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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解放军进入革命
化、正规化、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在新中国成立最
初的几年中，全军上下一方面继续进行着重大军事
行动 （解放西藏和沿海岛屿、进行抗美援朝战争、
剿匪等），一方面进行编制体制调整、组建军兵种
和军事院校、制定与实施新的条令条例、开展扫盲
文化运动，可以说是千头万绪，许多方面基本上都
是从零起步。《军官服役条例》与军衔制的实施，
则是军队正规化举措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评衔步骤：紧锣密鼓，雷厉风行

评定军官等级、实施军衔制度与《军官服役条
例》的出台相伴相生。1950年9月4日，中央军委发

布《关于建立各级干部管理部之规定》，指出军队
干部先进行评级，以“作为实行军阶之基础”。
1951年2月15日，总干部部以中央军委名义下发《关
于干部评级工作指示》，随即全军展开全面评级工
作，至1952年底，全军上下从“军委主席副主席级”
到“正、副排级”，评定9等21级。

1952年军队评级，为后来全军评定军衔奠定了
基础。

1952年4月11日，总干部部出台《关于实行军衔
制度工作的草案》，规定军衔等级为6等18级。

1953年1月9日，中央军委颁发《关于实施军衔
制度准备工作指示》。2月17日，设立以聂荣臻为主
任，黄克诚、萧华为副主任的军衔实施委员会，由
军委直接领导。3月，该委员会下设军衔审查研究
组，对军衔等级设置进行专门研究。8月，《中华人
民共和国人民解放军军衔条例（草案）》出台。该
《条例（草案）》中军衔等级分为6等21级。

人民解放军首次授衔纵横谈
■ 张 晖

1955年9月， 刘少奇、
周恩来、 朱德在授衔授勋
酒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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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军委实施军衔制度，先是计划
于1953年完成。鉴于军队组织编制和军
兵种组建等方面尚待落实，提出延至
1954年实施，后再度延期。1953年9月18
日，总干部部发出通知，明确于1955年
实施军衔制。

在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彭德怀
领导下，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兼总干部
部部长罗荣桓，总干部部副部长宋任穷、
赖传珠、徐立清，总政治部副主任谭政、
萧华，具体负责首次军衔的评定与实施
工作。

1955年1月，总干部部向全军发出
《评定军衔的工作计划》，军衔评定工作
进入快车道。2月，经一届全国人大六次
会议讨论通过、毛泽东签发的 《军官服
役条例》发布，条例对军官军衔的评定
作了明确规定，将现役军官军衔分为元
帅、将、校、尉4等14级。其中，元帅分
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元帅、中华人民共
和国元帅两级，将官分为大将、上将、
中将、少将四级。该条例成为随后实施
军衔制的法律依据。

元帅、大将、上将人选，由中央军委
提名；中将、少将人选及校级人选名单，
由军队各大单位（各总部、各军事院校、
各大军区、各军兵种、志愿军总部等） 党
委酝酿提名，报总干部部和总政治部审
定、批准，最后由中央军委定夺。

对于上将和中将这两级人选 （从遴
选到补授，最终确定234人），罗荣桓主
持逐一研究讨论，有了问题随时向军委
请示，然后由他拟定名单。少将人选这
一级的评定，罗荣桓委托赖传珠、徐立
清、萧华等人负责，遇到难以确定的问
题，再由罗荣桓主持会议解决。

1955年1月14日、15日，彭德怀主持
中央军委座谈会，对元帅、大将、上将

人选名单进行审议。这个座谈会至关重
要，是军队高层对高级将领人选第一次
集中审议。1月16日，彭德怀、罗荣桓联
名将审议通过的 《关于元帅、大将、上
将问题的报告》上呈毛泽东。1955年9月
之前，上将军衔以上人选名单和中将、
少将人选名单在中央和军队不同层面进
行讨论、调整，最终形成 《将级军衔名
册》。9月15日，彭德怀将名册呈报国务
院总理周恩来。9月20日，总干部部印发
《元帅、将官名单》。毛泽东签署授予朱
德等10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的命
令状，署名日期为1955年9月23日。国务
院授予粟裕等将官军衔命令状，第001
号，署名周恩来，日期是1955年9月27
日。

评衔过程：原则性与灵活性统一

元帅标准与人选

关于元帅标准，在《军官服役条例》
中，对荣获大元帅者有明确限定，“对
创建全国人民武装力量和领导全国人民
武装力量进行革命战争、立有卓越功勋
的最高统帅”。这种“最高统帅”的限
定，就只能是毛泽东一人有此资格。元
帅军衔的标准，一是“对创建和领导人
民武装力量或领导战役军团作战、立有
卓越功勋的高级将领”（此为 《军官服
役条例》 之规定），二是“现任军委委
员”(此为军委座谈会讨论时大家认可的
元帅人选入选范围。在1955年1月16日彭
德怀、罗荣桓提交的报告中，关于元帅
人选“大家一致意见现任军委主席和军
委委员”。显然，当时未进入军委、担任

总参谋长的粟裕不在元帅人选之列)。
在 《军官服役条例》中，明确授予

军官军衔“应以现任职务、政治品质、
业务能力、在军队中服务的经历和对革
命事业的贡献为依据”。“现任职务”在
这里放在首位。

元帅共分两级：大元帅、元帅。其
人选的标准归纳起来就是：大元帅，
“立有卓越功勋的最高统帅”；元帅，
“立有卓越功勋的高级将领”。大元帅，
创建和“领导全国人民武装力量”；元
帅，“创建和领导人民武装力量或领导
战役军团作战”。大元帅、元帅分别为现
任军委主席、军委委员。

大元帅，毛泽东是唯一人选，毋庸
置疑。那么元帅人选名单，则有邓小平、
陈毅两人的变化。1955年8月17日，在中
央军委第44次会议上，总干部部第一副
部长宋任穷还提出“陈毅、邓小平、周
恩来、刘少奇同志今年是否授衔”的问
题。姑且不论周、刘二人的授衔，看来
当时陈、邓二人是否授衔也未“铁定”。
到9月3日，罗荣桓、宋任穷、赖传珠、
徐立清四人联名呈报周恩来、刘少奇的
元帅名单中，表明“中央已决定现任军
委委员之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
贺龙、陈毅、邓小平、罗荣桓、徐向前、
聂荣臻、叶剑英等同志均授予中华人民
共和国元帅军衔”。这里，军委委员“均
授予”，陈、邓二人入选 （1954年9月28
日，新成立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由主
席毛泽东和朱德以下11名委员组成，不
设副主席、常委）。这11名军委委员，也
就成为元帅军衔的不二人选。

从 《军官服役条例》设置的大元帅
等级和天津军需工厂精心制作的大元帅
礼服与肩章看，在最初的授予军衔方案
中，是准备授予毛泽东中华人民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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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元帅军衔的。那么按照这种思路设置，
对创建和领导人民军队有重大贡献、长
期担任军队主要领导职务的周恩来、刘
少奇，也是被考虑授予元帅军衔的。如
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人选最初
应该是13名。只是以毛、周、刘三人党
和国家最高一级领导人的地位，他们是
否授衔，就不是军委座谈会所能审议，
也不是彭德怀、罗荣桓所能提名的。这
或许也是彭、罗呈报件中未有毛、周、
刘三人名字的缘由。

9月20日，总干部部印发的 《元帅、
将官名单》 中，已不见邓小平的名字，
元帅为10人。有文指出担任外交部部长
的陈毅最终能留在元帅名单中，是周恩
来一再坚持的结果。《周恩来年谱》中，
记载有1955年9月11日身在外地的周恩来
打电话给在北京的杨尚昆，力主授予陈
毅元帅军衔，指“军衔授予，对陈毅同
志现在和将来的工作均无不便之处”，并
举布尔加宁获苏联元帅军衔后也担任政
府职务之例。

陈毅、邓小平是否授衔之所以有反
复，是二人既有军委委员职务，又担任
党或政府的领导职务。邓小平当时任中
共中央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陈毅担
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二人的工
作重心当时均不在军队。最终，陈毅被
授予元帅军衔，邓小平随后在中共八大
上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担任更重要的
领导职务，成为中央核心领导层成员。

大将标准与人选

大将的编制军衔标准，按当初的文
件规定是对应“一级军区司令员及相当
于该职务者”。不过，1952年军队评定级
别时，作为一级军区的6个大军区 （东
北、华北、西北、华东、中南、西南军
区） 司令员后来均授予了元帅军衔；

1955年授衔时，调整后的一级军区有12
个，其中9个军区司令员被授予上将军
衔，3个军区司令员为中将军衔。被授予
大将军衔的10人，无论是在1952年还是
在1955年时，均未担任一级军区司令员。
笔者以为，除了资历与历史贡献，单就
现任职务看，1955年授衔时大将们当时
任职是相当于甚至有的是略高于调整后
的一级军区司令员职务的，他们大都担
任军委总部或军事学院、军兵种正职
（部长、院长、司令员），还有身兼国防
部副部长者。

关于大将人选，现在看来是有三个
方案的 （有备选名单），即10人、15人、
22人。10人，是最终采用的方案，即后
来人所共知的共和国10大将；15人，除
上述10人外，另加上张宗逊、宋任穷、
萧克、王震、周纯全；22人，在15人外
另加许世友、刘亚楼、邓华、陈再道、
杨得志、彭绍辉、王宏坤7人。最后，中
央确定10人。

从1955年9月23日以前彭德怀、罗荣
桓和总干部部上报的大将人选名单，如
1955年1月16日彭、罗具名的 《关于元
帅、大将、上将问题的报告》，到9月15
日彭德怀向周恩来呈报的 《将级军衔名
册》、9月20日总干部部上报的 《元帅、
将官名单》等，大将排名均按粟裕、徐
海东、黄克诚、陈赓、谭政、萧劲光、
张云逸、罗瑞卿、王树声、许光达顺序。
这也是目前人们最为熟知的排序。只是1
月16日彭、罗报告的大将人选名单中，
在许光达之前还有张宗逊、宋任穷，许
光达之后还有萧克、王震、周纯全，共
15人。

军衔评定，考量是多方面的，这一点
在大将人选考量中尤为明显。对人选的现
任职务和军队职级，既作为评定军衔的主

要依据之一，又充分考量其历史贡献。如
果过分看重现任职务，那么大将中的徐海
东、张云逸就有可能落选。因为当时国防
部副部长兼训练总监部部长萧克、副总参
谋长张宗逊都是强有力的人选。萧、张二
人不仅现任职务高，解放战争中也是一级
军区副司令员（萧为华北军区副司令员）、
野战军第一副司令员（张为第一野战军副
司令员）。所以，有文章指出，大将人选
在考虑现任职务、品质、能力等条件后，
“更强调在军队服务的经历和对革命事业
的贡献”。

在1955年1月军委座谈会上讨论和会
后彭、罗提交的大将人选名单中，当时
军中没有任职、正在休养的徐海东能排
位第二，是实至名归的。这位窑工出身
的大将，有“中国的夏伯阳”“徐老虎”
之称，战争年代英勇善战，9次负伤，全
身伤痕累累、左腿二等残疾，不仅率领
红25军历经艰险、长征胜利到达陕北，
还和刘志丹部一起巩固了陕甘根据地，
该根据地成为中央红军长征最终的落脚
点。在陕北，红15军团军团长徐海东还
给刚到不久的中央红军送来5000块银圆，
彭德怀感动地说是雪中送炭，毛泽东赞
誉其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1955年
周恩来到大连看望休养的徐海东。徐海
东说：“总理，我长期养病，为党工作
太少了。授我大将太高，我受之有愧
啊！”周恩来安慰道：“海东同志，授你
大将军衔，不高也不低，恰当！”

张云逸，10位大将中年龄最长者。
他不仅参与领导百色起义，任红7军军
长，还担任过军委作战局局长、副总参
谋长，新四军参谋长、副军长，山东军
区司令员，在红军和新四军中职务是高
于粟裕的。1955年授衔前，从广西军区
司令员任上退下来的张云逸已经年过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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旬，因病休养很长一段时间。这次授衔，
军委自然没有忘记这位比刘伯承还年长
的军中老将。

最终的10名大将，1952年评定军队
级别时均为正兵团级以上者；而另外的5
人、后加7人大将人选中，还含有副兵团
级者。如此看来，提出的大将军衔后备
人选，既没有像上面所说的只看重现任
职务，也并非只考虑其军队级别，还有
其他因素的综合考量与平衡 （如战争年
代所在各方面军、各野战军之间的平衡
关系）。这也是值得指出的一点。

从现有各方面材料看，战争年代在
军中资深职高、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央或
地方担任领导职务的滕代远 （1928年与
彭德怀一同发动平江起义后历任红5军党
代表、红3军团政委、红一方面军副总政
委、中央军委参谋长、八路军参谋长、
华北军区副司令员等职务）、李先念（红
军时期的师、军政委，新四军第5师师
长，中原军区司令员）、谭震林（红军时
期任纵队司令员兼政委、军政委，新四
军第6师师长，华中野战军政委，第三野
战军第一副政委）、邓子恢（1930年担任
红12军政委，新四军政治部主任，华中
军区政委，中南军区政委）、张鼎丞（闽
西革命根据地主要创建人之一，新四军
第2支队司令员，华中军区司令员） 等也
曾被考虑为大将人选，只是未明确列入
大名单而已。

授衔命令

授予元帅军衔命令，由毛泽东签署。
元帅排名，按照1954年9月底重新成立的
中共中央军委委员顺序。

大将以下将官军衔命令，按照9月27
日周恩来颁发的国务院授予军衔命令，
均标明每人时任编制职务，按编制序列
任职排名。总参谋长粟裕排名第一，以

下为国防部副部长兼总后方勤务部部长、
政委黄克诚 （按序列，国防部虽在总参
谋部之前，但粟裕在总参为正职，黄克
诚等在国防部为副职，同为国防部副部
长、总后任正职的黄克诚与总政副主任
谭政也如此），国防部副部长兼总政治部
副主任谭政，国防部副部长兼海军司令
员萧劲光，国防部副部长兼总军械部部
长王树声，副总参谋长兼军事工程学院
院长陈赓，公安军司令员兼政委罗瑞卿，
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徐海东，张云逸。
徐海东、张云逸当时军中没有任职，名
次排列最后两位。

在京的大将以下将官授衔仪式，于
1955年9月27日14点30分在中南海紫光阁
西侧国务院礼堂举行，国务院秘书长习
仲勋宣读第001号授衔命令 （共299名将
级军官名单），周恩来授予到场的粟裕等
9人大将军衔、萧克等31人上将军衔、徐
立清等65人中将军衔、陈沂等76人少将
军衔命令状。

在京的元帅授衔授勋仪式，于1955
年9月27日17时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全
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彭真宣
读授衔授勋命令，毛泽东向在京的朱德
等7人颁发授予元帅军衔命令状。

无论是元帅还是大将以下将级军官，
参加授衔仪式时，均着五○式军服，授
衔命令颁布后，即换上佩戴军衔的五五
式军装礼服。

辞授元帅军衔与申请降低军衔

从笔者见到的各方面表述看，毛泽
东辞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元帅军衔，
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辞授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元帅军衔，罗荣桓、叶剑英提
出降低为大将军衔。

在主动提出降低军衔上，叶剑英于
1955年1月20日在彭德怀、罗荣桓上呈毛

泽东 《关于元帅、大将、上将问题的报
告》上标注“我诚恳请求，我最多摆在
大将的军衔上”。

叶剑英获元帅军衔，无论是从军中
资历、贡献还是现任职务，都是实至名
归的。早在大革命时期，叶剑英就成为
国民革命军师长、第4军参谋长，与朱
德、贺龙、刘伯承一样都是北伐时期国
民革命军将军；加入共产党后，在各个
历史阶段，长期在总部中枢担任参谋长，
有“叶参座”之称。1954年6月19日，与
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
聂荣臻一起被增补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
会副主席，和先前已任副主席的朱德、
彭德怀、林彪一起构成中央军委的最高
层。这种轮廓，实际上已为一年后评授
元帅奠定了基础。

辞授大将军衔与申请降低军衔

许光达于1955年9月10日向毛泽东写
下请求降低军衔的文字，谦虚自言对中
国革命的贡献微不足道：“不要说与大
将们比心中有愧，与一些年资较深的上
将比，也自愧不如……请授我上将衔，
另授功勋卓著者以大将。”

许光达是贺龙的老部下。就资历与
任职看，仅在红二方面军或一野中，高
出许光达的也有几位。担任过红6军团军
团长、红二方面军副总指挥、八路军120
师副师长、第四野战军参谋长的萧克，
担任过红军大学校长、第一野战军副司
令员的张宗逊，担任过红6军团政委、第
一野战军第1兵团司令员的王震都是职高
资深之人。张宗逊、萧克、王震三人也
都进入彭德怀、罗荣桓15名大将人选名
单 （巧合的是，张宗逊、萧克、王震、
许光达四人均于1908年出生）。西北野战
军 （第一野战军） 后来评定正兵团级者
为张宗逊、王震、许光达、甘泗淇、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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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清五人（陶峙岳未计入）。张宗逊为一
野副司令员，甘泗淇为一野政治部主任，
王震、许光达分任一野第1、第2兵团司
令员，徐立清为1兵团政委；许光达为大
将，张宗逊、甘泗淇、王震为上将，徐
立清为中将。

1950年，许光达被中央军委选中挑
起组建人民装甲兵的重任。此后近20年
间，作为首任司令员，许光达为人民装
甲兵的创建与发展殚精竭虑，作出巨大
贡献。

许光达主动申请降衔是毋庸置疑的。
但有文指出许光达在降衔申请未果之时，
又递交“降级报告”，申请由行政四级降
为行政五级，应与事实不符。

1955年授予军衔时，军队并没有执
行国家行政级别，而是沿用1952年评定

的军队等级。1965年取消军衔时，军队
干部才改套国家行政级别。许光达为正
兵团级，1965年改套为国家行政五级。
那么10年前的1955年，即便许光达申请
降级，也应该是申请从正兵团级降为副
兵团级。所以，根本不存在许光达行政
降级之请。至于许光达的行政五级，大
多数正兵团级上将在1965年均改套为行
政五级。

在授予军衔的将官中，笔者想就粟
裕略谈一二。

粟裕，战争年代一直是率兵征战的
军事指挥官，而且仗越打越大，越打越
出色。粟裕不仅善于谋略、用兵，而且
极富远见卓识，总能提出自己的战略思
考与分析，是全军公认的统领大兵团、
指挥大战役的帅才。他指挥华中、华东

野战军在山东、淮海战场上展现了出神
入化般的指挥艺术，将国民党军重兵集
团一一歼灭。1949年10月以后，粟裕作
为人民解放军攻占台湾战役总指挥、准
备入朝作战的东北边防军司令员人选，
备受毛泽东器重。随后，粟裕出任总参
谋长坐镇全军军事领率中枢。以粟裕卓
著辉煌的战绩和备受垂青的重用，无论
在授衔之前还是其后的几十年间，认为
粟裕当授元帅军衔的声音总是不绝于耳，
实授大将军衔是评低了抑或是粟裕让衔
之举。于是，“两让司令 （粟裕曾主动
提出华中军区司令员由张鼎丞出任、华
东野战军司令员由陈毅兼任，自己担任
二人副职） 一让元帅”，就成为传诵一时
的佳话。

粟裕是否纳入元帅人选名单，迄今
笔者还未见到正式文载。虽有老同志文
章回忆说，毛泽东要给粟裕授元帅军衔，
只因粟裕谦逊让衔而未授。但粟裕以什
么方式让衔，还缺少直接佐证。1954年6
月刘伯承等人补选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
会副主席，同年9月新一届中共中央军委
成立，粟裕既未被补选为副主席，也未
于9月进入军委委员之列。从新一届中央
军委11名委员看，此时粟裕在军中地位
应是军委委员之后的第一人。前已有述，
基于现任职务所限，粟裕并没有出现在4
个月后彭、罗所列元帅人选名单中。邓
小平未授衔，那么只授予10名军委委员
为元帅，如此，战功卓著的粟裕列为大
将之首。

不论是否让衔 （笔者认为，当时元
帅人选范围还未扩大到军委委员之外，
应不会有让衔的可能性），还是囿于现任
职务而最终未能入选元帅名单，粟裕虚
怀若谷的谦逊风格在不同历史时期均有
体现，并为世人称颂。同时，评定大将

1955年国庆节， 李克农、 张爱萍、 邓颖超、 陈赓、 刘亚楼 （从左至右） 在天安门
城楼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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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并没有减低粟裕在人民心目中“一代
战神”的崇高形象。

另外，患病在身的徐海东辞授大将
军衔，邓子恢、张鼎丞等也有表示辞授
大将军衔。

辞授上将军衔与申请降低军衔

在开国上将中，周士第绝对是资历
深厚的一位。1924年就加入共产党、黄
埔一期的周士第，早年出任过孙中山陆
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副队长，国民革
命军第4军独立团参谋长、代团长，第4
军第73团团长。南昌起义第二天就任叶
挺为军长的11军第25师师长，陈毅为25
师73团指导员，林彪为73团3营7连连长。
南昌起义失败后，周士第退避香港，一
度脱离了党组织。此后，担任过红15军
团参谋长、红二方面军参谋长，抗战时
期任八路军第120师参谋长，解放战争中
任第18兵团司令员兼政委，1952年评定
为正兵团级。

宋任穷，红军长征时担任军委干部
团政委（团长为陈赓），1936年任红28军
政委、代军长。1952年评定为正兵团级，
1955年授衔前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军
委总干部部第一副部长。在1955年1月
彭、罗提交的大将人选大名单中居第11
位。2015年，在一次采访中，宋任穷之
子宋克荒说，父亲被评为上将，“实际
上他是符合大将条件的，父亲曾主动提
出降衔”。1965年军衔制取消时，当时任
大区中央局第一书记的宋任穷改套国家
行政四级。

李聚奎，年资也很老。有文章介绍
说，评其为大将军衔，“资历上是够
的”；1958年初准备补授李聚奎军衔时，
鉴于大将名额“不便轻易增加，组织上
正准备做李聚奎的工作，他就传来话：
‘就低不就高，上将就行！’问题在高风

亮节中迎刃而解”。
李聚奎1904年生于湖南，参加过平

江起义，1934年中央红军长征时，担任
红1军团第1师师长（当时1军团仅有两个
师，1师师长李聚奎，2师师长陈光），所
部乃是红军中主力之主力。谭政为该师
政治部主任，邓华、杨得志、黄永胜作
为其麾下团一级干部。不过，李聚奎在
解放战争时期并没有像邓华、黄永胜、
杨得志、杨勇那样指挥一个野战兵团征
战，在西满军区担任参谋长之后便转入
后勤领域，在东北军区后勤部和东北野
战军后勤部任参谋长、副部长，1952年
军队评级定其为副兵团级 （李聚奎时任
东北军区后勤部部长）。依笔者之见，以
此之级，1958年在李聚奎由石油工业部
部长任上回到军队任解放军总后勤部政
委而补授军衔时，被授予上将军衔也是
合适的。实际上，1955年1月彭德怀、罗
荣桓上报的元帅、大将、上将人选名单，
即便是22名大将人选名单中也没有当时
还在军内任职、副兵团级的李聚奎。他
是被列入上将人选名单中的。

担任总干部部副部长、负责军衔评
授工作的徐立清，曾是第一野战军第1兵
团政委，1952年评定为正兵团级，无论
是资历、贡献还是现任职务，理应是上
将人选。但以身作则的徐立清还是说服
彭德怀、罗荣桓，坚持降低自己军衔。
徐立清也成为日后177名中将中唯一的正
兵团级者。

评衔结果：综合平衡中的多样性

在人民解放军将官队伍中，有叱咤

风云、英勇无畏的战将，有艰苦备尝的
巾帼英雄，有反戈一击、阵前起义的国
民党军将领，有海外归国、献身军旅的
华侨……

独臂上将

担任过第一野战军第1兵团第1军军
长、后成为成都军区首任司令员的贺炳
炎，战争年代11次负伤，是著名的独臂
战将 （1935年12月在一次战斗中负伤，
军医贺彪用木锯锯掉贺炳炎右臂），1952
年评定为准兵团级，1955年荣获上将军
衔，是上将中唯一的准兵团级者。

贺炳炎与彭绍辉，两位著名的独臂
上将，一位失去右臂，一位失去左臂，
解放战争中二人均在彭德怀麾下一野，
分别担任第1军军长、第7军军长。

地域性很强、 地区标志性代表人

物

开国将帅中，上将军衔的乌兰夫、
韦国清是少数民族将领中军衔颇高的两
位。1952年军队评定级别时，韦国清定
为副兵团级，时任内蒙古自治区党政一
把手的乌兰夫未定军队级别。1954年，
乌兰夫出任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兼政委，
集内蒙古党政军职务于一身，作为地方
领导干部又兼有军队职务，和阎红彦一
样，作为个例被授予军衔。当时担任四
川省委第四书记兼成都军区副政委的阎
红彦，红军时期跟随谢子长、刘志丹等
创建陕甘根据地，这次也被授予上将军
衔。韦国清、乌兰夫、阎红彦，都是地
域性很强、地区标志性代表人物。

陶铸、李井泉、曾希圣等人也都曾
出现在1955年1月彭、罗上报的上将人选
名单中。他们担任省委书记兼任军队职
务，与他们情况类似的滕代远、谭震林、
张鼎丞、邓子恢、程子华、何长工、周
保中、李先念、王世泰等一批与军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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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深历史渊源、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央与
地方部门担任领导职务的同志，最终也
都没有授予军衔。尽管总干部部对这部
分“身份跨界”的领导干部设想过授予
军衔、评定出军衔但不授予、授予预备
役军衔等几种方案，但最终没有实施。

华侨上将和外籍将军

出生于菲律宾的叶飞，正兵团级，
上将军衔，是开国将帅中军衔最高的华
侨将军。新中国成立后，叶飞在地方和
军队都担任过领导职务。特别是在福州
军区、海军，叶飞既任过第一政委，又
担任过司令员，是萧劲光之后人民海军
第二任司令员，可谓能文能武、能民能
军。

洪水，越南籍，早年来中国在黄埔军
校学习，参加了长征，新中国成立后任解
放军训练总监部条令局副局长，获少将军
衔，是开国将帅中唯一的外籍将军。

起义将领

在1955年9月授衔的3098名起义、解
放的原国民党军军官中，原国民党军中
将陈明仁、陶峙岳、董其武被授予人民
解放军上将军衔 （1952年三人均被评定
为正兵团级），成为荣获人民解放军军衔
的3000多名起义、解放的原国民党军军
官中军衔最高者。三人均为国民党军战
将，陈明仁在滇西回龙山率部与日军大
战，董其武率部参加长城、绥远抗战，
陶峙岳率部参加淞沪抗战，都名扬一时。

1955年7月，董其武请杨成武转呈毛
泽东一封信，提出降低自己军衔，说：
“我过去有罪，不能被授予上将，至多当
个中将。”随后，杨成武传来毛泽东回
复：杨成武可以不当上将，董其武一定
当上将！

荣获上将军衔后，陈明仁激动地说：
“我从军30年，还是第一次荣获上将军

衔。我十分感谢共产党和解放军对我的
信任和关怀。”

开国上将中，1892年出生的陶峙岳
不仅是唯一一位保定军官学校毕业生，
也是最年长的上将。

女军官授衔

首次评授军衔时，李贞担任防空军
政治部干部部部长，1952年军队评级定
其为准军级。当时，女军人大批转业，
这也同样波及李贞。为此，18岁就投身
革命的李贞特地给军委写信表示仍想继
续留在军队工作。彭德怀在一次军委例
会上说：像李贞这样的女同志，再有10
个、20个，我看也可以留在军队工作。

1955年8月，总政治部干部部王宗
槐、孔石泉专门就李贞评衔呈报彭德怀、
谭政，指出综合李贞德才资全面情况，
“评大校低了”，建议评为少将军衔。建
议得到军委批准，李贞遂成为全军唯一
的女将军。其丈夫甘泗淇上将也是一名
老资格的政工领导，历任各级政治部主
任直至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二人也是
当年全军唯一的将军夫妻。

在女军人中，张琴秋是不能忘却的
一个。1924年便加入共产党的张琴秋，
担任过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方面军
妇女独立团团长、妇女独立师政委，是
那个时期红军将士中任职最高的女红军、
名闻巴蜀的红军女将。新中国成立后，
转业到地方的张琴秋担任国家纺织工业
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

补授军衔

1955年9月到1965年5月实施军衔制
期间，除元帅、大将军衔未有补授者，
其下将衔均有补授者。上将军衔补授二
人：1956年1月补授王建安（1954年率领
9兵团从朝鲜战场回国后，因病在青岛休
养，1955年因一些原因耽搁，延迟授

衔），1958年2月补授李聚奎。
中将军衔补授二人：聂鹤亭于1956

年补授，贺诚于1958年补授。
少将军衔，1955年首批授予798人，

1961年以前补授 15人；1961年后“开
闸”，大校晋升少将，到1965年取消军衔
前，由大校晋升少将547人。少将总计
1360名。

1988年中央军委确定33人为中国人
民解放军军事家 （1994年又增加3人）。
开国将帅中，元帅与大将20人均入选
（上将以下将官无人入选）。

在战争年代牺牲（或其他原因身故）
的叶挺、王尔琢、黄公略、许继慎、蔡
申熙、段德昌、曾中生、方志敏、刘志
丹、董振堂、左权、彭雪枫、罗炳辉等，
都是当年十分有代表性、英名远扬的军
队领导人。他们虽然没能看到新中国的
诞生、没能佩戴上元帅或是大将军衔的
肩章，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家或高级
将领行列中，他们是占有一席之地的。
他们立下的卓越功勋，永垂青史。

应该说，在人民共和国刚刚诞生、
国内剿匪和抗美援朝战争尚在进行、国
家和军队在新的历史时期刚刚起步之
时，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对军衔制的实施
几乎是没有犹豫，没有耽搁，从酝酿、
考证、审议到60多万名军官军衔的最终
评定，短短几年，可谓是一声令下，全
军上下闻令而动、雷厉风行，投入巨大
人力、物力、财力，军队等级与 《军官
服役条例》出台、编制军衔确定、军衔
评定全面展开，军服样式选定、全军服
装服饰焕然一新……无不展现出领袖们
决断的魄力与决心、军委领导强而有
力、军队各级组织极高的办事效率，是
权威性与组织性、纪律性与觉悟性的完
美展现。■

JSSL军事
史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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