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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之后， 尤其是 1950 年 1 月 《中苏友好同

盟互助条约》 签订之后， 中苏正式结盟， 新中国在国家

建设的各个方面都开始向苏联学习。 军事领域是一个特

殊的领域， 它对政治的反应最为灵敏， 在全国学习苏联

的大背景之下， 人民解放军也掀起了学习苏军的热潮。
在世界军事历史上， 各国军队之间互相借鉴和学习的事

例很多， 但像中国在 20 世纪 50 年代那样， 既全面又彻

底地基本只单向某一国学习的例子， 则绝无仅有。 特殊

的事例反映特殊的历史， 人民解放军全面学习苏军有着

极其复杂的时代背景。
一、我军进行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客观需要

新中国成立时， 人民解放军已经走过了 22 年的光辉

历程，经过长期革命战争的锻炼，人民解放军的军政素质

无与伦比，但“由于客观物质条件的限制，其军事建设又尚

处于比较低级的阶段，也就是处于装备的简单低劣，编制、
制度的非正规性，缺乏严格的军事纪律和作战指挥的不集

中、不统一以及带游击性等等”。［1］P313 这种状况极大地制约

了人民军队向高级阶段的发展。毛泽东在国防委员会第一

次会议上说：“我们的军队，首先是游击队，以后比较正规

一些，现在更好一些，但严格说来，距现代化还相距很远。
因此，必须努力学习。”［2］P856 毛泽东这段话，清楚地说明了

人民解放军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实际情况，也指出了加强

学习的必要性。
基于对现代战争的认识和我军状况的深刻了解，新中

国刚一成立，党中央和毛泽东就向全军提出了建设现代化

正规化国防军的任务。至于如何建设一支现代化正规化的

国防军，我们在这方面是严重缺乏经验的。既然缺乏经验，
也就谈不上什么创造，只有先学习，最直接最简单的办法

就是借鉴别国的成功经验，拿过来为我所用，同时积极地

获得相应的援助。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武装力量不外乎美

军和苏军，但是美国对新中国一直采取敌视态度，朝鲜战

争爆发后，双方更是在战场上刀兵相见，在其后相当长的

时间内中美关系都处于冻结状态，我军要想向美军学习并

取得美国的帮助来进行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事实上是不可

能的。而苏联与新中国的关系则完全不同，中苏两国两党

有共同的意识形态，在中国革命的各个历史时期，苏联都

对中国革命提供了帮助。毛泽东指出：“真正的友谊的援助

只能向这方面(苏联)去找，而不能向帝国主义战线一方去

找。”［3］P1475 要学习，“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的最好的先生，
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对于人民解放军，毛泽东要求“一

定要将苏联的一切先进经验都学到手”。［4］P106

中国人民解放军学习苏军经验的直接动因是要 “改

变我军的落后状态， 建设我军成为世界上第二支最优良

的现代化的军队”。 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心目中， 苏联军队

是当时世界上第一支最优良的现代化革命军队， 苏联的

军事科学是世界上最优越的军事科学， 况且苏军也是在

落后的基础之上实现了自身的迅速成长壮大。 十月革命

胜利后， 在短短二三十年间， 一支落后的俄国军队变成

了强大的苏联红军， 一跃成为世界的头号劲旅， 并经受

了战争的考验， 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打败德、 日法西

斯军队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苏联军队的这种发展模式是

典型的 “后发先进” 模式， 这对于各人民民主国家军队，
尤其是对急于改变自身落后状况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来说，
不能不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产生强烈的示范效应。 所以

学习苏军的成功经验， 按照苏军模式来进行我军的现代

化正规化建设， 就成为人民解放军的自觉选择。
同时， 建设一支优良的现代化军队， 这对全党全军

来说都是一个全新的课题。 “如果自己重新去摸索， 不

知要消耗多少精力和时间， 而且还不一定能及时摸出一

整套。” 学习苏军的建军经验， 可以避免少走弯路， 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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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地实现自己的目标。 “现在有现成的优越的苏军榜

样， 有全心全意帮助我们的专家， 不认真切实地向他们

学习， 而骄傲自大、 墨守成规， 那真是太不聪明了。”［5］

借鉴苏军经验，进行现代化正规化建设，这在人民解

放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开始时，不仅是必要的，也是正确

的。通过学习苏军，人民解放军在改善武器装备，掌握新的

军事技术，学习诸军兵种协同作战，养成正规生活秩序方

面，取得了明显的成绩。
二、“以俄为师”传统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延续

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是 “以俄为师”， 作为中国共

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 中国人民解放军也有学习苏军

良好的传统基础。 正如彭德怀所指出的： “我们过去是

学习苏联起家的， 我们的党是按照苏联共产党的榜样建

立起来的， 我们的政权和军队也是学习苏联共产党建设

苏维埃政权和红军的基本原则建设起来的， 党和毛主席

经过长期革命的具体实践， 有了重大的补充和发展，从而

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事实证明：这种学习是完全成功

的，完全必要的。”［5］中国共产党早期军事活动的开端，正

是在共产国际和苏俄的指导和帮助下展开的，大革命时期

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的创建， 就是参照苏俄红军的经

验，建立了特别党部、党代表和政治部制度，中国共产党人

积极参与其中，并发挥了重要作用。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

产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军学说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

结合，借鉴了苏联红军的建军经验，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

领导，开展强有力的政治工作，从而建立起来一支新型的

人民军队。在以后长期的革命战争时期， 中国共产党及其

领导的人民军队， 都始终没有脱离苏联的指导和影响。
正因为两党两军有着如此不可分割的联系， 所以毛泽东

很早就提出向苏军学习的问题。 抗日战争时期， 他专门

写了 《中国军队应当学习苏联红军的经验》 一文， 在文

中毛泽东指出： “苏联红军经过二十一年的锻炼， 它的

陆 军、 空 军， 还 加 上 海 军， 已 经 成 为 不 可 战 胜 的 力 量

了。” “但一般的中国军队， 由于历史原因， 至今还保存

着许多缺点， 重要的是政治素质不完善， 新式技术不足，
近代化的军事素养不足， 尤其是政治工作之不足与缺乏

正确方针， 这些都是要向苏联红军学习的。” 因此毛泽东

迫切地希望 “中苏友谊关系是应该更加增进的， 中国军

队与苏联红军的精神联系是应该更加密切的。”［6］P451-452 中

苏两党两军之间这种深厚的历史渊源，成为后来我军全面

学习苏军的历史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以俄为师”的思想得以继续，新中国

在国家建设的各个方面全面学习苏联，作为国家政权重要

组成部分的人民解放军自然也不例外。 毛泽东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初反复阐明了向苏军学习的思想。 在给军队院校

的几个训词中，他要求学习苏军的建军经验、后勤工作经

验和苏联的军事科学。在给军事工程学院的训词中，毛泽

东突出强调了向苏军学习的必要性， 指出：“向苏联学习，
这是我们建军史上的优良传统，无论任何时候，任何工作

部门，都应当如此……我们必须学习苏联的先进科学和技

术知识，学习苏联军事工程建设的丰富经验，学习苏联顾

问同志的学习态度和工作态度，学习苏联顾问同志高度的

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 在学习上应该是虚心诚恳，不

要学到一点就自满和骄傲。”［4］P171 在 1952 年年底的全军参

谋长、政治部主任会议上，彭德怀也就学习苏军问题指出：
“历史事实很明显地告诉我们， 我国建军的胜利是和学习

苏联建军的经验分不开的，苏联现代化作战的经验，更是

适合于我们当前的需要的，因此，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学习

苏联的这一真理，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也如此；在政

治上如此，在经济上如此，在军事上也必须如此。”［7］在党

中央和毛泽东等领导人的号召之下，全面学习苏军活动在

全军迅速开展起来。
三、政治上“一边倒”在军事上的深刻影响

新中国诞生后， 在国际上受到帝国主义世界的包围、
封锁和孤立。 新中国不但不可能从西方国家得到什么援

助，而且受到西方国家在外交、经济和军事上的严重封锁

以至武力威胁。在世界两大阵营尖锐对立，冷战逐步升级，
意识形态的异同对国家关系有着决定性影响的历史环境

中，新中国别无选择，只有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

营一边，以击破西方国家孤立、封锁新中国的企图，确保国

家安全，并从苏联那里取得支持和援助。在新中国成立前

夕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毛泽东指出：“一边

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

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

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 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

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

路是没有的。”［3］P1472-1473

军事是政治的继续， 政治上的 “一边倒”， 决定了我

军建设的基本发展趋向， 这就是军事上也 “一边倒”， 全

面学习苏军。 1952 年年底的全军参谋长、 政治部主任会

议提出， 在军事上也要 “一边倒”： 如果我们承认政治上

“一边倒”， 如果承认我们的政治目标和苏联是共同的，
苏联的道路也是我们明天要走的道路， 那么我们在军事

上为什么不能 “一边倒” 呢?不容丝毫怀疑， 军事上 “一

边倒” 应当与政治上 “一边倒” 是完全一致的。 从这个

意义上讲， 学习苏军就不仅是军事上的需要， 更是一种

政治上的表示。
“一边倒”的国策，为新中国获得苏联的援助奠定了基

础。1950 年初， 中苏两国签订了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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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 条约第一条规定：“缔约国双方保证共同尽力采取一

切必要的措施，以期制止日本或其他直接间接在侵略行为

上与日本相勾结的任何国家的重新侵略与破坏和平。一旦

缔约国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与日本同盟的国家之侵袭因

而处于战争状态时，缔约国另一方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

其他援助。”这个条约在本质上是一个军事同盟条约，条约

的签订，极大地推动了中苏双方的军事交流与合作。一方

面， 它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向苏军学习提供了必要的前提，
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学习苏军的新的历史起点； 另一方

面，由于条约的签订，也促使人民解放军加快向苏军学习

的步伐。针对条约的签订，朱德当时指出：“将来与帝国主

义作战，中、苏两国是订了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一旦被敌

人进攻，是要相互出兵援助的。这样就需要我们在炮的口

径、种类，步枪的口径、种类等，尽量划一进来。平时训练好

使用，战时打仗好配合。”［8］P732 这就要求中国人民解放军进

一步向苏军看齐，学习苏军，按照苏军的模式来进行自身

建设。《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后，根据条约的规定，
苏联向中国提供了大量的现代化武器装备，并且这些装备

都是按照苏军当时的编制来提供的， 所以这就要求我军

“要与苏联的编制接近， 学习他们的经验”。［8］P732 有了现代

化的武器装备后，对于这些装备的使用、维修、保养，以及

与这些装备相应的战术技术，也都需要向苏军学习。与此

同时，大批的苏联军事专家和顾问被派到中国，众多的苏

军条令和教范被翻译过来供我军参考使用。 在这种条件

下，人民解放军学习苏军就是水到渠成的事了。
四、抗美援朝战争的有力推动

抗美援朝战争是新中国成立后所进行的第一场反侵

略战争，这是一场与国内战争完全不同的战争，从武器装

备到作战形式，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呈现出新的特点，是

一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战争，也是我军所经历的第一场

现代化战争。中国人民志愿军作战的主要对象，是资本主

义世界实力最强的美国军队， 双方武器装备差距相当悬

殊。美国拥有强大的海军和空军，掌握整个战场的制海权

和制空权，其地面部队已全部实现摩托化或机械化。而中

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时，既没有空军也没有海军，地面

部队只是少量炮兵支援的步兵。 武器装备的优劣悬殊，使

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参战初期极为困难。 美军飞机肆无忌

惮，没有制空权使志愿军整个作战机器的运转受到极大限

制，部队行动和物资运输只能在夜间或美军飞机不能出动

时进行；志愿军没有坦克并严重缺乏反坦克武器，对在战

场上横冲直撞的美军坦克不能打击其嚣张气焰；志愿军攻

击火力太弱，对已包围的美军难以做到全歼，在美军突围

后，志愿军的徒步追击又无法比得上美军的汽车轮子和机

械化等等。为了应对战争的迫切需要，我军采取“边打边

建”的方针，在苏联的援助之下，短期内就组建了新的军兵

种，大批更换苏式装备，并陆续投入到朝鲜战场。但当时我

军尚没有自己的作战条令，对苏式装备也不熟悉，在这种

情况下，只能按照苏军的条令来进行训练和战斗，苏军的

战术思想也在战斗训练中不断得到贯彻。 例如志愿军炮

兵，“自 1951 年下半年开始， 志愿军炮兵即在紧张的战斗

生活中，利用战斗间隙，开展学习苏军炮兵的先进经验，并

结合朝鲜战场的特点，在组织炮兵作战中，具体地运用了

苏军炮兵的战术和技术。使志愿军炮兵的战斗力，大大地

增强了”。［9］ 抗美援朝战争不仅使学习苏军经验变得更为

迫切，而且在实践中已经开始了这一学习进程。
抗美援朝战争，在促进我军现代化进程的同时，也暴

露出我军的诸多不足。作为战场上的前线指挥员，彭德怀

在战争的实践中深感我军装备的落后和现代战争知识的

缺乏，在第五次战役结束后就指出：“我们要学习要研究苏

联步兵战斗条令，野外勤务条令，各兵种操典兵器学，军事

地形和筑城学，这些文献是苏军从战争中总结起来的重要

经验(理论)，应当学习。”［10］P429 彭德怀还向军委建议，聘请

苏军顾问到朝鲜战场给志愿军干部讲授现代军事科学，此

事虽然由于各种原因最终未能实现，但反映了彭德怀对于

学习现代军事知识的迫切心情。 抗美援朝战争的实践说

明，没有现代化的军事知识和军事装备，没有现代化的军

队，就难以打赢现代化的战争。人民解放军要更好地驾驭

现代战争， 就必须加强自身的现代化军事知识的学习，就

必须努力向苏军学习，借以提高自己，使自己立于不败之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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