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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中国成立后，面对西方大国的战争威胁和核讹诈，毛泽东强烈地认识到拥有先进武器装备对于巩固国家

政权、维护国家安全的极端重要性，明确提出建设现代化国防的目标。 立足新中国的基本国情，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实

现了常规武器由装配仿制到自主研制的转变，创建了保障尖端武器成功研制的举国体制，建立了支撑国防现代化建设的

工业科技体系，走出了武器装备现代化建设的中国道路，为新时代中国武器装备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基础、提供了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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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现代工业和现代科技的武器装备现代化

是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物质基础和重要标识。 毛

泽东认为，新中国的建立标志着人民军队的建设

“已经进到了建军的高级阶段，也就是进到掌握

现代技术的阶段”①。 建设“与现代化装备相适应

的……现代化的国防部队”②，前提是能够自主地

研究和制造现代化的武器装备。 在国际形势纷繁

复杂、国内建设曲折发展、综合国力相对低下的情

况下，毛泽东以伟大战略家的气魄，肩负民族复兴

伟大使命，推进我国常规武器制造的自主研制，创
建尖端武器攻坚的举国体制，奠定武器装备研制

的科技工业基础，领导新中国走出了一条不发达

国家武器装备现代化建设的中国道路。

一　 推动常规武器装备生产制造的历

史转型
独立地生产制造机械化常规武器，是毛泽东

领导新中国武器装备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战略目

标。 新中国成立初期，尽管当时中国工业能力严

重不足、科技水平不高，但顺应军队武器装备现代

化的世界潮流，毛泽东明确地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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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从而把武器装备机械化确立为中国军队现

代化建设的战略任务。 毛泽东领导新中国常规武

器装备现代化建设历经了购买组建精锐、仿制学

习技术、自研实现创新三个发展阶段，由此奠定了

新中国常规武器装备现代化建设的独创基础。
（一）购置先进武器装备组建精锐之师

先进而强大的武器装备是军队战斗力的保

障，是占据战争主动权的关键，是军队现代化的

“硬件”标识。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军队比较先

进的武器装备主要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

缴获的美国和日本等国生产的已经相对落后的产

品，其中包括坦克 ４１０ 辆、装甲车 ３６７ 辆、飞机 １５９
架、中小型舰艇 １２７ 艘。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面对

经济实力最雄厚、军事力量最强大、武器装备最先

进的美帝国主义，中国军队因武器装备严重落后

所付出的沉痛代价，使毛泽东认识到“没有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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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装备，要战胜帝国主义的军队是不可能的”①。
毛泽东果断决策向苏联购买先进武器装备，组建

新中国空军、陆军、海军的精锐之师。
１．快速组建装备先进的现代空军

最初，基于夺取舟山群岛、金门岛和对台湾的

作战考虑，毛泽东要求从苏联购买“空军用的各

种机械器材，特种车辆、备份零件、油料和弹

药”②，以保证新组建的中国空军的作战行动。 抗

美援朝战争爆发后，毛泽东迅急批准空军新增 ６
个参战师的“紧急订货”③报告，要求空军派负责

人到莫斯科专办此事。 １９５４ 年 ７ 月 １６ 日，毛泽

东致电在莫斯科访问的周恩来，请求苏联帮助我

们建设远程轰炸机部队，询问苏联是否愿意出售

新的喷气式远程轰炸机，以此作为分四年建设远

程轰炸机部队四个师（一百二十架）④的决策依

据。 装备先进的现代空军的快速组建以及中国人

民志愿军空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英勇作战，在
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美军的空中优势。

２．培育武器装备现代化的陆军骨干

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 ８ 个月，毛泽东

“深感敌我装备的悬殊和急于改善我军装备的必

要”，“请苏联提供六十个师装备并在六个月内运

至中国”⑤。 毛泽东认为，在原拟定的 １８０ 个师的

国防军中，配备苏联武器装备的 ６０ 个师的新编

师，“可能成为我军首先现代化的骨干”⑥。
３．购买舰艇及其制造技术组建现代海军

在抗美援朝战争后期，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

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有计划地逐步地建设一

支强大的海军”⑦，批准了海军发展计划，授权签

署中苏两国政府《关于海军交货和关于在建造军

舰方面给予中国以技术援助的协定》。 通过购买

军舰和引进军舰制造技术两种方式，新中国海军

快速地建立起了 “空潜快” 近岸防卫体系。 到

１９５５ 年底，中国军队共换装和新装备 １０６ 个步兵

师，９ 个骑兵、守备、内卫师，１７ 个地面炮兵师，１７
个高射炮兵师，４ 个坦克机械化师，３３ 个航空兵

师，９ 个舰艇支队⑧，组建起了新中国军队的精锐

之师，为建设现代化军队树立了榜样。
（二）开展武器装备生产的模仿学习

军队武器装备现代化是买不来的，必须依靠

本国独立自主。 对于研发力量低下和制造能力不

足的新中国来讲，“模仿”学习是应该走也必须走

的捷径，世界各主要国家都曾经历过“模仿”的发

展阶段。 毛泽东将学习苏联技术、“模仿”苏联制

造，形象地比喻为“照抄”苏联，他强调“在一个时

期抄外国的，这是必要的”⑨。 毛泽东认为学习苏

联“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专门模仿；一种是有独创

精神，学习与独创结合”�I0。 在这里，毛泽东阐释

了技术模仿的两种类型：一是“照抄”型仿制。 也

就是武器装备生产领域的 “专门模仿”，主要特征

是在产品技术和产品生产工艺两方面依赖苏联，
即按照苏联提供的产品或样品，利用苏联提供的

生产设备、工艺、材料，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在中

国组织生产、装备制造。 “照抄”型仿制是原本原

样地仿制，只做局部的修补，就生产形式而言是

“组装”，就生产性质而言是“依赖”。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中期，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中国试制成功的

第一批野炮、榴弹炮和爱姆一十一型航空发动机，
都是“照抄”型仿制的样板。 当时，毛泽东致贺电

称赞，这对建立我国的飞机制造业、建立我国的国

防工业和增强国防力量上都是一个良好的开

端�I1。 １９５６ 年 ７ 月 １９ 日全国产化米格－１７ 成功

首飞，使中国成了当时世界上少数几个有能力生

产涡喷发动机的国家之一。 随后，中国又仿制出

多种型号的歼击机、运输机、直升机，并开始利用

进口机件组装轰炸机。 毛泽东自豪地说：“自从

盘古开天辟地以来，我们不晓得造飞机，造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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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开始能造了。”①根据苏联提供的全套器材设

备及图纸资料，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中国沪东造

船厂、江南造船厂等地“组装”的护卫舰、中型潜

艇等六种现代军舰是海军武器装备“照抄”型仿

制的典范。
“照抄型”仿制是“创新型”仿制的前提和基

础。 只有经过图纸资料的学习、消化、生产性试

制、产品的性能改进，才能把仿制产品中国化，为
中国化改进打好基础。 因此，毛泽东强调，虽然在

某个时期照抄是必要的，但是“抄一个时期之后

就不要再抄了”②。 当苏联撤走专家、带走图纸、
搬走设备、断供材料后，中国开始全面走上“创新

型”模仿的技术路线，探索仿制与修改代用相结

合、与研究设计相结合、与基础建设相结合，努力

实现仿中求改、仿中寻创，研制中国化的现代武器

装备。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中期，中国成功地仿制了

具有中国特点的地空导弹、高射炮、轻型坦克、水
陆坦克和履带装甲运输车等。 尤其是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末成功仿制米格－２１ 生产出的歼－７ 战斗机，
先后生产了 １０ 种改进机型，成为空军装备创新模

仿的样板。 这种以模仿产品设计为基础，通过步

进型和渐进性创新对产品进行改进的仿制，也就

是毛泽东要求的具有独创性的仿制，使中国的武

器装备建设跨越了“依赖型仿制”的“照抄”阶段，
迈入了“创新型仿制”的“改型”阶段。

（三）实现武器装备的自主研制

武器装备现代化依赖外国不仅不现实，而且

还会对本国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

中期以后，随着中苏关系逐步恶化，照抄苏联先进

技术的大门逐渐被关闭，在提倡“创新型仿制”的
同时，毛泽东进一步提出了自力更生实现武器装

备现代化的要求。 毛泽东指出：“一个国家的武

器专靠外国是很危险的。 ……要树立自力更生的

思想。 什么都靠外国顾问，什么都要进口，我看不

是个办法。”③通过学习苏联，中国奠定了现代工

业和现代科技的初步基础，已经具备自力更生地

“创造中国独特的新东西”④的基本条件。 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中后期到 ７０ 年代中期，中国主要依

靠自己的力量历经近 ２０ 年的努力，实现了武器装

备建设从仿制到自研的转变。 毛泽东对中国“已
经开始研究、设计适合自己情况的装备”给予了

充分肯定，要求“努力奋斗，以求实现”⑤自主研制

的年度安排计划。 到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初，中国先

后自主研制成功了一系列武器装备。 同时，随着

信息技术的发展，毛泽东洞悉到世界武器装备发

展的新态势，高度肯定“关于加强电子对抗工作”
的报告，同意“加强和调整电子对抗的科研、生产

力量，迅速改善我军电子装备的抗干扰性能”⑥等

建议，开启了中国武器装备建设肩负机械化信息

化双重使命的新征程，赋予武器装备现代化新的

时代内涵。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随着中国国防工业的发

展，中国军队武器装备已经几乎全部可以立足于

国内生产，实现了以“修配、仿制为主”向以“自行

设计为主”的转变。 学习吸收国外先进技术同自

主创新的结合，推动了中国武器装备由“万国牌”
到制式化的更新，进而向机械化、自行化、电子化

发展，初步适应了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军队由单

一步兵型向诸兵种协同作战发展的需要⑦。

二　 创立尖端武器装备研究制造的举

国体制
毛泽东把以原子弹为代表的尖端武器称为战

略武器，突破了武器装备现代化的机械化目标，强
调了武器装备现代化的高技术特征。 毛泽东说：
“原子武器出现以后，军队的战略战术和装备都

有很大的变化，而在这一方面我们一点都不懂。”
⑧然而，在今天的世界上，中国要不受人家欺负，
就不能没有原子弹⑨。 毛泽东提出，无论有多大

３２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毛泽东文集（第 ７ 卷）》，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９ 年版，第 ２７ 页。
《毛泽东文集（第 ８ 卷）》，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９ 年版，第 １５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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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４３ 页。
《毛泽东文集（第 ７ 卷）》，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９ 年版，第 ８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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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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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００ 页。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修订）》，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５ 年版，第 １７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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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３８ 页。
《毛泽东文集（第 ７ 卷）》，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９ 年版，第 ２７ 页。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２ 年第 ２ 期

困难，中国都“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①。 毛泽东

领导创建了尖端武器研制的举国体制，成功地研

制了原子弹、氢弹、人造卫星、导弹、核潜艇等高技

术武器，使中国武器装备现代化建设在尖端武器

层面跟上了世界发达国家的步伐。
（一）适应尖端武器研制特点的集中领导

机制

尖端武器研制要求建立特殊的集中领导机

制，确保各种参与要素能够及时调度，最大限度地

发挥作用。 经毛泽东同意印发的中央科学小组、
国家科委党组《关于一九六三—一九七二年科学

技术发展规划的报告》强调：“在科学技术战线

上，要抢时间、打硬仗，一定要有集中领导、统一指

挥的机关。”②新中国尖端武器研制坚持党的集中

领导突出地体现在三个层面。
１．中共中央政治局行使最高决策权

所有尖端武器研制的论证、立项、实施等重大

事项都是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讨论后做出的决

策，实施过程中的重大问题都报经中共中央政治

局会议召集人毛泽东批准。
２．中共中央专门机构行使最高指挥权

毛泽东先后批准成立了科学规划委员会、科
学技术委员会和国防科技委员会，统一领导尖端

武器的研制工作。 １９６２ 年 １１ 月 ３ 日毛泽东批准

成立的由周恩来抓总，贺龙、李富春、李先念等人

组成的中央专门委员会③，被赋予专抓中国尖端

技术事业跨行业跨部门跨地区组织协调的最高指

挥、协调的职能。 由于其显著作用，已经成为中共

中央集中领导重大科技工程的基本模式，时至今

日不断得以坚持和完善。
３．研制单位党委行使集中管理权

某个具体型号的尖端武器研制坚持党的集

中统一领导，集中体现为科研项目的全面管理

权。 在尖端武器研制实践中逐步形成的“两条

指挥线”，即以总设计师系统为核心的技术指挥

线，实行技术责任制；以计划调度为中心的行政

指挥线，实行行政管理责任制，统筹政治、行政

和后勤等工作。 这两条指挥系统、两组指挥员

在党委的领导下密切配合开展工作，是成功管

理尖端武器研制的中国密码，钱学森评价其为

既“符合科学技术工作的客观规律”又“结合中

国的具体实际”的 “大规模科学技术研制工作

的现代化组织管理体制”④。 尖端武器研制的成

功实践表明，坚持党的集中领导是举国体制最本

质特征和最显著优势。
（二）全国 “一盘棋”的尖端武器研制组织

方式

如果说集中领导机制是举国体制运转的指挥

中枢，那么全国“一盘棋”的大协作则是举国体制

的组织方式。 以协同、协作方式汇聚各方力量、发
挥各方优势，是毛泽东组织尖端武器研制的基本

做法和成功经验。 １９５７ 年 ６ 月 ２６ 日经毛泽东审

阅修改后由周恩来向第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作

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为了有效地发展我国

科学研究工作，必须贯彻协作的原则。” ⑤将“协
作”明确为中国科技工作的原则。 １９６２ 年 １１ 月 ３
日，毛泽东对成立中央专门委员会加强原子能工

业领导的批语：“很好，照办。 要大力协同做好这

件工作。”⑥足见毛泽东对“协作” “协同”组织方

式的高度重视。
１．大协作是作为大科学工程的尖端武器研制

的内在需要

以原子弹、导弹为代表的尖端武器是现代科

技成果的高度集成，其复杂性几乎涉及国民经济

所有生产部门和技术领域，其研制工作绝非某个

或者某几个研究机构能够完全承担，必须要在全

国建立大协作。 “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全国‘一盘

棋’，集中攻关。 二十六个部委、二十多个省区

市、一千多家单位的精兵强将和优势力量大力协

同，表现了社会主义中国攻克尖端科技难关的伟

大创造力量。”⑦实践证明，全国“一盘棋”大协作

适应了原子弹等尖端武器研制的特点，满足了原

子弹等尖端武器研制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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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大协作是节约科技资源的有效措施

尖端武器研制需要有庞大的科技力量，如果

完全由国防科技工业部门另起炉灶重建，时间上

不允许，效益上不合算，条件上不许可，然而通过

大协作则能促进各种科技要素之间的协调、合作，
形成拉动效应，节约各类资源，加速大科学工程的

进度。 第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政府工作报

告》强调，大协作“这种作法，为国家节约了大量

的人力和物力，并且加速了科学工作的开展”，
“各有关部门必须协调地进行工作”①。

３．大协作破解了中国科技资源短缺瓶颈

协作，是协调各种参与要素的必要手段，能够

实现 １＋１＞２ 的协同效应，是克服资源短缺的有效

措施。 贯彻全国“一盘棋”的原则，就是要使全国

的科学技术力量能在统一的科学研究工作系统中，
按照合理的分工合作的原则，有计划地协调地进行

工作②，克服科技资源匮乏的制约。 在实际工作

中，毛泽东提出了两个层面的大协作要求：一个层

面是国家科技力量五个方面军的协作，也就是要求

国防科研机构、中国科学院、工业部门、高等院校和

地方研究机构，构成“相互协同、互相支援”攻克尖

端武器的方面军。 另一个层面是地方建设积极性

的发挥要服从国家大局，支持尖端武器的研制。
“全国一盘棋和地方积极性这两个东西相结合，一
有矛盾，按照全国一盘棋的原则解决。”③１９６２ 年至

１９７４ 年间，中央专委贯彻全国“一盘棋”的方针，
组织各种形式的大协作，克服了大量技术工艺的

难题，全面落实了大量科研课题和新材料、新设备

的成套研制任务④，保证了尖端武器研制任务的

完成。 实践表明，全国“一盘棋”的大协作，是举

国体制有效运转的成功组织方式。
（三）以突破尖端武器装备研制难题为目标

的科技攻关

尖端武器装备研制的举国体制不仅需要集中

领导的指挥中枢、大协作的组织方式，而且需要科

技攻关这样的实现形式。 科技攻关是坚持党的集

中领导和贯彻大协作原则、采取集中优势兵力攀登

科技高峰的歼灭战。 １９５８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在武昌会

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针对采矿设备和轧钢设备研

制的多次失败，提出了科技“过关”要求⑤。 １９６１
年 ８ 月 ２０ 日聂荣臻签发了《导弹、原子弹应该坚

持攻关的报告》，毛泽东同意了报告的意见，攻关

成为符合中国国情的尖端武器研制的实施方法。
１．采取“任务排队”的方式确定攻坚重点

尖端武器研制的攻关任务必须根据国力分别

轻重缓急做出具体安排，毛泽东将攻关重点的确

立方法概括为“任务排队”。 尖端武器研制的任

务排队，按照“两弹为主，导弹第一”的顺序，重点

保障“两弹”的研制，“国防科研的其他任务，都要

为‘两弹’让路”。 “在核武器方面，缩短战线的做

法集中到一点，就是保证 １９６４ 年爆炸中国的第一

颗原子弹。”⑥科研基础建设层面的任务排队，着
眼于最薄弱的环节，补国防科技工业的短板。 经

毛泽东批准，新型原材料、精密仪器仪表和大型设

备三大项目被确定为突破“尖端技术的主要障

碍”的攻关重点，纳入国民经济计划后，以多种方

式组织会战，基本满足了尖端武器研制的需要。
２．聚集科技人才组织攻坚队伍

２０ 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高科技人才奇缺，
只有将这些稀缺的人才集中起来集智攻关，才能

攻克高新技术的道道难关。 国防科委与中国科学

院组成了两个攻坚组：导弹攻坚组由钱学森、张劲

夫等组成；原子弹攻关组由刘杰、钱三强等组成。
中国科学院成立新技术局动员三十多个研究所的

科研力量，共同承担三百多个科研项目的攻关任

务，围绕“两弹”技术难关有针对性地开展研究。
３．以举国之力调动资源保障攻坚

尖端武器研制是耗资巨大的科学工程。 毛泽

东把降低军政费用增加经济建设投资作为积累核

武器研制经费的“战略方针的问题”⑦。 毛泽东强

调，中国想要有原子弹，“可靠的办法就是把军政

费用降到一个适当的比例，增加经济建设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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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①。 党的八大决定把军费开支占国家财政支

出的比例，由“一五”期间的 ２４％降至“二五”期间

的 １５％左右，从而积聚研制核武器的财力。 毛泽

东总结和推行的科技攻坚方法，是尖端武器研制

举国体制的操作手段。
举国体制作为毛泽东领导新中国高科技发展

的主要经验，在新时期、新时代得到继承和发扬。
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完善关键核心技术

攻关的新型举国体制。”②要“发挥新型举国体制

优势，勇攀科技高峰”③。 相对于计划经济条件下

的举国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核心

技术攻关的新型举国体制，系统完备、科学规范、
运行有效，具有更加显著的政治优势、协同优势、
价值优势和战略优势，已经并将继续显示出强大

的优越性和生命力。

三　 奠定武器装备现代化建设的物质

根基
没有现代工业，就不能制造出现代武器装备；

没有现代科技，就不能创造现代优势武器装备。
毛泽东强调，实现新中国武器装备现代化，首先

“要好好研究国防工业和国防科技的方针”④，构
筑国防工业与民用工业协调发展、国防科技与民

用科技相互促进的现代工业体系和现代科技

体系。
（一）构建武器装备现代化建设的工业体系

新中国成立时，中国使用机器的工业只占

１７％左右。 而且这为数不多的现代工业，技术基

础非常薄弱，部门行业残缺不全，偏集于少数沿海

大城市，带有明显的半殖民地经济的烙印⑤。 与

此相对应，新中国建立初期的军工企业的数量、规
模、水平和结构，都不具备生产现代的国防所必需

的武器装备的能力。 因此，逐步建立起独立的比

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门类比较齐

全的、具有一定规模的国防工业部门，是毛泽东领

导新中国武器装备现代化建设的战略基点。
１．以重工业为重点的现代工业建设

以钢铁为标志的强大重工业是建设强大现代

国家、现代国防的前提。 “有钢什么东西都可以

搞，轮船可以搞，军舰也可以搞，铁路也可以搞，空
军也可以搞，陆军装备也大为不同。”⑥“有了钢

铁，就可以搞机械工业；有了钢铁工业、机械工业，
就可以搞军工厂。”⑦总之，“有了现代化工业，现
代国防工业就好办了”⑧。

２．奠定现代工业体系的初步基础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访问苏联期间签订

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奠定了苏联援助中

国建设现代工业体系的基调，在实施的 １５６ 个项

目中，国防工业比重较大。 苏联的援建，帮助新中

国建立起了比较完整的基础工业体系和国防工业

体系的骨架。
３．优化现代工业体系和布局

２０ 世纪六七十年代，毛泽东立足战争准备提

出调整工业布局的战略决策，推动实施了影响深

远的国防三线建设。 据统计，三线建设期间，中国

共投入 ２ ０５２ 亿元的资金和几百万人力，历时 １５
年之久，在三线地区和一二线地区腹地，建设起了

以国防工业、基础工业为主的近 ２ ０００ 个大中型

工厂、铁路、水电站、科研院所等基础设施⑨。 三

线建设是中国从国防战略出发，生产力布局的一

次重大战略转移，集中力量形成了一个后方基地。
从军事角度看，三线建设对中国军队的现代化、国
防力量的加强都起到了重大作用。 到 １９８０ 年，中
国的“工业初步改变了历史遗留下来的技术落

后、畸形发展的状况，建立起了门类比较齐全、布
局趋向合理的生产体系”�I0。 毛泽东领导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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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现代工业革命时期”①奠定了新中国武器装备

现代化建设的宏大工业基础。
（二）组建武器装备现代化建设的科技支撑

推进新中国武器装备建设实现 “组装—仿

造—自研”的转变，走上自主研发的中国道路，不
仅要拥有先进武器装备的工业制造能力，而且必

须具备优势武器装备的科技研发能力。 新中国武

器装备现代化建设必须掌握与现代武器装备研发

密切相关的原子能技术、无线电技术、激光技术、
喷气和火箭技术、特殊新材料技术、高效动能技

术、机械自动化技术，并且实现“在这些科学技术

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也能够制造世界上最新的武

器，把我们的人民解放军装备起来”②的目标。
１．组建国防尖端技术研究机构

最先组建的是原子弹研究机构，即钱三强主

持的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中国原子能科

学研究院的前身）、三机部九局的核武器研究所

（九所）、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和核武器研究所，
形成了核武器理论、工程和试验各环节的研究能

力。 随后，组建了由钱学森主持的导弹研究院

（国防部五院），开展导弹研究、制造和技术干部

的培养。 同步建设了导弹试验基地、核试验基地

等多个尖端武器试验基地。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后期

“两弹”研制成功后，在中国科学院卫星设计院的

基础上成立的空间技术研究院，由钱学森任院长，
正式列入军队编制。 “两弹一星”研究机构的组

建，搭建了中国尖端武器研制的高技术支撑平台。
２．组建常规武器装备研究机构

国防工业部门先后建立五个兵器研究所、七
个航空研究所、五个船舶研究所、十个无线电电子

研究所，同时，各军兵种也相继成立了一些研究机

构。 到 １９６２ 年，“国防方面成立了火箭、原子能、
飞机、舰艇、电子设备、各种常规武器等研究

院”③。 国防科研机构的初步建立，构建起了中国

自主研制现代武器装备的科研体系。
３．探索国防科研管理新体制

国防科研管理体制改革是发挥国防科研机构

作用的重要措施，是国防科研实施科技攻关的迫

切需要。 １９６７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毛泽东批准了聂荣

臻《关于国防科研体制调整改组方案的报告》，同
意将中央批准接管的国防科研单位调整编组为若

干个研究院④。 该方案围绕“研究与作战使用紧

密结合，更好地为我军战略方针服务” ⑤的主线，
设想通过“大部分补充加强”和“一部分新建”两
条途径，组建 １８ 个国防科技研究院。 受“文化大

革命”的影响，国防科研机构调整方案尽管没有

得到全面实施，然而，其整体设想和小部分的成功

调整，仍然给新时期国防科技管理改革提供了宝

贵的经验。
（三）探索“和战结合”的工业管理体制

国防工业与民用工业相辅相成、相互促进、良
性循环是整个国家工业乃至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

基本条件。 新中国逐步建立起的两个科研系统、
两个加工系统、两套科技职工队伍的“军民分离”
的工业管理体制，在当时有效地保证了国防工业

能够成批生产常规武器和成功研制战略武器，促
进了中国武器装备现代化的进展。 但是，由于其

人为地分割了国防科研、生产与民用科研、生产的

内在联系，形成了“军事工业孤立地一马当先”⑥

的局面，没能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 为

克服“军民分离”工业管理体制的弊端，毛泽东对

军事工业与民用工业相结合的管理体制进行了有

益的探索。
１．建立“学两套本事”的生产管理制度

到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中期，随着抗美援朝战争

的结束和国际形势的缓和，苏联援助中国建立起

的许多大型国防企业和国防科研机构，处于军事

需求减少导致开工不足、设备闲置的窘境。 １９５６
年 ４ 月 ２１ 日，毛泽东在听取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

汇报时，就战时和平时工业生产的互相转化问题

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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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毛泽东高度称赞工业企业练习两套本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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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法，强调“必须如此做”①，也就是要在企业管理

中形成制度。
２．提出“和战结合”的经济建设方针

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毛泽东对经济建设

与国防建设的关系有了新的认识，提出了处理两

者关系的“和战结合”方针。 １９６４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
毛泽东审阅修改周恩来 １２ 月 １１ 日报送的准备向

第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作的《政府工作报告》
第四稿，肯定了报告中提出的“在经济建设中，要
贯彻实行和战结合的方针。”实行“和战结合”的

经济建设方针，要求民用工业树立为军事服务的

观念、军事工业树立为民用服务的观念，建立“平
战转换”和“军民兼容”的机制。 “民用工业在平

时要有战时的准备，以便在一旦爆发战争的情况

下就能够迅速地转到战争的轨道上来。 军事工业

在平时也要兼为经济建设服务，充分利用现有的

设备能力，尽可能多生产一些民用产品。” ②

３．实行“军民结合”工业企业的改革试点

毛泽东采纳了朱德提出的把重要的军事工业

部门改为军民结合部门的建议。 １９５８ 年 ２ 月 ２１
日，第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决定，将属于国防工

业部门的第一机械工业部、第二机械工业部与电

机工业部合并成新的第一机械工业部，主管民用

机电。 合并后的第一机械工业部被赋予“军民结

合”的双重职能：在满足国民经济各方面对机械

设备的需求的同时，保持军用生产技术并且不断

地改进和提高。 三部合并是“军民结合”在工业

企业体制改革层面的有益尝试。
由于国际形势的剧烈变化，尤其是 ２０ 世纪六

七十年代中国整个国民经济长期处于“备战”状

态，在国家层面上没有能够建立起有利于经济建

设与国防建设协调发展的“和战结合”工业管理

体制。 但是，毛泽东的探索为新时期实施 “军民

结合”方针、新时代实施“军民融合发展战略”提

供了借鉴。
面对世界军事强国的威慑和挑衅，毛泽东领

导探索出的武器装备现代化的中国道路，以国防

实力的显著增强捍卫了国家安全。 毛泽东领导武

器装备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启示我们，面对新的伟

大斗争，加快构建武器装备建设新发展格局，全面

开创武器装备建设新局面，是以和平发展方式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迫切需要。

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Ｐａｔｈ ｏｆ Ｍａｏ Ｚｅｄｏｎｇ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ｅａｐｏｎｒｙ ｉｎ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ＺＥＮＧ Ｍｉｎ１ ＆ ＬＩ Ｑｕａｎ⁃ｌｉｎ２

（１．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Ｍａｒｘｉｓｍ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Ｃｈｅｎｇｄｕ ６１００７２， Ｃｈｉｎａ；
２．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Ｍａｒｘｉｓｍ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Ｃｈｅｎｇｄｕ ６１０５００，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ＰＲＣ）， ｆａ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ａｔ ｏｆ ｗａｒ ａｎｄ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ｂｌａｃｋｍａｉｌ ｂｙ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ｐｏｗｅｒｓ， Ｍａｏ Ｚｅｄｏｎｇ ｓａｗ ｔｈｅ ｖｉｔａｌ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ｗｅａｐｏｎｒ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ｔａｔｅ 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Ｈｅ ｃｌｅａｒｌｙ ｐｕｔ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ｔｈｅ ｇｏａｌ ｏｆ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ｍｏｄｅｒ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Ｃ， Ｍａｏ Ｚｅｄｏｎｇ ｌｅｄ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ｔｏ ｒｅａｌｉｚｅ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ｗｅａｐ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ｒｅａｔｅｄ ｔｈ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ｔｏ ｅｎｓｕｒｅ ｔｈｅ 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ｏｐｈｉｓｔｉｃａｔｅｄ
ｗｅａｐｏｎｓ． Ｔｈ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ｗａｓ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 Ｃｈｉｎａ ｈａｓ ｗａｌｋｅｄ ｏｕｔ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ｒｏａｄ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ｅａｐｏｎｒｙ， ｗｈｉｃｈ ｈａｓ ｌａｉｄ ａ ｓｏｌｉｄ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ｅａｐｏｎｒｙ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ｒａ．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Ｍａｏ Ｚｅｄｏｎｇ；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ｗｅａｐｏｎｒｙ；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责任校对　 莫秀珍）

８２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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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０６ 页。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１９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１９９８ 年版，第 ４８８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