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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Policy of the Army Building in the Early Period of the New China

新中国成立初期军队建设方针探析

★ 张 元

摘要: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解放军由革命战争年代转入和平建设时期，军队建设的内外环

境、使命任务均发生了重大变化。军队建设方针及时解决了新形势下建设一支什么样的军队、

怎样建设一支强大军队的重大问题，最终确立为建设一支优良的现代化革命军队。新中国成立

初期军队建设方针经历了一个提出、发展、完善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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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人民解放军由革命战争年代转入和平建设时期，军队建设的内外环境、使命任务

均发生重大变化。面对新形势、新任务，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审时度势，经过不断探讨和完善，最终

确定建设一支现代化革命军队的总方针，为人民军队全面展开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建设提供了科学

指南。

一、现代化建军思想的初步提出

在 1949 年 9 月 21 日召开的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毛泽东指出: “我们将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

军，而且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① 会议通过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议共同纲领》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应加强现代化的陆军，并建设空军和海军，以巩固国防。此后，军

队主要领导人不断探讨军队建设问题。1949 年 11 月 11 日，朱德在华北军政大学讲话中提出，部队 “要

很快地正规化”，“掌握联合兵种知识”。不久，他在空军、海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分别强调，要: “建成一

支完全新式的、强大的人民空军”，“拥有一支强大的和陆军同样英勇善战的海军部队”②。1950 年 5 月，

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在全军参谋会议上指出: “我们要现代化……加强空军、海军及其他兵种建设。”③其他

领导人在不同场合也有此类指示。
同时，军委总部、军兵种在工作指示中也对军队建设问题进行了一些论述。1950 年 8 月，海军在第

一次海军会议上确立“建设一支现代化的、富有攻防力的……战斗力量”的建军方针，并要求部队 “严

守纪律、服从命令、整齐划一的正规化作风”。12 月底，总参谋部和总政治部在工作指示中都明确提出，

要“学会现代化联合兵种作战的指挥与战术”，要使军事训练适应“正规化的要求”。
上述论述已经提出“现代化”“正规化”等概念，并对其内涵进行了初步探讨，为进入和平时期的

人民解放军建设初步指明了方向。由于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刚刚起步，尚未进入全面建设阶段，对现

代化、正规化一般都是分别论述，还没有将两者作为军队建设方针的有机整体并列提出来。

①

②

③

《毛泽东选集》第 5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77 年，第 6 页。
《朱德军事文选》，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1997 年，第 436、第 484 页。
《聂荣臻军事文选》，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1992 年，第 32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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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设强大的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军”

国内大规模战争基本结束后，军队建设开始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迈进。在此期间，人民解放军围

绕建设新中国国防、巩固新生政权完成了一系列艰巨任务。丰富的战争实践，特别是进行伟大的抗美援

朝战争，在“边打边建”中，在与资本主义世界最强国美国军队的激烈较量中，进一步推动了对军队现

代化的认识。
1951 年 1 月 15 日，中央军委为军事学院成立送贺幛: “为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军而奋斗!”

首次将正规化与现代化作为并列的任务提出来。此后，朱德、刘伯承等领导人相继在中央军委机关刊物

《八一杂志》刊文，提出“建设强大的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军”，并对军队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必要

性、内容及方式方法进行了深刻阐述，表明人民解放军对现代化、正规化认识在理论上的深化。
1952 年以后，毛泽东先后为军事学院、后勤学院、总高级步兵学校和军事工程学院 4 所院校题写

训词，对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作了更为全面、系统的阐述，指出: 为了建设现代化的国防，我们的

陆军、空军和海军都必须有充分的机械化的装备和设备，“与现代化装备相适应的，就是要求部队建

设的正规化”，并首次系统提出 “五统四性”的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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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组织性、计划性、
准确性和纪律性。1953 年 1 月 1 日，毛泽东对转发 《关于各军事部门与苏联顾问的关系的总结》的

批语中，首次提出 “建设我军为世界上第二支最优良的现代化的军队”① 的指示。
总的来看，这一阶段对军队建设方针的必要性、内容等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论述，而且把正规化、现

代化作为一个整体论述，较之前有很大发展。然而，由于我军对正规化现代化这一新课题认识不深，军

队内部产生了一些分歧甚至错误认识。特别是在强调“正规化”的过程中，出现忽视我军优良传统和政

治工作、忽视“革命化”② 建设的偏差。
这种偏差主要有两种表现，一种是主张取消政委制、实行单一首长制。有的人认为，现代战争是高

度机动的，应该实行一长制的绝对领导。如华东海军司政处长会议上就有人提出 “军舰本身要求艇长有

最大权力来指挥全舰，……再不容迟缓和分散，否则在现代高度机动的战争中和突然的情况下，会影响

任务的执行……因此，政委制是不适合舰艇条令的。”“过去政治委员有权决定打与不打，而现在无论飞

机和军舰，都不能这样作，当一有情况，在数分钟内立即决定，再不能进行开会讨论作出决定”。③有的

人认为，政治机关应随工作任务的变化而改变，“过去政治机关所要担负的、也是不可缺少的任务，如

筹款、扩兵、做群众工作、代替革命政权机关的作用，以及战时的许多工作任务等等，这些在今天和今

后，或者是要加以免除、或者是必须减少、或者是会自然的消失”，“如果我军实行义务兵役制后，政治

机关可以大量缩减至最低限度”。还有的人认为，政治工作的威信是巩固的，因此，“单一首长制 ‘政委

制’适当的降低，同时在某些部队和部门政委制的取消，不设政治委员完全是可行的”④。有的部队演习

中没有政委的位置，有的部队作战、训令上没有政委署名，甚至下达军政干部的任免命令也如此，有的

部队“编制内的军事行政人员尽量庞大 (尤其是上面)，政治人员尽量减少”⑤。
另一种表现是机械搬用条令、忽视民主作风和群众路线。有的人错误地认为: “过去在运用群众路线方

面，往往费时多、手续多，这种情况在现代化正规化建军和作战中，已经不可能了”，“正规化要求高度的

①

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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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 中) ，北京: 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 年，第 106 页。
当时虽然未出现“革命化”一词，用的是“革命军队”这一长期的提法，但两者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为表述方便，文中

使用“革命化”这一概念。
华东海军司政处长会议: 《关于政治工作几个问题研究座谈意见综合》(1953 年 10 月 24 日)，军事科学院图书馆资料。
肖向荣: 《关于政治工作暂行条例给总政的一封信》 (1953 年 4 月 10 日); 王一智: 《给主席、军委、总政的意见书》

(1953 年 5 月); 张平凯: 《呈主席并军委的意见书》(1953 年 10 月 15 日)，军事科学院图书馆资料。
叶飞: 《在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上的发言》(1953 年 12 月)，军事科学院图书馆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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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统一，今后工作不能再走群众路线了”，有的人认为“要正规化就不能讲民主，要讲民主就不能正规

化”，还有的人认为“我军‘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这个口号过去了，只是战斗队不是工作队了。”①

三、“建设我军为优良的现代化革命军队”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为适应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全面展开的需要，以及针对前期军队内部对现代

化方针认识上存有分歧的现象，有必要在全军上下进一步统一认识，全面推进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
1953 年底召开的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就出于此目的，也是在这次会议上，军队建设方针作为

全局性的方针被确定下来。
在高干会上，朱德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建设我军为世界上第二支最优良的现代化的革命军队”的指

示。彭德怀在军事报告中明确提出: “在现在的基础上，有步骤地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的

革命军队，就是摆在我们面前最根本的任务”。会议指出: 正规化就是要达到 ‘五统四性’的要求，以

适应统一指挥、协同作战的需要”②。这样，正规化作为现代化的基本条件、应有之义，不再显示在建军

方针的表述中。会议同时纠正了此前忽视“革命化”的倾向，明确规定“把建设一支优良的现代化革命

军队”作为“我军军事建设的总方针、总任务”，将“革命军队”的表述显示在建军方针中。
事实上，毛泽东此前在审阅彭德怀高干会的发言稿时，就将原稿中两处 “建设我军为世界上第二支

最优良的现代化的军队”，改为 “建设我军为世界上第二支最优良的现代化的革命军队”，特意加上了

“革命”两字③，凸显了对人民军队革命本色的重视。
但是在这次会议上，之前的口号也继续沿用。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是苏联没有开 ‘二十次大会’，

提的时候有顾虑”，“二是认识不深”④。由于第二个原因，对军队建设方针的认识上始终存在分歧。彭德

怀在后来的一次军委会上说: “现代化、正规化的口号有片面性，无政治内容，同 ‘优良的现代化革命

军队’口号有矛盾”。⑤ 时任训练总监部部长萧克认为，问题不是出在口号上，而是出在执行口号的过程

中。为此，他曾专门给彭德怀写信说明: 正规化现代化的口号同时是包括和联系政治内容说的，“在执

行这一口号中，有若干同志产生错误认识和产生一些偏差，这是必须批判和坚决纠正的，因此建议将批

评的火力集中在这些倾向方面，而不要批评口号的本身。”⑥

此前虽然也有关于军队现代化方针作为 “任务”“主要任务”的思想，但是高干会却第一次明确将

其提高到“总方针、总任务”的高度，并将正规化、现代化、革命军队作为三位一体的总目标加以明

确，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1954 年，毛泽东在审阅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 (草案)》时，删去

了“世界上第二支最”的表述。此后，关于军队建设方针的表述虽有所不同，但核心要义是一样的，为

我军建设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南。

四、军队建设方针上存在分歧的原因分析

新中国成立初期军队建设方针不断调整的背后，反映出对现代化、正规化与 “革命化”关系认识上

存有分歧。结合历史背景分析，产生分歧的原因主要有:

( 一) 机械学习苏军。我军开始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时期，正是中苏关系的“蜜月期”。学习苏联先

进经验、建设现代化的国防军成为全军上下的共识。军训部提出 “学习苏联必须是完整的，也必须是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肖华: 《关于军队政治工作建设的几个问题摘录》，《八一杂志》第 50 期; 《解放军报》社论: 《发扬训练工作中的群众路

线》，1956 年 5 月 15 日; 罗荣桓: 《继续发扬我军的光荣传统》，《八一杂志》第 82 期; 叶飞: 《在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上的发

言》，军事科学院图书馆资料。
《彭德怀军事文选》，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 年，第 500 页。
《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北京: 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 年，第 188 页。
《彭德怀年谱》，北京: 人民出版社，1988 年，第 682 页。
郑文瀚: 《秘书日记里的彭老总》，北京: 军事科学出版社，2016 年，第 185 页。
《萧克回忆录》，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1997 年，第 44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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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的，绝不应该是片面的”，有的领导还提出 “认真地、完整地、毫不走样地学习”。在这样的背景下，

仿效苏军模式便是很自然的事了。如有的人指出，目前我军政治机关庞大，苏军政治机关就比我们简单

得多，任务也较单纯。向苏联学习经验，必须简化组织机构和政治工作 。还有人认为，取消政委制就加

速了向苏联学习，与向苏联学习的观念结合了起来。
( 二) 思想认识不成熟。正如罗荣桓指出的: “我们有些同志对于我军过渡到高级阶段时，哪些是属

于我军幼年时代的东西，需要去掉它; 哪些是属于我军建军原则和光荣传统的，需要继续发扬它，缺乏

明确、清楚的分析和辨别。”① 对现代化正规化这一新事物的认识，涉及到观念的转变，很难在短时间内

达到成熟的认识水准。尽管高干会对正规化、现代化与“革命化”的关系给予了明确，但是认识上的问

题很难由一次会议便彻底解决。随着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全面展开，在实践中又滋生出许多新问题，并

发展为 1958 年反“教条主义”斗争中的严重偏差，及至后来走上了“突出政治”的道路。
( 三) 共同条令颁布后造成的错觉。共同条令是军队建设的基本法规，1951 年颁布的共同条令中

“不适当地片面地单纯强调或过分强调行政命令，不大强调或忽视了党的领导和政治工作”，“内务条令

中对政治工作和政工人员的地位不明”，以及几个条令中有不一致的地方②等，都给部队造成了错觉。另

外，“内务、队列、纪律等条令先颁发，而政工条例迟迟不颁发，不管主观想法如何，客观上是助长了

一面，打击了一面。”③ 有的部队领导甚至在军区高干会上公开宣传 “共同条令的最大优点是体现了单一

首长制的精神”④。
( 四) 旧军队思想的影响。这种因素虽占少数，却由来已久。“单纯技术观点，单纯军事观点就是资

产阶级思想的反映”，这种倾向自有我军以来便进行了不间断的斗争。而 “现在是披着新的外衣，又在

我军强调现代化新任务之时企图活跃起来，企图抵消和削弱政治工作”，“利用正规化，将正规化适应于

他们的思想与口味。”⑤

那么，现代化、正规化与“革命化”之间是怎样的关系? 其实，我军领导人在探讨军队建设方针的

过程中早已给出答案。首先，革命化是现代化的前提和保证。朱德在 《八一杂志》发刊词中就指出:

“这支强大的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军，……必须有高度的军事素质与政治素质。”⑥ 刘伯承也说过，要

防止“脱离我军建军传统、军事思想的优良基础而企求另搞一套 ‘现代化’”⑦ 的偏向。叶剑英更直接

指出: “什么叫优良的，……第一是革命的，第二是现代化的。光现代化不革命化不行。”⑧ 可见，现代

化、正规化建设绝对不能忽视“革命化”。其次，正规化是现代化绝不可少的条件。这是因为，正规化

“就是适应现代化而定出正式的规格”，刘伯承将其形象地比喻为: “军队生活秩序能依照条令办事，像

一部大机器，车间与车间，这一齿轮与那一齿轮，能有准确的规律，向共同的生产目标协同动作。这就

是正规化。”“否则，无组织，不准确就无正规可言，更无诸兵种协同动作可言”⑨，也就没有现代化军

队可言。20 世纪 50 年代人民解放军建设方针不断调整、不断完善的过程，正是对三者关系认识不断深

化的过程。

［责任编辑: 刘向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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