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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幕】福建 古田会议旧址
【解说词】
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

要知道从哪里来，更要知道向哪里去。
2014 年深秋，习近平率领 400 多名高

级将领来到闽西古田，召开新世纪第一次
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在人民军队当年脱胎
换骨的地方汲取力量。

漫山红遍，层林尽染。温故知新，寻根
溯源。

这是后继者对先驱者的缅怀追思，也
是改革者对先行者的庄严承诺。

【同期】军委政治工作部副主任 禹光
改革强军，首先要拨乱反正，激浊扬

清。习主席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一针见
血指出了部队中、特别是领导干部中存在
的突出问题。这些问题触目惊心，不解决，
改革强军就无从谈起。习主席在关键时刻
扶危定倾，挽救了人民军队，也为人民军队
改革奠定了思想政治基础。

【解说词】
重整行装再出发。改革强军的大船，

校正了前行的航向，扬起了奋进的风帆。
站在历史与时代的交汇点上，习近平

的目光投向远方：这次深化国防和军队改
革，是为了设计和塑造军队未来，既要立足
当前，又要着眼长远，使它成为历史性、突
破性的改革，为今后20年、30年国防和军
队发展打下基础。

“这是我们回避不了的一场大考，军队
一定要向党和人民、向历史交出一份合格
答卷。”习近平和中央军委以强烈的使命担
当、宏大的战略运筹、坚强的决心意志，统
领三军开始改革强军的伟大进发。

【解说词】
2012年11月15日，习近平主持新一届

中央军委第一次常务会议时就鲜明提出：
始终以改革创新精神开拓前进，深入推进
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努力夺取军事竞争主
动权。

担任军委主席的当天，习近平就宣示
了推进国防和军队改革的坚定意志和决
心。

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召
开。经习近平提议，党中央决定将国防和
军队改革纳入全面深化改革的大盘子，上
升为党的意志和国家行为。

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单独作为一个部
分写进全会《决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
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在党的
历史上是第一次。

2014年3月15日，新华社一条电讯引
爆互联网——习近平担任中央军委深化国
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组长。

党的总书记亲自担任深化国防和军队
改革领导小组组长，这在党的历史上也是
第一次。

两个“第一次”，是向党和人民立下的
改革军令状，必将成为人民军队历史上的
巍峨丰碑。

【同期】新华网总编辑 汪金福
这个消息发出后，在互联网上引起普

遍关注，不到两个小时，我们客户端的点击
量就达到170万。同时，跟帖留言也有4万

多条。我们分析这些跟帖留言发现，绝大
多数网民，百分之九十以上吧，都表示支持
和期待。这也说明广大网民对军改这个话
题，非常关心。

【解说词】
这是一场迎难而上的跋涉，这是一次

革故鼎新的起航。
在习近平的亲自筹划和指挥下，军委

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专项小组、专家咨询
组陆续组建，一大批精兵强将汇聚一堂，历
时一年零九个月的改革研究论证蹄疾步稳
展开。

习近平曾经打过这么一个比方：小帆
船可以在水里打转，绕几个弯又起来了，泰
坦尼克号要是沉了，那就是真沉了。我们
这样一个大国，这样一支军队，在改什么、
不改什么问题上要有战略定力，决不能在
根本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

“坚持用强军目标审视改革、以强军目
标引领改革、围绕强军目标推进改革。”

“准确把握军事需求，使各项重大改革
同新形势下军事战略方针一致起来。”

“牢牢把握坚持改革正确方向这个根
本，牢牢把握能打仗、打胜仗这个聚焦点，
牢牢把握军队组织形态现代化这个指向，
牢牢把握积极稳妥这个总要求。”

习近平为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立起了
根本指导。

【字幕】习主席视察驻新疆部队
【解说词】
习近平要求，在设计国防和军队改革

方案前，要先听它个八面来风，把调查研究
贯穿改革全过程。

【字幕】习主席慰问驻内蒙古边防部队
【同期】习近平
抗冰雪，斗严寒，爬冰卧雪，为祖国和

人民在这里戍边，祖国和人民都不会忘记
你们！

【字幕】习主席到海军部队、原济南军
区部队、黑龙江边防部队、原第二炮兵某基
地、酒泉某空军基地、西安某空军基地视察
调研

【解说词】
围绕研究和推进改革，他两次主持中

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三次主持召开军委改
革领导小组会议，多次当面听取有关大单
位改革意见建议，亲自组织研究改革重大
问题，还专门指示“有什么好的想法，可以
通过有关渠道向领导小组反映”。

【字幕】习主席到武警特警学院视察
调研

【同期】习近平
今天，我专门来到武警特警学院，为猎

鹰突击队授旗，大家要按照强军目标的要
求，严格训练，严格要求，严格管理。永远
啊，做党和国家的忠诚卫士。大家有没有
信心？

【同期】官兵
有！有！有！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

风优良，永远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字幕】北京 故宫西北角楼
【解说词】
紫禁城西北角楼，以它巧夺天工的精

美结构吸引着中外游客。

不远处这座明清风格的建筑，从2014
年春天开始，每一个夜晚都灯火通明，与中
南海、八一大楼的灯光交相辉映。习近平
改革强军的战略构想，在这个当年他工作
过的古朴小院变成一幅幅目标图、路线图、
施工图。

九梁十八柱七十二条脊的故宫角楼，
之所以成为建筑史上的奇迹，在于设计的
科学精巧。作为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改
革方案设计得科学不科学、精准不精准，直
接关系改革成败。

【同期】军委改革和编制办公室副主
任 何仁学

我们这次改革不是简单地修修补补和
局部改造，而是一次整体性革命性的变
革。它既不同于人民军队历史上历次的改
革，也有别于世界上其他国家军队的改革，
没有现成的样板可以借鉴，难度之大是可
想而知的。

【解说词】
体制性障碍在哪里？
结构性矛盾是什么？
政策性问题有多少？
多个改革专项小组和专家咨询组，从

军内到军外，从国内到国外，广泛调研，集
中智慧，反复论证。

数据是枯燥的，也是灵动的。
690 余个军地单位，800 余个座谈会、

论证会，900 多名在职和退休军地领导、
专家，2165 名军以上单位班子成员和师
旅级部队主官，3400 余条部队官兵意见，
改革方案前后历经150 多次调整、修改和
完善……

改革，牵动着亿万颗心。出主意，提建
议，献对策，军委改革和编制办公室每天都
会收到很多来信。他们中间，有部队官兵，
有地方领导，有专家学者，还有老红军、老
战士……

【同期】军委改革领导小组专家咨询组
成员 钟志明

改革研究论证的目的是为了求解“最
大公约数”。大家在重大问题上是有共识
的，但是具体怎么改？一开始意见建议很
多。比如，关于军委机关的设置，经过了很
长时间的研究论证。最后，超过百分之九
十的同志认为，这轮改革，四总部不动，是
不可能成功的。

【解说词】
还在谋划改革之初，习近平就指出，要

把握改革举措的关联性和耦合性，使各项
改革相互促进、良性互动、相得益彰，形成
总体效应，取得总体效果。

【同期】军委改革和编制办公室副主
任 李汉军

改革研究论证过程中，我们始终牢记
习主席的指示要求，注重统筹谋划，从顶层
和全局上设计改革的举措，做到四个服从
——个体服从整体，局部服从全局，要素服
从体系，小道理服从大道理。

【解说词】
北京香山脚下，一场特殊的“兵棋推

演”在军事科学院展开，课题是“新的领导
指挥体制运行流程”。

【字幕】领导指挥体制改革计算机模拟

推演
庞大的数据输入80多台电脑，一双双

眼睛紧盯着屏幕上不断变化的态势。流程
推导、案例验证、复盘研讨……这场推演持
续了整整10天。

这是人民军队历史上首次运用计算机
模拟技术辅助改革研究论证，有效增强了
改革设计的科学性。

【解说词】
改革，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始终在

习近平亲自运筹指挥下稳步推进，始终牵
动着党中央的心。

2015 年，北京酷热难耐的时节，也是
人民军队改革论证最为紧张的日子。从八
一大楼到中南海，改革的路径在那个盛夏，
一步步清晰。

【字幕】2015年7月14日 北京 中央
军委改革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

【解说词】
7月14日、22日，习近平先后主持召开

中央军委改革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和中央
军委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深化国防
和军队改革总体方案》。

7月29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正
式审定通过改革《总体方案》。

一整套解决深层次矛盾问题、有重大
创新突破、体现人民军队特色的改革设计
破茧而出。

【同期】军委改革和编制办公室副主
任 张宇

最高统帅的政治决心和政治智慧，历来
是改革成败的决定性因素。我在改革办这
几年工作，感受非常深切。事关全局的重大
决策，关键时刻的果断拍板，重要关口的坚
定推进，都体现了习主席的胆略和担当。

【解说词】
恩格斯曾经在《论权威》一书中这样形

容，一艘穿行在暴风雨中的航船，要想行稳
致远，关键靠拥有绝对权威的优秀船长掌
舵领航。

【字幕】2015年 北京 中央军委改革
工作会议

【解说词】
2015年11月24日，北京迎来了入冬后

的第一场瑞雪。
中央军委改革工作会议在京西宾馆召

开，习近平发出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行
动号令——全面实施改革强军战略，坚定
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

先改领导指挥体制，再调力量规模
结构，政策制度配套跟上，梯次接续、压
茬推进。

2020 年前，在领导管理体制、联合作
战指挥体制改革上取得突破性进展，在
优化规模结构、完善政策制度、推动军民
融合深度发展等方面改革上取得重要成
果，努力构建能够打赢信息化战争、有效
履行使命任务的中国特色现代军事力量
体系，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军
事制度。

谋民族复兴伟业，布富国强军大局，立
安全与发展之基。一场浴火重生、开新图
强的历史性变革，在中国大地蓬勃展开。
据新华网

上接AA04版

■预告

敢于梦想是希望的沃土，勇于变革是
制胜的先机。

深度设计战略运筹，统率三军踏上伟
大征程。

习近平：我命令，各战区要牢记使命，
坚决贯彻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

道道军令指挥攻坚大战，百万将士听
党指挥决胜疆场!

转型重塑三军焕然一新，放眼世界谋
发展和平。

与强国梦共铸民族伟业，和强军梦铁
心同行。

改革未有穷期，强军正在路上。
敬请收看大型政论专题片《将改革进

行到底》第八集《强军之路》下篇。
据央视

今晚播出第八集《强军之路（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