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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
“把人民军队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军队，
以更强大的能力、更可靠的手段捍卫
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7月1
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
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连日来，从城市到边疆，从海岛到
高原，从机关到部队，习主席的重要讲
话在全军引起强烈反响。广大官兵表
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
精神，牢记初心使命、传承红色基因、
担当强军重任，进一步凝聚听党指挥、
奋斗强军的意志力量，加快国防和军
队现代化，不断开创强军事业新局面，
努力为党和人民争取更大光荣。

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
绝对领导

“坚持党指挥枪、建设自己的人民
军队，是党在血与火的斗争中得出的
颠扑不破的真理。”

在军委机关各部门和各大单位，各
级党委组织专题学习，原原本本、逐字逐
句研读习主席重要讲话。大家更加深切
感到，有了中国共产党，有了中国共产党
的坚强领导，人民军队前进就有方向、有
力量，必须牢牢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
导，把这一条当作人民军队永远不能变
的军魂、永远不能丢的命根子。

“支部建在连上”发源地的第83
集团军某旅“红一连”、前身部队曾经
历“三湾改编”的北部战区陆军某合成
旅一营把学习习主席重要讲话课堂设
在荣誉室，教育引导官兵深刻体悟党
的核心、人民领袖、军队统帅所思所
盼，充分认清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
本原则和制度是人民军队完全区别于
一切旧军队的政治特质和根本优势，
牢记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是人民军队的
建军之本、强军之魂，始终做到绝对忠
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

国防大学、国防科技大学、海军工
程大学等单位专家学者，通过集体学
习、专题研讨等形式，认真学习领会
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军事科学院军
队政治工作研究院研究员尚伟表示，
铸牢军魂是我军政治工作的核心任
务，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要把新时代
政治建军方略贯穿教学科研工作各方
面全过程，为推进新时代强军事业贡
献智慧和力量。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
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第72集
团军某旅、海军山东舰、空军航空兵某
旅、武警上海总队执勤第一支队、武警
河北总队邢台支队、解放军总医院第
八医学中心等单位官兵走进红色旧
址，开展主题党日活动，重温入党誓
词。“大功三连”指导员乔文泽表示，连
队官兵将继承发扬伟大建党精神，坚
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最新成果武装

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任何时候
任何情况下都以党的旗帜为旗帜、以
党的方向为方向、以党的意志为意志。

加快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运输直升机、直-10型武装直升
机、歼-20飞机、歼-10飞机、教练机
……庆祝大会上，一架架战鹰或悬挂
牵引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或组
成“100”“71”字样，或编成楔队，或拉
出三色彩烟，从天安门上空呼啸飞过。

“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加快
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某空中突击旅营
长宋志彭是空中护旗梯队第一架直升
机的副驾驶。目前，他所在旅正在开
展“学讲话、扛使命、谋打赢”系列主题
活动，提升打赢现代化战争能力水平。

中国工程院院士、陆军工程大学
教授钱七虎是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
得者，现场聆听了习主席重要讲话。
他表示，要带领团队瞄准世界军事科
技前沿，加强前瞻谋划设计，加快战略
性、前沿性、颠覆性技术发展，为加快
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提供智力支持、科
技支撑。

“信息化战争是高科技武器的对
垒，更是人与人的较量。”陆军某旅三
角山边防连、海军长沙舰、汉中舰、火
箭军某旅阵管防卫连、武警北京总队
执勤四支队官兵表示，要牢记习主席
嘱托，努力学习科技知识，不断提高科

技运用能力和水平。
火箭军某旅技术室助理工程师刘

杉是单位技术骨干，先后参与完成多项
研制任务，大大缩短某新型导弹武器战
斗力生成周期。她说，今后要踏踏实
实、再接再厉，把技术练精练透，让战略
威慑的力量充分展现。

军事理论现代化、军队组织形态现
代化、军事人员现代化、武器装备现代
化……海军某潜艇基地、空军航空大
学、战略支援部队某部、联勤保障部队
某团、武警重庆总队、武警广西总队广
大官兵表示，要加强改革创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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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不
移沿着中国特色强军之路阔步前进。

以更强大的能力、更可
靠的手段捍卫国家主权、安
全、发展利益

这个火热的夏天，许多部队官兵在
演训一线迎来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

在战车旁、在舱室里、在机翼下、在
洞库中，官兵们认真聆听学习习主席
重要讲话，坚定表示，要增强忧患意
识、始终居安思危，发扬“一不怕苦、
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苦练打赢本
领，锻造精兵劲旅，永远做保卫红色
江山、维护民族尊严的坚强柱石，永
远做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的强大力
量，绝不允许任何外来势力欺负、压

迫、奴役我们。
演兵辽东，陆军某旅官兵构建近似

实战的复杂电磁环境，验证某新型无人
机平台作战效能。旅政治委员许大伟
说，身为一线带兵人，要把备战打仗指挥
棒牢固立起来，全部心思向打仗聚焦，各
项工作向打仗用劲，确保在党和人民需
要的时候拉得出、上得去、打得赢。

砺刃昆仑，空降兵某旅在实战化
背景下展开空降战斗演练，多支分队
依托地形地物交替掩护、快速突袭，在
规定时间内完成夺控要点任务。官兵
们表示，作为黄继光传人，一定端正训
练作风，磨砺战斗意志，锤炼打赢本
领，成为让党和人民放心的制胜尖刀。

懈怠必颓，忘战必危。新疆克孜
勒苏军分区玉其塔什边防连指导员黄
帅说，守卫边疆稳定、守卫祖国和平是
我们的职责使命，一定不负党和人民
重托，强化练兵备战，时刻枕戈待旦，
忠诚守卫好祖国的西大门。

大江南北，座座军营，广大官兵表
示，坚决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贯彻新
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
队的绝对领导，坚持走中国特色强军
之路，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
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把人
民军队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军队，以更
强大的能力、更可靠的手段捍卫国家
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新华社北京7月7日电 记者梅
常伟）

坚定不移听党指挥 勠力奋斗强国强军
——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起强烈反响

■ 人民日报评论员

“走自己的路，是党的全部理论和
实践立足点，更是党百年奋斗得出的
历史结论。”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
总结我们党一百年来开辟的伟大道
路、创造的伟大事业、取得的伟大成
就，强调“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坚
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
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是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只有
回看走过的路、比较别人的路、远眺前
行的路，弄清楚我们从哪儿来、往哪儿
去，很多问题才能看得深、把得准。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
的，而是在改革开放40多年的伟大实
践中得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70多年的持续探索中得来的，是在

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
100 年的实践中得来的，是在近代以
来中华民族由衰到盛180多年的历史
进程中得来的，是对中华文明5000多
年的传承发展中得来的。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承载着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的
理想和探索，寄托着无数仁人志士的
夙愿和期盼，凝聚着亿万人民的奋斗
和牺牲，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
必然选择。历史和现实充分证明，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
统一，是植根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
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
求的科学社会主义，这条路能走得通、
走得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坚持和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
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
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
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我们深刻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
路，是指引中国人民创造自己美好生
活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是指导党和人民沿着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正确理论，是立于时代前沿、与时俱
进的科学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
障，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明显制度优
势、强大自我完善能力的先进制度；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
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
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国人民胜利前
行的强大精神力量。这不仅已经在理
论上被证明是正确的，而且在实践上
也被证明是正确的。当今世界，要说
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
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
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中
华民族拥有在 5000 多年历史演进中

形成的灿烂文明，中国共产党拥有百
年奋斗实践和70多年执政兴国经验，
我们积极学习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有
益成果，欢迎一切有益的建议和善意
的批评，但我们绝不接受“教师爷”般
颐指气使的说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
人民将在自己选择的道路上昂首阔步
走下去，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
掌握在自己手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历史发展的
必然结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
当代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引领时代
发展的康庄大道，我们必须倍加珍惜，
毫不动摇坚持、与时俱进发展。正如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新的征程上，
我们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
线、基本方略，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
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
局，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立足新发展阶
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推

进科技自立自强，保证人民当家作主，
坚持依法治国，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体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
生，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协同推进
人民富裕、国家强盛、中国美丽。”随着
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伟大实践不断向前，我们的道路必
将越走越宽广，我们的制度必将越来
越成熟！

历史长河滚滚向前，时代号角催
人奋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是我
们必须不断推进的伟大事业，又是我
们开辟未来的根本保证。坚定不移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唯一正确的道
路，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
信、文化自信，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发
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我们就一定
能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永远充满蓬勃
生机活力，在新的伟大征程上创造新
的历史伟业。

（新华社北京7月7日电）

新征程上，必须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

云南北移离群独象
安全回归栖息地

据新华社昆明7月7日电（记者赵珮然 胡
璐）记者从云南北移亚洲象群安全防范工作省级
指挥部了解到，7月7日15时，北移离群独象已
安全转移至其原栖息地——西双版纳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勐养片区，各项生理指标正常，安全回
归栖息地。

据通报，7月7日凌晨，为防范北移离群独象
进入玉溪市人群密集区域，造成公共安全风险，玉
溪市红塔区北移亚洲象群安全防范现场指挥部，
按照拟定的应急管控预案要求，紧急启动对北移
离群独象的捕捉转移应急管控措施，相关工作进
展顺利。

7月5日以来，该象进入玉溪市北城街道拶坝
塘社区，距晋红高速仅0.3公里，距昆玉城际铁路
仅0.2公里，独象安全管控难度大，公共安全风险
高。为确保人象安全，经研判，现场指挥部按照应
急处置预案，对其采取了措施。

7月7日，在可可西里索南达杰保护站野生
动物救助中心，三公两母共五只人工救助的藏羚
羊被放归大自然。得益于各方多年保护，目前可
可西里藏羚羊种群数量已恢复至7万只左右。

图为藏羚羊被放归大自然。 新华社发

可可西里5只人工救助
藏羚羊被放归自然

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
84周年仪式在京举行

新华社北京7月7日电（记者黄玥）纪念全
民族抗战爆发84周年仪式7日上午在中国人民
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
京市委书记蔡奇主持纪念仪式。

北京卢沟桥畔，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巍
然矗立、雄伟庄严。上午10时，纪念仪式在雄壮
的国歌声中开始。首都学生代表饱含深情地朗诵
了《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延安与
中国青年》两首抗战诗文，首都大学生合唱团演唱
了《松花江上》《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表达
了年轻一代以史为鉴、不负时代、不负韶华，立志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的坚定决心。

随后，各界代表缓步登上台阶，依次来到抗战
馆序厅，手捧花束，敬献在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抗
战的大型浮雕《铜墙铁壁》前，并向抗战英烈鞠躬
致敬。各界代表还一同参观了“中流砥柱——中
国共产党抗战文物展”。

中央有关部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和北京
市负责同志，在京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代表、
抗战将领亲属代表，首都学生、部队官兵、干部群
众等各界代表400余人参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