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

人民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征程。党

毫不动摇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

领导，对这一建军根本原则在

理论上有了新的定位和发展，

进一步完善党对军队绝对领导

的基本军事制度，进一步确立

党在国家武装力量领导体制中

的地位。人民军队在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下，积极投身改革开

放新的伟大革命，有力服务和

保障国家改革发展稳定大局，

依法履行香港、澳门防务职责，

有效应对国家安全面临的各种

威胁，坚决打击一切形式的分

裂破坏活动，积极参与对外军

事交流合作和联合国维和行

动，为维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

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为维护国

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

维护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

期，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提

供了强大力量支撑。

服务改革开放大局
建设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

第三部分



第一单元  全面开创军队建设新局面

1978 年 12 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召开，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

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实现了新中

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

伟大转折，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与此相适应，

中央军委作出把军队工作重点转移到现

代化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人民解放军

以现代化为中心的建设从此揭开序幕。

图为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

1981 年 9 月 19 日，邓小平在华北

地区军事演习阅兵式上发表重要讲话指

出，人民解放军“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坚

强柱石，肩负着保卫社会主义祖国、保

卫四化建设的光荣使命。因此，必须把

我军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

化的革命军队”，明确提出了军队建设

总目标。图为华北演习现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

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中央、中央军委提出建设强

大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强调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人民军队的革命性质。人民

军队以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服从服务国

家经济建设大局，实施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实现军队建设指导思想的战略性

转变，坚持走中国特色精兵之路，坚决捍卫国家主权、维护社会稳定，开创了建设

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新局面。



1985 年 5 月 23 日至

6 月 6 日，中央军委扩大

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

讨论贯彻邓小平关于军

队减少员额 100 万的战

略决策，研究制定落实

这一决策的措施步骤，

通过《军队体制改革、

精简整编方案》。1987

年初，百万大裁军基本

完成。图为 6 月 4 日，

邓小平出席会议并作重

要讲话时宣布，中国政

府决定人民解放军减少

员额 100 万。

1987年 1月 27日，

中央军委颁发《关于新

时期军队政治工作的决

定》，中共中央 2 月

15 日批转全党。这一

决定规定了新时期军队

政治工作“两个服务、

四个保证”的基本任务

和主要内容，对于保证

军队的革命化、现代

化、正规化建设，保证

军队完成保卫祖国、建

设祖国的光荣任务，具

有重要的长远的指导作

用。图为海军某部进行

坚定社会主义理想信念

教育。



全军官兵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急人民群众之所急，帮人民群众之

所需，在抢险救灾中挺身而出，奋勇当先，为抢救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减少损失

作出了突出贡献。1987 年 5 月，东北大兴安岭发生特大森林火灾。沈阳军区和空军

部队官兵与人民群众一起，奋战 28个昼夜，扑灭森林大火。图为某部战士奋力灭火。



第二单元  积极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

以后，以江泽民同志为主

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

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

民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推向 21 世纪。党中央、

中央军委丰富和发展建军

根本原则，把党对军队绝

对领导提升到“军魂”的

高度，鲜明提出党对军队

的绝对领导是我军永远不

变的军魂。人民军队以江

泽民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

为指导，紧紧围绕“打得

赢”、“不变质”两个历

史性课题，贯彻新时期军

事战略方针，按照“五句

话”总要求全面加强部队

建设，积极推进中国特色

军事变革，军队建设在改

革中不断迈出新步伐。



1989 年 11 月，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决定江泽民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

席。1993 年 9 月，江泽民会见广州军区机关师以上干部时指出：“我们军队的

军魂就是党的绝对领导。”此后，江泽民多次强调，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人

民军队永远不变的军魂。图为江泽民在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1999 年 7 月，全军政

治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着重研究在改革开放和发

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

下军队思想政治建设面临

的重大问题，强调必须确

保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必须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

军队各项建设的首位，提

出了新时期军队思想政治

建设的使命。图为江泽民

在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

1993 年 1 月，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制定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明确要把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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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新时期

军事战略方针抓住了军队建设的主要矛盾，为国防和军队建设提供了科学依据，指明

了发展方向。图为总部机关举办高级干部军事理论讲座。



1990 年 12 月，江泽民在全军军事工作会议上提出新时期军队建设的总要求，即

全军部队要做到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图为某学院

按照“五句话”总要求开展革命人生观教育。

为展示保卫国家主

权和实现祖国统一的决

心，遏制“台独”分裂

势力，扎实做好军事斗

争准备，1995 年 7 月至

1996 年 3 月，人民解放

军按照党中央、中央军

委部署，在东南沿海地

区进行了一系列军事演

习。



人民军队坚决执行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指示，在各种抢险救灾斗争中发

挥了重要作用。1998 年夏，长江流域和东北嫩江、松花江等地相继发生特大洪水。

人民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先后出动兵力30余万人，车辆1.25万余台，舟艇1170余艘，

飞机 2200 余架次，抗击特大洪水灾害。图为广大官兵众志成城抗击洪灾。

1997 年 7 月 1

日，中国人民解放

军奉命进驻香港，

这是中国政府恢复

对香港行使主权的

重要标志。1999 年

12 月 20 日 12 时，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

澳门部队奉命进驻

澳门。图为驻香港

部队官兵在执勤。



第三单元  推动国防和军队建设又好又快发展

党的十六大以后，以

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

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

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成功在

新的形势下坚持和发展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中

央、中央军委明确提出，

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

我国的基本军事制度和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

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和

国家的重要政治优势。人

民军队以胡锦涛国防和军

队建设思想为指导，深入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紧

紧围绕国防和军队建设主

题主线，努力提升以打赢

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能

力为核心的完成多样化军

事任务的能力，有效履行

了新世纪新阶段历史使命。



2004 年 9 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胡锦涛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2009 年 12 月，胡锦涛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明确提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

我军建军的根本原则和永远不变的军魂，是我国的基本军事制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和国家的重要政治优势。图为胡锦涛在党的十六

届四中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2005 年 12 月，中央军委

扩大会议提出科学发展观是国

防和军队建设重要指导方针。

2006 年 3 月，胡锦涛出席十届

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解放军代表

团全体会议，强调要在国防和

军队建设中贯彻落实科学发展

观。全军各级全面把握科学发

展观深刻内涵和基本要求，自

觉贯彻落实到部队建设各领域

各方面。图为2007年 8月 1日，

胡锦涛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

建军 80 周年暨全军英雄模范代

表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2004 年 12 月，胡锦涛在

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提出新世

纪新阶段军队历史使命，即军

队要为党巩固执政地位提供重

要力量保证，为维护国家发展

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提供坚强安

全保障，为维护国家利益提供

有力战略支撑，为维护世界和

平与促进共同发展发挥重要作

用。图为陆军某部开展忠实履

行我军历史使命主题演讲会。



中央军委提出把

捍卫国家统一和领土

完整作为最现实、最紧

迫的战略任务，把军事

斗争准备的基点放在

打赢信息化条件下的

局部战争上，坚持以军

事斗争准备牵引和促

进我军武器装备发展、

军事理论创新、军事人

才培养和军队各项建

设。图为陆军某部开展

实兵演练。

始终把思想

政治建设摆在军

队各项建设首位，

大力继承和弘扬

人民军队优良传

统，创新发展新

形势下思想政治

工作。图为空军

某部进行培育战

斗精神教育。



2008 年 5 月 12 日，四川汶川发生里氏

8.0 级特大地震。人民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

坚决贯彻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策部

署，紧急驰援灾区，共投入 14.6 万兵力，从

废墟中救出幸存者 3338 人，解救和转移群众

147 万多人，抢救被掩埋人员 8.4 万余人。救

灾官兵坚持不抛弃、不放弃，舍生忘死、冲

锋在前，不怕疲劳、连续作战，充分发挥了

突击队和主力军作用，为夺取抗震救灾胜利

做出重大贡献，谱写了人民子弟兵热爱人民、

服务人民的时代新篇。图为人民军队官兵在

北川幼儿园成功救出“敬礼娃娃”郎铮。

2008 年 12 月，中

国海军首次赴亚丁湾、

索马里海域执行远洋

护航任务。这是中国

首次使用军事力量赴

海外维护国家战略利

益，首次组织海上作

战力量赴海外履行国

际人道主义义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