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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内蒙古朱日和7月30日电
（记者 曹 智 李宣良 梅世雄） 铭
记光辉历史，推进强国强军。7月30日
上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90 周
年阅兵在朱日和联合训练基地隆重举
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
委主席习近平检阅部队并发表重要讲
话。

盛夏的草原极目青天，火热的沙场
鼓角铮鸣。检阅台前，“1927－2017”字
样十分醒目。1万2千名受阅官兵、600
多台受阅车辆装备集结列阵，犹如钢铁
长城巍然屹立。100多架战机在6个机
场整装编队。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
以庆祝建军节为主题的盛大阅兵，是野
战化、实战化的沙场点兵，是人民军队整
体性、革命性变革后的全新亮相。

9时整，阅兵开始，五星红旗冉冉

升起，全场齐声高唱国歌。习近平登上
检阅车，行至阅兵道。阅兵总指挥、中
部战区司令员韩卫国报告受阅部队准备
完毕，习近平下达检阅开始的命令。

在激昂的阅兵曲声中，习近平乘车
依次检阅护旗方队、人员方阵、装备方
队。“同志们好！同志们辛苦了！”习近
平向受阅部队表示亲切问候。“主席好！
为人民服务！”官兵们的回答声震长空。
习近平乘检阅车返回检阅台时，受阅官
兵齐声高呼：“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
优良。”铁阵如山，口号如潮。

军旗跟着党旗走，军旗拱卫国旗
行。护旗方队徐徐驶来，拉开了阅兵分
列式的序幕。鲜艳的中国共产党党旗、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中国人民解放军
军旗，在 200 余名官兵护卫下迎风招
展。

巨大的轰鸣声由远而近，41 架直
升机组成“八一”标识和“90”字样，
飞临检阅台上空，象征着人民军队走过
了90年光辉历程。

铁甲奔涌，战鹰呼啸。34 个地面
方队和空中梯队，组成陆上作战群、信
息作战群、特种作战群、防空反导作战
群、海上作战群、空中作战群、综合保
障群、反恐维稳群、战略打击群9个作
战群，按作战编组依次通过检阅台。这
次阅兵，受阅装备近一半为首次亮相，
集中体现了我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
的最新成就。

受阅部队接受检阅后，迅速向检阅
台对面集结。动若风发，战尘飞扬。重
新集结后的部队，如同一道凝固的铁流
横亘阵前。

10 时许，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他指出，90 年前，南昌城头一声枪
响，宣告中国诞生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新型人民军队。90 年来，人民军队高
举着党的旗帜，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
负着民族的希望，浴血奋战，勇往直
前，战胜一切敌人，征服一切困难，为
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建立
了不朽的功勋！我们的人民军队不愧是
听党指挥的英雄军队，不愧是忠心报国
的英雄军队，不愧是为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英勇奋斗的英雄军队。

习近平强调，安享和平是人民之
福，保卫和平是人民军队之责。天下并
不太平，和平需要保卫。今天，我们比
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需
要建设一支强大的人民军队。我们要深
入贯彻党的强军思想，坚定不移走中国

特色强军之路，努力实现党在新形势
下的强军目标，把我们这支英雄的人
民军队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军队。

习近平要求全军将士们，坚定不
移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
和制度，永远听党的话、跟党走，党
指向哪里、就打到哪里；坚定不移坚
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始终同人民站在一起，时刻把人民放
在心头，永远做人民子弟兵；坚定不
移坚持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
准，聚焦备战打仗，锻造召之即来、
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坚
定不移坚持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
技兴军、依法治军，全面提高国防和
军队现代化建设水平。

习近平指出，我坚信，我们的英
雄军队有信心、有能力打败一切来犯

之敌！我们的英雄军队有信心、有能
力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我们的英雄军队有信心、有能力谱写
强军事业新篇章，为实现“两个一百
年”奋斗目标、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为维护世界和平作出
新的更大的贡献！

习近平的重要讲话，赢得全场长
时间雷鸣般的掌声。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
副主席范长龙主持阅兵，中共中央政
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许其亮，
中央军委委员常万全、房峰辉、张
阳、赵克石、张又侠、吴胜利、马晓
天、魏凤和，各战区、各军兵种、军
委机关各部门、军事科学院、国防大
学、国防科技大学、武警部队领导等
约240人参加活动。

同志们：
今天，我们在这里举行隆重的

沙场阅兵，以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
建军90周年。

90 年前，南昌城头一声枪响，
宣告中国诞生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新型人民军队。90 年来，人民军队
高举着党的旗帜，脚踏着祖国的大
地，背负着民族的希望，浴血奋
战，勇往直前，战胜一切敌人，征
服一切困难，为中国人民站起来、
富起来、强起来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历史充分证明：我们的人民军队
不愧是听党指挥的英雄军队，不愧是
忠心报国的英雄军队，不愧是为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英勇奋斗的英雄军队。
我们党为拥有这样的英雄军队感到骄
傲和自豪！全国各族人民为拥有这样

的英雄军队感到骄傲和自豪！
安享和平是人民之福，保卫和平是人

民军队之责。天下并不太平，和平需要保
卫。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
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
何时期都更需要建设一支强大的人民军
队。我们要深入贯彻党的强军思想，坚定
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努力实现党在
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把我们这支英雄的
人民军队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军队。

全军将士们！你们要坚定不移坚持
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
永远听党的话、跟党走，党指向哪里、
就打到哪里。

全军将士们！你们要坚定不移坚持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始终
同人民站在一起，时刻把人民放在心
头，永远做人民子弟兵。

全军将士们！你们要坚定不移坚
持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聚
焦备战打仗，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
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

全军将士们！你们要坚定不移坚
持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兴军、
依法治军，全面提高国防和军队现代
化建设水平。

我坚信，我们的英雄军队有信
心、有能力打败一切来犯之敌！我们
的英雄军队有信心、有能力维护国家
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我们的英雄军
队有信心、有能力谱写强军事业新篇
章，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
维护世界和平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新华社内蒙古朱日和7月30日
电）

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阅兵
在朱日和联合训练基地隆重举行

习近平检阅部队并发表重要讲话

新华社内蒙古朱日和7月30日电
（记者 李宣良 王玉山）7 月 30 日上
午，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
阅兵中，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
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出新形势下的强军
号令——把英雄的人民军队建设成为世
界一流军队。

这次以庆祝建军 90 周年为主题的
阅兵，是习近平首次在野战化条件下沙
场阅兵，也是解放军整体性、革命性改革
重塑后的全新亮相。在朱日和训练基地
参加实战化训练的1.2万名官兵，走下训
练场、即上阅兵场，以战斗姿态接受检
阅。

9 时整，检阅式开始。雄壮的阅兵
曲中，习近平乘坐野战检阅车，依次检阅
地面方队和人员方阵。

“同志们好——”“主席好！”“同志们
辛苦了——”“为人民服务！”习近平的亲
切问候振奋军心，受阅官兵的响亮回答
声震长空。

这次阅兵打破以往礼仪式阅兵惯
例，不安排徒步方队和正步行进，不安
排军乐团、合唱队，没有群众性观摩，
所有装备不作装饰，体现出浓浓的“野
味”“战味”。

沙场阅兵是解放军贯彻实战要
求、聚焦备战打仗的体现。2013
年，习近平鲜明提出：“建设一支听
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
军队，是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
标。”习近平对军队反复强调要能打
仗、打胜仗。

9时30分，200余名官兵护卫着
党旗、国旗、军旗通过检阅台，拉开分
列式序幕。17 架直升机组成“八一”
标识，24架直升机汇成“90”字样飞过
天空。陆上作战、信息作战、特种作
战、防空反导、海上作战、空中作战、综
合保障、反恐维稳、战略打击9个作战
群，按作战编组、以空地一体的形式依
次通过检阅台，接受检阅。

这次阅兵，600 余台（套）受阅装
备近一半为首次公开展示，多种新型
作战力量登场亮相。今天，解放军已
从过去的单一军种发展成为诸军兵种
联合、具有一定现代化水平并加快向
信息化迈进的强大军队。

10 时许，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他指出，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
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
史上任何时期都更需要建设一支强大
的人民军队。

习近平号召全军官兵，深入贯彻
党的强军思想，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
强军之路，努力实现党在新形势下的
强军目标，把我们这支英雄的人民军
队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军队。

讲话结束时，全场响起热烈掌声，
经久不息。灼灼烈日下，装甲铁阵昂
首挺立，蓄势待发。

历经90载风雨征程的解放军，开
启了迈向世界一流军队的新征程。

7月30日上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阅兵在朱日和联合训练基地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检阅部队并发表重要讲话。这是
习近平乘车检阅部队。

新华社记者 李 刚 摄

7月30日上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阅兵在朱日和
联合训练基地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检阅部队并发表重要讲话。 新华社记者 兰红光 摄

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阅兵时的讲话
（2017年7月30日）

习近平

习近平首次沙场阅兵
号令解放军向世界一流军队进发

7 月 30 日
上午，庆祝中
国人民解放军
建 军 90 周 年
阅兵在朱日和
联合训练基地
隆重举行。中
共 中 央 总 书
记 、 国 家 主
席、中央军委
主席习近平检
阅部队并发表
重要讲话。这
是 分 列 式 现
场。
新华社记者
姚大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