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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时期毛泽东的文化强军思想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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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时期，为壮大人民武装，争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针

对国内对敌斗争形势和我军官兵军政素质实际，坚持通过组织文化建设，强化党对军队的

绝对领导，以先进军事文化教育提升部队战斗力、战斗文化锤炼激发官兵百折不挠的必胜信

念、纪律文化熏陶永葆人民军队的政治本色，从而实现了人民军队在数量和质量上的同步飞

跃。

毛泽东；人民军队；强军文化；延安时期

● 朱纯辉  冯丽娜

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正确领导抗日战争

和解放战争，夺取中国革命伟大胜利的重要时

期，也是人民军队迅猛发展壮大的重要时期。

这一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

坚持以发展根据地文化建设为牵引，积极探索

富有人民军队特色的先进军事文化建设，为人

民军队的发展壮大凝聚了强大的精神力量，也

为今天打造强军文化、实现强军目标提供了重

要指导和有益借鉴。

一、注重通过军队组织文化建设，巩固党对

军队的绝对领导

延安时期，为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我们党与国民党进行了第二次合作，鉴于

大革命时期国共合作的经验教训，在国共谈判

的初期，毛泽东就非常重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

导问题，并通过加强军队的组织制度建设，来

抵制各种妄想借国共合作之名改变人民军队性

质的阴谋，确保了八路军、新四军始终置于中

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之下，为赢得中国革命的

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强的组织基础。

（一）成立军委分会和军政委员会，坚持党

对军队的集体领导。为了使改编后的八路军和

新四军始终保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在毛泽

东亲自主持和倡导下，1937年8月29日，党中央

发出《关于前方设军委分会及军政委员会的决

定》，提出在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主力开

赴抗战前线的情况下，中央决定前方设立党的

军委分会，受中央军委统辖；各师成立军政委

员会，受军委分会统辖。同年9月25日，中共中

央《关于共产党参加政府问题的决定草案》指

出：“在原有红军及一切游击队中，共产党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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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绝对领导之保持，是完全必要的；共产党不

许可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任何原则上的动摇。”[1]

针对各部队党的集体领导作用不够，有的同志

在首长制名义下独断专行，弄出许多错误的情

况，1941年，党中央、中央军委决定在团以上

组织军政委员会，并颁布了《军政委员会条

例》，进一步明确了军政委员会的职权。各级

军政委员会的建立和完善，使党对军队的集体

领导制度得到了明显加强。

（二）健全政治工作制度，强化党对军队

的独立领导。延安时期，毛泽东非常关注我军

政治工作制度建设：一是恢复政治委员和政治

机关制度。红军改编初期，为挫败蒋介石妄想

借改编之机插手红军的图谋，八路军、新四军

一度取消了政治委员制度，将政治部（处）改

为政训处。1937年10月19日，针对政治工作人

员公开地位和职权降低，政治工作已开始受到

损失的情况，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等领导致

电党中央，建议部队仍应保持党代表和政治部

（处）。10月22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复电指

出：“关于恢复政治机关原有制度，我们完全

同意，请速令执行。”[2]同年11月12日，毛泽

东在《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

务》中宣布：“因受国民党干涉而取消的政治

委员制度，因受国民党干涉而改为政训处的政

治部的名称，现在已经恢复了。”[3]二是要求

所有部队必须建立共产党组织，所有政治机关

干部必须是党员。1939年2月，毛泽东在发给前

总、三个师、各军区各级政治委员、政治主任

的电报中强调：“以后无论何项性质之部队，

一经编入八路军建制，必须从中建立党组织，

其指导员、教导员及各级政治机关的主要工作

者必须是党员，以接受党的领导，否则，宁缺

毋滥。”[4]三是临时派出执行独立任务的营，

离开领导机关三日行程时，必须指定临时政治

委员，以保持部队中党的经常领导与工作。四

是建立部队政治工作的巡视检查制度，从总

政、前总到各级政治机关都挑选得力的政治工

作干部组成巡视团，深入部队检查工作，交流

政治工作经验。五是颁布政治工作条例，确保

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制度化。1942年10月，中央

军委批准颁布的《中国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

军（第八路军）政治工作条例（草案）》明确

提出，第十八集团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军

队，其中有共产党的支部，共产党的代表——

政治委员、政治部；政治工作领导的基本原则

是以集中指挥为最高原则，以共产党的工作，

特别是支部工作为一切政治工作的基础。正是

由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坚决捍卫我军特有

的政治工作制度，才使八路军、新四军始终置

于中国共产党的独立领导之下，成为抗日战争

的中流砥柱。

（三）坚决同各种错误思想作斗争，确保党

对军队的坚强领导。延安时期，坚持党对军队

绝对领导原则，面临着军内外多种错误思想的

考验，不仅蒋介石及国民党反动派想借国共合

作之机使红军脱离共产党的领导，而且红军内

部也存在着王明“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

过统一战线”等右倾错误思想的影响，把红军

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不仅视为名称的改变，也视

为“相当地改变红军性质”，主张“建立全国

统一的国防军”。在王明右倾错误影响下，新

四军领导人不仅在部队发展、创立根据地等问

题上无原则地迁就服从国民党，而且在军队政

治工作中也放弃了应有的立场，不敢公开申明

新四军的政治工作就是共产党的工作，特别是

1939年2月通过的《新四军政治工作组织纲领草

案》，只字不提共产党的领导，不以共产党的

理论、纲领、策略和口号教育部队，反而把国

民党首领的言论宣言编成讲话材料教育部队。

毛泽东和总政领导多次对新四军政治工作发出

指示，要求“政治工作必须在政治上、理论

上、组织上、工作内容与方法上，保持共产党

的独立性”，“我们必须保证共产党对军队的

领导，一切减弱党的领导作用的企图办法，都

应该坚决拒绝之”[5]等。中央军委颁布的《中国

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第八路军）政治工

作条例（草案）》也强调，一切轻视、削弱、

限制十八集团军中共产党组织及工作作用的企

图，不管来自该军的内部或外部，都是极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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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于该军的战斗力，有害于抗战的全体利益

的，所以必须给予坚决的反对。

二、注重通过先进军事文化教育，促进部队

官兵军政素质提升

延安时期，毛泽东始终高度关注我军官兵

的文化知识学习、军事技能培训和革命理论熏

陶。1944年10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教工

作者会议上强调：“我们的工作首先是战争，

其次是生产，其次是文化。没有文化的军队是

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

的。”[6]为了提高官兵的文化、理论和军事素

养，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作了大量的工作，

取得了明显成效，使我军在抗日战争期间不仅

从数量上得到一个飞跃，而且从质量上也得到

一次大的飞跃。

（一）重视官兵科学文化的学习。抗日战

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

虽然拥有相对稳定的抗日根据地，但是这些地

区基本上是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地区，许多农

民目不识丁，一些共产党的干部特别是中下级

干部，多数是农民出身，文化水平比较低，难

以适应全民族抗战需要。为此，毛泽东强调：

“一切革命干部，必须能看能写，又有丰富的

社会常识与自然常识，以为从事工作的基础与

学习理论的基础，工作才有做好的希望，理论

才有学好的希望。没有这个基础，就是说不识

字、不能看、不能写，其社会常识与自然常识

限于直接见闻的范围，这样的人，虽然也能做

某些工作，但要做得好是不可能的。”[7]为提高

官兵文化水平，总政要求对干部主要采取规定

任务的办法，凡不识字或识字少的干部，要以

识字为主，已有相当文化程度的干部，则应该

学习一定的文化、科学知识；对于战士主要用

分组上课的方法，一般分为甲乙丙三组，不识

字编为丙组，识一百字以下编为乙组，能够写

墙报、大概识一百字以上的编为甲组。各级政

治机关则给予经常的检查督促和帮助，总部机

关则设法编印关于地理、历史、自然科学常识

等各种问题的通俗读物。连队设有文化教员，

通过采取干部战士比读书、比识字、比写稿等

寓教于乐的方法，提高官兵的学习兴趣。

（二）强化官兵革命文化的熏陶。没有革

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毛泽东从抗日

战争的特殊环境和党的建设实际问题出发，明

确了加强党员干部理论学习的意义。他在《中

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讲到，“指

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

的理论，没有历史的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

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

“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

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

致力于才能解决的大问题”。[8]抗日战争期间，

对于军队来讲，理论教育内容主要有两个方

面：一是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教育，用

以提高干部马列主义思想理论水平和运用马列

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

能力；二是深入进行党的策略路线和时事政策

教育，用以提高干部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

完成实际工作能力，而其中用力最多、规模最

大、持续时间最长、收获最大的是在部队特别

是干部中间进行的毛泽东《论持久战》《中国

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论》的宣

传教育。同时，根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指示

要求，八路军总部在《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

中，规定干部理论学习的初级课程为中国现代

革命史、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游击战争、

社会科学知识；中级课程为联共党史与马列主

义常识；高级课程为政治经济学、历史唯物

论、辩证唯物论、近代世界史。教育方法上，

采取分别举办连排、营团干部轮训班，每期一

至二个月，平时各级干部必须认真执行每天两

小时的学习制度。为了加强干部教育，各部队

按编制充实各级政治机关教育科、股，配齐工

作人员，在营（及团直）设立干部教育干事，

在连队增补文化干事。

（三）突出官兵训练文化的培植。延安时

期，为保证提高官兵的军事、技术和业务水

平，毛泽东还十分重视通过举办各类学校来促

进官兵军政素质的提升。为培养更多更好的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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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政干部，1939年5月在抗大成立三周年之

际，毛泽东把抗大教育方针概括为“坚定正确

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

的战略战术”，并指出“这三者，是造成一个

抗日的革命的军人所不可缺一的，抗大的职

员、教员、学生，都是根据这三者去进行教育

与从事学习的”。[9]抗日战争后期，为适应我

军发展、准备战略反攻和对付国民党可能发动

的突然事变的需要，1944年8月22日，毛泽东、

刘少奇、陈毅联名致电张云逸、饶漱石、赖传

珠等，要求“华中部队整训应着重练兵、带

兵、养兵、用兵四项，而以练兵为中心”[10]，

并指示华中部队“打破陈规，采用兵教兵、官

教兵、兵教官群众运动的练兵方法，是突破历

史的新创造，华中各地应令在职的团级及团

以上干部，有十天左右时间讨论这种练兵新

法，使他们学会练兵，保证获得优异的练兵成

绩”[11]。经过整训，干部战士的政治觉悟和战

术技术水平有很大提高，部队的组织纪律性和

内外团结进一步加强。1948年3月，毛泽东在

《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新式整军运动》中，

对我军从1947年冬季以来开展的以“诉苦三

查”为主要内容的新式整军运动进行了高度评

价：“这样就使部队万众一心，大家想办法，

大家出力量，不怕牺牲，克服物质条件的困

难，群威群胆，英勇杀敌。这样的军队，将是

无敌于天下的。”[12]

三、注重通过军队战斗文化锤炼，激发官兵

敢打必胜的信念

延安时期，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国

内存在着许多亡国论的议论，如“中国武器不

如人，战必败，再战必亡”等观点，也有人看

到抗战初期局部战场的胜利，便被胜利冲昏了

头脑，妄想用三个月就可以解决战争。1938年5

月，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的讲演中发

表了《论持久战》，驳斥了“亡国论”和“速

胜论”，并提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的胜

利是中国的著名论断，极大地鼓舞和鞭策了根

据地军民积极投身抗日战场，抱定抗战到底的

信念。八路军、新四军在毛泽东坚持持久作战

思想的指引下，始终高举抗日大旗，彰显出不

畏强敌、血战到底的民族气节和百折不挠、坚

忍不拔的必胜信念，从而铸就了伟大的抗战精

神。

（一）帮助官兵树立血战到底的战斗意

志。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

略给中华民族带来了空前劫难。面对这种劫

难，毛泽东在《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中

表示：“现在河北、察哈尔、绥远和山西的一

部分虽已丧失，但我们决不灰心，坚决号召全

军配合一切友军为保卫山西恢复失地而血战

到底。”[13]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

帝国主义把中国作为其资源及兵源供给地，在

对国民党政府进行政治诱降的同时，加紧对中

国进行掳掠、压榨和控制，尤其对抗日根据地

进行了大规模“扫荡”、长期“清剿”和残酷

封锁，使得抗日根据地在经济、政治、军事等

方面异常艰难。面对根据地缺衣少食、缺枪少

炮、缺医少药的艰苦条件，毛泽东在干部动员

大会上曾经这样提出问题：“饿死呢？解散

呢？还是自己动手呢？饿死是没有一个人赞成

的，解散也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还是自己动

手吧——这就是我们的回答。”[14]在党中央号

召下，陕甘宁边区广泛开展了大生产运动，上

至党的领袖，下至普通百姓，人人开荒种地、

织布做衣，最终不仅克服了困难，而且使解放

区不断扩大。在整个抗战过程中，没有一支共

产党领导的部队投敌变节，相反却涌现出赵一

曼、狼牙山五壮士等无数誓死抗击日寇、以身

报国的英雄人物。

（二）帮助官兵树立“一不怕苦、二不怕

死”的战斗作风。1939年12月，面对日本帝国

主义的大举进攻，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

国共产党》一文中强调：“英勇的中国人民必

然还要奋战下去。不到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

国，使中国得到完全的解放，这个奋战是决不

会停止的。”[15]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

等武装力量在各个战场充分展示了敢打必胜的

信念。如1940年的百团大战，共毙、伤日伪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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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万余人，缴获大量战争物资，从而有效遏制

了日本侵略者的铁蹄，鼓舞了全民族抗战的信

心和决心。1942年4月1日至5月15日，侵华日

军和伪军进行春季大“扫荡”，通过他们控制

的城市和乡镇，企图完成征税、征粮、抢夺物

资、拉夫、修建军用设施等任务，并对深入敌

后的抗日武装实施合围。在毛泽东人民战争思

想的指引下，敌占区军民广泛开展地道战、地

雷战、破袭战，巧妙而又坚决地与敌人进行斗

争，使敌人的合围计划遭到破产。正是人民军

队这种“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

争取胜利”的顽强意志和必胜信念，使中华民

族最终赢得了抗日战争的辉煌胜利。

（三）帮助官兵树立学习英雄、争当英雄

的战斗豪情。延安时期，为提高部队的战斗热

情和英勇牺牲精神，1939年3月18日，毛泽东

和总政主任王稼祥等联名发出《关于注意收集

各部民族英雄事迹的通知》，指出：“在抗战

中，从我们八路军新四军的干部与战士中涌现

出许多民族英雄，表扬这些英雄及其英勇行

为，对外宣传与对内教育均有重大意义。”[16]

在毛泽东和总政治部倡导下，八路军、新四军

各部队广泛掀起宣传英雄、学习英雄、争当英

雄运动，极大地促进了战斗胜利和各项任务的

完成。各部队在教育官兵分清新旧英雄主义区

别、评选英雄模范的基础上，逐级召开群英大

会，举行隆重的授奖仪式，组织英模作典型报

告，交流经验，互相学习；有的部队还采取发

训令、通报，组织指战员学习的方式，大力宣

传英雄模范事迹。总政治部先后对全军有功人

员颁发“八一奖章”，将十多位英雄模范的事

迹编辑成《八路军的英雄们》一书，下发部队

供干部战士学习。同时，广大文艺工作者在毛

泽东文艺思想和延安文艺工作者座谈会精神的

指引下，面向部队、面向前线，创作了许多鼓

舞士气、激励民心、讴歌英雄的文艺作品，如

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贺绿汀的《游击队

之歌》、郑律成的《八路军进行曲》、吕骥的

《抗日军政大学校歌》，以及丁玲的报告文学

《十八个》、魏巍的《晋察冀，英雄多》等，

有效激发了根据地军民的抗战热情。

四、注重通过纪律文化熏陶，永葆人民军队

的政治本色

延安时期，毛泽东一直把培养军队“铁的纪

律”，发展我军特有的纪律文化，作为思想建

党、政治建军的一项重要内容。重用严格的纪

律和优良的作风，克服游击主义思想和行为，

不断增强部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确保八路

军、新四军始终坚守人民军队的性质宗旨不变

色。

（一）反对自由主义，严格军队党的纪律。

为了防止部队在游击战争条件下可能出现的分

散主义、自由主义倾向，1937年9月7日，毛泽

东发表了《反对自由主义》一文，列举了自由

主义在思想、政治、组织上的十一种表现，指

出自由主义对党的作风建设的危害性，“它是

一种腐蚀剂，使团结涣散，关系松懈，工作消

极，意见分歧。它使革命队伍失掉严密的组织

和纪律，政策不能贯彻到底，党的组织和党所

领导的群众发生隔离”[17]。为了加强党的纪律

和党的组织生活，八路军、新四军各部队，一

方面用党中央的作战方针统一官兵思想，先后

制定了《八路军抗日誓词》《八路军抗日三大

纪律》《八路军抗日八项注意》等制度措施，

有些部队还将执行纪律的具体举措公之于众，

要求互相监督；另一方面严格落实党内组织生

活制度，要求领导干部带头开展批评与自我批

评。针对王明右倾错误给党的建设带来的严重

危害，党的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中央委

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委

暂时组织机构的决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

则与纪律的决定》，要求共产党员成为克己奉

公、努力工作的模范，成为党内民主的模范，

成为密切联系群众的模范，成为实事求是的模

范，成为学习的模范。1947年10月10日，毛泽

东在他起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指

出：“必须提高纪律性，坚决执行命令，执行

政策，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军民一致，军

政一致，官兵一致，全军一致，不允许任何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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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纪律的现象存在。”[18]从而保证了人民军队

在解放战争中能时刻遵守党的指示，坚决彻底

干净地歼灭一切敌人。

（二）反对贪污腐败，保持军队党的纯洁。

延安时期，党和军队面临的环境与红军时期有

了较大的不同。一方面敌后根据地处在敌人

的封锁包围之中，自然环境恶劣，物质极度缺

乏，生活极度艰苦；另一方面国共合作，来自

国民党方面的高官厚禄和腐败作风影响不可低

估，对于手中掌握权力的共产党员来说，由于

权力腐蚀引起的腐败危险性同样存在。如1940

年8月23日，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发出的《关于开

展反贪污腐化，反投降主义的倾向的训令》中

提到，自抗战以来，我军干部甚至高级干部因

贪污腐化而堕落以致叛党逃跑者不断发生。[19]

为此，1942年12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高级

干部会上作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

中，严厉批评了一部分干部中发生的贪污赌博

等恶劣现象。

（三）反对主观主义，整顿军队党的作风。

从1942年开始，为了彻底清算王明“左”倾教

条主义在党内的影响，以适应抗日战争形势

发展的需要，党中央在延安开展了历时三年多

的全党范围内的整风运动。整风的任务就是解

决党内存在的三风不正的问题，即反对主观主

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

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中央成立了以毛泽东为

主任的中央总学委会，领导全党的整风运动。

1943年，毛泽东在接见八路军、新四军在延安

参加整风学习的干部时指出：“你们当旅长团

长的同志，在整风中不要怕丢脸，下级对你们

有意见，让他们把话讲出来，他们窝在心里的

怨气吐完了，心情就舒畅了。你们把架子放下

来，从实地向群众检讨一番，上下级关系就改

善了，内部就更加团结了。” [21]军队经过整

风，普遍提高了干部党员马列主义、毛泽东思

想水平，克服了军队内部存在的教条主义、宗

派主义、党八股和军阀主义等不良作风，进一

步增强了党性，纯洁了队伍，加强了军内外团

结，树立了实事求是和调查研究的良好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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