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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 4 月 18 日电（记者梅常伟、王
楠楠）第 83 集团军某空中突击旅空地一体展
开实战化训练，火箭军某基地三级指挥员演训
一线研战谋战，东部战区某调度中心高效保障
春季新兵运输……
　　一组近期的军事新闻，记录下国防和军队
改革向纵深推进的火热实践。
　　时间的指针拨回到 2015 年 11 月 24 日，
一个瑞雪初霁的冬日，中央军委改革工作会议
在北京召开。在这次重要会议上，习近平主席发
出动员令：全面实施改革强军战略，坚定不移走
中国特色强军之路。
　　对于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重大意义，中
央军委《关于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意见》开宗
明义指出，这是应对当今世界前所未有之大变
局，有效维护国家安全的必然要求；是坚持和发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
略布局的必然要求；是贯彻落实强军目标和军
事战略方针，履行好军队使命任务的必然要求。
　　一声号令风雷动。短短数年间，深化国防和
军队改革大刀阔斧、蹄疾步稳，“三大战役”相继
打响———
　　“强大脑”，解决体制性障碍。打破总部体
制、大军区体制和大陆军体制，成立陆军领导机
构、火箭军、战略支援部队、联勤保障部队，调整
武警部队领导指挥体制，组建 15 个军委机关
职能部门，划设 5 大战区，健全军委联合作战
指挥机构，组建战区联合作战指挥机构，构建起
军委—战区—部队的作战指挥体系、军委—军

种—部队的领导管理体系……构建起军委管
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的新格局。
　　“壮筋骨”，解决结构性矛盾。优化军兵
种比例，18 个陆军集团军调整重组为 13
个，空军保持原有体量，海军和火箭军略有
增加；大幅精简非战斗机构人员，充实作战
部队，在总员额减少 30 万的同时，作战部队
员额不降反增；深化军队院校、科研机构、训
练机构改革……部队编成向充实、合成、多
能、灵活方向发展，推动人民军队由数量规
模型向质量效能型、由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
集型转变。
　　“增活力”，解决政策性问题。坚持立法同
改革相衔接，抓紧做好法规制度立改废释工
作，组织修订军官法，推进建立军官职业化制
度，修订文职人员条例，推进兵役制度、士官制
度改革，深化军费管理、军人工资、住房制度、
医疗保障等改革，建立统一的退役军人管理保
障机构……体现军事职业特点的政策制度体
系逐步建立。
　　体制一新、结构一新、格局一新、面貌一
新，人民军队的强军新貌举世瞩目。
　　 2019 年 7 月 24 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发表《新时代的中国国防》白皮书，首次全景
式介绍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取得的历史性成
就。白皮书说：“全面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着
力解决体制性障碍、结构性矛盾、政策性问
题，迈出了强军兴军历史性步伐。”
　　“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是一次整体性、革

命性变革，力度、深度、广度是新中国成立以
来从没有过的。”军事科学院战争研究院研究
员曹延中说，这场重塑重构为强军事业增添
了强大动力，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奠定了深
厚基础。
　　一次面向未来的震撼亮相，集中展示改
革成就———
　　 2019 年金秋，新中国迎来 70 华诞，20
余万军民以盛大阅兵仪式和群众游行欢庆伟
大祖国生日。
　　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首
次国庆阅兵，也是共和国武装力量改革重塑
后的首次整体亮相。
　　领导指挥方队、火箭军方队、战略支援部
队方队、联勤保障部队方队、文职人员方
队……这些在改革强军大潮中出现的新名
称、新方队，展示着新时代人民军队的新构
成、新风貌。
　　 580 台（套）地面装备组成 32 个装备方
队，陆、海、空军航空兵 160 余架战机组成 12
个空中梯队……受阅装备全部为中国制造，
40% 为首次亮相，展示出人民军队基本实现
机械化、加快迈向信息化的如虹气势。
　　一份不辱使命的抗疫答卷，充分彰显重
塑力量———
　　 2020 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
　　一声令下，来自陆军、海军、空军、火箭军、
战略支援部队、联勤保障部队、武警部队多个
医疗单位的医务人员迅速集结，驰援武汉。

　　航空、铁路、公路，立体投送；人力、物资、信
息，高效流转；现役军人、文职人员、民兵，密切
协作；联合指挥、联合编组、军地联合……
　　接令当天开赴前线、3 个星期控制局面、3 个
月内完成任务，人民军队交出一份圆满答卷。
　　“人民军队的抗疫答卷，浓缩着人民军队的
能力重塑和时代之变，彰显了一支军队在改革
重塑后的全新面貌和胜战底气。”中国科学院院
士、军事科学院系统工程研究院研究员尹浩认
为，虽然抗击疫情是一次非战争军事行动，但检
验和体现了人民军队改革重塑后的实战能力。
　　直面改革挑战，担当强军重任，新时代革命
军人坚定不移把改革进行到底，让一切战斗力
要素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军队现代化建设
的源泉充分涌流。
　　砺剑沙场，过去相对独立的不同军兵种部
队，在战区的调度下常态化开展联演联训；演兵
大洋，海军舰艇训练编队全域全谱、全维多栖、
全时应急作战能力大幅提升；搏击空天，空军战
机警巡东海、战巡南海、前出西太、绕岛巡航，飞
了过去没有飞过的航线，到了过去没有到过的
空域……
　　新时代，新使命，新征程。全面重塑、浴火重
生的人民军队正向着新的更大胜利挥师疾
进———
　　 2027 年，实现建军百年奋斗目标；
　　 2035 年，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21 世纪中叶，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
一流军队……

改革强军：制胜未来的关键一招

  左图：火箭军在戈壁训练场组织实战化训练，进行实弹发射（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王杰摄）
  右图：2016 年 7 月中旬，中国空军出动轰－6K 战机赴黄岩岛等岛礁附近空域巡航。            新华社发（刘锐摄）

融媒选粹

　　在安徽博物院，珍
藏着一本有着岁月痕迹
的墨绿色外壳笔记本。
里面记录了“钟山风雨
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
江”壮伟画卷背后的一
些珍贵细节。
　　那是 1949 年 4 月
20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
百万雄师横渡长江，打
响了渡江战役。
　　笔记本的主人，当
时年仅 14 岁的安徽省
无为县渔家少女马毛
姐，是当时运送解放军
渡江船工中年龄最小的
一个。
　　“渡江把万恶的蒋
匪帮消灭掉，解放全中
国。”马毛姐在日记里
写道。
　　当时，在无为的大
小村落里，驻扎着 20 万
名准备渡江的解放军。
为支援渡江战役，当地
民众自发组织起来，挑
米担柴，修路挖河，征用
船只。
　　枪声、炮声、胜利的
军号声……对新中国的
憧憬，照亮了少女马毛
姐的梦想。
　　“当时母亲岁数小，
体格瘦弱，又是女孩子，
最初解放军不同意她上
船。”马毛姐的女儿回忆
道。打定主意决不退缩
的马毛姐趁人不注意，
偷偷上了船，当解放军在船舱里发现她时，船
已经驶离了江岸。
　　茫茫江面上，机枪子弹拖曳着火光，向渡
船迎面打来，炮弹在江面上炸起一个个水柱。
与马毛姐同来的四艘船中，有两艘被炮弹
炸毁。
　　“敌人在南岸不断地放照明弹，飞机
也来回飞，等到快靠岸了，被岸上的敌人
发觉了，于是步枪、机关枪、大炮都向我们
船上打来了，子弹像雨点一样飞过来，落
在船边上……”马毛姐用朴实的文字，记
录下了那一段惊心动魄而又令她终生难
忘的经历。
　　谙熟水性的马毛姐划着船，冒着敌人的
枪林弹雨，一次次往返于江面，运送解放军战
士渡江。
　　马毛姐在笔记本里写道：“我本来是一个
船户，在蒋介石统治的时候，全家就是整天在
劳动，还是吃不饱，穿不暖……”
　　“我妈打小受了很多苦，解放军解放了她
的家乡，给她们分田地，送粮食。老百姓都说
有好日子过了，这种最朴素的信仰，支撑着她
参加了渡江战役。”马毛姐的女儿说。
　　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
　　渡江战役的胜利，是千千万万个像马毛
姐一样的老百姓用小船划出来的。在人民群
众支持下，仅半个月时间，人民解放军就征
集到 1 万余只船、2 万多名船工，以摧枯拉
朽之势渡过长江天险，为全中国解放创造了
条件。
　　后来，马毛姐被评为渡江战役“一等功
臣”，并受到毛泽东接见。
　　“我妈经常跟我们讲，比起在战争中牺牲
的那么多烈士，她是非常非常幸运的。她说有
今天的好日子，都是党和人民给予的。”马毛
姐的女儿说。
　　“通过马毛姐的笔记本，我们依然能感受
到那种党同人民一条心、军民团结如一人，不
畏生死，万众一心，怀着同一种信念，向着同
一个目标，勇往向前的精神力量。”安徽博物
院副研究馆员孙士民说。（记者王菲、曹力）
       新华社合肥 4 月 16 日电

  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
之际，一位 102 岁的新四军
老战士将自己省吃俭用攒下
的十万元交给了党组织。老
人名叫陈星，1939 年加入中
国共产党。“我现在年纪大
了，不能对党做什么贡献，那
我就把生活中节省下来的
钱，交给党组织，表达我对党
的尊敬、爱护、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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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数 据 告 诉 你
延 安 当 年 有 多 红

　　 1938 年初的延安，延安
犹如一座灯塔，指引着千千万
万追求进步的爱国青年前来寻
找光明。
  延安，成为当时中国最革
命、最进步的地方。

  1939 年 2 月，中共中央在延
安召开生产动员大会，毛泽东亲
笔题词：“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战士们唱着“一把镢头一支
枪，生产自给保卫党中央”的战
歌，浩浩荡荡挺进南泥湾。

  扫码阅读：4 万多名

知识分子奔赴延安！这里

是抗战中的“光明之城”

  扫码阅读：缴纳公粮 1

万石，劳动英雄们在南泥湾

创造了奇迹

102 岁，她交了这样
一笔特殊党费……

　　据新华社杭州 4 月 17 日电（记者黄筱、唐
弢、钟群）嘉兴南湖上摆渡的画舫快要靠岸，张
新志一个箭步冲上前，熟练地拿起船头的缆绳
跳到岸边，缓缓地把画舫拉向停泊位，固定好缆
绳后引导参观者下船，待大家都安全上岸，他跟
开船的师傅挥挥手喊了一句“谢谢”，最后一个
走在队伍里。
　　尽管已经退休三年，每每和朋友们一起到
南湖瞻仰红船，张新志总是保持着工作时的习
惯，“南湖上、红船边，就像我的家一样。”守护红
船，张新志有着对家庭一般的责任感，他的妻子
和女儿——— 两代南湖革命纪念馆讲解员，也在
同样的地方传承着对红船的守护。
　　 20 世纪 80 年代，原为京剧团演员的张新
志和徐金巧夫妻，先后进入南湖革命纪念馆工
作，张新志从事红船保护工作，徐金巧成为第一
代讲解员。

　　“看着前辈们任劳任怨地坚守，年轻的我
读懂了守护红船的初心，我们守的不仅仅是
红船，更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精神。”
张新志回忆，20 多年前的一个晚上，女儿正
发着高烧，他看到天气预报说台风要来，便嘱
咐妻子照顾好女儿，而他自己立刻赶往南湖。
　　“那时湖上风浪很大，红船撞击着水泥筑
成的湖岸，木板很有可能撞裂。”张新志和同
事没有多想，一起跳入湖中用身体挡住红船，
同时紧紧拽牢红船防止倾斜，配合岸上的同
事用木棍和绳索固定红船位置。
　　等到风浪渐小，反复确认红船不会再遇

险，他们才爬上岸。那一次，张新志和同事在
岛上待了七天七夜，轮流值班守在红船边。
　　张新志还不断钻研红船养护技术。红船
一年一小修，两年一大修，每年的保养从 7
月下旬开始，到国庆节前结束，张新志和同事
们要将 1000 多个零件逐个拆下，更换变形
或开裂的木板，再一遍遍地重刷桐油。日复一
日、年复一年，停泊在湖心岛畔的红船已历经
60 多年，这与张新志和他同事们的努力分
不开。
　　妻子徐金巧比张新志早一年进入南湖革
命纪念馆工作。“讲解词基本是一个大纲，里

面的内容故事是有‘血肉’的，要讲解员根据自
己的表达方式去填补，最大的挑战就是历史知
识储备不足。”为了补上这一课，徐金巧在正式
上岗前天天泡在图书馆、档案馆，还向各个领域
的专家请教与红船、南湖相关的知识。
　　父母对红船的感情也延续到女儿张一身
上，大学毕业后她被南湖革命纪念馆录取成为
讲解员，从母亲手中接过了接力棒，继续传播红
船故事。“成为讲解员后才真正理解父母对红船
的热爱和执着。”张一说，“我要把立志做大事的
心，融入工作、学习和生活中，把每件小事做细
做好。”
　　一家三口多年来在南湖红船边留下了很多
合影，这是一个家庭的珍贵记录，也是人民对红
船朴素情感的真实写照。今年 8 月，以张新志
一家人为原型的电影《秀水泱泱》将要上映，“红
船之家”的故事仍在续写。

“红船之家”的 37 年“护旗”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