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  言

1921 年，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义无反

顾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100 年

来，中国共产党秉持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

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

族人民浴血奋斗、发奋图强、改革开放，谱写

了气吞山河的壮丽史诗，中国发生了前所未有

的历史巨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

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

伟大飞跃。我军是中国共产党缔造和领导的人

民军队，从创建之日起便于党紧紧地联系在一

起，始终在党的绝对领导下行动和战斗，历经硝

烟战火，一路披荆斩棘，付出巨大牺牲，取得

一个又一个辉煌胜利，为党和人民建立了伟大

历史功勋。历史证明，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

人民军队的建军之本、强军之魂。中国共产党

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百年恰是风华正茂。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国家新征程上，人民军队

将永远听党话、跟党走，紧紧围绕实现党在新

时代的强军目标，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

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

界一流军队，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奋斗，

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坚定向

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奋勇前进！



夺取中国革命战争伟大胜利
缔造和领导新型人民军队

 1921 年 7 月，中国共产

党在内忧外患中诞生，开

始了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争

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

艰苦斗争。面对强大敌人

和血的教训，中国共产党

创建新型人民军队，开辟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

政权的革命道路。党对军

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

制度，发端于南昌起义，

奠基于三湾改编，定型于

古田会议，并在革命斗争

中不断丰富发展。人民军

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浴血奋战、勇往直前，打

败了国内外异常凶恶的敌

人，夺取了土地革命战争、

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伟

大胜利，为建立人民当家

作主的新中国奠定了牢固

根基。

第一部分



第一单元  早期探索军事问题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积极推动国共两党合作，参加创办黄埔军校，在国民革

命军中创设和领导政治工作，培养了一批自己的军事干部，直接掌握了部分革命

武装，积极组织建立工农民众武装，参加北伐战争实际领导政治工作。中国共产

党早期对军事问题的探索，为创建人民军队，进行武装斗争做了必要的准备。

 1921 年 7 月 23 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开幕，正式宣告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上海党的一大

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的“产床”，是党梦想起航的地方。图为中

共一大会址和嘉兴南湖红船。

 1924 年，国共合作创办黄埔军

校。中国共产党帮助国民党在黄埔

军校和国民革命军中建立党代表和

政治部制度。图为黄埔军校旧址。



第二单元  创建发展人民军队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独立高举革命旗帜，领导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
斗争进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
合，创建新型人民军队，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创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
的中国革命道路。人民军队在艰苦卓绝的土地革命战争中经受严峻考验，不断发展
壮大，为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经过大革命，党
开始懂得进行土地革命
和掌握革命武装的重要
性。1927 年 8月 1日，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
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
枪。南昌起义连同秋收
起义、广州起义以及其
他许多地区的武装起
义，标志着中国共产党
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
建人民军队的开端，开
启了中国革命新纪元。
（油画《南昌起义》 
作者：黎冰鸿 创作年
代：1960 年）

1927 年 9 月， 毛
泽东领导秋收起义部队
在江西永新县进行了三
湾改编，将党的支部建
在连上，成立各级士兵
委员会，实行民主制度，
在政治上官兵平等，从
组织上确立了党对军队
的领导，是建设无产阶
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
的重要开端。（油画《三
湾改编》 作者：许宝
中、李泽浩 创作时间：
1977 年）



1929 年 12 月，古田会议胜利召开。会议认真总结红军创建以来党在同各种错
误思想、错误倾向作斗争的过程中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统一了思想认识，一致通
过大会决议案，选举产生新的中共红 4军前敌委员会，毛泽东当选为书记。古田会
议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是党和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重要里
程碑。古田会议奠基的军队政治工作对军队生存发展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油画《古
田会议》 作者：何孔德 创作时间：1972 年）

毛泽东率部上井冈山后，从中国革命实际出发，提出工农武装割据思想，阐
明了中国革命必须坚持创造农村革命根据地，必须用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发展
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基本思想，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关于中国革命必须走以农村
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道路的理论基本形成。（国画《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作者∶ 吴自强、吴山明、吴国亭 创作时间∶ 1977 年）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开始长征。1935 年 1 月，中共中央政治
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在极端
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油画《遵义会议》 
作者：沈尧伊 创作时间：1997 年）

1936 年，红军三大主力会师，长征胜利结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
工农红军随时准备奔赴抗日战场，承担挽救民族危亡的历史责任。图为中国工农红
军长征路线图。



1931 年 日
本帝国主义悍然
发动九一八事
变，中国局部抗
战开始。中国共
产党率先高举武
装抗日救国的旗
帜，号召以民族
革命战争驱逐日
本帝国主义出中
国。图为艰苦抗
战的东北人民革
命军战士。

1937 年 7 月 7 日，日本侵略军悍然发动卢沟桥事变（七七事变），全民族抗战
由此爆发。1937 年 8 月 22 日至 25 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冯家村召开政治局扩大
会议（即洛川会议），正式确立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战略总方针；决定成立中共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央军委），以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强调必须坚
持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在敌人后方放手发动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国
画《洛川会议》 作者：刘书移 创作时间 2021 年）

第三单元  夺取全民族抗日战争的胜利

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坚持全面抗战路线 和持久战战略总方针，坚持独立自主原则，领导人民抗日武装
开展广泛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与正面战场协力合作，形成共同抗敌的战略局面。
特别是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独当一面与敌展开艰苦卓绝的斗争，成为全民族抗
战的中流砥柱，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巨大贡献。



1937 年 8 月下旬至 9 月下旬，八路军各师先后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
1940 年 8 月至 1941 年 1 月，八路军总部在华北发动了全民族抗战以来规模最大、
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带战略性进攻的战役——“百团大战”，给日军的“囚笼政策”
以沉重打击，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在抗日局面比较低沉时振奋了全国人
民的信心。图为百团大战第二阶段涞灵战役中的八路军阵地。

1943年2月17日至4月14日，日、伪军对苏北抗日根据地进行春季大“扫荡”。
新四军第 7 旅 19 团 4 连奉命掩护淮海区党政机关转移，在淮阴以北刘老庄遭日军
围攻，该连苦战竟日全部壮烈牺牲。战后，第 7旅重建 4连并命名为“刘老庄连”
八路军总指挥朱德在《八路军新四军的英雄主义》一文中，称刘老庄连为“我军指
战员英雄主义的最高表现”。（国画《血战刘老庄》作者：陈钰铭 创作时间：2005年）



1945 年 4 月至 6 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
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大会通过关于政治、
军事、组织方面的报告以及政治、军事决议案和新的党章，总结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 20 多年曲折发展的历史经验，制定了打败日
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政治路线、纲领和策略，为党领导人民
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政
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基础。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天皇发表
投降诏书 ,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 2日，在停泊于日本东京湾的美
国“密苏里”号战列舰上举行盟军受降签字仪式。至此，中国人
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斯战争胜利结束。图为毛泽东在中国共产
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致词。



第四单元  夺取解放战争伟大胜利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面临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严重斗争。中国人民热
切希望和平、民主，建设一个新的中国，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为争取和平民主作出巨大努力。全面内战爆发后，党领导人民军队实行积极防
御，坚决粉碎国民党军事进攻，适时转入战略进攻，发起战略决战和战略追击，
推翻了国民党反动统治，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全国性胜利。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
国共产党为争取和平民主，
决定毛泽东等赴重庆同国
民党进行谈判。1945 年 10
月10日，国共双方签订《政
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
随后达成“停止国内军事
冲突”协定。同时为了应
对国民党发动内战，中共
中央确立“向北发展，向
南防御”的战略方针，重
新划分各战略区，组建能
够实行机动作战的野战兵
团，建立集中统一的指挥
机构。图为“双十协定”
签订后，毛泽东返抵延安。

1946 年 6 月，国民党
军悍然进攻中原解放区，
全面内战爆发。根据中共
中央、中央军委积极防御
的战略方针，人民解放军
各战略区部队结合本区实
际情况，运用机动灵活的
战略战术，粉碎了国民党
军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
与此同时，人民军队的政
治工作亦卓有成效，开展
高树勋运动、立功运动和
团结互助运动，促进了部
队的各项建设，提高了战
斗力。图为正在向孟良崮
疾进的华东野战军某部。



这一时期在人民军队中恢复和健全党委制，建立严格的请示报告制度，
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开展新式整军运动、民主运动，进一步加强了
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 提高了部队的政治觉悟和纪律观念。图为晋察冀军区
第 2纵队某部连队党支部改选。

经过一年多的作战，中
共中央决定不等完全粉碎敌
人的战略进攻，立刻转入全
国性反攻，以主力打到外线
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
1947年6月至9月，刘（伯承）
邓（小平）、陈（赓）谢（富
治）、陈（毅）粟（裕）三
路大军挺进中原，起到决定
性的战略作用。人民解放军
内外线兵团密切配合作战，
构成了战略进攻的总态势。



1948 年 9 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九月会议”, 为人民解
放军打大歼灭战、攻占大城市、歼灭国民党军重兵集团，加速夺取全国解放战
争的最后胜利，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作了重要准备。济南战役揭开了战
略决战的序幕。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使国民党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被摧毁，
为中国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油画《夺取全国胜利》 作者：尹戎
生 创作年代：1980 年）

1949 年 3 月，中共中央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规定党在全国胜利后
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了解
决残余国民党军的三种方式。1948 年 12 月 30 日，毛泽东撰写发表新华
社社论《将革命进行到底》。1949 年 4 月 21 日，毛泽东和朱德发布《向
全国进军的命令》。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占领南京，宣告国民党
反动统治的覆灭，随后攻占上海，并分路向中南、西北、西南各省举行
大进军，解放了广大国土，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中国新民主
主义革命取得伟大胜利。图为 1949 年 4月 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攻占国民党总统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