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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铸就倚天剑 精武强兵保和平
本报记者 张保淑

九十载风雨兼程，有金戈铁马、浴血奋战的峥嵘
岁月，也有日夜守卫边海疆、守卫共和国蓝天的万丈
豪情。九十载风云激荡，从南昌起义的涓涓细流汇聚
成奔腾不息、摧枯拉朽的滔滔江河，中国共产党领导
的人民军队无论是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年代，还是
在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都经受住了
血与火的考验，成为维护国家安全、维护世界和平的
中流砥柱。

人民军队由小到大、由弱到强、从胜利走向胜利
的历程，既是一部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历
史，也是一部中国共产党依靠科学技术建军、强军的历

史。从第一所兵工厂——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修械所到第
一所航空学校——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从初步建成
包括兵器、航空、船舶、电子等在内的国防工业体系到
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国防现代化标志性成就，人民
军队开启了一个又一个历史性跨越。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随
着科技强军战略的深入实施，人民军队开启了由数量规
模型向质量效能型，由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的伟大
变革。大型运载火箭、高性能预警机、大型军用运输
机、国产航空母舰等一系列重大突破使人民军队踏上了
科技强军、科技制胜的新征程。

强军兴军的伟大变革
马建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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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20军用运输机

中国歼击机中国歼击机

大型政论专题片 《将改革进行到底》 第
八集 《强军之路 （下）》 展示了习主席和中
央军委抓住机遇，一鼓作气，乘势而上，率
领处于重要历史当口的人民军队，突破一系
列难点和障碍，实现强军兴军的伟大变革。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对国防和军队改革高度重视，坚持
把这项改革摆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突出位
置，放在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高度来
谋划和推进，并把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上升
为党的意志和国家行为，唱响了改革这个强
军兴军的主旋律。

找准突破口，抓住牛鼻子。习主席高瞻远
瞩、运筹帷幄，在千头万绪的改革进程中立起
我军新体制的“四梁八柱”，把优化规模结构和
力量编成作为先手棋和着力点，形成军委管
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新格局，成立陆军领导
机构、火箭军、战略支援部队，调整组建15个军
委机关职能部门，划设五大战区，完成海
军、空军、火箭军、武警部队机关整编工
作，实施联勤保障机制改革，组建军委联合
作战指挥机构和战区联合作战指挥机构，实
现了军队组织架构历史性变革，使我军规模
更精干、编成更科学、布局更优化。

当今时代，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
孕育兴起，新军事革命加速推进，国际军事
竞争格局深刻变化。军队规模结构和力量编
成必须随着战争形态和作战方式变化而变
化，随着国家战略需求和军队使命任务变化
而变化。在打赢信息化战争的时代要求中，
战略预警、远海防卫、远程打击、战略投
送、信息支援等新型作战力量作用更加凸
显。军队规模结构和力量编成改革应时而
动，在新调整组建的军级单位中包括了海
军、空军、火箭军、战略支援部队中的诸多
新型作战力量，成为人民军队力量体系一次
跨时代的全面重塑。

实战必先实训。在改革过程中，军事训
练步入实战化轨道，尤其在新型作战力量的
训练上，加大创新驱动，摆脱惯性思维、路
径依赖、习惯做法的束缚，凸显新型作战力
量建设必须和联合作战要求相适应的理念，
实战化训练取得明显效果。

古往今来，科技进步深刻改变着人类生
产生活方式，也深刻影响着世界军事发展走
向。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孕育兴起，
世界新军事革命加速推进，科学技术在军事
领域的广泛运用引起战争形态和作战方式深
刻变化，日益成为影响战争胜负的重要因
素。习主席深刻指出：“科技是现代战争的核
心战斗力。我们要赢得军事竞争主动，必须
下更大气力推进科技兴军，坚持向科技创新
要战斗力，依靠科技进步和创新把我军建设
模式和战斗力生成模式转到创新驱动发展的
轨道上来。”因势而谋、顺势而为，落实习主
席科技兴军战略，瞄准发展智能时代的国防
关键技术，适应国家和军队科技创新体系深
刻调整，是改革强军兴军的应有之义。

改革未有穷期改革未有穷期，，强军正在路强军正在路
上上。。迎来建军迎来建军 9090周年的人民军队周年的人民军队
正在向世界一流军队目正在向世界一流军队目
标挺进标挺进，，改革后的人民改革后的人民
军队一定会浴火重生军队一定会浴火重生、、
脱胎换骨脱胎换骨，，为中国社会为中国社会
主义建设和改革事业主义建设和改革事业，，
为 捍 卫 国 家 主 权为 捍 卫 国 家 主 权 、、 安安
全全、、发展利益发展利益，，为维护为维护
世界和平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促进人类进
步作出更大的贡献步作出更大的贡献。。

（（作者为国防科技作者为国防科技
大学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大学国际问题研究中心
教授教授））

开启航母时代
守护蓝色疆土

2017年7月8日，微波荡漾的维多利亚港
沉浸在庆祝香港回归20周年的节日氛围中。
上午约10时，巍然停泊港湾的中国首艘航空
母舰辽宁舰迎来了第一批参观的香港同胞，
他们挥动着鲜艳的五星红旗和香港紫荆花
旗，沿舷梯登临航母甲板。“辽宁舰，我们来
啦！祖国万岁！”这发自肺腑的欢呼声诠释着
香港市民对伟大祖国的拳拳之心。他们有的
兴奋地与舰载机飞行员和水兵们合影，有的
模仿起舰载机起飞时起飞助理做出的姿势跳
起航母 style 舞，有的在甲板上漫步，凭海远
眺。

“今天，作为中国人的感觉完全不同，近
代屈辱的历史不再重演，让香港人更加认同
自己的国家！”一位香港市民站在航母甲板
上，对着电视直播镜头，眼中泛起晶莹的泪
花。是的，此时此刻，作为一位普通港人，双脚
踏上祖国的航母，回首香港和祖国饱经风霜
的近代史，心情怎能不起伏难平呢？曾几何
时时，，中国这个传统大陆国家在向近代化和现中国这个传统大陆国家在向近代化和现
代化转型的过程中遭遇西方坚船利炮代化转型的过程中遭遇西方坚船利炮，，而受而受
尽屈辱尽屈辱。。今天今天，，祖国的航母不仅守卫着我们的祖国的航母不仅守卫着我们的
万里海疆万里海疆，，而且走向深蓝而且走向深蓝，，守护着大洋的安宁守护着大洋的安宁
与和平与和平。。

有评论指出有评论指出，，如果说辽宁舰让中国迈入如果说辽宁舰让中国迈入
航母时代航母时代，，那么今年那么今年44月月2626日中国第二艘航日中国第二艘航
母下水则标志着中国自主设计建造航空母舰母下水则标志着中国自主设计建造航空母舰
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距离完整掌握航母这距离完整掌握航母这
一当今世界最庞大一当今世界最庞大、、最复杂最复杂、、威力最强的作威力最强的作

战平台建造技术更近一步。随着该航母按计
划进行系统设备调试和舾装施工，并全面开
展系泊试验，及未来最终形成作战能力；随
着辽宁舰不断出海训练积累作战经验，中国

“双航母时代”呼之欲出。届时，再辅之以
中国完全自主研制的新型万吨级驱逐舰等海
上作战力量，中国海军能有效满足近海防
御、远海护卫的战略要求，为逐步实现从近
海防御型向近海防御与远海护卫型结合转
变，构建合成、多能、高效的海上作战力量

体系等奠定坚实基础。

空中攻防兼备
构建空天防御体系

从立项到研制试飞当今世界一流的大型
军用运输机需要几年军用运输机需要几年？？以中国工程院院士唐以中国工程院院士唐
长红为总设计师的团队给出的答案居然是长红为总设计师的团队给出的答案居然是 66
年年，，而从首飞到入列仅仅用了而从首飞到入列仅仅用了33年年。。这个与这个与
国际同行相比大大领先的惊人速度背后蕴含国际同行相比大大领先的惊人速度背后蕴含
着怎样的秘密呢着怎样的秘密呢？？本报记者清楚地记得唐长本报记者清楚地记得唐长
红在运—红在运—2020 入列仪式后接受采访时所说的入列仪式后接受采访时所说的
话话：“：“我们依靠现代数字化我们依靠现代数字化、、信息化信息化、、33DD打打
印等技术印等技术，，构建覆盖全国相关体系的制造平构建覆盖全国相关体系的制造平
台台，，千方百计提高工作效率千方百计提高工作效率。。除此之外除此之外，，没没
有别的办法有别的办法，，只只
有 分 秒 必 争 地有 分 秒 必 争 地

干、加班加点地干、拼命地苦干，向一日三
餐要时间、向黑夜要时间。因为这是国家战
略需求呀！”

唐长红和科研团队为之奋斗的国家战略
需求就是中国空军向“战略性军种”转型的迫
切需求，而大型军用运输机是战略空军的必
备基础。无论是守卫领土、领海、领空的战略
防御能力，还是跨越各种地理障碍和突破敌
方边界、打击敌纵深战略目标的战略打击能
力，或是短时间内把战斗资源在较大范围、成
规模地投送到指定位置的战略投送能力等都
依赖大型军用运输机。被称作“鲲鹏”的运—
20无愧中国空军“天之娇子”的美誉。

发轫于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 （简称东
北老航校） 的中国人民空军在战略预警和空
中打击方面也实现了惊人的进步。预警机是
现代化空中作战体系的核心，是体现国家综
合实力和科技水平的标志性装备，是现代战
争中必不可少的“空中司令部”。以“中国
预警机之父”、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小谟为代
表的科学家面对国际技术封锁，克服了难以
想象的困难，研制出以世界上性能最先进的
预警机——空警 2000 为代表的预警机“家
族”，做到“哪怕在 20 公里外划一根火柴，
都能看清楚”。这让中国空军拥有了运筹帷
幄、决胜千里的“空中帅府”。

在空中打击力量建设方面，中国已经形
成了完整的歼击机系列和轰炸机系列，一些
战机表现出骄人的性能。就在6月下旬举行
的第52届巴黎航展上，中国第四代多用途隐
身战斗机歼-31“鹘鹰”模型精彩亮相，吸引了
世界目光。根据空军新闻发言人申进科近日
透露的消息，中国歼－10B 战机将首度参与
本月 29日至 8月 12日举办的“国际军事比赛
—2017”，并与世界先进战机在“航空飞镖”项
目上同场竞技。航展和国际军事比赛无疑是
观察中国空军发展进步的重要窗口，通过这
些窗口，国际社会将会清楚地看到中国空军
大力推进新军事变革，推动实现国土防空型
向攻防兼备型转变，构建适应信息化作战需
要的空天防御力量体系的努力。

续写陆战传奇续写陆战传奇
筑牢铜墙铁壁筑牢铜墙铁壁

人们还记得在人们还记得在20162016年珠年珠
海航展上海航展上，，除了航空航天及除了航空航天及

防务展品展示和飞行表演外，还新开辟了 7
万平方米区域用作地面装备动态演示：中国
兵器工业集团公司自主研发制造的 VT-4型
主 战 坦 克 、 VN-12 型 履 带 式 步 兵 战 车 、
VN-1型8×8轮式装甲车等装甲车辆现场表
演爬纵坡、过壕沟、涉水池、蛇形机动等项
目，展示出高度的机动灵活性和强大的越野
能力。这些无疑是近年来中国陆军装备的杰
出代表。这也使人们认识到，陆军从南昌城
头起步，历尽战火洗礼，经过 90 年的发
展，已经从当年的“小米加步枪”发展成如
今拥有数十个兵种、数百个专业的合成化军
种。

中国陆军的伟大转变从一则新闻中可以
清晰地呈现出来。据 《解放军报》 报道，5
月 19 日，中国首支维和直升机分队在京举
行出征誓师大会，该分队将分 3 个梯队前往
苏丹达尔富尔。值得注意的是，该批维和分
队以陆军第81集团军某陆航旅为主组建，配
备 4 架米-171 中型多用途直升机，下设 1 个
飞行连、1 个机务连、1 个保障连，兵力规模
140人，涉及飞行、机务、领航、气象等20余个
专业，主要执行空中巡逻、战场侦察、人员输
送、伤员转运、物资运输等任务。无疑这是
一支配备现代化陆航装备，经过严格专业训
练、执行多重复杂任务的中国高科技陆军。
的确，陆军航空兵作为以直升机为主要装备
的陆军前沿性主战兵种，从 1986 年成立以
来，陆续装备了多种型号武装直升机等，已
成为中国陆军新型主战力量。

中国陆军99A式主战坦克是中国军事科
技和中国制造业的骄傲。在 2015年 9月 3日
举行的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阅兵仪式
上，由该种坦克组成的箭形编队从天安门前
通过，赢得阵阵掌声。据 《解放军报》 报
道，99A式主战坦克是99式主战坦克的改进
型，较后者发动机功率大幅增加，操控更加
灵活自如。该型坦克作为陆军重型突击力
量，具备实时战场感知、高效指挥控制、快
速机动突击、精确火力打击、信息综合防
护、精准伴随保障等特点，是人民陆军打赢
未 来 信 息 化 战 争 的未 来 信 息 化 战 争 的

““陆战之王陆战之王”。”。

7月11日，香港青少年在昂船洲军营欢送辽宁舰编队驶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