要关注陆地、海洋、空中等传统安全领域，还要关注太空、网络空间等新兴安全领域，通过优

化战略布局创造战争胜势。强调更加注重聚焦实战、更加注重创新驱动、更加注重体系建设、更加注重集

约高效、更加注重军民融合，强化作战需求牵引，提高创新对战斗力的贡献率，全面提高我军体系作战能

力，提高国防和军队发展精准度、促进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协调发展、平衡发展、兼容发展，进一步明确

① 参见本书编写组: 《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7 年，第 4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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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军队建设发展的战略指导①。我军正在经历从创立、发展到强大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

队的光明前景。
可以说，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军事战略方针与时俱进的创新发展为我国快速接近世界舞台中央作出了

重大贡献，有效应对了各种严峻挑战与风险，产生了巨大的政治效益、国防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

益，也给予我们丰富的实践启示:

启示之一: 高度重视军事战略方针的制订与实施。军事战略指导科学准确是最大的胜算。改革开放

以来，党中央、中央军委从当时的形势任务出发，研究制定了各个历史时期的军事战略方针，确立了不

同时期的军事战略指导思想，对于筹划军事力量建设和军事斗争准备、对于维护国家安全利益发挥了重

要作用。作为筹划和指导军事力量建设和运用的总方略，军事战略是党和国家军事政策的集中体现，关

乎战争胜败，关乎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必须高度重视。
启示之二: 把维护国家利益作为制定军事战略方针的最高准则。军队作为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维护国家利益的工具。军事战略方针只有把维护国家利益、特别是国家安全利益作为主旨，才能

正确把握战略指导方向，达成军事斗争的根本目的。四十年来，国家利益的重心由生存向发展、由发展

向民族伟大复兴转移，正是适应这种转变，军事战略方针也做出了相应的调整和改变，有效保障了国家

正常建设和发展，也维护了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与形象。
启示之三: 与时俱进推动军事战略指导创新发展。军事战略指导的生命力在于应时而变、应势而

动。战略环境和战略形势的不断变化，决定了军事战略指导不能一成不变，要根据情况的发展与时俱

进，不断推动军事战略指导的创新发展。
启示之四: 超前筹划前移战略指导重心。军事战略指导重心，依据社会状态的不同而有所差异。战

争时期，重心在求战胜; 临战期间，重心在抓战备; 和平时期，重心在保安全。和平时期保安全，小

国、弱国重在适应形势，避免战争; 大国、强国重在塑造态势，寻求主导。在我国由大向强转变的新时

代，应前移战略指导重心，更加注重塑造应战态势。
启示之五: 主动进取敢于斗争。随着民族复兴的进程，遇到的阻力将会前所未有，斗争的激烈程度

将会前所未有，国家安全面临的挑战将会前所未有，这就决定了军事战略指导中，必须做好应对前所未

有复杂情况的准备，积极主动敢于斗争，任何畏葸不前，只能贻误战机，将会使党和国家及军队陷于

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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