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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兵关系是军队内部最基本的关系。正确处理官兵关系，不断增强部队的凝聚力和战斗

力，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军队建设中，始终关注的一个重大原则问题。20世纪50年代中

后期，人民解放军由战争状态全面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由于部队成分日

趋复杂，加上旧军队内部遗留问题和学习苏军而产生的负面影响，官僚主义、打骂体罚现象

时有发生，这些倾向造成了官兵关系的疏远，严重影响着人民军队的巩固和发展。为了恢复

和发扬战争年代官兵一致的优良传统，密切官兵关系，全军上下采取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措

施，取得了巨大成功。

一

20世纪50年代，特别是抗美援朝战争停战后，人民军队注重密切官兵关系，适应当时形

势和任务的需要，有其历史的必然性。

（一）新型官兵关系的形成为密切官兵关系提供了历史依据。新型人民军队的官兵关系

创立于三湾改编。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受挫后，部队中组织成分严重不纯和思想极端混乱的问

题逐渐暴露出来。毛泽东针对旧军队遗留下来的军阀作风，规定“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

平等，士兵有开口说话的自由”①，一改旧军队严重对立的官兵关系，从内部关系上划清了与

旧军队的界限。1929年12月召开的古田会议对此又做了进一步明确：“官兵之间只有职务的

区别，没有阶级差别，官长不是剥削阶级，士兵不是被剥削阶级”②，从而彻底改革了旧军

队的管理制度和带兵方法。抗日战争时期，“官兵一致”被列为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三大原

则之一，从理论上界定了新旧军队根本不同的官兵关系。同时，全军开展的“尊干爱兵”运

动，使得官兵关系进一步发展，极大地增强了部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解放战争时期，通过

新式整军运动，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得到发展，各部队普遍实行了军事民主，充分调动了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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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兵的积极性、创造性，使一度因大量国民党军俘

虏兵加入而受到影响的官兵关系得到扭转。

（二）官兵矛盾的日渐突出为密切官兵关系

提供了历史动因。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军队开始

由建军的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但官兵关系

却日益紧张，主要是因为：解放战争中军队政治

工作专注于整军整风、拥政爱民、瓦解敌军等方

面，客观上对官兵关系顾及不够；解放战争后

期，人民解放军收编了大量的国民党军部队，社

会各阶层群众也踊跃入伍，而针对官兵关系的思

想政治工作却没有跟上；50年代初，在正规化建

设的进程中，一些人机械地遵照条令条例，同时

大规模的学习和借鉴苏军，也照搬了一些不符合

人民军队实际的东西；领导机关官僚主义严重，

习惯于“坐办公室”听各级汇报，不愿意接触连

队战士、接触实际，解决问题只停留在开会、提

要求上，很少深入调查研究。这种领导上的官僚

主义，更是官兵关系问题不能顺利解决和易于走

向扩大化的重要根源。总之，以上因素都不同程

度地冲击着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造成部队内部

官兵关系不和，形成压制士兵的情况。主要表现

为：1、管理教育方法简单生硬。很多干部不愿

做说服教育工作，单纯依靠行政命令来推动工

作；把执行处分当成“严格管理”、“按条令办

事”，打骂体罚现象普遍，存在惩办主义的带兵

方式。2、民主作风不够，不虚心听取士兵的意

见。把提意见当成“反抗领导”，不认真考察和

处理士兵的申诉，“军官高于一切，军官懂得一

切的风气盛行”。3、忽视官兵一致，军官不能与

战士们打成一片，跟战争年代干部处处以身作则

的作风有了很大差距；有些干部和家属子女搞特

权，在士兵群众和人民群众中造成了恶劣影响。

4、思想政治工作薄弱，偏离部队实际。部队的思

想教育，侧重于政治常识的灌输，士兵中许多思

想问题，没有通过教育说服去解决；把思想问题

上升为政治问题。

（三）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的召

开和全军学习党的八大精神为密切官兵关系提供

了历史契机。1953年12月7日至1954年1月26日，

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在北京召开。会

议在总结过去几年工作的基础上，对正规化建设

中军队内部出现的不正常上下关系、官兵关系，

进行了深刻总结，提出了明确批评，提出建设现

代化革命军队，必须保持和发扬人民军队官兵一

致、上下一致的光荣传统。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

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会议结束后，总政治

部立即发出通知，要求全军传达和学习八大的精

神。为了联系部队的实际，还特别加上了彭德

怀、谭政的发言①。《八一杂志》第108期社论

《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作风，贯

彻执行群众路线》也作为参考文件。

总政治部通知指出，在领会文件精神、提高

认识的基础上，必须联系工作进行检查。检查的

内容着重是人民军队建设中存在的各种主观主

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作风。要对向现代化转

变中的内部关系问题，加强集体领导和发扬民主

问题，党的群众路线的执行问题，训练工作和其

他工作中的主观主义作风特别是教条主义、形式

主义问题，机关工作的作风问题，以及对犯错误

者的态度问题等方面进行检查，以发现那些妨害

工作、不利于部队内部团结、阻碍群众发挥积极

性的错误和缺点，并积极地加以纠正。

二

为了妥善解决军队内部矛盾，从根本上调整

与改善官兵关系，恢复和发扬战争年代官兵一致

的优良传统，全军上下采取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

措施。

（一）进行尊干爱兵的传统教育。从20世纪

50年代中期开始，军队各级机关先后发出了训

令、通知、指示，要求所属基层单位普遍开展尊

干爱兵教育，为密切官兵关系奠定思想基础。军

委、总部领导对此高度重视。1955年8月1日，总

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发表了《继续发扬我军的光荣

传统》的文章，指出在军队生活环境变化和官兵

差别增大的情况下，应当研究怎样更好地发扬官

兵一致的光荣传统。1957年春，彭德怀及谭政、

陈赓、陈士榘等高级将领，分别到南京、上海、

舟山、福州、厦门、广州等地驻军考察官兵关系

的情况。随后，谭政在给中央军委《关于当前部

队官兵矛盾和军民矛盾的考察报告》中，详细地

陈述了部队官兵关系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解

决措施。1958年1月，彭德怀在全军后勤工作会议

上对密切官兵关系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军官

① 彭德怀的发言是《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而斗

争》，谭政的发言是《建军新阶段中政治工作的若干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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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护士兵，士兵尊重军官，上级关心下级，下级

尊重上级；官兵之间，上下级之间，同级之间，

互相尊重，互相学习，友爱合作，团结一致，这

就是我军内部关系的特点。”①这些讲话和报告在

全军引起了很大反响，大批将、校级军官深入连

队讲传统、带作风，带动和促进了尊干爱兵传统

教育在全军的蓬勃开展。

在尊干爱兵传统教育中，注意以军官为重

点，认真学习有关人民军队性质、宗旨、官兵关

系以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方面的论述；进

行新旧军队、正反事例的对比，对官兵关系中发

生的问题分析原因、总结教训，制订措施抓住带

共性的认识问题，展开广泛讨论。广大官兵通过

教育认识到：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并未改变人民

军队的性质，在建军新阶段仍然必须坚持官兵一

致的传统；坚持官兵平等、发扬民主精神，并不

妨碍集中指挥和贯彻条令，真正的高度集中只能建

立在高度民主、官兵相互了解和信任的基础上。

（二）检查、整顿官兵关系。针对官兵关系

中出现的问题，从1953年到1955年，全军在普遍

整顿党支部，继续贯彻群众路线的过程中，把解

决官兵关系问题作为一项重要内容。1956年12月

19日，总政治部又发出关于在连队和机关单位进

行民主检查，整顿官兵关系的通知，主要内容

是：召开民主大会检查官兵关系；将检查出来的

问题和群众提出的意见，分门别类地加以研究处

理。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和政治机关保证有领导、

有准备、有秩序地进行这次检查，对存在的官兵

关系问题，要预作调查研究，求得心中有数。检

查之前要注意打通干部思想，在士兵中也要进行

充分的动员教育。②与此同时，部队还重新恢复、

加强了士兵代表大会制度，配合一年一度的连队

民主检查。这对于消除官兵间的隔阂，巩固团

结，有着很大帮助。

全军经过连续几年的民主检查和整顿，许多

连队的面貌有了改变。据进行民主检查的342个连

队的调查材料统计，83.3%的连队原来的官兵关系

较正常，民主检查后，官兵更加亲密无间。16.7%

的连队过去官兵关系较差，检查后有了显著改

善。1957年全军违纪事件比1955年减少了42％，

事故减少了21％。军官关心士兵、与士兵共甘

苦、耐心教育士兵已成为相当普遍的现象。许多

单位把军官夜间查铺、轮流到士兵食堂吃饭、假

日轮流在连队值班等都作为制度来执行。经过民

主检查的实际教育，士兵们也克服了轻视知识分

子，不尊重知识分子干部的思想，更加自觉地尊

重军官，遵守纪律，积极工作。为了纠正对士兵

滥用纪律、乱施惩罚的倾向，在充分调查研究的

基础上，根据总政治部的建议，全军于1958年8月

废除了“禁闭”处分。

（三）官兵实行“五同”和干部下连当兵。

在整顿官兵关系的基础上，各部队普遍实行了

基层干部、下连队工作的机关干部与战士“五

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同操作、同娱

乐。这是针对实行军衔制、薪金制后，干部吃饭

在军官食堂，住宿在军官宿舍，参加训练、劳动

减少的情况提出来的。此后，在执勤和训练中，

连排干部和战士一起摸爬滚打，提高作战本领；

在生产和施工中，基层干部跟班劳动，同战士一

起荷锄下田，抡锤挥镐；在连队生活中，许多干

部仍和战争年代一样与战士同睡一铺炕，同吃一

锅饭。实行“五同”，对于干部保持和发扬战争

年代官兵一致、同甘共苦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对

于加强干部与士兵群众的沟通与联系，加强士兵

群众对干部的监督起了重要的作用。干部的模范

行为成为鼓舞战士奋发前进的无声命令和最有权

威的号召，“照干部的样子做”，成了广大战士

的行动口号。

在基层干部与战士实行“五同”的同时，全

军还实行了各级干部下连当兵的制度。1958年2

月，昆明军区某师政委何云峰和副师长张化民，

身着战士服装，佩带列兵军衔，到该师某团8连当

兵，与战士一起摸爬滚打两个多月，同士兵建立

了浓厚的感情，密切了官兵关系，摸索了军事训

练和政治工作经验，充实提高了自己。6月24日，

《人民日报》给予报道。9月20日，总政治部作

出《关于军队各级干部每年下连当兵一个月的规

定》，要求全军各级干部编入班、排与广大战士

坚持“五同”，以了解基层，深入基层。据此，

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北京军区司令员杨成

武、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沈阳军区司令员邓

华等一批高级将领相继下连当兵。

将军下连当兵的做法在军内引起了很大的反

响。在将军们的带动下，全军迅速掀起了干部下

①《彭德怀军事文选》，613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

社，1988。 

②《解放军报》，1956年12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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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当兵的热潮。到1958年12月底，全军下连当兵

的干部已达6.86万余人，其中以昆明、济南、北

京、广州和沈阳等军区部队的比例数更高。这些

干部下基层不仅同广大战士坚持“五同”，而且

还深入进行调查研究，帮助连队解决实际问题，

深受基层官兵们的欢迎。干部下连当兵，进一步

发扬了人民军队官兵一致的优良传统，密切了官

兵关系，使领导和机关进一步了解了基层实际，提

高了指导基层工作的针对性和效率。

三

2013年7月8日，习近平主席在参加中央军委

专题民主生活会时特别谈到基层建设，强调要大

力发扬尊干爱兵、官兵一致的优良传统，坚持基

层至上、士兵第一，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团结友

爱、和谐纯洁的内部关系。当前，全军第二批群

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已经深入展开，要求重点解

决发生在士兵身边的不正之风，把密切官兵关

系，加强内部团结突出出来，最大限度地把广大

官兵的智慧和力量凝聚到部队建设上来，推动基

层建设全面发展、进步。

考察历史是为了更好地把握现实！20世纪50

年代人民军队密切官兵关系的历史，对于当今重

塑基层部队风气，有着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

第一，巩固和发展部队团结友爱、和谐纯洁

的内部关系，必须坚持官兵一致的原则。社会是

变动的，历史是发展的，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

有不同的官兵矛盾，官兵关系也会随之呈现动态

性。但是，只要人民军队的性质宗旨不变、政治

本色不变，官兵一致、尊干爱兵的实质就不会

变。当前，人民军队的官兵关系依然也必然是革

命的同志关系，只有军衔和级别的高低，在政治

上和生活上一律平等，不应存在“官贵兵贱”、

“官高一等”的认识。建军以来，人民军队正是

靠着官兵一致、上下团结，形成了强大凝聚力和

战斗力，从而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完成

了党和国家赋予我军的历史使命。

第二，巩固和发展部队团结友爱、和谐纯洁

的内部关系，必须端正干部对战士的态度。官兵

关系中，干部仍然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干部用什

么态度、观念和感情对待士兵，始终是官兵关系

的核心问题，也是影响战士之间关系的关键因

素。和平时期，一些干部对于战争年代官兵之间

那种生死相依的感情缺乏亲身体验，容易忽视战

士的重要作用和主人翁地位。20世纪50年代全军

实行官兵“五同”和干部下连当兵，就是要通过

这样一种形式，从日常生活的点滴中培养干部和

战士之间的感情。干部以身作则、言传身教的表

率作用是对士兵最实际的教育，是密切与士兵关

系的最实际、最有效的办法。

第三，巩固和发展部队团结友爱、和谐纯洁

的内部关系，必须强化民主意识。“军队的基础

在士兵”①，这就需要干部在管理教育中，充分

调动战士的积极性、创造性，充分发扬民主，尊

重、启发和调动战士的智慧和精神，鼓励战士去

行使民主权利，使战士真正成为连队的主人。20

世纪50年代，人民军队重建士兵代表大会制度，

搞民主对照检查，干部进行普遍的群众性的德才

鉴定，并针对士兵提出的批评意见、检查出的问

题缺点认真进行处理。这样，基层民主渠道通畅

了，官兵关系理顺了，自然提高了工作成绩，连

队呈现出新气象。

第四，巩固和发展部队团结友爱、和谐纯洁

的内部关系，必须警惕各种以新面目出现的不良

官兵关系。20世纪50年代，人民军队重点解决了

以打骂体罚士兵为主要表现的军阀陋习，并对情

节恶劣、引起公愤的事件进行了严肃处理。在今

天，社会上的不良现象也难以避免地延伸到人民

军队。官兵关系的商品化、庸俗化倾向极易伤害

战士的感情，严重影响着官兵关系。因此，抓基

层部队风气，密切官兵关系，既要进一步杜绝个

别干部的打骂体罚行为，更要下决心、花力气狠

刹严惩，重点解决发生在士兵身边的处事不公、

吃拿卡要、侵占士兵利益的歪风邪气，为密切官

兵关系提供一个风清气正的良好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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