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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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 7月 30日电 庆祝
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大会将
于 8月 1日上午 10时在人民大会堂
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

发表重要讲话。
届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

视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将进行现场
直播，人民网、新华网、中国网络电视
台、中国网、中国军网也将同步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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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人
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阅兵时发出的
伟大号召，在全体受阅将士中引起强
烈反响。

在现场聆听习主席重要讲话后，
广大受阅官兵一致表示，将以习主席
号令为引领，以这次受阅为动力，永
远听党的话、跟党走，始终同人民站
在一起，聚焦备战打仗，为实现强军
目标、建设世界一流军队不懈奋斗。

“‘导弹听我话、我听党的话’，是
每名火箭兵的精神底色。”受阅战士、
火箭军某部上等兵兰文辉说。这名
裕固族大学生士兵每次和家人通电
话，族长和父母都教育他要听党的
话、跟党走，当党的好战士。

装备轰-6K 的空军航空兵某
师，是空中打击的拳头部队。接受检
阅后，师长郝建科说，全师官兵将以
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为动力，向着

“建设过硬轰炸机师，打造一流拳头
部队”的奋斗目标不断前进。

阅兵纪念标识梯队“90”字样的
长机、陆军航空兵某旅旅长崔佳彬
说，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军在中国特
色强军之路上迈出新的步伐、展现新
的风貌，进一步坚定了全体受阅官兵

改革必成、强军必成的信心决心。
代表反恐维稳方队受阅的特战

突击力量，有一个十分响亮的名字：
武警猎鹰突击队。2014年 4月 9日，
猎鹰突击队大队长米彦广从习主席手
中郑重接过“猎鹰突击队”队旗。从
此，这支反恐劲旅的名字响彻全军。
米彦广说，全体“猎鹰人”将以习主席
重要讲话精神为动力，苦练反恐本
领，争当忠诚卫士。

这次阅兵，空降兵方队以“上甘岭
特功八连”为主体组建。方队领队孙
向东说：“空降兵部队将深入学习贯
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着眼新的使
命任务，不断加快转型建设发展，确
保一声令下，随时拉得出、打得赢。”

陆军某特种作战旅是全军唯一一
支高原特种作战部队，被誉为“高原雪
豹”。特种兵方队副政委扎西顿珠说，
官兵们将以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为动
力，进一步树立全部心思向打仗聚焦、
各项工作向打仗用劲的鲜明导向，推
动练兵备战往深里走、往实里落。

作为维护国家安全的新型作战
力量，战略支援部队是我军新质作战
能力的重要增长点。参加阅兵的战
略支援部队某部某技术组副组长邹
冬冬说：“我们一定深入学习习主席
重要讲话精神，不断拓展履行使命任
务能力，苦练本领，磨砺精兵。”（据新
华社内蒙古朱日和7月30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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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定不移
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
——习主席重要讲话在受阅官兵中
引起强烈反响

庆祝建军90周年大会
明日上午在京举行
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本报讯（记者 谢丛蔓 河南报业
全媒体记者 黄岱昕）7月30日，内蒙
古朱日和训练基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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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日报新媒
体平台发挥各自优势，报道阅兵盛况。

河南日报客户端采用视频和图文
两种方式进行直播，河南日报微信公
众号第一时间推出大阅兵专题，河南
日报官方微博则设置了“朱日和阅兵”

“建军90周年”“沙场点兵”三个话题。
截至当天中午，通过河南日报“两微一
端”观看阅兵报道的网友已近50万人
次。各平台网友还纷纷留言评论，表
达自己观看阅兵时为人民军队骄傲、
为强大祖国自豪的心情。

河南日报客户端网友“木槿花开”
说：“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
年，飞行的直升机，各种坦克、导弹及
军人的刚强英勇深深地让我震撼，我
看到了解放军实力的强大、中国的进
步。”微信网友“枫之白桦”则以“为祖

国点赞，为人民解放军加油！中国梦，
强军梦！”的口号抒发自己的激动之
情。

阅兵式上受阅官兵严整的军容、
整齐的梯队、先进的装备，激发出网友
的爱国主义情怀，并让广大网友更加
充分地认识到安宁幸福的生活离不开
强大人民军队的护佑。微信网友“羊
盖侠滑也”的评论极具代表性：“中国不
怕、不惧、不畏，若敢犯，弹出膛，剑出
鞘，飞机坦克齐轰鸣，血肉固长城。”

骄傲与自豪之外，不少网友也结
合自身实际，表示要把观看阅兵时收
获的满满正能量转化到日常工作生活
中去。微信网友“农家姑娘符智慧”评
论说：“现在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
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我们也
在努力！”微博网友“来来回回走”说：

“相信在习主席的领导下，人民军队会
越发强大。在习总书记的引领下，只
要肯奋斗，我们的生活也会越来越
好！”③6

本报“两微一端”近50万网友同看阅兵式

为祖国点赞 为解放军加油

本报讯（记者 高超）7 月 30日，庆
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阅兵在
位于内蒙古的朱日和训练基地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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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主席的重要讲话，在驻豫解放军、
武警部队官兵中引起强烈反响。

以第 83集团军某旅为主组建的空
中突击梯队官兵接受习近平主席检阅
返回后，立刻组织官兵分组学习讨论
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官兵们
纷纷表示，作为全军首批空中突击部队，
接受习主席检阅倍感荣耀，要把沙场阅
兵的豪情转化为练兵备战的热情，从难
从严投入到训练中。特级飞行员汤军
说：“沙场阅兵让我们近距离触摸‘战
争’、学习‘战争’、研究‘战争’，作为一名
空中突击部队的飞行员，必须更好适应
部队转型需求，按照全域机动、立体攻
防、精确打击的目标投入实战化训练，争
当能打硬仗的尖兵。”

在武警河南总队焦作支队，官兵们
通过电视收看阅兵直播后，及时讨论学
习。大家纷纷表示，这次阅兵充分展示
了我军的新阵容、新变化、新气象，习近
平主席的重要讲话，必将激发官兵踊跃
投身强军实践、谱写强军事业新篇章的
信心和决心。“整个阅兵，一切以战场为
背景，一切以战时为标准，一切以打赢为
目的，展示了中央军委、习近平主席精兵
强军的决心和初步成果。我们一定牢记
习主席嘱托，为中国梦强军梦贡献自己
的一份力量。”武警焦作支队勤务中队战
士黄熙康说。

当天上午，郑州警备区全体官兵认真
收看了建军90周年阅兵，聆听了习近平
主席的重要讲话。官兵们一致认为，党
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统筹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把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纳入全面深化改
革的总盘子，引领我军开启了实现强军
目标、建设世界一流军队的新征程。警
备区全体官兵必将以高度的历史使命感
和强烈的政治责任感，自觉凝聚在党旗
下，奋力强军，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
大胜利召开。③5

驻豫解放军、武警部队官兵认真收看建军90周年阅兵，纷纷表示

凝聚在党旗下 谱写强军新篇章

7 月 30 日
上午，河南消防
部队组织全体官
兵收听收看阅兵
实况，看到整齐
威武的受阅部
队，官兵们激动
不已。⑨7 史
长来 任志军 摄

图①② 7月30日，武警南阳支队严密
组织官兵模拟实战条件下综合训练，锤炼
部队实战能力。⑨7 崔培林 刘俊耀 摄

图③ 7月30日，武警郑州支队通信女
兵正在练兵比武，迎接“八一”节。⑨7 本
报记者 王铮 摄

本报讯（记者 任国战 陈学桦 郭
海方 王小萍 成利军 代娟 吴曼迪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杨之甜 郑伟
伟）7月 30日，全省各地干部群众通过
各种形式观看建军90周年阅兵现场直
播。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
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的重要讲话，气
势恢宏的阅兵式在全省各地引发强烈
反响。

7月 30日上午，观看完建军90周
年阅兵现场直播，安阳市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工作人员马启飞自豪地
说：“这次‘沙场点兵’，无论是士兵们
的精气神，还是高精尖的武器装备，都

展现了祖国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这也
激励着我们要立足岗位，多为群众办
实事、办好事！”

“看到祖国综合国力的强盛和军
事力量的强大，心里感到无比骄傲和
自豪！”收看完阅兵直播，汤阴县白营
镇大付庄村党支部书记代兴旺激动不
已，他说，阅兵展示了中国人民团结统
一、爱好和平的伟大民族精神，作为一
名基层干部，要把这种民族情怀体现
在工作中，为实现中国梦作出自己的
贡献。

孟州市政府办党组成员、副主任
王惠敏看完阅兵式，激动地说：“沙场

点兵，彰显了‘威武之师、坚若磐石’的
中国军魂。”他表示，“建军90周年阅兵
壮我军威，提振精气神，让每个人感受
到人民军队雄狮一样的战斗力，也激
发了我们干事创业的热情。”

济源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范晓
伟表示：“我们组织教职工观看了阅兵
直播，大家倍感振奋，纷纷表示，进一
步坚定了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
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
斗的决心。”

辉县市孟庄镇南李庄村组织全体
党员、部分村民观看了建军90周年阅
兵直播，村党支部书记范海涛说：“干

部群众纷纷表示，我们更应珍惜当前
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要立足自身岗
位，上下齐心、拧成一股绳，同心协力
谱写建设新篇章。”

“阅兵中我国自主研发的新型装
备频频亮相，让我们看到了国家改革
的力度之大，创新速度之快。当前，改
革已经进入深水区，要实现转型跨越
发展，决不能绕着矛盾走，必须深入调
查研究，坚持改革创新，向改革要活
力、要动力，打好脱贫攻坚、环保等各
个领域的硬仗，不断把全面深化改革
推向纵深，确保改革任务落地见效。”
南阳市委书记张文深说。③5

习主席重要讲话在我省各地点燃干事创业的热情

扬我军威酬壮志 万众一心写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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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兵比武
迎接“八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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