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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Overview and Enlightenment of the Adjustment and Optimization
of the Military Strategic Layout Since the Foundation of the New China

新中国成立后
调整优化军事战略布局的经验与启示

★ 郝敬东 刘 璐 张丽霞

摘要: 军事战略布局是实施战争行动、遂行战略作战任务的支撑和依托，是军事战略方针

的重要内容和体现。国家安全威胁牵引军事战争布局的调整，国家利益是作出调整的出发点和

落脚点，军事力量是调整的物质基础，地缘条件对调整具有基础性作用，战略文化交流对调整

产生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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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战略布局作为对军事力量的全局性配置活动，是进行军事斗争特别是战争的支撑和依托，是国

防政策和军事战略的重要体现和落实。优化军事战略布局，有利于在一定时空范围内迅速集聚战略能

量，形成有利战略态势，为实施战争行动、遂行战略作战任务提供力量保障。新中国成立后，我党我军

多次调整优化军事战略布局，在军事斗争特别是战争实践中积累了宝贵经验，对其进行归纳总结，对打

赢信息化战争、落实新形势下军事战略方针提出的 “优化军事战略布局”①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国家面临的安全威胁牵引整个军事战略布局调整优化

“谁是我们的敌人? 谁是我们的朋友? 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②，同样也是调整优化军事战略

布局的首要问题。新中国成立后的军事斗争特别是战争实践表明，国家面临的安全威胁特别是主要战略

方向面临的安全威胁直接牵引整个军事战略布局的调整优化。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民党在中南、西南、华东、西北以及东南沿海等地区尚有 100 多万残余力量，

仍控制着台湾、海南岛，对新生政权、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构成严重威胁。面对南急北缓的安全形势，毛

泽东专门对全国“兵力配置”进行统一筹划，1949 年 10 月 31 日即明确指出: “全国国防重点是以天津、
上海、广州三点为中心的三个区域。”③这一筹划的特点: 一是以防范帝国主义国家侵犯或袭扰中国东部

沿海地区为战略重点; 二是采取防御态势; 三是按华北、华东、华南三个战略区配置兵力; 四是保持强

大的战略预备机动力量，并将其配置在便于向各个战略方向机动的位置上。这一军事战略布局突出了主

要战略方向面临的安全威胁，兼顾和关照了其他战略方向面临的安全威胁，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维护

了社会稳定、保障了国家安全。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面临的现实安全威胁由东南方向转向东北方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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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中央决定 “支援朝鲜人民，推迟解放台湾”①，

将军事战略布局重心由东南沿海转向东北方向，

军事力量由东南方向向东北方向调整，将驻守河

南的第 38 军、第 39 军、第 40 军立即开赴东北，②

加上东北的部队，抗美援朝战争前夕东北兵力已

达到 25. 5 万余人，为初战胜利奠定了基础; 抗美

援朝战争打响后，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又迅速调整

全国军事力量配置，有效应对了国内国外安全威

胁。新形势下，国家面临多元复杂的安全威胁，

要综合考察利益冲突、政策企图、力量对比、部

署态势等，全面比较国家所面临的敌友形势、强

与弱、战与和等，判明威胁性质、轻重缓急，把

利益矛盾最大、有攻击能力、有明显政策企图和

部署行动的对手看作主要威胁，作为国家军事战

略布局的直接依据。

二、国家利益是调整优化军事战略布局的出

发点和落脚点

马克思曾深刻提出: “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

切，都同它们的利益有关。”③ 新中国成立后的军

事斗争特别是战争实践表明，维护国家利益是军

事力量的基本使命或根本职能，军事战略布局作

为国家军事战略在一定战略空间范围内对军事力

量的全局性配置，其调整优化必然以国家利益为

出发点和落脚点。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先后 6 次划分调整军区

( 战区) ，都是以维护国家领土和主权安全利益为

基本依据，集中体现了国家利益对军事战略布局

的影响。1950 年，军队围绕巩固人民民主专政、

保卫祖国安全的使命任务，结合国家行政区的设

置，第一次设“东北、华北、华东、中南、西南、

西北等 6 个一级军区即大军区”④，有效维护了新

生政权。1954 年，依据敌人对中国领土可能进攻

方向，将原来 6 大军区调整为 12 个。1956 年，为

加强对台军事斗争，实现国家统一，增设福州军

区。1967 年，为应对中苏、中印、中蒙边境紧张

局势，加强统一战场建设和战备工作，分别将内

蒙古军区、西藏军区划归北京军区和成都军区。
1985 年，中共中央判断对国家领土和主权安全利

益的威胁减小，将军区调整合并为 7 个。2016 年，

中共中央决定建立 “东部战区、南部战区、西部

战区、北部战区、中部战区”⑤，以有效维护国家

领土和主权安全利益。新形势下，国家利益正逐

步超出国界，海洋利益、空间利益、海外利益等

在国家利益全局中的地位凸显，要求军事战略布

局跟上国家利益拓展的步伐，既能维护传统的国

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又能维护海洋、太空、

网络等新型领域利益以及海外利益，为国家和平

发展提供坚强支撑和保障。

三、军事力量是调整优化军事战略布局的物

质基础

毛泽东曾深刻指出: “战争是力量的竞赛”⑥。

同样，军事力量也是调整优化军事战略布局的物

质基础，它的强弱对军事战略布局的调整优化具

有重要影响。军事战略布局要通过相应的军事力

量存在来体现，通过军事力量的运用来实现，其

调整优化必须符合军事力量的实际情况，否则军

事战略布局的调整优化就是失败的。

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在调整

优化军事战略布局上，充分考虑军事力量实际，

以有利于发挥人民解放军力量优势作为重要着眼

点。1950 年朝鲜战争爆发，中国在台湾、朝鲜、

越南三个方向面临军事威胁，考虑发挥人民解放

军军事力量优势，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毅然决定

调整军事战略布局，将军事力量配置重点 “由解

放台湾转为保卫东北边防和在必要时支援朝鲜抗

击美国侵略”⑦。因为，如果在越南作战或进行岛

屿作战，人民解放军空中和海上力量不足，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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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军事文集》，第 4 卷，43 页，北京，人民出版

社，1997。
杨迪: 《在志愿军司令部的岁月里》，6 页，北京，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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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同美军作战，是 “一个最有利于发挥中国陆

军优势的抉择。”① 正所谓 “故善用兵者不以短击

长，而以长击短。”1964 年至 1980 年，中国从存

在着严重战争威胁的估计出发，在全国开展了以

国防工业、战备工程为基础的 “三线”建设。②实

践表明，这一“备战优先”、首先加强力量建设的

军事战略布局，虽过度判断战略威胁，出现了偏

差，但有效保障了中国几十年的安全。

四、战争形态的演变是调整优化军事战略布

局的推进器

恩格斯曾指出: “一旦技术上的进步可以用于

军事目的并且已经用于军事目的，它们便立刻几

乎强制地，而且往往是违反指挥官意志而引起作

战方式的改变甚至变革。”③ 新中国成立后的军事

斗争特别是战争实践表明，作战方式作为战争形

态的内核，使技术成为调整优化军事战略布局的

“加速剂” “催化剂”，军事战略布局与科技因素

之间形成一种本质联系。

原子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出现后，战场

迅速向核领域拓展，战争形态演变为核战争，主

要国家竞相发展核武器。1955 年，作为战略大家

的毛泽东，高瞻远瞩，果断作出研制核武器的战

略决策，第二年又在 《论十大关系》中进一步指

出: “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

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④ 可以说，核

技术的发展推动战争形态向核战争演变，加速了

军事战略布局向核领域的拓展，推进了军事战略

布局的调整优化。邓小平后来说: “如果六十年代

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

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

的国际地位。”⑤ 新形势下，随着太空、网络、深

海、极地等技术的重大突破及在军事领域的运用，

战场也逐步向太空、网络、深海、极地等新型领

域拓展，战争形态也随之发生变化。 “捷足者先

登”，要着眼未来战争形态特别是信息化战争，尽

早谋划、及早实施，抢占未来战略制高点、形成

有利战略态势，构建一个涵盖陆海空以及太空、

网络、深海、极地等多领域、大立体、全方位的

军事战略布局。

五、地缘条件对调整优化军事战略布局具有

基础性作用

军事战略布局是在“一定战略空间”范围内

对军事力量进行全局性配置。因此，地缘条件对

军事战略布局的调整优化具有基础性作用，特别

是一个国家在地球上的自然分布即国家地理位置，

对整个军事战略布局的基本走向产生几乎支配性

的影响。正如威廉森·默里所指出: “在战略上，

如同在地产经营中一样，有三个要念念不忘的关

键考虑: 第一是位置，第二是位置，第三还是位

置。”新中国成立后的军事斗争特别是战争实践表

明，军事战略布局要以地缘条件为客观基础，利

用不同地理空间提供的自然条件，对军事力量进

行最佳配置，构建最优化的军事战略布局，以在

战略对抗空间形成有利的战略态势。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共中央作出抗美援朝的

重大战略决策，决定调整优化军事战略布局，这

与中朝的地缘关系密切相关。朝鲜半岛处于典型

的边缘地带范围内，是连接亚洲大陆和日本诸岛

的天然通道，是中国安全利益的重要战略缓冲区，

关系到中国的地缘战略利益。就军事战略而言，

“中朝是唇齿之邦，唇亡则齿寒”⑥，朝鲜半岛不

仅是中国向海洋防御的屏障，同时又是列强登上

中国大陆的跳板，朝鲜问题应看作与中国东北相

连接有利害关系的问题。正如毛泽东在说明抗美

援朝的决心时指出的: “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

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⑦ 这个 “利益”

就是在地缘条件基础上形成的战略利益。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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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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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决定出兵朝鲜，维护中国在朝鲜半岛的

地缘政治利益。新形势下，尽管武器装备的远程

打击能力、战略投送能力都得到很大提高，以及

在太空、网络等新型空间中作战，使地缘条件对

军事力量配置的影响相对下降，地面作战的作用

相对减弱。但在未来信息化战争中，无论武器装

备如何发展，无论在太空作战还是在网络空间作

战，“要想搬动世界首先需要一个立足点”①，这

就不能排除地缘条件对军事战略布局的影响。新

形势下调整优化中国军事战略布局，要充分考虑

中国所处地理环境带来的影响，形成充分利用有

利地缘条件的军事战略布局。

六、战略文化传统对调整优化军事战略布局

产生深远影响

战略文化传统是制定和实施战略的 “潜在意

识和历史文化情结”②。同样，对调整优化军事战

略布局具有深刻而持久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的

军事斗争特别是战争实践表明，军事战略布局的

调整优 化，一 直 是 在 战 略 文 化 传 统 的 影 响 下 进

行的。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调整优化军事战略布

局进行战备，主要围绕巩固新生政权、防敌突然

袭击。1963 年毛泽东在开展 “三线建设”时曾指

出: “要以可能挨打为出发点来部署我们的 工

作”③，这些主张防御、强调有备无患的思想和实

践，都体现了中国防御性的战略文化传统对军事

战略布局的影响。新中国成立至今，中国始终坚

持积极防御军事战略方针对军事战略布局进行多

次调整优化，都离不开中国战略文化传统的孕育，

军事战略布局已深深地根植于国家、民族的战略

文化传统之中。正如美国著名学者费正清所指出:

“中国的决策人历来强调防御性的地面战争。”也

正如托马斯·克利瑞指出的: “中国将武力的使用

限于防御目的，是受源出于道家和儒家道德思想

的影响。”④ 因此，只有揭示出一个国家、一个民

族的战略文化传统的特性，才能真正准确把握一

个国家、一个民族军事战略布局的走向。需要指

出的 是，战 略 文 化 传 统 是 “影 响”而 不 是 “决

定”军事战略布局，它不可能取代安全威胁、国

家利益、军事力量、战争形态、地缘条件等因素

对军事战略布局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多次调

整优化军事战略布局，在营造有利战略态势、有

效维护国家领土和主权安全等方面发挥了至关重

要的作用。新形势下，国家安全形势日趋多元复

杂，国家利益正逐步超越国界，世界新军事革命

深入发展，战争形态加速演变，战略空间不断拓

展。军事战略布局应立足国情军情，充分借鉴人

民解放军的军事斗争特别是战争实践经验，围绕

打赢未来信息化局部战争、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

利益，前瞻性地调整优化，构建新型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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