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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年，血脉相依，风雨兼程——
这是一支军队对祖国的深情告白：

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民族的希望，
浴血奋战，勇往直前。

70 年，信念如炬，九死不悔——
这是一支军队对人民的庄严承诺：

紧紧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

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中国共产党领
导下的人民军队，始终英勇投身为中国
人民求解放、求幸福，为中华民族谋独
立、谋复兴的历史洪流，始终同中国人民
和中华民族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

在共和国的史册上，肩负维护国家
安全和实现民族复兴伟大使命的人民军
队，用忠诚和热血书写了一幅感天动地
的历史长卷——

人民军队，是巩固人民政

权、捍卫国家安全的坚强柱石

为了捍卫人民政权，人民军队从历
史的硝烟中一路走来，每一步都写满铁
血荣光——

时针倒回 69 年前。1950 年 6 月，新
中国的和平建设刚刚起步，侵略者的战
火却烧到了鸭绿江边。是年 10 月，为保
家卫国，数十万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跨
过鸭绿江……

在小高岭阵地，志愿军第 20 军第
172 团 3 连连长杨根思战至最后时刻，
抱起炸药包冲向敌群，与 40 多个敌人同
归于尽。

长津湖之战，零下 40 摄氏度的极寒
中，志愿军第 20 军 177 团 6 连官兵坚守
死鹰岭高地，全连官兵身着单衣以俯卧
战壕的战斗姿态冻死，壮烈殉国。

这场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涌现
出了无数英雄人物：罗盛教、黄继光、杨
根思、邱少云……

彼时，入朝参战的人民空军刚满周
岁，毫无空战经验。面对号称世界王牌的
美国空军，他们却取得了击落击伤敌机
425 架的赫赫战果——其中，张积慧击
毙美国“喷气机王牌驾驶员”戴维斯，王
海 1 人就击落击伤敌机 9架。

这支与对手实力悬殊、曾被美军认
为是“乌合之众”的军队，这支连冬装都
没有备全、制空权完全掌握在敌人手里
的军队，经过一次次血战，硬是把美军从
鸭绿江打回了三八线。

这是怎样的英雄气概？这支“无法复
制的军队”，蕴藏着怎样的制胜密码？

70 年来，无论是在抗美援朝战争中
打出国威军威，还是在多次边境自卫反
击作战中浴血戍边；无论是新中国成立
初期平定叛乱，还是一次次危急关头处
突维稳——民族、国家、人民的安危，始
终是这支军队的使命所系。

“战士的决心早已溶进枪膛里，为了
祖国不惜血染战旗。”这是年仅 19 岁的
烈士王建川，参加边境自卫反击作战时
写给母亲的诗句。

硝烟已经散去，但子弟兵的誓言从
未改变——新中国成立后，数十万名子
弟兵为祖国和人民利益光荣献身。

进入新世纪，从人民陆军边防部队
的卫国戍边、寸土必争，到人民火箭军的
长剑战车备战砺剑、蓄势待发；从人民海
军的南海、东海海上维权，到人民空军警
巡东海、战巡南海、飞向远海……哪里有
国家安全的需要，哪里就有人民子弟兵
筑成的钢铁长城！

“不相信有完成不了的任务，不相信
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不相信有战胜不了

的敌人。”杨根思当年喊出的“三个不相
信”誓言，正是 70 年来人民军队成为人
民政权和国家安全坚强柱石的精神
密码。

人民军队，是投身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的突击力量

1958 年，从朝鲜战场上秘密归国的
志愿军战士，征尘未洗，便投入到国家另
一项重大任务中——

是年 10 月，在大西北的巴丹吉林沙
漠，中国第一个综合导弹试验靶场——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前身，正式组建。

上世纪 50 年代的中国，物质极其匮
乏，更遑论戈壁大漠。

数万名官兵历时两年多，排除万难，
终于在茫茫戈壁上修建起了我国第一个
综合导弹试验靶场，以及配套的铁路和
机场。

1960年 11月 5日，我国自主研制的
第一枚导弹从这里腾空而起，准确击中目
标；10 年后，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
方红一号，由此升空，使我国成为世界上
第五个能独立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的国家。

“革命战士一块砖，哪里需要哪安
家。”面对祖国的召唤，战争年代出生入

死的革命军人，深藏功与名，成为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突击力量。

1954 年 10 月，中央政府命令驻新
疆人民解放军第二、第六军大部，第五
军大部，第二十二兵团全部，集体就地
转业，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
生产建设兵团”，劳武结合、屯垦戍边。

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军队有 35
个建制师、100 多万官兵转业复员到边
疆参加生产建设，成为稳边固防的重要
力量。

70 年来，哪里最艰苦，哪里就有人
民子弟兵挥洒的鲜血和汗水——“两弹
一星”、川藏公路、青藏公路、成昆铁路、
青藏铁路、三峡大坝……

2000 多公里的川藏公路，几乎每 1
公里就有一名战士倒下；同年竣工通车
的青藏公路，平均每 1 . 8 公里就长眠着
一名子弟兵。

在中华民族迈向伟大复兴征程上，
人民子弟兵从未缺席。

仅进入新世纪以来，解放军和武警部
队就参加和支援三峡工程、西气东输、西
电东送、青藏铁路等国家重点工程建设数
百项，建立扶贫联系点 3万多个……

今天，在国防科技领域，“天河”系列
超级计算机、舰船新型集成化发电技术
等自主创新类成果捷报频传，成为中国
军队的闪亮名片、大国崛起的国之重器。

人民军队，是保卫人民生

命财产安全的强大后盾

1944 年，为纪念一名普通的八路军
战士张思德，毛泽东在延安发表了《为人
民服务》的演讲：“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
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
的。”

从此，“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成为
人民军队矢志不渝的宗旨，也高擎起一
片属于人民军队、属于中华民族的精神
天空。

18 年后，一名解放军战士同样在平
凡的岗位上，以“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
精神，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下闪
亮的时代注脚——“把有限的生命投入
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

他叫雷锋。他以 22 岁短暂的生命之
光，再次照亮了中华民族这片精神的
天空。

70 年来，在这片天空的辉映下，人
民子弟兵为保卫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信念如炬，九死不悔——

某部工兵一连班长王杰，在训练中
为掩护 12 名民兵和人武干部，扑向意外
爆炸的炸药包。他的生命，永远定格在
1965 年，23 岁。

原广州军区“塔山守备英雄团”九连
战士李向群，在“98 抗洪”中先后 4 次晕
倒在大堤上，因极度劳累英勇牺牲，年仅
20 岁。

还有 2008 年汶川抗震救灾中，执行
任务时不幸遇难的邱光华机组、过度劳
累而牺牲的某部士官武文斌……

哪一个鲜活的生命不令人痛心？然
而，子弟兵的每一次选择，都是将生死置
之度外。

汶川抗震中，15 名空降兵冒着生命
危险，在无气象资料、无地面标识、无指
挥引导的“三无”条件下从 4999 米的高
度“盲降”，开辟出救援的“空中生命走
廊”——这在世界军事航空史上都前所
未有，15 名勇士，哪一个又何尝没做好
牺牲的准备？

因为，这是一支以“人民”命名的军
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这支军

队的唯一宗旨。
70 年来，哪里有危难，哪里就有人

民子弟兵的身影——
邢台地震、唐山大地震、汶川地震、

玉树地震、舟曲泥石流等抗震救灾行动
以及大兴安岭灭火、“ 98 抗洪”、抗击非
典……有外媒评价：“世界上没有哪个国
家的军队，应对灾难的能力像中国军队
这样出色。”

70 年来，大地作证，山川作证，人民
作证——

抗洪一线的“最美睡姿”、火灾现场
的“最美逆行”、危难时刻的“最美背
影”……子弟兵一次次的英勇无畏和为
民情怀，都凝固成最温暖的画面和最深
情的回忆。

人民军队，是维护国家海

外利益的战略支撑

“81192，请返航！”
2019 年 4 月 1 日，这条被刷屏的信

息，是亿万中国人民第 19 年自发呼叫英
雄返航。

2001 年的这一天，海军航空兵飞行
员王伟驾驶战斗机奉命拦截驱离擅闯我
领空的美军侦察机，被对方螺旋桨打掉
尾翼，消失在海天之间——中国飞行员
用生命捍卫了祖国的主权和尊严。

王伟牺牲 1 2 年后，一艘舷号为
“ 16”的航母率编队驶过这片海空——
这是我国首艘航空母舰辽宁舰入列后，
首次组织的跨海区长时间航行训练。

17 年后，在这片海域上，中央军委
举行了新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海上阅
兵——

人民海军 48 艘战舰铁流激荡，76
架战机振翅飞翔，10000 余名官兵雄姿

英发，展示了人民海军走向深蓝的澎
湃之势，更彰显了人民军队向海图强
的责任担当。

近年来，随着国家利益不断拓展，
国际和地区局势动荡、恐怖主义、海盗
活动等都可能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人民军队一次次走出国门，成为维护
国家海外利益的坚强战略支撑。

2015年 3月，也门爆发内战。海军
临沂舰接到撤侨命令后，9 天之内三进
三出炮火密集的交战区，和其他军舰一
起将 613 名中国同胞安全护送至亚丁
湾畔的吉布提——两年后，中国人民解
放军驻吉布提保障基地正式成立。

“无论你在哪里，祖国带你回家。”
被中国网民刷屏的这句话，同样体现
了人民军队对祖国和人民的庄严承
诺：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

两个月前发布的《新时代的中国
国防》白皮书，首次将中国军队新时代
的使命任务阐述为“四个战略支撑”：
为巩固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
度提供战略支撑，为捍卫国家主权、统
一、领土完整提供战略支撑，为维护国
家海外利益提供战略支撑，为促进世
界和平与发展提供战略支撑。

这是新时代人民军队捍卫国家利
益、维护世界和平的决心与意志。

行程万里，不忘初心；山河锦绣，
国泰民安。在新中国迎来七十华诞之
际，迈入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关键
阶段的人民军队，正按照党在新时代
的强军目标——“听党指挥、能打胜仗、
作风优良”，坚决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
使命任务，向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的新征程，前进！前进！

(记者黄明)
新华社北京 9 月 23 日电

这是镌刻在共和国史册上的不朽丰
碑——

从“两弹一星”到三峡工程，在一个
个挺起中华民族脊梁的“国之重器”上，
凝聚着中国军人的心血和汗水。

这是书写在神州大地上的壮丽诗
篇——

从成昆铁路到青藏铁路，在一处处
象征着新中国辉煌成就的“世纪工程”
中，闪耀着人民子弟兵的奉献与牺牲。

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人民军队始终
恪守宗旨本色，自觉服从服务于党和国
家工作大局，积极参加支援地方经济社
会建设，高标准参与完成国家重点工程，
书写了人民子弟兵为民造福、为国兴利
的赤胆忠诚！

从“两弹一星”到三峡工

程，“国之重器”挺起中华民族

脊梁

去年冬天，一位军队功勋科学家的
溘然长逝，让亿万网友为之泪奔。

他叫程开甲，中国科学院院士，集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八一勋章”和国家
最高科学技术奖于一身。

他是一名科学家，更是一名军人。从
1963 年第一次踏入“死亡之海”罗布泊
开始，他把一生中最好的 20 多年时光献
给了茫茫戈壁，为我国核武器事业立下
了卓越功勋。

面对荣誉，他说：“我这辈子最大的
幸福，就是自己所做的一切，都和祖国紧
紧地联系在一起。”

国有重器，以命铸之。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

国宣告成立的消息传来，远在美国的钱
学森心中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祖
国需要我，我要回家！

经过长达 5 年的艰难曲折，钱学森
终于回到祖国怀抱。毛泽东在接见他时
说，美国人把你当成五个师，对我们来
说，你比五个师的力量大得多。

依靠自力更生突破核心技术，依靠
艰苦奋斗铸造大国之盾。

作为我党我军的传家宝，艰苦奋斗
永远是人民军队最亮丽的底色。

1958 年，一列闷罐火车行驶在中国
西部，所经站牌都被草帘子遮得严严
实实。

车上载着的，是从朝鲜战场秘密归
国“执行特殊军事任务”的第 20 兵团
将士。

兵团司令员孙继先，曾在长征途中
率领十七勇士强渡大渡河，为胜利杀出
一条血路。这一次，他率领征尘未洗的官
兵，千里挺进西北大漠，开始了面向太空
的“新长征”。

他们的目的地是一望无际的戈壁
滩，任务是在这片荒凉的土地上修铁路、
建机场。

官兵们吃沙枣、喝碱水、睡帐篷、住
地窝，没有大型机械，就手拉肩扛，硬是
把一根根枕木、一条条钢轨铺设到位。

仅用两年多时间，他们就在茫茫戈
壁建起了我国第一个综合导弹试验靶
场，成为新中国首个导弹、首颗卫星的
“产床”。

“两弹一星，让我们提振了民族士
气、挺直了民族脊梁。”当年参与卫星发
射测试工作的刘庆贵自豪地说。

三峡工程，世界上综合规模最大的
水利水电工程。

在长达 13 年的建设周期里，武警水
电官兵先后承建了三峡工程“三大主体”
工程之一的双线五级船闸等艰巨任务，
实施 100 多项技术创新，创下 10 项世界
水电建筑史纪录，工程合格率达 100%。

高峡出平湖，当惊世界殊！
三峡工程，这座持续发挥防洪、发

电、航运、生态等综合效益的“水上钢铁
长城”，铭刻下人民子弟兵的历史性
贡献！

从成昆铁路到青藏铁路，

“世纪工程”奠定发展腾飞之基

北京复兴路 40 号，铁道兵纪念馆。
鹰厦铁路、成昆铁路、襄渝铁路、南

疆铁路、青藏铁路、北京地铁……
纵横交错着全国铁路大动脉的示意

图，诉说着铁道兵——这支已经失去番
号的部队曾经的奉献和牺牲。

在 35 年的战斗历程中，铁道兵始终
是国防建设和经济大动脉建设的排
头兵。

有这样一组数据值得人们永远
铭记：

作为修建了新中国三分之一新建铁
路的“人民铁军”，铁道兵先后有 8314 名
官兵为共和国铁路事业献出了生命，是
和平时期解放军牺牲人数最多的部

队。
用鲜血和生命铺筑的还有举世闻名

的川藏、青藏公路——全长 4360 公里的
两条公路沿线，长眠着为修路牺牲的
3000 多位烈士。

1950 年，为了解放西藏，解放军“一
面进军，一面修路”。10 万川藏筑路大军
挺进雪域高原，横亘在他们面前的是 14
座终年积雪的雪山和无比恶劣的环境。

机械无法施展，一切只能靠人工。战
士们用铁锤、钢钎和铁锹劈开悬崖峭壁，
降服险川大河。施工第一年，就有超过
2000 名战士和民工献出了生命。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1954 年 12 月 25 日，川藏、青藏公

路建成通车。穿越世界屋脊的两条公路，
宛如洁白的哈达，将雪域高原与内地紧
密连结在一起。

铺下的是道路，树立的是丰碑。厚厚
的《西藏发展史》上，记录着驻藏部队为
西藏建设留下的 200 多个第一、40 多个
世界之最。

被西藏各族人民颂之为“彩虹”、誉
之为“金桥”的青藏铁路，是我国第一条
高原数字化铁路。

2003 年 10 月，修建青藏铁路的消
息甫一发布，国外许多知名测绘公司就
盯上了这块“大蛋糕”，他们倚仗技术垄
断漫天要价，还要求全线实地勘测。

关键时刻，解放军某部测绘专家王
明孝主动请缨，主动担负起青藏铁路轨
道线格尔木至拉萨市 1142 公里的测绘
任务。

王明孝带领团队，冒着零下三四十

摄氏度的严寒，在不同海拔、不同时间、
不同气候条件下反复试验、大胆创新，
成功攻克 50 多个技术难题，创新 12种
作业方法，完成高精度数据近百万组，
以低于 1 米的动态测量精度改写了世
界纪录。

而这一切，仅用了 150 天。
“忠诚于党、报效祖国，绝不是一句

空话。”如今，已是解放军某研究院高级
工程师的王明孝说，“作为革命军人，就
是要关键时刻站出来、困难面前冲上
去！”

从无私援建到脱贫攻坚，

谱写军民鱼水深情时代壮歌

安放在深圳市委大院门口的青铜雕
塑“拓荒牛”，是“敢闯敢试、敢为人先、艰
苦奋斗”的特区精神的象征。雕塑的背
后，承载着一段共和国军人的“拓荒史”。

1979 年 9 月，根据命令，解放军基
建工程兵近两千人组成先遣团开赴深
圳，拉开了建设特区的帷幕。

“我是一天天看着深圳从一穷二白
的草图变成震撼世界的蓝图的。”66 岁
的摄影师周顺斌当时是先遣团的宣传
干事，他用手中的相机记录了那段“激
情燃烧的岁月”。

“那时的深圳萧条落后，人们住的
是茅草屋，走的是砂土路。”周顺斌说，
部队进入深圳第一天，就在地上挖坑支
锅，露天烧饭；没有房住，就用毛竹搭起
竹棚……

从深圳第一栋高楼——深圳电子

大厦开始，子弟兵建起了高层、超高层
建筑上千栋，完成了深圳机场、滨河大
道、深圳体育场、人民医院等基础设施
建设……

一切来自人民，一切为了人民。
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军队就有

35 个建制师、100 多万官兵转业复员
到边疆参加生产建设，成为稳边固防
的重要力量。

改革开放新时期，以百万大裁军
为标志，我国国防和军队建设指导思
想实行战略性转变。从那时开始，军
营响彻一个响亮的口号——在大局
下行动！

进入新世纪以来，解放军和武警
部队先后参加和支援三峡工程、西气
东输、西电东送、青藏铁路等国家重点
工程建设数百项，建立扶贫联系点 3
万多个，转让科技成果数万项，援建
“希望学校”上千所……

在脱贫攻坚这场特殊的战斗中，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以高度的政治自
觉，谱写了一曲军民鱼水深情的时代
壮歌。

摸底数、查实情、定方案、抓落
实……据统计，截至 2018 年，全军部
队共定点帮扶 3500 多个贫困村，助力
40 多万贫困人口脱贫致富。

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
能敌！

这是来自历史经验的深刻启示，
这是面向未来征程的庄严宣示！

(记者樊永强)
新华社北京电

从“国之重器”到“世纪工程”，他们永不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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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军官兵在湖北石首久合垸乡团山河支堤“管涌”险情处抗洪抢险（1998 年 8 月 11 日摄）。 新华社记者李刚摄

护 航 中 国

聚焦重大国家工程
中的人民子弟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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