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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对我国国防现代化的战略谋划和实践

■ 赵万须

[ 摘 要 ] 在指导中国国防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毛泽东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具

体实际相结合，对我国的武装力量、国防科技、国防工业、国防设施、国防体制和国防管理等进行了系统

的谋划，提出了关于我国国防现代化建设和发展的一系列战略。毛泽东对我国国防现代化的战略谋划主要

体现在：适应国家安全环境变化，调整国防现代化的发展策略；以国家现代化建设一体发展的方针，夯实

国防现代化发展的物质基础；以军队现代化建设为重点，加速推进国防现代化建设的发展进程；以发展独

立完整的国防工业体系为依托，掌握国防现代化建设发展的主动权；以国防尖端科技发展为先导，引领国

防现代化全面建设发展的方向；以维护国家安全为基点，结合基本国情，构筑军民结合的中国特色现代化

国防；坚持党中央统一领导，集中力量推动国防现代化建设高效发展。

[ 关键词 ] 毛泽东；国防现代化；独立自主；军事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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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是新中国的主要缔造者，在新中国

成立后近 30 年间，我国国防现代化建设取得了

举世瞩目的成就。在指导中国国防现代化建设

的伟大实践中，毛泽东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基

本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对我国的武装

力量、国防科技、国防工业、国防设施、国防

体制和国防管理等进行了系统的谋划，提出了

关于我国国防现代化建设和发展的一系列重大

战略。这些战略是毛泽东军事战略的重要组成

部分，对中国国防现代化建设发挥了重要指导

作用。

在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之际，缅怀毛泽

东在国防现代化建设方面的丰功伟绩，深入全

面解析毛泽东国防现代化战略思想的科学构成、

内在联系及历史背景，对继承和发展毛泽东军

事思想、促进国防现代化建设的健康、长久发展，

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适应国家安全环境变化，调整国

防现代化的发展策略

20 世纪 50 年代至 70 年代，是世界局势急

剧变化的时期。毛泽东高瞻远瞩、审时度势地

将中国国防现代化建设放到国家所处的历史方

位和世界大势中考虑和谋划，把建设强大的现

代化国防作为重要任务。

一边保卫国家，一边建设国防。新中国成

立后，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和百废待兴的

国家现状，毛泽东把建设足以有效抵抗外来侵

略的强大国防，作为维护国家安全和民族独立

的重要手段。1949 年 10 月 20 日，毛泽东在人民

军事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就提出：“现在我们的

海岸线要开始建设，这个事情很重要。”［1］1950

年 1 月 1 日，他提出：“我们一定要建设一支海军，

这支海军要能保卫我们的海防，有效地防御帝

国主义的可能的侵略。”［2］他把国防建设和保

卫国家紧密联系起来，强调加强建设和保卫国

家，要努力争取创造条件，一旦具备了条件，

就要加以实施。朝鲜战争爆发后，我国周边安

全受到严重威胁，毛泽东在研判国内外形势后，

认为必须参战，不参战损害极大。参战对中国、

朝鲜，甚至对东方、世界都极为有利；否则对

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我国东北地区更不利。

［1］《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上卷，军事科学出版

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41 页。　

［2］《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上卷，第 1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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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他坚定地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

决策。短短几年时间，保家卫国取得了重大胜利，

而且国防建设也取得了巨大成就。

积极建立完善国防现代化体系，加速提升

国防综合实力。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就提

出了我们要建设一个强大的陆军、一个强大的

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的目标。他针对国内外

所面临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严峻形势，

提出“中国必须建立强大的国防军”［1］，加快

国防建设的步伐。1951 年 7 月，针对抗美援朝

战局呈现的态势，毛泽东满怀信心地说：“我

们和敌人进行的谈判能成功固好（成功的可能

性较大），即使不成功，我们也确有把握使战

争继续打下去，直到争取胜利为止，同时毫不

妨碍国内的国防建设和其他建设，各项工作均

可蓬蓬勃勃地发展下去了。”［2］毛泽东认为，

国防建设必须从国际形势的发展、中国的具体

条件出发，合理统筹规划、突出重点，循序渐

进地向前发展。毛泽东强调，要在增强国家经

济实力的基础上建立完整的国防工业体系，发

展现代化的军事技术装备，独立自主建设强大

的国防。他先后提出了一些要求，把加快建立

各类军校，加强军队兵种建设和常规武器的制

造，加强“两弹一星”研制，抓好民兵建设和

国防工程建设等作为国防建设的重要内容，推

动了我国国防的现代化。

以突出发展国防现代化战略来应对国内外

面临的主要威胁。新中国成立之初，以美国为

首的帝国主义对新中国大搞封锁禁运、支持国

民党蒋介石集团对新中国进行袭扰破坏、在我

国周围建立若干个军事基地、部署大量能携带

核弹的战略轰炸机和导弹；20 世纪 50 年代末，

中苏关系破裂后，苏联也对中国进行核威胁，

在中苏边境屯兵百万，对我国国家安全构成了

严重威胁。为打破核威胁、防止核战争，毛泽

东一方面告诉人民，“帝国主义拿来吓唬我们

的原子弹和氢弹，也没有什么可怕”［3］，在战

［1］《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上卷，第 217 页。　

［2］《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上卷，第 558 页。　

［3］《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军事科学出版

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266 页。　

略上藐视它；一方面又说明拥有原子弹的重要

性：“我们现在还没有原子弹，也没有氢弹，

我们要研究和制造这种武器”［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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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在战术上重视它。这为我国武器

装备的发展，特别是核武器的发展奠定了思想

认识基础。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我国仅用 8 年

多时间就研制出了自己的核武器，并逐步组建

了以核武器为特殊作战装备的第二炮兵部队，

打破了美苏对我国的核威胁。

二、以与国家现代化建设一体发展为

基本方针，夯实国防现代化建设发展的物

质基础

毛泽东不仅强调加强国防现代化建设，更

强调“四个现代化”的任务是一个整体，相互

促进，同步建设。

把加强经济建设作为进行国防现代化建设

的基础。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

事关国家的安全和发展。对此，毛泽东提出了“我

们一定要加强国防，因此，一定要首先加强经

济建设”［6］的战略方针。毫无疑问，发展工农

业生产是加强国防建设的物质基础。“有了现

代化工业，现代国防工业就好办了。”［7］“国

大，军就会大。国不大，军就不能大。”［8］因

此，毛泽东强调，要正确认识经济与国防的辩

证关系：“建设工业就是为了搞国防，减少些

国防，多搞些工业，正是为了国防。”［9］他认

为，新中国工农业生产水平还很落后，人民生

活还很不富裕，这个根本问题得到适当的解决，

军事建设就有了巩固的基础。如果现代化的军

事建设搞得过多过急，同国家经济建设不相适

应，反会害多利少。他强调：“中国必须建立

强大的国防军，必须建立强大的经济力量，这

［4］《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军事科学出版

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74 页。　

［5］《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第 308 页。　

［6］《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第 309 页。

［7］《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第 394 页。　

［8］《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第 387 页。　

［9］《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第 30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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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两件大事。”［1］对这两件大事，毛泽东把它

们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强调经济建设与国防

建设要同时进行。他认为，这两件大事是相互

关联、互为条件的，强大的国防力量能创造和

平的环境来发展经济，强大的经济力量为建设

强大的国防力量提供可靠的物质支撑。1964 年，

在听取国家计划委员会领导小组汇报第三个五

年计划的初步设想时，毛泽东提出了“两个拳头，

一个屁股”的论断：国民经济有“两个拳头——

农业、国防工业，一个屁股——基础工业，要

摆好”［2］。国防建设一定要以经济建设为基础，

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加速国防现代化。国

防科技工业的建设和发展，主要依靠国家投资，

必须同经济发展相适应。只有把经济搞上去，

才能为国防建设提供更多的财力物力支持。“两

个拳头、一个屁股”的论断，指明了国防建设

在国家总体建设中的重要地位，明确了国防建

设与工农业建设的关系，在国防现代化建设中

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

把“四个现代化”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同步

建设。中共中央、国务院在 1959 年 12 月《关

于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关系中若干问题的指示》

中指出：必须把国防建设纳入国家建设总体规

划之中。军队方面要提出关于国防建设的长期

规划和年度规划，交国家计划委员会统一平衡，

全面安排。［3］之后，毛泽东特别指出：“建设

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

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4］

他还进一步强调：“就是要安下心来，使我们

可以建设我们国家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

业、现代化的科学文化和现代化的国防。”［5］

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和国防建设是相互联系

的，也是可以相互促进的。这种思想不仅是他

［1］《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上卷，第 217 页。　

［2］《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 5 卷，中央文献

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348 页。　

［3］参见《军事战略家毛泽东》（二），中央民族大学

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012-1013 页。

［4］《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第 69 页。　

［5］《毛泽东文集》第 8 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

第 162 页。　

对国防建设与其他建设协调发展客观规律的认

识，更是对“四个现代化”同步发展、提高效

率和效益内在关系的准确把握。强大的现代工

业能够生产更多新型材料、燃料、元件和机械

设备来促进国防现代化；集中优势科学技术力

量实现尖端技术的突破，不仅有利于加速国防

现代化，而且能够推动整个工业、农业的发展，

带动整个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实践证明这一

战略是完全正确的。

以“学两套本事”推进国防现代化建设。

毛泽东提出：“学两套本事，在军事工业中练

习生产民用产品的本事，在民用工业中练习生

产军事产品的本事。这个办法是好的，必须如

此做。”［6］这说明，在国家建设中，除保持和

发展一定比例的国防工业外，和平时期工业和

战争时期工业应该互相结合起来，使两者能够

在平时为经济建设服务，在战时能迅速地过渡

到为战争服务，做到军民两利。这取决于平时

在国民经济计划中进行充分的准备，战争未来

之前就集中财力、物力、人力进行经济建设，

缩小军事生产的比重；一旦出现将要爆发战争

的迹象，就以最大生产能力迅速转为军工生产，

保证国防需要。毛泽东的这一思想不但促进了

国防现代化建设，同时也保证了我国国民经济

的恢复。

三、以加强军队现代化建设为重点，
加速推进国防现代化建设的发展进程

国防现代化的内涵丰富，包括军队武器装

备、军事人员素质和作战能力、军队编制体制、

国防科技工业、国防工程设施、国防后备力量

以及国防理论等的现代化。毛泽东衡量国防现

代化的主要标准是军队现代化。他提出要大力

提高军队现代化水平，从而带动整个国防现代

化建设加速发展。

用现代化的武器装备武装军队。现代化军

事技术和武器装备，既是现代化军队的基本保

障，也是衡量军队现代化程度的主要标志。毛

泽东十分重视武器装备的现代化，他指出：“为

了保卫祖国免受帝国主义者的侵略，依靠我们

［6］《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第 30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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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和较为落后的国内敌人作战的装备和战术

是不够的了，我们必须掌握最新的装备和随之

而来的最新的战术。”［1］这里所说的最新装备，

既指现代化的各种作战飞机、舰艇、大炮、坦克、

车辆、雷达、通信设备和军需等常规武器装备（也

包括民用的现代化交通工具及交通设施），也

指原子弹、氢弹、中远程导弹等尖端武器装备。

后者虽是少量的，却是十分重要的，更是毛泽

东特别看重的：“原子弹，听说就是这么大一

个东西，没有那个东西，人家就说你不算数。

那么好，我们就搞一点。搞一点原子弹、氢弹、

洲际导弹，我看有十年功夫是完全可能的。”［2］

毛泽东还提出搞人造卫星，以“两弹一星”为

代表的国防尖端武器。研制全面展开。经过长

期努力，我军在这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大大提高了武器装备现代化的水平。

把单一军兵种的军队发展成为合成军队。

中国革命的历史实际，决定着人民军队在革命

战争时期基本上是单一陆军军队，而且主要兵

种是步兵。因此，在新中国成立之际，毛泽东

就提出了建设强大的陆军、空军和海军的要求。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加强陆军的兵种建设，

毛泽东作了许多批示，要求大力加强炮兵、坦

克兵、防化兵、通信兵等兵种的建设，把单一

的军种兵种的军队发展成为合成军队。同时，

为了适应现代战争的需要，他要求加强调整编

制结构和合理优化军种兵种，“目前的做法是

减少陆军，增加海空军”，“海军和空军应该

加强，尤其是空军，更应该要加强”［3］。他认为，

这既是军队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也是因为当时

具备了发展空军、海军的条件。但是，既要考

虑到空军、海军的重大作用，还要看到在未来

一段时间内，在反侵略战争中，陆军仍将是战

场的主体，必须加强陆军建设。经过十多年的

发展，我军在原来陆军的基础上，组建了空军、

海军、第二炮兵等，充实完善了炮兵、装甲兵、

工程兵、铁道兵、通信兵和防化兵等，由单一

步兵型军队发展成诸军兵种合成型军队，完成

［1］《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第 108 页。　

［2］《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第 387 页。　

［3］《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上卷，第 155 页。　

了人民军队有史以来的重大转变，朝着毛泽东

提出的“建设我军为世界上优良的现代化的军

队”［4］的目标迈出重要一步。

以加强军队正规化建设提高军队现代化质

量。军队正规化既是国防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

求，也是国防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毛泽东

在 1952 年就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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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建设正规化、

现代化的国防部队所不可缺少的重要的条件之

一。”［5］毛泽东提出的军队正规化要求，反映

了军事技术、作战方法和组织形式之间的有机

统一，也反映了他在军事、政治、纪律素养水

平及其军事工作、政治工作、后勤工作、装备

工作等各个方面的深刻理解。军队正规化是建

设现代化军队的基本落脚点和出发点。为了加

强部队正规化建设，国家决定实行义务兵役制、

军官服役条例和军官薪金制度，以适应军队现

代化发展和军队正规化建设的需要。

大力培养适合中国军队现代化建设的人才。

军队现代化建设的主要目标是提高战斗力，打

赢现代条件下的战争，首先要有一大批现代化

的军事人才。先进的武器装备和掌握先进武器

装备的人，是军队现代化的主要因素，这也是

毛泽东关于战争胜负决定因素的核心思想。毛

泽东抓住了军队现代化的本质和关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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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

都不能离开复杂的专门的技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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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第 106 页。　

［5］ 《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第 3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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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1］与部队的现代化建设相适应、应对现

代战争需要的军事人才，其中包括军事技术人

才、军事管理人才，也包括军事指挥人才和军

事理论人才。因此，他特别要求：“为了组织

这种复杂的、高度机械化的、近代的战役和战斗，

没有健全的、具有头脑作用的、富于科学的组

织和分工的司令机关不行。”［2］这同样是建设

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部队所不可或缺的重要

条件。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就批准进行

大规模的军队院校建设，经常找军校领导同志

了解情况，并对于如何教育和训练人才等问题

作指示，亲自给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总

高级步兵学校、后勤学院、军事工程学院等院

校写训词，等等。据统计，到 1959 年，全军建

成各级各类院校 129 所，总人数约为 25.3 万人，

军队院校初步形成了一个专业门类齐全的比较

完整的培训体系，共为部队输送了 26.9 万多名

干部，为促进部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起到了

重要作用。［3］

四、以发展独立完整的国防工业体系

为依托，掌握国防现代化建设发展的主动

权

国防现代化战略是国家军事战略的组成部

分，发展独立完整的国防工业体系是毛泽东国

防现代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目的在

于掌握武器装备现代化生产的主动权，防止受

制于人。毛泽东指出：“一个国家的武器专靠

外国是很危险的。现在没有打世界大战，如果

有事，就更不可靠了。”［4］一个主权国家要想

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在国防工业上首先要靠

自己。

建立一个独立完整的现代化国防工业体系。

独立完整的国防工业体系是国防现代化的重要

［1］《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第 171 页。　

［2］《毛泽东军事文集》第 6 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

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14 页。　

［3］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483 页。　

［4］《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 6 卷，中央文献

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215 页。　

保证。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多次明确表示要

做 好 这 方 面 的 工 作。1951 年 他 指 出：“ 没 有

现代的装备，要战胜帝国主义的军队是不可能

的。”［5］1956 年他进一步提出：“我们的国防

工业正在建立。自从盘古开天辟地以来，我们

不晓得造飞机，造汽车，现在开始能造了。”“抽

出更多的资金，多开些工厂，多造些机器。经

过一段时间，我们就不但会有很多的飞机和大

炮，而且还可能有自己的原子弹。”［6］要实现

这个宏伟目标，就是要建立独立完整的现代化

国防工业体系。因此，我国在 1956 年提出“要

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时期内，基本上建成一个

完整的工业体系”，“能够制造新式的保卫自

己的武器，象国防方面的原子弹、导弹、远程

飞机”［7］的目标。建立完整的现代化工业体系，

其中就包括建立完整的国防工业体系。1959 年

12 月，党中央、国务院进一步明确提出，我们

不仅要建立一个独立的完整的现代化的经济体

系，而且要建立一个独立的完整的现代化的国

防工业体系，以适应我们疆域辽阔、人口众多

的大国情况。［8］在此方针指导下，经过多年奋

斗，我国逐步建立起独立完整的现代化国防体

系，具备了能够制造各种武器、包括尖端武器

装备的实力。

坚持自力更生为主，把国防发展的命脉掌

握在自己手中。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国防

工业发展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如果国家没有

自己的独立完整的国防工业，一旦战争爆发，

就很容易遭受他国的趁火打劫，甚至是落井下

石。新中国成立后，尽管我们签署了《中苏友

好同盟互助条约》，得到苏联不少武器援助，

但是毛泽东坚持站在自力更生的原则基础上进

行国防建设。1951 年，在审阅中央军委兵工委

员会的报告时，毛泽东指出，“我们国防军的

装备必须向着生产自给的方向努力”，“我们

没有自己的兵工工业，不解决部队的武器装备

［5］《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上卷，第 506 页。　

［6］《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第 308 页。　

［7］《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225、232 页。　

［8］ 参见《军事战略家毛泽东》（二），第 1069 页。　



69

党和国家领导人生平思想研究 毛泽东对我国国防现代化的战略谋划和实践

问题，是不行的。要学习苏联，把先进技术拿

到手，自力更生，建设一支强大的国防力量”，“一

是购买武器装备；二是多搞点技术项目，发展

自己的兵工生产”。［1］1958 年，他进一步强调，

“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

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

化革命”，“经济战线上如此，军事战线上也

完全应当如此”。［2］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小组

长座谈会上，他再次指出：“争取苏联的援助

是很需要的，但主要的还是自力更生。”［3］他

在同苏联驻华大使谈到有关核潜艇“合作社”

问题时说：“不要混在一起搞，你们搞你们的，

我们搞我们的。我们总要有自己的舰队。两把

手不好办。”［4］毛泽东深知，一些高新技术、

特别是国防尖端技术，只能靠自己去创造，才

能不受制于人。即使 20 世纪 50 年代在有苏联

援助的情况下，他还一再强调要自力更生为主、

争取外援为辅，在战略上争得主动、防止被动，

做到有备无患。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

我国坚持自力更生，建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国

防工业体系，国防现代化建设得到进一步发展。

以争取外援为辅，积极学习和引进先进技

术。强调自力更生为主，决不是盲目排外、搞

自我封闭，而是在坚持自力更生的原则基础上

从实际出发、抓住时机、大胆学习和引进国外

先进技术。毛泽东认为，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

军事问题我们也应当研究，“他们的技术科学，

只要是对于我们有用的，我们也应当学习”［5］。

他还指出：“在技术方面，我看大部分先要照

办，因为那些我们现在还没有，还不懂，学了

比较有利。”［6］他时刻关注时代的发展变化，

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先进技术和经验。毛泽东

强调，自力更生为主，并不意味着不需要外援，

我们对待外援的原则是争取利用但不能过于依

［1］《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 1 卷，中央文献

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339 页。　

［2］《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第 386 页。　

［3］《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第 392 页。　

［4］《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第 400 页。

［5］《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第 323 页。

［6］《毛泽东文集》第 7 卷，第 42 页。　

赖，只要有利于加快我国国防工业的发展，我

们就要抓住时机。20 世纪 50 年代，我国通过多

种形式和渠道引进苏联先进技术、设备和人力，

对推动我国国防科研工作的开展起到重要作用。

争取快一点把战略后方建设起来。建设现

代化国防工业、保护现代化国防工业和更好地

发挥现代化国防工业的作用，都是建设现代化

国防的重要内容。针对 20 世纪 60 年代初期我

国所处的严峻国际局势，更好实施积极防御的

军事战略方针，抓紧时间和机遇，毛泽东提出

加强战略大后方建设——三线建设的战略决策。

他指出：“抓三线建设，我们把钢铁、国防、

机械、化工、石油、铁路基地都搞起来了，那

时打起来就不怕了。”［7］三线建设，就是扩展

国家战略纵深，营造战略大后方，依靠完整的

国防工业增强反侵略战争的潜能，有效应对美

苏对我国的核威慑。毛泽东指出，后方建设“可

以解决一个长远的战略性的大问题”［8］。战略

后方建设的速度和质量决定着国家战略实施的

成效，“要争取快一点把后方建设起来。三五

年内要把这件事情办好，把大小三线搞起来”。

毛泽东还认为：“后方建设起来，敌人如果不来，

没有什么浪费。”［9］经过十多年大规模的后方

建设，我国在西北、西南的三线地区不仅建成

了一大批机械、能源、原材料等重点企业和基地，

也建成了一批重要铁路、公路，还建成了配套

比较完整的常规兵器工业基地、电子工业基地、

战略核武器科研生产基地、航空工业基地等，

初步改变了我国国防工业布局的不合理状况。

五、以国防尖端科技发展为先导，引

领和带动国防现代化全面建设发展的方向

国防尖端科技是提高国家国际地位和影响

力的重要支撑。毛泽东在国防现代化建设中选

择以国防尖端科技为先导，从而进一步带动国

防现代化建设。

坚持尖端和常规武器装备“两条腿走路”。

新中国成立之初，面临来自美国的战争威胁，

［7］《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第 290 页。　

［8］《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第 273 页。　

［9］《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第 33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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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认识到，我们要取得反侵略战争的胜利，

必须具有与之相应的武器装备。如何加快国防

实力来维护国家安全？他在全面认识世界军事

科技发展趋向、我国周边环境复杂、国内地理

条件差别很大等因素的基础上，强调发展现代

化武器装备要坚持“两条腿走路”，不能因为

发展核武器就去否定常规武器，进而为我军武

器装备的发展制定了实现尖端武器与常规武器

并举的“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受国家经济实

力的限制，他提出：我们的军队可以适当减少，

以便“腾出钱来，搞一套常规装备”，“另外

再拿出一笔钱，搞中程导弹”。［1］即在抓尖端

武器装备的同时，也高度重视常规武器装备的

水平提高和配套生产。

把重点放在发展尖端武器上。毛 泽 东 对

国防现代化建设的战略谋划，有许多独到的见

解。在强调常规武器与尖端武器相结合发展时，

他指出，要采取突出重点、打破常规的方法，

把重点放在发展尖端武器上。他提出：“我们

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

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

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

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

国。”［2］针对我国国防科学技术的发展现状，

毛泽东认为，必须敢于跨越他国国防现代化建

设的一些发展阶段，尽快地在尖端武器方面赶

上世界先进水平，从而带动整个国防现代化事

业的发展。“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3］“搞

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有十年功

夫是完全可能的。”［4］在毛泽东的关注下，核

武器研制被放到国防建设和国家科技发展的首

位。在我国国民经济出现极端困难的情况下，

毛泽东提出“在科学研究中，对尖端武器的研

究 试 制 工 作， 仍 应 抓 紧 进 行， 不 能 放 松 或 下

马”［5］。

武器装备的发展和军队战斗力水平，归根

［1］《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第 376 页。　

［2］《毛泽东文集》第 8 卷，第 341 页。　

［3］《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第 100 页。

［4］《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第 387 页。　

［5］《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第 137 页。　

结底反映了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发展程度

和实力地位。关于研制激光武器装备，毛泽东

提出：“要组织一批人专门去研究它。要有一

小批人吃了饭不做别的事，专门研究它。没有

成绩不要紧。”［6］1975 年底，他在看过叶剑英

关于加强电子对抗工作的报告后立即批示：“很

好。”［7］基于对世情国情军情现状的科学分析，

毛泽东把国防现代化建设的重点放在尖端武器

的研制上，他提出要借鉴战争年代集中优势兵

力打歼灭战的经验，通过全国各部门、各地区

的大力协同，把国内各路科技大军汇集成合力，

重点突破科技难关，使我国国防尖端技术在比

较短的时期内取得世界瞩目的成就：十年内相

继成功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第一颗氢弹，成

功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第一艘战略核

潜艇下水，等等。这些国防尖端科技成就的取得，

大大增强了我国的国防实力。

六、以维护国家安全为基点，结合基

本国情，构筑军民结合的中国特色现代化

国防

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第

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把人民战争思想和经验，成

功用于指导国防现代化建设，确立了国家动员

和依靠全体人民办国防、守国防的原则，积极

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现代化国防的发展道路，提

出了“军事也要抓两头，民兵、尖端”［8］的思想。

大力建设人民战争基础上的现代化国防。

鉴于新中国的国情和军情，中国共产党采取的

是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其反侵略战争在本质

上依然是人民战争，因此，毛泽东在筹划国防

现 代 化 建 设 时， 提 出 了 现 代 条 件 下 全 民 防 卫

的 人 民 战 争 思 想。 毛 泽 东 在 强 调 加 强 现 代 化

正规军建设的同时，也强调加强民兵建设，对

加 强 国 防 后 备 力 量 建 设 给 予 了 极 大 关 注。 他

说：“我赞成多生产一些轻武器，武装广大民

兵。”［9］“我们不但要有强大的正规军，我们

［6］《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第 211 页。

［7］《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第 400 页。 　

［8］《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第 72 页。　

［9］《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第 39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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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要大办民兵师。这样，在帝国主义侵略我国

的时候，就会使他们寸步难行。”［1］他还进一

步指出：“民兵师的组织很好，应当推广。”［2］

为了提高民兵队伍建设的质量，适应国际形势

变化和国防现代化发展的要求，毛泽东强调：

“民兵工作要做到组织落实、政治落实、军事

落实；民兵武器要修理好。天上掉下来的、地

下冒出来的，怎样对付，要有些办法。”［3］“帝

国主义如果竟敢发动对我国的侵略战争，那时

我们就将实现全民皆兵，民兵就将配合人民解

放军，并且随时补充人民解放军，彻底打败侵

略者。”［4］他号召：“武装起来，做到人自为战，

做到有准备就不怕。”［5］他认为，民兵是全民

防御必须依靠的骨干力量，民兵要具有打现代

化战争的意识和一定的能力。这些战略思想，

不仅激发了人民群众保家卫国的热情，也创造

了更符合当时实际的作战方式，让人民战争真

正成为抵御侵略者的重要手段。

“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建设现代

化国防和保卫现代化国防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

面。在人民战争思想基础上建立的现代化国防，

要注意将建设和保卫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和筹

划。根据我国在 20 世纪 60 年代为了应对美苏

的核威胁而制定的“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

战争”的军事战略方针，毛泽东提出“深挖洞，

广积粮，不称霸”［6］的战略构想：以“深挖洞”

来形容防御敌人的战略空降和空袭，作为进行

现代战争战场建设的主要任务；以“广积粮”

来形容备战、备荒和准备扩大再生产，着眼国

家现代化和国防现代化的长远发展。并将当时

的国防科技工业建设与“深挖洞、广积粮”紧

密联系在一起。为了准备打赢现代反侵略战争，

除了军队为作战需要而构筑了大量的防御工事

外，全国各地城镇也进行了大量的打防结合、

［1］《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第 430 页。　

［2］《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 3 卷，中央文献

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451 页。　

［3］《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第 141 页。　

［4］《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第 463 页。　

［5］《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第 253 页。　

［6］《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第 383 页。　

平战结合的人防工事建设。在作各项战争准备

工作的同时，发挥出人民群众铜墙铁壁的作用，

形成全民积极遏制战争的战略格局。

加快建设军民兼顾、平战结合的现代化国

防。从中国的实际出发，通过建立和完善科学

的体制机制，把武器装备的现代化与国家建设、

人民群众的生活密切联系起来，统筹兼顾、提

高效益，是毛泽东国防现代化战略思想的一大

特色。1953 年毛泽东在谈抗美援朝战争时就指

出：一种是为人民的当前利益（例如改善人民

生活），另一种是为人民的长远利益（例如抗

美援朝，建设重工业），“两者必须兼顾，不

兼顾是错误的”［7］。毛泽东多次强调，国防建

设要贯彻军民兼顾、平战结合的方针，也就是说，

在国防工业生产中，重点生产军民两用的产品，

这样战时能够尽快把民用生产转为军用生产。

这一方针适应了中国国防建设的需求，因而推

动了中国特色现代化国防的建设进程。

七、坚持党中央统一领导，集中力量

推动国防现代化建设高效发展

基于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特点和国防工业

在整个国家建设中的特殊地位，毛泽东和党中

央在制定新中国国防现代化发展战略时，把党

中央和中央军委统一领导和决策作为一项重大

原则坚持下来。1956 年 3 月，毛泽东在听取彭

德怀关于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情况和讨论中提出

的问题汇报时就指出：“关于战略方针和国防

建设问题的报告应当报中央政治局。”［8］由党

中央统一领导，这有利于保证国防现代化建设

的快速高效发展。

大力协同，树立“全国一盘棋”思想。现

代化武器装备涉及面广、技术复杂、综合性强。

原子弹、人造卫星、核潜艇等的设计、生产、

试验等，几乎涉及到全国各个省市，各个部委，

千百个厂所院校，上万名科技人员，是一个宏

大的系统工程，需要树立“全国一盘棋”思想。

罗瑞卿在 1962 年 10 月 30 日给毛泽东和党中央

［7］《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 2 卷，中央文献

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163 页。　

［8］《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 2 卷，第 54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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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报告中提出：“实现原子弹爆炸，是全国科

学技术和工业生产水平的集中表现，绝非哪一

个部门所能单独办到的”，“建议在中央直接

领导下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加强对原子能工

业的领导”。毛泽东阅后批示：“很好，照办。

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1］经毛泽东批准，

中央成立了专门委员会，来加强对发展原子能

工业和国防尖端科技研制的集中统一领导，随

时检查督促计划执行情况，并在必需的人力、

物力上进行具体调度，及时解决在研究设计和

生产建设中遇到的问题。

集中力量办大事。社会主义能够集中力量

办大事的优越性，有利于把各路科技大军汇集

起来，形成整体优势，在某些关键技术领域首

先取得突破，接近或赶上世界先进水平。毛泽

东强调：“我们相信，只要依靠人民，世界上

就没有攻不破的‘法宝’。”［2］为了研制尖端

武器，毛泽东提出要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

际导弹，他号召“全党团结起来，全军团结起

来，为这个目标而奋斗”［3］。为了迅速组织国

防科技队伍，毛泽东和党中央采取了许多措施，

通过多种途径，动员、争取在国外留学、工作

的专家回国；选派青年知识分子到苏联及其他

国家留学深造；从全国各部门、各地方选调科

技骨干充实壮大国防科技队伍。为了加快核武

器的研制，中国科学院等 26 个冶金、化工、石

油、机械和军工部门的科研院所，20 个省、市、

自治区以及清华、北大等高等院校，投入很大

的科研力量，解决了一系列重大科技难题。［4］

由于有效汇集了国家各部门、地区力量来保障

国防科研、试验、生产和建设急需的人力、财力、

物力，我国尖端武器的研制得以顺利推进并圆

满完成。

在体制上建立有高度权威的领导组织机

构。对于我国国防科技工业的建设与发展，党

中央一开始就十分重视在组织上实行集中统一

领导，并随着工作的推进和情况的变化适时地

［1］《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 5 卷，第 167 页。　

［2］《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第 266 页。　

［3］《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第 388 页。　

［4］ 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上），第 518 页。　

进行调整。1951 年 1 月成立了以周恩来为首的

中央兵工委员会，直接领导兵器工业的生产和

建设；同年 4 月成立了以聂荣臻为主任的中央

军委航空工业管理委员会、国防科学技术委员

会，1959 年成立了以贺龙为主任的中央军委国

防工业委员会；1962 年成立了中央专门委员会，

用来加强对发展原子能工业和尖端国防科技研

制的集中统一领导。1965 年，由中央专门委员

会负责组织，海军恢复全面研制核潜艇工作，

工程涉及到 27 个省市和上千个科研生产单位，

为核潜艇的研制起到了重要作用。中央军委于

1967 年 8 月 28 日发出《特别公函》，要求所有

参与核潜艇工程的单位和人员群策群力，排除

万难，保质保量地完成各自的任务，保证了工

程 1971 年 4 月开始联合试验。［5］我国“两弹

一星”的研制之所以能在时间短、困难大的条

件下取得成功，党中央的统一领导和决策起到

关键作用。

统筹兼顾，分清轻重缓急，突出重点，有

序推进。毛泽东、党中央领导国防科技工业的

重要思路，就是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和高层科学

决策，统筹兼顾，区分轻重缓急，搞好宏观调控，

突出重点，稳步有序，扎实有效推进。1953 年

“一五计划”开始时，毛泽东亲自主持中央会

议审议国防工业“一五”计划，明确提出要在

五年内初步改变国防工业的落后面貌，还就企

业的新建和改造，制式武器的试制和生产，以

及飞机、坦克、舰艇的制造和修理等规定了明

确目标。为了粉碎帝国主义的核威胁，1955 年、

1956 年党中央相继作出研制原子弹、导弹的决

定，国家开始指导以原子弹和导弹为重点的全

面研制工作。根据毛泽东关于向科学技术进军

的指示，1956 年制定的国家十年科学技术发展

远景规划，把原子能技术、喷气与火箭技术、

半导体技术、电子计算器技术、自动控制技术

等国防急需专业技术作为国家重点发展目标。

中央专门委员会领导原子能工业部门 1962 年 12

月制定了两年规划，从而保证了 1964 年 10 月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下转第 79 页）

［5］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上），第 54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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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于解决自己遇到的困难和矛盾。党中央一方

面要加强顶层设计，另一方面也要给各地、各

部门和广大基层留出更多探索空间，让各方面

立足实际、开动脑筋，敢干事、会干事、干成事。

落实到当前，就是要贯彻落实国家总体发展目

标与规划，结合本地实际，开拓进取，共同推

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新成就。

第三，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促发展保民

生。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既是经济发展的重

要目的，也是邓小平有关论述中蕴含的宏观调

控思想的落脚点。邓小平总是把维护人民的利

益作为制定方针政策和作出决断的出发点和归

宿。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强调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的根

本目的，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党的

奋斗目标，并将其贯穿到经济建设的方方面面。

近年来，在经济发展不确定性上升，结构调整

阵痛显现的形势下，针对民生工作面临的新情

况新问题，习近平反复强调，宏观调控过程中

必须坚持社会政策托底，加强保障和改善民生。

只有在宏观调控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聚焦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促就业保民生，

才能获得人民的支持，不断厚植新时代坚持和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根基与可靠力量。

〔作者刘磊，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研究生院博士生；卢周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

事科学院研究员，北京 100091 〕

（责任编辑：赵丛浩）

（上接第 72 页）1960 年 12 月，中共中央、中

央军委决定成立航空、舰艇、电子 3 个研究院，

属国防部建制，归国防科委统一领导。［1］1964

年 11 月，中央决定成立第七机械工业部［2］，

提出发展现代化常规武器，使得我国在 20 世纪

60 年代实现了常规武器装备逐步由仿制到自行

研发的转变，加速推进了我军常规武器装备向

现代化的发展。

毛泽东关于我国国防现代化的战略谋划，

在其军事战略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为新中

国国防现代化建设和发展提供了重要指导。毛

［1］ 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上），第 512 页。　

［2］ 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上），第 511 页。　

泽东在新中国面临复杂国际环境、经济基础落

后、遭受西方敌对势力严密封锁的的情况下，

以非凡的魄力和胆略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我国国

防现代化建设和发展的战略，解决了新中国在

国防建设中遇到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推动我国

国防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为捍卫国家

主权独立、领土完整、提高新中国的国际地位

提供了重要保证，对新中国国防现代化的建设

和发展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作者赵万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

院研究员，北京 100091〕

（责任编辑：宿 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