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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dre Training of PLA in the 1950’s

20世纪50年代人民军队的干部训练工作

★ 张首伟 李 果

摘要：干部训练是提高部队战斗力的重要途径。20 世纪 50 年代，中央军委根据建设现代

化正规化的国防军的新的使命任务，突出强调干部训练的重要地位，将其作为军队中心工作的

中心。针对干部文化素质普遍较低的实际情况，首先开展文化教育活动，为干部训练奠定了文

化科学基础。同时，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实行轮换作战，充分利用战争实践训练干部；大力发展

军事院校，通过院校教育训练干部；开展以干部为重点的军事训练，提高干部作战指挥和组织

部队训练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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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训练是军队在和平时期发展建设的中心工作，是保持和提高部队战斗力的主要途径。干部训练

作为军事训练的重要方面，历来为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所高度重视。20 世纪 50 年代，是中

国人民解放军由进行革命战争转向和平建设，并全面展开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重要历史时期。这种转变

和发展在军事训练和干部训练上得到充分体现。1953 年底召开的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明确提

出，“现代化军队建设中长期的、经常的中心工作是训练部队，特别是训练干部”a，更是将干部训练

摆在突出位置。本文尝试对这一时期军队干部训练工作及其特点进行简要梳理和分析，以期为当前做好

这一工作提供借鉴和启示。

一、适应军队职能任务的历史性转变，突出干部训练的重要地位

在革命战争年代，人民解放军的主要任务是作战，训练只能通过“以战教战”、整训、临战应急训

练等方式见缝插针地进行。b新中国成立后，1949 年 10 月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召开第一次

会议，副总参谋长聂荣臻就强调部队以后的教育训练，要抽专门人才，设专门学校来做。c 1950 年 5 月，

全军参谋会议召开，会议旨在研究部署军队整编复员工作，减轻国家财政负担，加强国防现代化建设。

会议同时认为：人民解放军即将进行整编复员，但是干部数量却不能减少，而且需要更多的训练。由于

长期作战，人民解放军干部尤其是中下级干部没有认真训练过。未来战争规模更大、更剧烈，而现有干

部无论从数量和质量来说都不够用，必须加紧培养。7 月，周恩来主持召开军委会议，会议认为军队战

斗力的提高主要靠军事训练，而指挥员的训练是训练工作的重中之重。d为加强对全军训练工作的领导，

1950 年 6 月，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军事训练部，隶属军委总参谋部。1950 年 11 月，第一次军事学校和部

队训练会议召开，会议明确了全军军事训练的基本方针：在人民解放军现有素质——建军传统、军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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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 5 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11 年，第 9 页。

b 参见《当代中国军队的军事工作》下册，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89 年，第 221 页。

c 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 4 卷，第 220 页。

d 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 4 卷，第 404 页。



专题研究

2020年第 3期54

想及军事、政治、文化教养程度——基础上，用迅速而有效的方法，使部队学会掌握现代的兵器及其他

军事技术，指挥员学会组织与指挥各兵种（步、炮、装甲、工、通信、交通、骑、化学、伞兵等）的联

合作战与协同动作，了解参谋与通信勤务，以加速部队的正规化和现代化。a会议对指挥员的训练方针

进行了具体阐释，同时认为指挥员训练之于部队正规化现代化建设有“加速”作用。

虽然成立了专门的训练领导机构，明确了部队及指挥员的训练方针，但是由于抗美援朝战争的爆发，

全军统一正规的军事训练未能展开。在朝鲜战场局势基本稳定后，统一正规的军事训练再次被提上议事

日程。1952 年 7 月，在给军事学院的训词中，毛泽东指出：“与现代化装备相适应的，就是要求部队建

设的正规化，就是要求实行统一的指挥、统一的制度、统一的编制、统一的纪律、统一的训练，就是要

求实现诸兵种密切的协同动作。为此，就需要克服在过去时期曾经是正确的，而现在则是不正确的那种

不集中、不统一、纪律不严、简单现象和游击习气等等，而必须加强整个工作上、指挥上，而首先又应

该是从教育训练上来培养的那种组织性、计划性、准确性和纪律性。”b与 1949年 10月颁布的《共同纲

领》提出的军队“四个统一”相比，训词中增加了“统一的训练”这一内容，并指明正规化的训练是军

队正规化的先决条件。1952年 12月，中央军委召开各大军区、各特种兵参谋长、政治部主任联席会议，

会议要求以苏联经验为蓝本，结合中国实际，作为部队训练的方向，并决定于 1953 年下半年开始全军

统一正规的军事训练。c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为统一思想认识，全面展开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

中央军委于 1953 年底组织召开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会议认为建设现代化的革命军队，没

有足够数量的具有现代战争知识并且掌握现代科技的干部是不可能的，强调训练干部的工作是建设现代

化军队中长期的、经常的中心工作的中心，要求把干部训练作为今后的首要任务。d这一要求，明确了

干部训练的重要地位。

二、首要任务是提升部队文化水平，为干部训练奠定科学文化基础

毛泽东早在 1944年就指出：“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e

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历来非常重视军队的文化教育，认为官兵文化水平的高低跟部队战斗力有着直接的

关系。干部作为军队的骨干力量，提升其文化水平的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新中国成立后，军队要掌握

现代化的装备技术，逐步建立现代化的编制体制，建设成为现代化的国防军，这对部队文化素质的提升

提出了更高要求。1950 年 4 月，朱德指出：“部队必须很好的加强整训，我们部队在阶级不消灭之前永

远是一个战斗队，我们要很好地学习军队近代化的科学知识，学习海陆空军联合作战的方法和技术，因

此必须首先加强文化学习。没有文化，这个任务就完不成。”f但是，军队大多数干部都出身于贫苦的

工农家庭，文化基础较差，加之长期征战，更无暇接受系统的文化教育，因此，广大干部的文化水平不高。

据统计，解放战争基本结束时，人民解放军干部高小以下文化程度占 68%，还有不少处在文盲、半文盲

的水平。g有的营参谋长作计划，不会动笔，只能画符号代替；有的连长讲军事课像唱“双簧”，让文

书念课本，自己讲解。可见，军队尤其是干部文化水平不高的状况，已不适应军队建设由低级阶段向高

级阶段转变的需要。

针对这种状况，1950年 5月召开的全军参谋会议将提升指战员的文化水平作为会议的一个重要问题。

a 参见《当代中国军队的军事工作》下册，第 221 页。

b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 6 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年，第 314 页。

c 参见《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编：《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册，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 年，第 406 页。

d 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 5 卷，第 8～ 9 页。

e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1011 页。

f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 4 卷，第 306 页。

g 参见《当代中国军队的军事工作》下册，第 22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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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在会议上指出：“我们的文化不高，技术不高，要建设近代化的军队就非提高不可……必须把我

们现在的干部和战士提高起来，要全军进行学习，把连队变成学校，大量开办小学、中学。”a全军参

谋会议决定在三年内使全军指战员的文化水平在现有基础上普遍提高一步。1950 年 8 月 1 日，毛泽东以

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名义，颁布《军委关于在军队中实施文化教育的指示》，指出：

“中央决定，全军除执行规定的作战任务和生产任务外，必须在今后一个相当时期内着重学习文化，以

提高文化为首要任务”b，并且强调“各级干部，首先是经历多年斗争而文化水平甚低的工农出身的干部，

凡能离职学习者，均应由各级领导机关有计划地分批或轮流抽调，经过考试，送入速成小学，或速成中

学，或高级干部的文化补习班去学习”c。该指示还对干部学习后要达到的文化水平等事项进行了明确。

但是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原定于从 1951年 1月开始的系统文化教育被推迟。朝鲜战场局势趋于稳定后，

1951 年 11 月 29 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一九五二年军队训练的指示》，指出：“决定一九五二年全军

除海、空军及雷达等部队之有文化者外，均执行以文化教育为主的方针”。为贯彻这一指示，总政治部

召开了全军第二次宣教文化工作会议，重点研究部署 1952 年全军文化教育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全军文

化教育以干部为首要，一切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干部，其学习均以文化为重点，主要抓紧在职学习，同时，

大量举办文化速成学校，以便大多数干部能入校学习。d 12 月 28 日，为保证部队有更多的军事干部参

加文化学习，中央军委颁发《关于抽调军事干部入文化学校或军事学校进行学习的决定》，决定在 1952
年抽出大部军事干部进入文化学校或军事学校学习，步兵军、师、团、营四级的正副指挥员和参谋长中，

留下一人在部队主持工作，其余干部均脱产学习。e

1952 年 6 月 1 日到 1953 年上半年，全军正式展开了以干部为重点的文化教育运动。运动中，全军

以 50% 的训练时间进行文化教育，30% 的时间进行军事训练，20% 的时间进行政治学习。到 1953 年，

绝大多数干部达到了高小毕业或初中文化水平。f经过文化教育运动，许多原是文盲的干部都可以做军

事教育计划，能写工作报告了，部队干部建设现代化国防军的信心由此大大增强。以干部为重点为期

一年的文化教育活动，直接为 1953 年 6 月展开的全军第一次统一正规的军事训练奠定了重要的科学文

化基础。

三、实行部队轮换作战方针，利用抗美援朝战争实践训练干部

人民军队自诞生之日起，就处在强敌的包围之中，长期频繁的作战，使干部难以专门抽出时间进行

系统的军事训练。但是，广大部队干部通过作战，逐渐提升了自身的技战术水平，积累了宝贵的作战经验。

毛泽东曾指出：“从战争中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没有进学校机会的人，仍然可以学习战争，

就是从战争中学习。”g朝鲜战争的爆发，虽然打破了人民军队在和平时期的建设计划，但也使部队经

受了现代战争的锻炼，获得了与世界上现代化程度最高的美军作战的新经验。毛泽东高度重视向广大部

队干部传授志愿军在朝鲜战场的作战经验。1951年 5月，在给时任中南军区第三政治委员谭政的电报中，

毛泽东强调：“希望你秋季再去广州一次，检查各军的工作和海防工作。你去时最好再找一二个在朝鲜

作战有经验的高级干部同去广州，向干部们作报告，提高军事训练和政治工作。”h

a 《周恩来军事文选》第 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年，第 10 页。

b 《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上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 年，第 174 页。

c 《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上卷，第 175 页。

d 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 4 卷，第 310 页。

e 参见《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2 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年，第 554 页。

f 参见《当代中国军队的军事工作》上册，第 39 页。

g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 1 卷，第 701 页。

h 《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上卷，第 48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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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由于朝鲜战场志愿军部队伤亡消耗较大，1951 年 4 月，志愿军副司令员邓华致电中央军委和

毛泽东，希望部队能够换班，轮换作战能使更多部队和干部接受实战训练。在电报中，邓华建议：“另

一方面，与这种高度现代装备的敌人在朝鲜作战是有许多新的经验，故全国军队和干部来轮流实践学习，

根据今后形势的发展和我军建设来说都是很有必要的，同时照顾运输情况，故建议在朝部队视情况每满

十月至一年则大换一次，干部亦应如此，这样，各方面都有好处。”a 1951 年 6 月，朝鲜战场形势趋于

稳定，中央军委曾决定采取“轮番与换班相结合”的方针，但根据具体情况，并没有作出部队立即换班

的计划。1952 年 6 月，根据美方拖延停战谈判，战争可能持续延长的实际状况，中央军委确定了志愿军

第一期部队轮换计划，决定用国内完成整编的第 23、第 24、第 46军替换在朝作战的第 20、第 27、第 42军。

7 月，邓华建议不仅轮换 3 个军，在朝鲜的所有的部队都应该轮换，并提出了各技术兵种部队、技术兵

种指挥所、各兵团指挥员和兵团机关的轮换设想。中央军委原则上同意了他的建议。8 月，毛泽东在全

国政协常委会上说：“抗美援朝战争是个大学校，我们在那里实行大演习，这个演习比办军事学校好。

如果明年再打一年，全部陆军都可以轮流去训练一回。”b

截至签订朝鲜停战协定，全国步兵部队共 25 个军 76 个师直接参加了抗美援朝作战，占国防军步兵

总数的 70%。此外，41% 的空军部队、73% 的炮兵部队、57% 的工兵部队、60% 的防空部队、11.7% 的

公安部队和 100% 的铁道兵部队都参加了轮换作战，获得了现代化战争作战经验。c同时，为了利用朝鲜

战场锻炼高级指挥员和高级指挥机关的干部，1952 年 12 月，中央军委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

分别做出轮换志愿军及其各兵团司、政、后部分机关干部的计划。1953 年 4 月，毛泽东签署命令，决定

将志愿军一些高级干部和国内干部进行轮换，如调李达任志愿军参谋长，调志愿军参谋长解方任军委军

训部副部长。另外，毛泽东还指示总参谋部和各大军区组织干部到朝鲜战场参观见学。1951 年下半年至

1952 年底，总参谋部先后分 4 期组织干部赴朝实习，1953 年又组织高级指挥员到朝鲜战场代职。朝鲜战

场部队轮换作战和干部轮换见学，使军队大批干部得到了实战训练，积累了现代条件下作战和指挥经验。

同时，朝鲜战争也使广大干部意识到军队进行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紧迫性，为全军开展统一正规的军事

训练奠定了思想基础。抗美援朝战争中的轮换作战和干部轮换见学，是人民军队通过战争学习战争，通

过战场实践训练干部的新运用。

四、大力发展军事院校，主要依靠院校教育培养和训练干部

院校教育作为训练干部的重要途径，在革命战争年代就为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所高度重视。解放战

争时期，人民军队共建立了 7 所军政大学和 22 所分校，培养了大量军政干部，新中国成立时，全军各

类院校已有 29 所。d新中国成立后，为建设现代化正规化的国防军，中央军委更加重视军队院校建设。

1950 年 5 月，全军参谋会议决定要健全正规的军队院校教育体系；6 月，军事学校管理局成立，隶属总

参谋部军事训练部；7 月，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主持召开军委会议研究院校建设问题，决定在战争年

代创办的学校基础上，改建、新建一批适应现代战争需要的正规军事院校；11 月，第一次全军军事学校

和部队训练会议召开。会后，中央军委批转了军训部《关于军事学校建设与部队训练问题的报告》。报

告指出，要建设一定数量并且正规的各类军事院校，并就院校建设提出了一些基本原则和要求。e 1951
年底，军队开始大规模精简整编。1952 年 5 月，聂荣臻、粟裕以总参谋部名义向中央军委呈送了《全军

各级步兵学校调整问题》的报告。报告指出，全国各大战略区学校培养方针与内容不统一，且质量不高，

a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 4 卷，第 220 页。

b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 6 卷，第 316 页。

c 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 4 卷，第 223～ 224 页。

d 参见《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编：《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册，第 479 页。

e 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 4 卷，第 61～ 6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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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造成全军更好的统一与集中的有利条件，首先必须统一干部的培养方针与内容，提升培训质量。a聂

荣臻、粟裕还就海、空军和陆军技术兵种学校以及后勤系统学校的调整问题，先后向中央军委提交了报

告。这 3 个关于院校调整的报告，毛泽东均批示同意。1952 年 6 月，中央军委发布《关于调整军事学校

命令》，全军院校开始调整整编。这次整编初步建立了三级指挥院校体系，增建了一些技术院校，全军

院校建设逐步走向正规。1952年至 1953年，总参谋部又先后颁发了《陆军军事学校工作暂行条例》和《中

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校教学工作条例》，进一步统一了院校建设思想，强化了院校正规化建设。1953 年

底至 1954 年初召开的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明确，要主要依靠办好院校来培养干部。b

在中央军委的高度重视下，20 世纪 50 年代成为军队院校建设的繁荣时期。1950 年 7 月之后，根据

军委部署，首先将新中国成立前建立的院校改建为 5 所高级步兵学校、24 所初级步兵学校和一些专业技

术学校，并新创办了一批院校。c 1950 年 10 月，毛泽东致电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速到北京主持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大学的筹建工作。11 月，刘伯承呈送毛泽东关于创办军事学院的报告，建议陆军大

学改名军事学院，校址暂设南京，毛泽东批准了这个报告，并任命刘伯承为院长。军事学院是培养中国

人民解放军合成军队高级指挥员和高级参谋人员的综合性军事学府，它的成立标志着解放军院校教学正

式开始了正规化、合成化。毛泽东称它的建立“标志着中国人民建军史上伟大转变之一”d。1952 年至

1953 年，经毛泽东审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学院、总高级步兵学校、军事工程学院相继成立，毛泽东

亲自为上述院校题词。在给军事工程学院的训词中，毛泽东指出：“今天我们迫切需要的，就是要有大

批能够掌握和驾驭技术的人，并使我们的技术能够得到不断的改善和进步。”e后勤学院、总高级步兵

学校和军事工程学院的成立，标志着人民解放军培养现代专业后勤干部、合同战术指挥员和高级军事技

术人才的开始。1954 年，为适应各军兵种快速发展的状况，加强技术兵种建设，刘伯承向军委建议在军

事学院的基础上建立高等军事学院和军兵种专业院校，中央军委赞同刘伯承的建议，并责成有关单位开

始筹建军事学院分院。1956 年至 1958 年，分别以军事学院战役系、战史系、炮兵系、海军系、装甲兵

系和空军系为基础，相继成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炮兵学院、海军军事学院、装甲兵学院

和空军学院。1956 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成立，它是人民解放军培养高、中级政治工作军官和理

论研究骨干的高等学府。1958年底，原军事学院和南京总高级步兵学校合并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

旨在培养中级指挥干部。到 1959年，全军院校共 129所，总人数约为 25.3万人，初步形成了一个包括指挥、

政治、后勤和专业技术院校在内的完整的军队院校体系。据统计，从 1949 年到 1959 年，全军院校共为

部队输送干部 26.9 万多名，为促进军队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f

五、开展以干部为重点的军事训练，提高干部作战指挥和组织部队训练的能力

院校教育是系统全面训练干部的主要途径，但是在部队大批干部不能抽调入学的情况下，干部的在

职训练就显得非常重要。因此，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在明确主要依靠院校来培训干部的同时，

也强调不放松干部的在职训练。干部的在职训练主要依靠集训、轮训、演习等方式进行。

1952 年下半年，在全军第一次统一正规的训练高潮到来之前，中央军委提出了轮训干部为部队训练

做准备的计划，认为“只有提高了干部的军事政治程度，才能使战斗员的军事政治程度真正提高”g。

a 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 4 卷，第 318 页。

b 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 5 卷，第 9 页。

c 参见《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编：《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册，第 480 页。

d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3 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 年，第 489 页。

e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 6 卷，第 351 页。

f 参见《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编：《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册，第 483 页。

g 《毛泽东文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 36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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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提出轮训干部，具有明显的现实针对性。1952年 6月，全军开始了为期一年以文化教育为主的训练。

但是，一些部队在执行这个方针上产生了偏差，出现了放松军事训练和纪律松弛的现象，甚至将“文化

教育作为训练的中心”解释为“文化教育是全军的中心工作”。为此，1952 年 10 月毛泽东签发《军委

关于纠正放松军事教育和纪律废弛现象的指示》，要求：“应采取分期轮训干部的办法，从明年一、二

月间开始，实行军事干部的轮训，预习部队军事训练的各种科目，为开展部队军事训练准备条件。”a 
1952 年 12 月召开的全军参谋长、政治部主任联席会议，将干部集训列为全军正规军事训练准备的中心

工作，还对干部集训提出了四项目标要求，即干部要了解训练计划的内容，要学会制订各项训练计划，

要学会正规化、现代化的训练方法，要学会组织检查和向上级报告。b据此，全军于 1953 年上半年，采

取课堂讲授、示范演习、按组集团作业、实弹战术演习等方式，循序渐进地对陆军师、团、营、连、排

五级干部进行了教学法集训，使广大干部基本掌握了本级教学的内容、程序和方法，为 1953 年下半年

开展统一正规的军事训练做好了准备。

全军军事训练实现统一正规后，干部训练仍然是重中之重。1954年颁布的训练计划大纲由部队训练、

指挥员训练和司令部训练三部分组成。指挥员训练和司令部训练是部队训练的准备，占有重要地位。为提

升干部的军事业务能力和任教水平，从 1954年起，全军各部队普遍展开了教学法集训。1955年度训练开

始之前，炮兵共组织 3.1万余名干部参加了指挥员教学法集训；工兵也对干部开展了各类集训，从 1953年

到 1955年共集训、轮训干部骨干 17642人；1955年 11月，鹰（潭）厦（门）铁路施工部队，组织连排干

部进行施工技术应急集训；1954年 8月，公安部队组织举办了内卫、边防业务和海上巡逻干部集训。c

为提高指挥员和司令部机关现代战争指挥能力，全军组织展开了一系列战役、战术集训和演习。

1954年 5月，中央军委在北京组织了全军高级干部集团军防御战役集训，共有 200余名干部参加；10月，

总后方勤务部组织129名全军后勤高级干部进行了以集团军防御战役为背景的后勤战役集训；华北、东北、

华东、中南军区，空军，炮兵也都分别组织了防御战役、战术集训或演习；西北军区组织了师团干部集

训；海军组织了高级干部抗登陆战役集训；装甲兵组织了师、团两级首长司令部演习。d 1955 年，根据

年度训练指示，全军展开在核、化学条件下的军事训练，各军区和军兵种相继开展了相关的干部集训。

1955 年 11 月，总参谋部在辽东地区组织了陆、海、空三军参加的，在使用核、化学条件下的方面军抗

登陆战役演习。此次演习是人民解放军在 20 世纪 50 年代训练高潮的标志。陆、海、空三军 18 个师以上

指挥机关和 32个实兵团参加了演习，全军 809名中高级干部随演习部队一起进行了演习作业和参观见学。

通过这些集训和演习，各级干部初步掌握了现代战争战役战斗的特点和组织协同作战的程序方法，作战

指挥和组织部队训练能力有了较快提高，部队整体作战水平也随之提升。

结语

军队干部是军队建设的关键，是构成部队战斗力的主要因素之一。20 世纪 50 年代，军队关于加强

干部训练的一系列成功做法和经验，对于新时代搞好以军事训练为中心的各项工作、增强干部队伍素质、

提高部队战斗力，仍具有较强的借鉴和启示意义。尤其是当前人民军队正处于改革转型期，全面加强干

部的教育训练，推动军队干部队伍从思想水平到政治素养、从实际作战本领到职业精神品格的全面提升，

是新时代扫除和平积弊、实现强军目标的时代之需，也是建设世界一流军队的急切呼唤，更是打赢未来

信息化战争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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