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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毛泽东号召

“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

军”，三者紧密相连成为当时一个响遍中国大

地的口号。对于前两场运动，学术界研究较

深，人们了解较多；而对于曾经进行的轰轰

烈烈的“全国学人民解放军”，学术界研究

还没有广泛深入开展，人们对其深层次的问

题，还知之不多。毛泽东出于怎样的目的发出

“全国学人民解放军”的号召，就是这样一个

问题。

“要鼓励，不能泼冷水”

“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采取了“一边倒”方针，与

苏联结盟，学习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但

随着苏共二十大尖锐地揭露了斯大林的严重问

题，中国也开始力图摆脱苏联模式的桎梏，探

索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

但是，中国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并不一

帆风顺。1957年4月，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

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整风，

并用召开座谈会、小组会等形式听取党外人士

的意见，但党内整风很快转向反击右派。从

1958年开始，中国共产党又先后发动了“大跃

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力图找到一条较快地

发展经济的路子和不同于苏联集体农庄的经济

体制。这两个运动和在同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

会议根据毛泽东提议通过的“鼓足干劲、力

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

一起被称为“三面红旗”。结果造成片面追

求高指标、高速度和浮夸风、“共产”风等

“五风”盛行，同时又受到自然灾害的影响，

致使工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国民经济各部

门比例关系严重失调，人民生活水平明显下

降，国民经济出现严重困难，被迫进行调整。

与此同时，中国外部环境恶化。中苏两党两

国的关系也开始恶化，中国认为苏联逐步变

“修”。在内政外交遇到严重挫折的时刻，毛

泽东没有向困难低头，他想到的是如何用大无

学习苏联经验的宣传画

毛泽东号召

于兴卫

“全国学人民解放军”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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畏的革命精神战胜它。正如毛泽东在1963年1

月9日所作《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一词中

写道：

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

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

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

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镝。

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

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毛泽东认为“胜败乃兵家常事，尤其是

打败仗之后，要鼓励，不能泼冷水”。为了给

群众鼓劲，当时采用了树典型的方式。通过树

立典型，学习典型，调动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和

主动性，从而推动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

是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采取的一种有效的工作

方式。

“解放军是一个好军队”

就在国内外面临严重困难的时候，人民解

放军开始进入毛泽东的视野。作为党和军队的

最高领导人，他对军事工作的思考更多地站在

党和国家事业全局的高度，而不仅仅是从军队

的局部出发。这种思想从他领导秋收起义开始

就发挥着作用。1927年12月，毛泽东在总结红

军攻打茶陵县城战斗的经验教训时，为军队制

定了三大任务：第一，打仗消灭敌人；第二，

打土豪筹款子；第三，做群众工作。在建立井

冈山根据地过程中，他明确提出“军队的党要

帮助地方党的发展”，“军队武装帮助地方武

装的发展”。毛泽东在1929年12月的古田会议

决议中更是明确红军的性质：“中国的红军是

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特别是

现在，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

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以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

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

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很注意用军队或者说军

队的组织方法来推动全局的工作。可能由于长

期的军事生活和指挥作战，他在指导社会改造

和经济建设的时候，常常采用类似用兵作战的

方法，使用一些军事术语。而且在指导国家的

政治和经济生活时，他也很注意发挥“军队”

的作用。

1956年11月，针对国际国内一些共产党

和国家领导人出现脱离群众的情况，毛泽东巧

妙地用“军队”将“地方”的军。在中共八届

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说：鉴于国际教训，党和

国家的各级领导人有很多特殊权利，可能形成

特殊阶层而脱离群众。在我国也有可能出现新

贵族。所以要警惕干部生活上的特殊化、贵族

化。县委以上全国有几十万人，一定要防止特

殊化、贵族化。

当与会的有的解放军干部提出在和平时期

逐渐缩小军队内部上下级之间的待遇差别和军

队干部与地方干部之间的待遇差别的建议时，

毛泽东说：我赞成这样做，但不要搞绝对平均

主义。他还用强调的语气说：

我是历来主张军队要艰苦奋斗，要成为模

范的。1949年在这个地方开会的时候，我们有

一位将军主张军队要增加薪水，有许多同志赞

成，我就反对。他举的例子是资本家吃饭五个

碗，解放军吃饭是盐水加一点酸菜，他说这不

行。我说这恰恰是好事。你是五个碗，我们吃

酸菜。这个酸菜里面就出政治，就出模范。解

放军得人心就是这个酸菜，当然，还有别的。

现在部队的伙食改善了，已经比专吃酸菜有所

不同了。但根本的是我们要提倡艰苦奋斗，艰

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锦州那个地方出苹

果，辽西战役的时候，正是秋天，老百姓家里

很多苹果，我们战士一个都不去拿。我看了那

个消息很感动。在这个问题上，战士们自觉地

认为:不吃是很高尚的，而吃了是很卑鄙的，

因为这是人民的苹果。我们的纪律就建筑在这

个自觉性上边。这是我们党的领导和教育的结

果。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精

神就是由这里头出来的。一个苹果不吃，饿死

人没有呢?没有饿死，还有小米加酸菜。在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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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候，在座的同志们要住棚子。在过草地的

时候，没有棚子都可以住，现在有棚子为什么

不可以住?军队这几天开会，他们慷慨激昂，愿

意克己节省。军队这样，其他的人更要艰苦奋

斗。不然，军队就将你的军了。在座的有文有

武，我们拿武来将文。解放军是一个好军队，

我是很喜欢这个军队的。

当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在进行社会主义建

设过程中遭遇严重挫折时，人民解放军的表现

却令他眼睛一亮。1959年林彪接替彭德怀出任

国防部长并主持军队工作后，军队在战争年代

形成的革命传统在军队中更加发扬光大。林彪

在1960年2月全军高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

军队的“革命”化，他说：

我们革命的军队，要有革命的乐观主义精

神，要活泼。

部队到处是一片欢腾，大家笑容满面，就

能打胜仗。如果整天愁眉苦脸，呆呆板板的，

那是个打败仗的相，是打不好仗的，做不好工

作的。我们不要把部队搞得死气沉沉，把兵搞

得像木头人一样。

他还特别强调精神方面的因素说：

军队建设有两个方面，一方面要进行物

质上的建设，一方面要进行精神上的建设。精

神的东西可以转化为物质的东西，精神的东西

和群众结合起来就会变成强大的物质力量。搞

军事训练、政治训练、文化训练，都不是物质

的东西，但是它能够使物质发挥作用。作风也

不是物质的东西，它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假

如人人都养成了好作风，不仅平时，特别是战

时，就会转化为强大的物质力量。

林彪还两次向毛泽东请示，将毛泽东在1939

年提出的“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

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三句话，和

“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八个字作为军队的

“三八作风”，毛泽东对此表示赞同。

1960年9月14日至10月24日，中央军委在

北京举行扩大会议。会议作出了《关于加强军

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这个决议，从内容

到表达方式都尽量模仿毛泽东起草的古田会议

决议。林彪称自己是在“复古”。总参谋长罗

瑞卿将决议呈送毛泽东后，并把此点（指林彪

“复古”的提法）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十分

高兴。他亲自动手进行修改并指示印发党、

政、军、民各系统。12月24日，中共中央批准

这个决议时指出：“这个决议不仅是军队建设

和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指针，而且它的基本精

神，对于各级党组织、政府机关以及学校、企

业部门等都是有用的”。

此外，林彪指示部队大力加强学习毛泽

东思想、学习毛泽东著作，大力提倡“四个第

一”、“三八作风”，并在基层连队广泛开展

“四好连队，五好战士”的活动和群众性练兵活

动。林彪在军队的这些做法很受毛泽东赏识，

毛泽东开始思考怎样用军队推动地方的工作。

在这一时期，人民解放军在保卫国家安

全方面也做出了突出成绩，不仅粉碎了蒋介石

集团反攻大陆的图谋，而且在1962年的中印边

界自卫反击作战中取得重大胜利。毛泽东对人

民解放军的表现十分高兴。1963年2月15日，

总参谋长罗瑞卿在陪同毛泽东会见柬埔寨西哈

努克亲王时当面向毛泽东汇报，西藏军区司令

员张国华总结经验时提到这次边境作战部队表

现得很好，是因为做到了“两不怕”：一不

怕苦，从上到下没有叫苦的；二不怕死，前

仆后继，倒下一个马上有人顶上去。毛泽东

听了非常高兴，说：“过去岳飞讲文官不要

钱，武将不怕死，天下太平矣！这句话有片面

性，因为它缺了一面，好像文官不要钱，但是

可以怕死，武将不怕死，却可以要钱。我们解

放军则是文官既不要钱，也不怕死，武官既不

怕死，也不要钱，这样岂不更好，天下岂不更

太平！”

他还把解放军与岳家军对比，引用金兀术的

话说，撼山易，撼岳家军难。“谁要撼我们解放

军，那就更加困难了。撼山易，撼解放军难。”

“要向解放军学习”

1963年是国民经济迅速恢复的一年，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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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腐蚀，永不沾。

因此叫，好八连。

解放军，要学习。

全军民，要自立。

不怕压，不怕迫。

不怕刀，不怕戟。

不怕鬼，不怕魅。

不怕帝，不怕贼。

奇儿女，如松柏。

上参天，傲霜雪。

纪律好，如坚壁。

军事好，如霹雳。

政治好，称第一。

思想好，能分析。

分析好，大有益。

益在哪？团结力。

军民团结如一人，

试看天下谁能敌。

行各业重现生机。工农业各条战线开展的比学

赶帮运动也进行得如火如荼。与此同时，毛泽

东也在思考着如何推动城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

动，特别注意军队方面的动向。这年2月解放军

总政治部召开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总参谋长罗

瑞卿在讲话中提出了宣扬典型、运用典型的问

题，引起了各级领导的重视。总政治部随即向

全军发出学习雷锋和“南京路上好八连”的通

知，在全军大力宣传他们的事迹。雷锋和“南

京路上好八连”两个典型同时进入毛泽东的视

野。在学习雷锋的热潮中，毛泽东还应《中国青

年》杂志的邀请题写了“向雷锋同志学习”的

题词。他也十分注意“南京路上好八连”这个

典型。

1963年8月1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36

周年之际，毛泽东挥笔为“南京路上好八连”

题写了杂言诗《八连颂》：

好八连，天下传。

为什么？意志坚。

为人民，几十年。

该诗热情赞扬了八连“拒腐蚀，永不沾”

的优秀品质。从某种意义上讲，这首诗是毛泽

东号召人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扬人

民军队优良传统的宣言书。

1963年12月15日至1964年1月7日，全国

工业交通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召开之

前，毛泽东收到冶金工业部部长王鹤寿上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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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提议在企业里学习

解放军的报告》。王鹤寿在报告中说，今年我

们在企业里，除了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和开展增

产节约、“五反”运动以外，主要抓了两件

事，其中之一是学习解放军的政治工作。学

习解放军的政治工作，就是用解放军的政治

工作的方法，发扬主席过去所批示的《鞍钢

宪法》精神。这不仅使我们找到了做好企业思

想政治工作的范例，而且解决了许多过去长期

没有解决的问题，效果是显著的。工业部门学

习解放军，这正是毛泽东几年来考虑的一个问

题。这个报告来得适逢其时。报告是12月9日

写的，毛泽东11日就批给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

经济委员会主任、国务院工业交通办公室主任

薄一波：“此件请你看一下。别的工业部是否

也抓起了思想政治工作，请你查后告我。看来

学解放军，并且调一些解放军好干部到工业部

门工作，是一个好办法。请你考虑一下这个

问题。”

事也凑巧，12月14日，毛泽东又看到了

中共黑龙江省北安县党委宣传部符金声写给中

共中央的信。信是11月写的，12月13日，中

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将其编入《群众反映》第

83期，并冠以《农村的政治思想工作需要加

强》的题目。来信说，目前农村的政治思想工

作，虽然上面一般都有布置，但往往落实不

到基层。农村政治思想工作不能落实到生产队

的原因是：（1）认识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

（2）上面有的机构设置不当，使一些职能部

门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却把下面党组织的主

要负责同志牵扯在行政事务圈子里拔不出来。

（3）生产队没有政治思想工作队伍。因此建

议：（1）撤销类似生产办公室那些党政不分

的重叠机构。（2）每个生产队应像军队的连

队那样，配上一个政治委员，专门负责生产队

中的政治思想工作和党的工作。毛泽东看到

后，立即将其批转给负责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

刘少奇（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

邓小平（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

理）和彭真（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

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委书记、市长），提出是

否可以在生产队设一专职人员专门抓农村思想

政治工作，在城市工业、商业和居民区也仿照

解放军从上到下设政治部、政治处和指导员的

建议，并请中共中央书记处商议后提请常委

讨论。

12月13日，薄一波收到毛泽东关于王鹤寿

报告的批示后，立即着手进行调查工作。12月

15日，薄一波即致信毛泽东，信中说：您12月

11日关于王鹤寿同志的报告给我的批示，已于

13日收读。我正遵照您的指示，召集工业各部

的同志，查询各部学习解放军和石油部抓政治

思想工作的情况，并讨论怎样加强工业企业的

政治思想工作问题。学习解放军，调一批解放

军的好干部到工业部门工作，确是加强工业企

业政治工作的好办法。几年以来，石油部就是

这样做的，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并且创造

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工业企业中进行思想政治工

作的经验。其他工业部门如水利电力部、冶金

工业部、化学工业部也正在开始学习石油部的

经验。

12月16日毛泽东收到薄一波的信，立即

致信军队的几位主要负责人林彪、贺龙、聂荣

臻、罗瑞卿、肖华，向他们正式提出工业部门

学解放军的问题。信中说：

国家工业各个部门现在有人提议从上至下

（即从部到厂矿）都学解放军，都设政治部、

政治处和政治指导员，实行四个第一和三八作

风。我并建议从解放军调几批好的干部去工业

部门那里去做政治工作（分几年完成，一年

调一批人），如同石油部那样。据薄一波同志

说：现在已有水利电力部、冶金工业部、化学

工业部正在学习石油部学解放军的办法在做。

我已收到冶金部学解放军的详细报告，他们主

张从上到下设政治部、处和指导员。看来不这

样做是不行的，是不能振起整个工业部门（还

有商业部门，还有农业部门）成百万成千万的

干部和工人的革命精神的。⋯⋯请你们考虑一

下是否可行，然后我和中央常委同志同你们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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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下（有个别管工业的同志参加。林有病可不

出席），把方针确定下来。这个问题我考虑

了几年了，现在因为工业部门主动提出学解放

军，并有石油部的伟大成绩可以说服人，这就

到了普遍实行的时候了。解放军的思想政治

工作和军事工作，经林彪同志提出四个第一、

三八作风之后，比较过去有了一个很大的发

展，更具体化又更理论化了，因而更便于工业

部门采用和学习了。

12月19日，薄一波又将工业、交通部门学

习解放军政治工作经验的情况向毛泽东作了详

细的书面报告。报告说：根据毛泽东12月11日

的批示，对国务院工业交通各部抓思想政治工

作的情况进行了初步检查。情况基本上可以分

为两类：一类是认真抓了，确实抓起来了。石

油部就是这样。这个部比较全面地系统地学习

了解放军政治工作经验，

找到了一套适合于工业情

况的比较完整的方法，取

得了显著的成绩。一类是

抓了一些，如有些部，像

铁道部和交通部，从部到

企业设置了政治工作机

构，建立了一些政治工作

制度；煤炭部和一些部也

设立了政治部，一机部在

其直属的二十二个厂设立

了政治工作机构；邮电部

在四个省建立了政治工作

机构。但是它们抓得不够

经常，不够系统，还没

有找到一套适合于本部

门情况的方法，因而成绩不大。薄一波认为：

石油工业部的思想政治工作所以抓得比较好，

就是由于他们能够结合石油的具体情况，成功

地运用了解放军成套的政治工作经验。石油部

为工业交通部门学习解放军树立了一个好的

榜样。

大庆的经验，贯穿着毛泽东所重视的

群众运动传统方式和思想政治工作的模式，

自然引起毛泽东的关注。他对石油部学习解

放军的经验和作风，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

把全国石油厂矿力量组织起来打歼灭战，多

次给予赞扬。1964年1月7日，毛泽东在听

取全国工业交通情况汇报时，指示报纸要

写点新鲜事物，报道学习解放军、学习石

油部。

1964年2月1日的《人民日报》在头版整版

发表社论《全国都要学习解放军》，同时还在

第二版开辟专栏《学习解放军无产阶级化的革

命精神》。轰轰烈烈的全国学人民解放军运动

的序幕正式揭开。

1964年12月21日至1965年1月4日，第三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周

恩来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报告中向全国人民

发出了“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

民解放军”的号召。（编辑 潘 鹏）

(作者是军事科学院《中国军事科学》编辑)

“工业学大庆 农业学大寨 全国学人民解放军”宣传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