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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不仅是个陆地大国，更是个

海洋大国，从古至今中国非常重视海防建设。海

洋作为国防的重要环节，关系到国家的国防建设

与安全。本文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海防思想

出发，全面深入分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海防发

展，结合现状对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海防思想进

行研究。对提高公民的海防意识，增强海防观念

有着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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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海

防思想的主要内容

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共产党领导人

就意识到了海军的重要性，在众多场合多

次强调要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随着新中

国的成立，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

一代中央领导高度重视新中国的海防建

设。我国作为濒海大国，却并非是海防强

国，如果没有一支强大的海上力量保卫海

防，就无法保证领土的完整。近代帝国主

义侵略中国，大部分都是从海上入侵的。

在国家的军事力量中，海军是最能维护国

家海防及海上安全的战略力量。毛泽东同

志审时度势，在认清了新中国的海防局势

和实际后，提出了新中国海防的战略思想，

同时也加速了海军的建设。为了加强军事

建设和巩固政权的双重需要，提出了以组

建海军为核心的海防思想。1953年毛泽东

明确提出：“为了肃清海匪的骚扰，保障海

道运输的安全，为了准备力量于适当时机

收复台湾，最后统一全部国土，为了准备力

量，反对帝国主义从海上来的侵略，我们必

须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根据工业发展的

情况和财政的情况，有计划地逐步地建设

一支强大的海军。”[1]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

军事家，一切以敌我双方实际出发。他精

辟的军事思想和指挥艺术创造出战争奇

迹。

1.沿岸防御

毛泽东同志认为，海上安全需要海军

的保卫，新中国的海上安全形势依然不容

乐观，唯有海军是海上安全的重要保障。

1949年 4月 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成

立。新中国海军的成立代表着我军从单一

军种向多军种迈出的第一步。海军东海舰

队、南海舰队和海军北海舰队组建时，1953
年，他曾视察过人民海军东海舰队。

此外，他还提出“要研究海防及岸防的

问题”，并在党内指示《目前形势和党在

1949 年的任务》中明确提出：“1949 年和

1950年，我们应当争取组织一支能够使用

的空军和保卫沿海沿江的海军。这种可能

性是存在的”[2]。由此可见，在建国初期，我

们的海军的主要战略目标是“沿岸防御”。

2.近岸防御

50年代末期，我国的海防战略由“沿岸

防御”转变为“近岸防御”。那时的海军战

略思想是“粉碎封锁袭扰，实行近岸防

御”。自海军创建起，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

就明确提出“人民海军是一支保卫沿海沿

江的海军”。但由于当时的海军建设刚刚

起步，在实施装备等各方面都不够完善的

情况下，为了加速海军的建设，毛泽东同志

针对海军的重要作战任务和机制体制等问

题进行了思考指出，海军的任务是“依托陆

上力量和海上岛屿进行作战，保护中国大

陆免遭大规模的海上登陆袭击，捍卫海上

主权。”[3]他把海军的地位提高到国家军事

战略的高度，并且指出：“海军应该是一个

战略决策机构，是一个军种，应单独成立司

令部”[4]。这一举措不仅为海军的发展打下

了坚实的基础，更是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二、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共产党的

海防思想

新形势下，邓小平同志的海防思想其

实是对毛泽东同志的海防思想的继承与发

展。它更加强调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走

具有中国特色的海防发展之路，突出海防

建设要服务于我国的经济建设的重要性。

20世纪七八十年代，邓小平同志提出，海军

的主要任务是提高海军现代综合作战能

力，不仅要突出以我国海权为主的近海防

御思想，还要协调发展经济建设和海防建

设。我国的海防建设应当结合经济发展的

形势，在保卫我国海防安全的同时适应沿

海经济建设。在我国海防安全得以维护的

同时国家统一的目标也能逐步实现。

1.近海防御

为了进一步维护中国的海防安全，邓

小平同志十分重视发展海军。他曾多次强

调，面临霸权主义的强大海军和严峻复杂

的海洋战略环境，我们没有适当的海防力

量不行，必须建立一支精干、顶用，具有现

代化战斗能力的强大的海军。 [5]在这一指

导思想下，我国海军逐渐发展建设成为初

步具备现代化水平的近海防御力量。邓小

平同志的海防思想具有突破性，规划了海

防建设的目标，提出了适合中国海防发展

的“近海防御”战略。近海防御战略符合中

国当时的实际国情，况且中国又是一个海

洋大国，中国的海防发展是一个长期的发

展过程。1979年4月3日，邓小平同志听取

海军领导汇报时指出，我们的海军，应当是

近海作战，是防御性的。不到远洋活动，我

们不称霸，从政治上也不能搞。我们的战

略是近海作战。大家以为近海就是边缘，

近海就是太平洋北部，再南也不去，不到印

度洋，不到地中海，不到大西洋。海军建

设，一切要服从这个方针。防御当然也要

有战斗力。海军的装备、规划要从这点出

论中国共产党的海防思想及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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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反正是顶用的。[6]近海防御战略思想也

是邓小平同志对毛泽东同志海防思想的继

承和发展，把我国的海防区域由近岸前扩

大至近海。对于保护中国内地的安全及海

洋权益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2.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强海军建设

邓小平同志的海防思想明确了我国海

防建设的目标，为我国的海防建设发展提

供了理论依据。他指出：“军队各个方面都

和国家建设有关系，都要考虑如何支援和

积极参加国家建设。无论空军也好，海军

也好，国防科工委也好，都应该考虑腾出力

量来支援国民经济的发展。这样做，有百

利而无一害。总之，大家都要从大局出发，

照顾大局，千方百计使我们国家经济发展

起来。发展起来就好办了。”[7]为了加速国

家的发展，全面贯彻和实施新时期的经济

发展战略，邓小平同志高瞻远瞩，深谋远

虑，适时地提出了全方位开发和利用海洋

及沿海地区，以带动和促进国家经济全面

发展的海洋经济战略思想。[8]20世纪 80年
代，邓小平同志实施对外开放政策，我国的

经济建设需要大量的海上贸易及海洋资

源，由此更需要重视海防的建设。所以，改

革开放政策推动了我国经济的发展，也促

进了海防的建设。

由于当时我国的综合国力已经达到一

定的水平，但是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

等人均拥有量和发达国家还是有很大的差

距。当然，这也势必制约了我国海军的全

面发展，更无法在短期内改变这一现状。

邓小平同志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作出

“一定要站在国民经济不断发展的基础上，

改善武器装备，加速国防现代化”的决策是

十分明智的。

3.提出“主权属我，搁置争议，共同开

发”的思想

解决海洋争端，尤其是海岛归属争端，

是历史问题更是现实问题。对于这些问

题，邓小平同志提出“主权属我，搁置争议，

共同开发”的新思想。1984年，邓小平同志

说：好多国际争端，可以采取一国两制和共

同开发的解决办法，“我们有个钓鱼岛问

题，还有个南沙群岛问题........这样的问题

是不是可以不涉及两国的主权争议，共同

开发。”“南沙群岛历来世界地图是划到中

国的，属中国”。 [9]他首先强调这些岛屿是

属于中国的，这也是“搁置争议”的前提条

件。体现了他想要用和平的方式解决争

议。他说：“这种问题早晚要解决。”“一个

办法是我们用武力统统把这些岛收回来；

一个办法是把主权问题搁置起来。”“我们

中国人是主张和平的，希望用和平的方式

解决争端。”[10]这些思想既强调了我国对于

争议海岛的所有权，也为当时我国经济的

发展争取了良好的条件，为日后解决争议

打下了基础。

4.提出“一国两制”思想并逐步实现国

家统一

香港、澳门、台湾问题既是国家主权的

问题，又是国家统一和海防线是否完整的

问题。邓小平同志为了完成国家统一，提

出了一系列的政策方针，为顺利实现国家

统一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在解决香港的主权问题上，邓小平同

志说，我们历来认为，香港主权属于中华人

民共和国，这个问题本身不能讨论。但香

港又有它的特殊地位。可以肯定的一点

是，即使到了1997年解决香港问题时，我们

也会尊重香港的特殊地位。就是说，在本

世纪和下世纪初很长的时期内，香港还可

以搞它的资本主义，我们搞我们的社会主

义，不会伤害投资人的利益，请投资者放

心。[11]对于及时收回香港，邓小平同志态度

非常坚决。他说，如果不收回香港，“任何

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

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如果

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就是晚清政府，

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我们等待了 33年，

再加上15年，就是48年。我们是在人民充

分信赖的基础上才能如此长期等待的。如

果 15年后还不收回，人民就没有理由信任

我们，任何中国政府就应该下野，自动退出

政治舞台，没有别的选择”[12]。

在面对台湾问题上，1986年邓小平同

志曾经说过：“这首先是个民族问题，民族

的情感问题。凡是中华民族子孙，都希望

中国能统一，分裂状况是违背民族意志

的。其次，只要台湾不同大陆统一，台湾作

为中国领土的地位是没有保障的，不知道

哪一天又被别人拿去了。第三点理由是，

我们采取‘一国两制’的方式解决统一问

题。大陆搞社会主义，台湾搞它的资本主

义。这对台湾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不会

改变，台湾人民没有损失”[13]，这也就进一步

阐明了我们对于台湾回归和实现和平统一

的方针政策。

三、进入 21世纪以来中国共产

党海防思想的新发展

进入到 21世纪新时期新阶段，国际海

洋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海洋已经成为提

高综合国力的重要领域，世界各国纷纷加

强了海洋政策维护国家海上权益，世界经

济的重心也正逐渐向海洋发展。中国的海

洋领土面积十分广阔，海洋资源非常丰富，

海洋已经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命脉。随着

中国综合实力的提高，海洋竞争已经成为

了综合国力竞争的一部分，中国共产党也

随之进一步发展了自己的海洋思想。认真

贯彻科学发展观是加强海防建设，提升海

洋战略地位的重要指示方针。坚持和落实

科学发展观，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目标，推

进新时期中国海防的建设与发展是关系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荣事业。

1.提出“和谐海洋”的新思想

中国是个海洋资源大国，进入到 21世

纪，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重视人海之间的

和谐，更重视与世界各国海洋关系的和

谐。在人海关系上必须“以人为本”。党的

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

立全面，协调与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党

的十六大以来，胡锦涛同志提出了建设“和

谐海洋”的思想及远海防御的战略目标，为

维护中国海防的安全及世界和平作出了重

大贡献。

2009年 4月 23日，胡锦涛同志亲自会

见应邀前来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成立

60周年庆典活动 29国海军代表团团长指

出：“推动建设和谐海洋，是建设持久和平

和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愿望和共同追

求”。 [14]由此可见，这个新思想的提出，有

利于解决和平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海洋争

端。也正如胡锦涛同志所说的，“不论现在

还是将来，不论发展到什么程度，中国都永

远不称霸，不搞军事扩张和军备竞赛，不会

对任何国家构成军事威胁。包括中国人民

解放军海军在内的中国军队，永远是维护

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重要力量”[15]。

2011年 4月 15日，博鳌亚洲论坛 2011年年

会开幕式上胡锦涛同志明确指出：“中国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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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致力于通过友好谈判和平解决同邻国

的领土和海洋权益的争端，在地区热点问

题上发挥建设性作用，积极参加与各种形

式的地区安全部对话和合作，努力维护有

利于亚洲和平发展的地区环境”[16]。胡锦涛

同志在十八大报告中再次强调，中国将始

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定奉行独立自

主的和平外交政策。[17]中国坚持走和平发

展的道路，以和平的方式来解决海洋争

议。“和谐海洋”的思想就是呼吁世界各国

以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领海争端问题，在

战略上通过和平发展的道路来追求和谐海

洋的目标。

2.提出远海防御战略

21世纪中国海防的发展面临新的主要

形势，海上安全的威胁正在加剧，争夺海洋

权益的趋势也更加复杂化。在这样的形势

下，必须转变传统的海防思想，主动适应新

形势的变化，调整军事战略的重点，提高海

防作战能力为重中之重。新时期对我国的

海军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逐步提升我

国海军远洋综合作战的能力已成为重中之

重。2006年胡锦涛同志在会见海军第十次

党代会代表时强调：“捍卫国家主权和安全

是我国作为一个海洋大国的神圣职责，海

军在维护国家海洋权益的地位及其重要。

我们要注重海军力量的建设，努力打造海

上蓝色舰队，锻造一支符合我军历史使命

的强大人民海军。”[18]2015年5月26日发布

的《中国的军事战略》白皮书明确指出，海

军按照近海防御，远海护卫的战略要求，逐

步实现近海防御型向近海防御与远海护卫

型结合转变，构建合成，多能，高效的海上

作战力量体系，提高战略威慑与反击，海上

机动作战，海上联合作战，综合防御作战和

综合保障能力。[19]这也就要求我们的海军

不仅要扩大近海防御范围，还要提高海上

综合作战的能力，并努力向信息化机械化

转变，发展大型海上作战平台，逐步形成科

学有效信息化的海防力量。辽宁号航空母

舰简称“辽宁舰”，舷号为16，是中国人民解

放军海军第一艘可以搭载固定翼飞机的航

空母舰。2011年 8月 10日，中国航母平台

进行首次出海航行试验。2013年 11月，辽

宁舰赶赴中国南海展开为期47天的海上综

合演练。2017年 1月 12日，赴南海执行跨

海区训练和试验的辽宁舰编队通过台湾海

峡，继续开展后续任务。航空母舰被视作

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和海军实力的象征。辽

宁号航母作为中国的第一艘航母意义重

大，它把中国人民海军带入了划时代的航

母时代，标志着中国航母“零”的突破，更是

“远海防御”战略的进一步延伸。辽宁舰可

提高海军的海上远程作战能力。作为现代

化远洋海军的核心力量，辽宁舰无疑将增

强我国海军的战斗能力，真正成为一个战

略性军种。

3.确立建设海洋强国的奋斗目标

21世纪是世界各国开始大规模开发利

用海洋时期，海洋在国家经济发展格局和

对外开放中的作用更加重要，在国家生态

文明建设中的角色更加显著，在国际政治，

经济，军事，科技竞争中的战略地位也明显

上升，海防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

益中的地位更加突出。中国虽然是海洋大

国，但是离海洋强国的目标还有很大的距

离。2013年 7月 30日，习近平同志在中共

中央政治局第八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建设

海洋强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主要

组成部分。经过这些年的大力发展，中国

的海洋事业已逐步迈入黄金时期。他还强

调，要着眼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

全局，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坚持陆海统

筹，坚持走依海富国，以海强国，人海和谐，

合作共赢的发展道路，通过和平，发展，合

作，共赢方式，扎实推进海洋强国建设。[20]

2008年12月2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舰

艇从三亚赶赴亚丁湾和索马里海域进行护

航。截至2015年12月，中国海军赴亚丁湾

护航已有 7年，期间不断派出了 21批编队

前往亚丁湾和索马里海域执行护航任务，

得到了世界各国的高度评价。中国政府派

出军舰实施护航行动，主要任务是保障该

海域中国船舶及人员和物质的安全。中国

海军通过护航行动，加强了海军的综合演

练，也加大了国际的影响力，切实维护了国

家利益，有力推进了建设海洋强国的奋斗

目标。2013年11月28日，习近平同志在中

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并指出：

“要坚决维护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国

家统一，妥善处理好领土岛屿争端问题”[21]。在

这个思想指导下，中国政府采取了多种有

效的措施。比如，在钓鱼岛海域进行常态

化巡逻，设立三沙市管辖西沙群岛、中沙群

岛、南沙群岛，建成永暑礁机场等。这些举

措有力地维护中国在周边海域的海洋权

益，也保证了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4.实施“一带一路”战略

2013年 9月和 10月，习近平同志提出

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建设 21世纪海

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2015年 3月，国

家再次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

和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的

重要文件。这些都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海洋

经济的发展。2013年 10月 3日，习近平同

志在访问东南亚时说，东南亚地区自古以

来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中国

愿同东盟国家加强海上合作，使用好中国

政府设立的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发展

好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建设21世纪“海

上丝绸之路”。[22]中国共产党已经意识到海

洋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随着中国在世

界经济地位中的不断上升，“21世纪海上丝

绸之路”开创了连接世界的新型贸易之

路。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

和更为广阔的平台，也有利于国家的稳定

与发展。2016年3月8日，中国远洋集团获

希腊审计法院批准，将收购希腊最大的集

装箱港口比雷埃夫斯港67%的股权。比雷

埃夫斯港是亚欧非洲的重要航运枢纽。中

国推进海洋强国战略，强调的是和平共赢，

“一带一路”战略充分体现了这一重要发展

理念。此次股权收购进一步加深了中国与

希腊之间的合作友谊，更能有力推进“一带

一路”战略。“一带一路”战略既增进了中国

与周边国家地区的交往，加快了基础设施

互联互通，又连接起了亚非欧洲等各大经

济板块的市场链。这是新世纪以来，中国

共产党对海洋经济发展政策的深化和提

升。习近平同志进一步“关心海洋，认识海

洋，战略海洋”。2013年 7月，习近平同志

指出：“海洋是战略资源的重要基地，世界

海洋资源开发潜力巨大”[23]。由此，中国政

府通过一系列的科学规划进行战略部署，

并初步形成以海洋强国战略带动中国经济

的高速发展。“一带一路”对我国现代化建

设和屹立于世界的领导地位具有深远的战

略意义。它更是国家的战略性决策，体现

的是和平、交流、理解、包容、合作、共赢的

精神。

四、中国共产党海防思想的启示

当下的中国正处在国家战略的重大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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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时期，海防已经成为了最急需发展的核

心问题。为了使中国更好更快地转变成现

代化工业强国，进一步参与经济全球化推

进中国经济发展，让中国海军更有效率地

发展，就更加需要深入研究地总结中国共

产党的海防思想。

新中国成立时期，虽然中国海军建立

了北海、东海和南海舰队。但各方面还处

于比较落后的状态，装备和人员都极为匮

乏。海军需要强大的现代化技术作为支

撑，海军建设更是一个庞大的工程，需要长

期的发展。当时中国还面临着外来的威胁

和封锁，所以毛泽东同志将海军的主要任

务确定为进行沿海和沿江防御。这一时期

的中国共产党海防思想是采取有效的防御

策略，必须巩固我国的海岸线，有效打击来

自海上威胁，维护国家的领土完整，增强人

们的海防观念。

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经济得到了快速

发展，海防建设也稳步提升。这一阶段的

主要任务是经济上的对外开放，主要依靠

的是海上运输。国家要开放，经济要发展，

必须加强海防力量。所以，中国共产党的

海防战略由“近岸防御”转变为“近海防

御”。这一转变迎合了中国改革开放经济

发展的需求。面对领土争端问题，邓小平

同志提出“主权属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

的原则，向国际社会摆明了中国走和平发

展的道路。改革开放一方面使经济得到快

速发展，另一方面也推进了海军的现代化

建设。

进入了 21世纪，中国共产党更加注重

海洋与国家的权益。主张平等开放，构建

和谐社会，提出了“和谐海洋”的思想。为

了实现海洋强国战略，维护海洋权益，提出

了“远海防御”的战略。新时期下，要积极

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建

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了丝绸之路经济

带战略和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战

略。这些都体现了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的

道路，而海洋与国家的利益息息相关。

中国共产党的海防思想是一个长期的

战略目标。面对不断变化的国内国际环

境，我们着眼于未来和长远的利益，不断地

提升海防战略地位，抵御外来侵略，保卫领

土完整，维护国家海防安全。我们的海防

战略“由近及远”，体现了我国海防力量的

不断强大。“以防为要”体现了我们永不称

霸，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作为海洋大国，必

须建设海洋强国。随着海洋战略地位的不

断提升，海洋已经逐渐成为了世界关注的

焦点。中国的海防建设不仅仅是为了维护

国家安全，更是为了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推

进，因此就更加需要建设强大的海防力

量。中国要成为海洋强国不仅要有先进的

理论基础和海防力量，更要增强海洋意识

和观念。普及全民海防教育，使人民充分

认识到建设海洋强国的重大意义，号召人

民关心海洋，认识海洋，经略海洋，并且推

动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的成就。提升海洋

强国意识，对于维护海洋权益，实现中国梦

都具有深远的意义。建设海洋强国是国家

走向富强的必然之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

大复兴指日可待。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文集：第 6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9：314.
[2]毛泽东关心海军建设纪事[N].国防报，2003-

12-23.
[3]石家涛.海权与中国[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08:215.
[4]肖劲光回忆录（续集）[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1989：11.
[5]高新生.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海防思想研究

（1949—2009）[M].北京：时事出版社，2010:
232-233.

[6]杨金森.中国海洋战略研究文集[M].北京：海洋

出版社，2006：393.
[7][9][10][13]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

版社，1993：99,87,87,170.
[8]唐复全，杜作义，战效武.邓小平新时期海洋战

略思想研究[J].中国军事科学,1997(2).
[1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思想年谱

（1975—1997）[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114-115.
[12] 邓小平军事文集:第 3卷[M].北京：军事出版

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222.
[14][15]胡锦涛会见参加中国海军成立60周年庆

典活动的 29国海军代表团团长[N].人民日报,
2009-04-24.

[16]胡锦涛.和平解决同邻国领土领海和海洋权

益争端[N].人民日报,2011-04-16.
[17]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N].人民

日报,2012-11-18.
[18]胡锦涛强调锻造适应历史使命要求的强大人

民海军 [EB/OL].(2006- 12- 27) [2014- 01- 02].

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4/5221990.
html.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

军事战略[N].光明日报,2015-05-27.
[20][23]进一步关心海洋 认识海洋 经略海洋 推

动海洋强国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N].人民日

报，2013-08-01.
[21]习近平.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的讲话[N].人

民日报,2014-11-30.
[22]习近平.携手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在印

度尼西亚国会的演讲[N].人民日报,2013-10-4.
（作者单位：上海海事大学）

-- 1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