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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新时期军事历史研究
的现实价值和时代责任

★ 李成刚 吴 鑫

摘要: 古今中外，军事历史一直发挥着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作用。新时期军事历史研究

的重大价值体现在: 其知古观今的认知功能有助于我们准确把握战争的本质，探索战争发展规

律和趋势; 其以古鉴今的借鉴功能能够为国家发展和军队建设提供重要借鉴和理论支撑; 其以

史为训的教育功能能够培养战略思维，培育军事人才，激发战斗意志。然而，由于重视程度不

够、指导思想弱化等原因，当前的军事历史研究还远没有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为了迎接新

挑战、解决新问题，必须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把握正确的研究方向; 立足时代要求，推动创新

发展; 树立世界眼光，进行开放式研究。尤其要树立社会责任感，多出高质量的成果，为国家、

军队和社会多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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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知大道，必先为史”①。重视历史研究，从中寻求自存、自强之道，是人类社会共同的经验。当

前，国际战略格局加速演变，世界军事转型迅猛推进，大国之间竞争日趋激烈，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日

益加剧，中国处于关键性发展阶段，迫切需要从过去的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为实现强军梦、中国梦

提供科学的理论支撑和强大的精神动力。

一、充分认识军事历史研究的现实价值和作用

中华民族素有重视历史的优良传统。绵延不绝的五千年文明为中华民族提供了极为宝贵的历史遗

产。作为人类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军事历史一直发挥着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作用。孔子作 《春秋》，

意在“拨乱世反之正”② ; 司马迁写 《史记》，志在 “述往事，思来者”③ ; 司马光著 《资治通鉴》，直接

服务于当政者。今天，军事历史研究通过发挥自己的社会功能而对国家的建设和发展，对军队的教育、
训练和作战等产生深刻影响，并通过这种影响转化为强国强军的动力和能力，体现出巨大的现实价值和

作用。
第一，发挥军事历史研究知古观今的认知功能，准确把握战争的本质，探索战争发展规律和趋势。

认知是个体认识客观世界的信息加工活动。历史研究的认知功能是指历史知识在人们认识和改造客观世

界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即对历史进行认识、了解和总结，还原历史真相，并从深层次把握事物的内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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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和发展规律。军事历史是军事科学赖以产生和

发展的基础。研究军事的昨天是认识今天和预见

明天的前提。军事历史的这个功能，对于把握战

争本质，探索战争发展规律和趋势，具有重要的

意义。
战争本质是军事历史研究的核心问题。马克

思主义战争观认为，战争在本质上是人类社会之

间为了一定的政治、经济目的而进行的武装斗争，

是用以解决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阶级与阶

级、政治集团与政治集团之间矛盾的最高斗争形

式。毛泽东明确指出，“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根

本目的是消灭敌人保存自己。① 然而，随着信息时

代的到来和国际战略格局的深刻变化，马克思主

义战争观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一些耳熟能详

的基本道理受到质疑或被置于脑后，西方的 “民

主和平论”“文明冲突论”“人道主义干涉论”等

军事理论占领了阵地，一定程度上拥有了 “话语

权”。但是，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告诉我们，

不管军事技术和武器装备如何进步，也不管作战

样式发生多大变化，战争固有的、内在的本质属

性，如战争的目的性、暴力性则是永恒的; 信息

技术可以使战场变得更加透明，但不可能消除战

争迷雾; 无论技术如何先进，人仍然是战争胜负

的决定性因素。研究军事历史，有助于我们汲取

前人的营养，辨别当代形形色色 “新军事理论”
的真伪和优劣，深刻理解和把握战争本质。

同时，研究历史是为了探寻规律和趋势，找

准未来的发展方向。英国军事理论家利德尔·哈

特说，军事史研究的价值在于，它以过去的事实，

透过现在的镜头，映射在将来的屏幕上。完整、
系统、全面地学习军事历史，不仅有助于我们认

识和理解当今的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而且有助

于避免犯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的错误，科学地预

测未来战争发展趋势，更好地服务于军事斗争准

备和中国特色军事变革。
第二，发挥军事历史研究以古鉴今的借鉴功

能，为国家发展和军队建设提供重要借鉴和理论

支撑。历史研究的借鉴功能就是为人们现实的实

践活动提供历史经验，避免重蹈前人的失误。军

事历史所提供的丰富经验和理论，不仅有启迪思

想的借鉴作用，其中一些经验和理论在一定条件

下还可以直接应用。
一是为正确的战略和军事决策提供重要参考。

毛泽东 指 出，我 们 共 产 党 人 是 靠 总 结 经 验 吃 饭

的。② 只有重视对党史、军史经验的总结与运用，

才能从历史把握和借鉴中找到前进的方向和道路。
在 1927 年大革命失败、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毛

泽东领导发动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建立革命根据

地，开创了由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

命道路。这一正确的决策与毛泽东熟知农民起义

的经验教训是分不开的。我党就是在不断总结经

验中开辟中国革命正确道路，也在不断总结经验

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这是我党 90 年来之

所以能够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开放不断取

得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相反的例子是近期的阿

富汗战争，美军完全无视当年英军和苏军在阿富

汗失败的历史教训，不顾阿富汗地形复杂、后勤

补给困难、民情复杂等因素，以为仅靠信息优势

和精确打击就能取胜，轻率地发动战争，最终使

美国陷入长期战争泥潭。今天，中国特殊的发展

阶段要求军事历史研究为强国强军目标提供全面

的支持。对于国家来说，中国当前的发展面临严

峻的内部和外部的挑战，以及错综复杂的各类矛

盾，需要深入探索社会发展规律，广泛借鉴历史

上的治国理政经验，为正确的战略决策提供针对

性更强的历史参照; 对于军队来说，中国特色军

事变革是开创先河的壮举，需要借鉴历史上和外

国的经验教训，避免走弯路或出现重大失误。
二是为国防和军队建设提供理论支撑。军事

历史研究是军事理论的百科全书，是军事理论创

新的基石。军事理论是对战争规律的认识，它不

像自然科学那样，可以在实验室里产生，也难以

人为地去进行试验，因此更有赖于军事历史的研

究。所以瑞士军事理论家约米尼说: “一切战争艺

术的理论，其惟一合理的基础就是战史的研究。”③

举世公认的兵学圣典《孙子兵法》就是集 2000 多

①

②

③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482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
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 《湖南党委工作纪事》，

420 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
［瑞士］ 约米尼著、钮先钟译: 《战争艺术》，序言第

4 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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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的战史研究之大成。德国军事理论家克劳塞

维茨在研究了 130 多个战例后，终于写成了军事

理论的经典名著 《战争论》。20 世纪以来，两次

世界大战使得制空权、制海权、机械化战争、闪

击战等创新型军事理论相继产生。冷战后的海湾

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等，促使信息战、
一体化联合作战、网络中心战、太空战、网络空

间作战、空海一体战等一大批新军事理论整体涌

现。在世界军事转型加速发展的今天，为了打赢

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必须加强对军事历史

的深入探讨，得出对军队建设和作战的理性认识，

为创立和发展我军新的军事理论提供有益的借鉴。
第三，发挥军事历史研究以史为训的教育功

能，培养战略思维，培育军事人才，激发战斗意

志。军事历史是一所大学校。深入挖掘它所蕴藏

的人类军事活动的宝贵经验和教训，不仅能丰富

人们的思想，提高思维能力，完善智力结构，而

且能激发爱国主义热忱，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

培养顽强的战斗作风。
首先，培养战略思维。战略思维是指思维主

体对关系事物全局的、长远的、根本性问题谋划

的思维过程，具有整体性、全局性、长远性、创

造性等特征。在这个瞬息万变和信息爆炸的时代，

战略思维在国家、军事和企业管理领域的作用日

益凸显。历史研究正是培养战略思维的重要途径。
它能够帮助人们将零散的知识总结归类，形成体

系; 它赋予人们深邃而悠远的眼光，使人的认识

更为全面、连贯，能够达到一个更为高远和宽广

的境界; 同时，历史思维集逻辑思维、形象思维、
直觉为一体，把事物视为一个运动、变化的过程，

根据事物发展的不同阶段，考察不同空间形态下

事物的具体形态，极大地提高认识能力。培根说，

“读史使人明智”①。有了 “历史大脑”，就不会简

单地就事论事，而是对事实进行分析比较，推断

出符合逻辑的结论，即提高分析、判断和解决问

题的能力。因此，习近平强调，我 们 “想 问 题，

作决策要有历史眼光，能够从以往的历史中汲取

经验和智慧，自觉按照历史规律和历史发展的辩

证法办事”②。
其次，汲取丰富营养，培育军事人才。从军

事历史中汲取知识，既是必要的，也是捷径。约

米尼说过，“一部有正确评论的军事史确实是一所

真正的战争大学校”③。近几年，美军在伊拉克和

阿富汗战场受挫后，加强反思，更加重视军事历

史，将其列入美军所有高等院校和军事培训班的

教学计划，要求各级军官全面、系统、长期地学

习和研究军事史。与美、俄等军事大国相比，我

军长期未打仗，严重缺乏实战经验特别是信息化

条件下的作战经验。和平时期加强军事历史的学

习和研究，对于改善官兵的智力结构，提高官兵

的军事素养，显得尤为重要和紧迫。
再次，激发官兵爱国主义、革 命 英 雄 主 义、

集体主义，弘扬优良作风，培育战斗精神。“爱军

尚武”历来是军人道德价值的核心。在革命、建

设和发展的不同时期，我军形成了反映时代本质

特征和根本要求的伟大精神，包括井冈山精神、
长征精神、延安精神、雷锋精神、“两弹一星”精

神、航天精神，等等。这些精神为民族独立解放、
国防和军队建设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撑和前进动

力。今天，我们努力培育官兵对党忠诚、爱国奉

献、爱军尚武、艰苦奋斗的时代精神，这些思想

和传统都深深植根于军事历史之中。学习中国古

代史可以增强民族自豪感，鼓舞民族复兴、实现

中国梦的勇气。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可以深刻认

识历史和人民选择中国共产党、选择马克思主义、
选择社会主义道路、选择改革开放的历史必然性，

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和战斗力，增强建设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信心。今天我们把能打仗、打

胜仗作为强军目标之一，而军事历史是一支部队

的集体记忆，可以帮助士兵获得独立的见解，吸

取宝贵的教训，从而增强部队的战斗精神。

二、当前军事历史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与面

临的挑战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出版了 《中国人民解

放军军史》《中国抗日战争全史》《抗美援朝战争

①

②

③

老品编: 《外国文化名人论读书苦乐》，72 页，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
习近平: 《领导干部要读点历史》，载《南方日报》，

2011 － 09 － 06。
［瑞士］ 约米尼著，刘聪、袁坚译: 《战争艺术概论》，

344 页，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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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中国战争发展史》 《战后世界局部战争史》
《世界军事革命史》等史著，取得了较好的军事与

社会效益。但是，军事历史研究还远没有充分发

挥其应有的作用，在发展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出

现了一些新问题和新挑战。
首先，重视程度不够。军事历史研究所能获

得的成效，取决于人们对军事历史研究的定位。
在事物快速变化的信息时代，人们容易关注眼前

的短期利益而疏于对历史的深远探索，一些人低

估历史经验对现实军事斗争的参考价值，更看不

到历史研究对于维系国家民族认同、树立正确政

治信仰、抵制敌对势力意识形态侵蚀等广泛的社

会政治作用，导致军事历史研究遭到了不同程度

的冷遇，一度出现了研究队伍萎缩、研究水平徘

徊不前、成果质量下降等现象。一是没有统一领

导与协调机构。外军一般都有专门的军事历史研

究领导或协调机构或部门。美国在国防部、参联

会均设军史办公室，陆、海、空军部均设军史局，

领导与协调下属各军史处 ( 科) 的研究工作。德

国国防军军事历史研究局也发挥着规划、指导、
协调和监督职能。我军则没有建立完备的军事历

史研究领导或协调机构，缺乏高层的统一规划部

署，一定程度上处于各自为战的境地，使有限的

研究资源未能发挥出最大的研究效益。二是缺乏

法令保障。美军仅陆军就颁发了直接用于指导军

事历史工作的条令条例约 14 部，相关的条令条例

约 44 部，对军史工作的机构设置、工作职能及工

作方法作出统一规范。① 而我军的军史学习运用至

今未写进《政治工作条例》 《基层建设纲要》和

《思想政治教育大纲》等法规制度。三是常态化、
规范化的学习和培训不够。美军官兵在院校和部

队的培养过程中须接受专业的军事历史教育和培

训，同时要求在工作岗位上持续学习研究军事历

史。美军在 2007 年颁布的 “军官职业丛书书目”
所列的 41 部必读书中，有关军事历史的著作就达

23 部。② 这些措施使美军学习和研究历史蔚然成

风。相比之下，我军缺乏有意识的、有计划、专

业的军事历史教育和培训，更没有形成自觉学习

和研究军事历史的风气和氛围。
其次，指导思想弱化。军事历史研究历来就

是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重要战场。随着社会信息

化、价值多元化的发展，加上重视不够，军事历

史研究的指导思想和社会功能遭到严重削弱，造

成了社会上曲解篡改史实、否定既定正确结论、
淡化光荣革命传统等消极现象，引发不良舆论导

向和思想混乱。如有人不顾事实地无限拔高国民

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以图否定中国共产党的

中流砥柱作用。有人置疑甚至诋毁黄继光、董存

瑞、狼牙山五壮士等革命英烈。“军队非党化、军

队非政治化”和 “军队国家化”的错误论调在国

内甚至军内都有一定的市场。这些错误观点的提

出和广泛传播，在淡化误导公众的国防意识、侵

蚀社会稳定的思想根基等方面，具有不可忽视的

破坏力，给国防和军队建设、社会精神文明建设

等方面带来了极大的危害。我们对这些 “异化历

史”的现象缺乏预见性，对其严重性和危害估计

不足，反击不够及时有力，一定程度上失去了话

语权。
第三，成果质量有待提高。受 “异化历史”

现象和社会浮躁情绪的影响，军事历史研究中也

出现了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的现象，一定程度影

响到成果质量。一是缺乏精品意识，研究问题不

够深入和细致。一般性成果较多，底蕴厚重的传

世之作和具有重大影响的研究成果还不多。强调

宏观和战略性的历史研究，缺乏对战术层面和具

体细节的精细考究。一些成果满足于低层次重复，

学术性、理论性和创新性不够。有的成果内容雷

同、形式单 调，缺 乏 时 代 感、吸 引 力 和 感 染 力。
二是现实针对性不强，对重点难点问题不敢叫真

碰硬。诠释性研究成果较为丰富，探索性研究相

对较少，尤其是在中国特色军事变革、信息化条

件下作战、新时期军事斗争准备等领域的好成果

还不多。三是研究领域还有不少弱点和空白。随

着研究视角的开放和认识的加深，过去一些被忽

视的人物、事件、问题的意义不断凸显，要求对

其进行更为深入的思考。外国军事史的研究并未

受到应有的重视，伊拉克战争史、阿富汗战争史

①

②

郭彩虹等: 《美国陆军军事历史工作浅析》，载《解放

军档案》，2010 ( 4) 。
吴东莞:《美军军官成长普遍得益于其军事历史素养》，

载《军事历史》，2013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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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对国防和军队建设有重大借鉴意义的研究尚未

展开。另外，随着各门科学与军事的结合，形成

了越来越多的交叉学科，对这些新兴领域的敏感

性和关注度不够，难以全面满足国防和军队建设

的需要。

三、与时俱进，担负起军事历史研究的时代

责任

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继往开来、革故鼎新

的时代。军事历史研究目前存在的这些问题，都

是时代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正视和解决这些问题，

开创军事历史研究的新局面，需要做好以下几项

工作。
首先，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把握正确的研究

方向。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军事历史研究必须

始终遵循的原则。唯物史观消除了以往历史研究

的主要缺陷，概括和总结了人类历史上一切优秀

思想成果，实现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结合，是

“唯一的科学历史观”①。这一真理已为史学研究

的实践所反复证明。随着时代的发展，马克思主

义军事历史理论体系中的某些具体结论，经典作

家对一些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具体评价，可能不再

适用，但不能因此而否定唯物史观。唯物史观看

待历史是整体的而不是零散的，联系的而不是孤

立的，发展的而不是停滞的，进取的而不是保守

的，理性的而不是感性的，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

只有这样才能得出科学的和理性的结论。目前出

现的“异化” “戏说”历史和思想混乱的现象，

根源在于历史观出了问题，没有全面、联系、发

展、理性地认识和研究历史，而是以偏概全、曲

解史料、主观臆断、妄下结论。历史上，苏联解

体前也出现过这种思想混乱、否定一切的局面。
“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②。苏联解体的历史告

诫我们，一个政权的崩溃往往是从思想领域开始

的，而军事历史研究是思想领域的重要阵地。我

们必须牢牢占领这个阵地，始终坚持唯物史观，

弘扬科学精神，用我们的信史、正史反对野史、
谣言，澄清错误的认识和看法，统一思想和行动。
惟其如此，才能始终坚持并导引军事历史研究的

正确方向。
其次，立足时代要求，推动创新发展。“古为

今用”是军事历史研究的最终目的，发展和创新

是军事历史研究的灵魂和生命。毛泽东指出，“过

去的战争所留给我们的血的教训，应该着重地学

习它。这是一件事。然而还有一件事，即是从自

己经验中考证这些结论，吸收那些用得着的东西，

拒绝那些用不着的东西，增加那些自己所特有的

东西。”③ 毛泽东的这番话不仅指出过去历史经验

的重要性，更强调了要在实践中创新发展、活学

活用这些经验。当前，随着高技术广泛应用于军

事领域，全球范围的军事转型比以往任何时候更

加快速全面，要求军事历史研究必须跟上时代发

展步伐，把军事历史的创新发展提高到服务国家

和军队决策、指引助力中国特色新军事变革、推

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高度来认识。一要选

准创新的突破方向和重点。历史浩如烟海，人们

无法对所有事情都进行研究，只能着眼于那些对

后来历史或者对现实生活发生了重大影响的事件。
当前，要针对我国内部发展不平衡、资源技术相

对有限、安全环境日益复杂化等问题，着眼协调

完成社会转型、经济发展、保障自身安全和利益

拓展等重大历史任务，提高研究层次，以更先进

的理念、更广阔的思维，将参照性较高的对象作

为优先研究对象，着眼于强国和强军的重点、难

点问题进行研究，寻求创新的突破点。在继续保

持原有军事历史研究的基础上，要在关注热点、
发现弱点、填补空白点上下功夫，适时开辟新的

研究领域，多出创新成果。二要创新思维。正视

当前战争形态、作战方式、军队建设所发生的革

命性变革，从传统的思维惯性中跳出来，从封闭

型向开放型、从单向型向多向型、从保守型向创

新型等方面根本转变。用发展的眼光来审视和研

究人民军队的传统和曾经赖以克敌制胜的法宝。
三要创新研究方法。更多地运用比较史学、计量

史学、实地考察等方法，特别是要充分利用计算

机网络技术提供的先进的研究手段，以计算机模

拟、兵棋推演等方式提高研究水平。要跳出狭隘

①

②

③

［俄］ 列宁: 《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

社会民主党人?》，18 页，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0。
龚自珍: 《龚自珍全集》，22 页。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18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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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圈子，从多要素、多角度、多层次研究军事历

史，从横向关系考察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心

理、地理等因素的作用，再现历史的立体画面。
再次，树立世界眼光，进行开放式研究。视

野有多远，行程就会有多远。当今世界是一个开

放的世界，只有树立世界眼光、具有全球视野，

才能把握时代发展的特征，及时了解和把握国际

风云变幻，从世界格局的高度和人类历史发展的

高度，自觉地把中国的发展同世界的发展紧密地

联系在一起，深刻认识我们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才能学习对手、了解对手，进而超越对手，实现

跨越发展。由于职业习惯，专业的军事历史研究

者容易更多地关注过去发生的事情，但军队是要

打仗的，流血的，必须了解对手，了解世界，所

以孙子在几千年前就提出了 “知彼知己，百战不

殆”的千古信条。树立世界眼光要求我们用世界

的、现实的和发展的眼光看待历史，将历史、现

实与未来结合在一起，这样才能避免犯经验主义

和教条主义的错误，得出正确的结论。埋在历史

的故纸堆里，割断历史，闭门造车，不是历史研

究的本意。进行开放式研究，是大势所趋。树立

世界眼光要求我们以世界军事历史为背景审视我

国军事的发展历程，不仅研究本国军事历史，而

且研究外国军事历史; 不仅研究个别国家的军事

历史，而且研究总体性世界军事历史，从而揭示

出普遍性更强、层次性更深的军事发展规律，为

国防和军队建设提供更加科学的借鉴和指导。在

西方发达国家中，世界史的研究占到了 60%。这

就是习近平多次强调不仅要学习中国历史，还要

学习世界历史的原因。只有既从现实又从历史两

个方面更好地了解外部世界，才能把各项工作做

得更好。
最后，树立社会责任感，多出高质量的成果。

军事历史研究的价值和作用最终体现在研究成果

上。好的作品自然会受到社会的欢迎并占据主导

地位。《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等之所以成

为千古传诵的史学名著，是其本身的优质吸引人:

丰富多彩的内容满足了多层读者的需求; 深刻而

富有哲理的观点和思想给人以想象和启示; 生动

丰富的语言给人以美感和享受。今天，随着社会

进步，军事历史研究必须适应社会教育程度普遍

提高、人民精神需求日益增长的现实，提高成果

质量。只有内容真实、思想深刻、语言生动、形

式不拘一格的研究成果，才能以大众喜闻乐见的

方式广泛传播，让人们在可亲可信的氛围中掌握

历史真相，感受历史沧桑，吸取历史经验，指引

前进方向。为此，一要尽快在一些研究比较薄弱，

或者社会公众关注和质疑的领域，以求实、严肃、
权威的成果赢得 “话语权”，正本清源，严正视

听，防止敌对势力利用历史问题颠倒是非进行意

识形态渗透。二要客观看待我军革命战争中的局

部失利，以及这些挫折中暴露出来的消极负面因

素，力求用全面、真实的历史，使公众了解近现

代革命先烈奋斗历程的曲折与艰难以及社会发展

的复杂性，防止给敌对势力以攻击的口实。三要

弘扬我国优良史学传统，以思想性与艺术性统一，

引人入胜、感人肺腑的优秀成果贴近公众，赢得

人心。历史本身是丰富有趣的，历史著作也应该

是引人入胜的。我们的作品不但应该内容丰富，

发人深思，更要语言生动、通俗易懂; 字里行间

要注入理性，更要注入激情，以理服人，以情感

人，让读者产生感情上的共鸣，让优秀的军事历

史作品成为他们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社会有分工，系统研究历史的只能是少数人。

时代赋予了我们光荣而艰巨的使命和任务，每一

个军事历史研究者都应当培养自己高度的政治使

命感和社会责任感、扎实的文史素养和军事素养，

不断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多出高质量的创新成果，

为国家、军队和社会多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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