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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装力量与建国大业

———首届全国政协中的军队代表及其政治影响

高民政

摘 要:“人民政协为新中国的建立做出了重大贡献。”人民军队也为人民政协的召开和新中

国的成立做出了重大贡献。解放军是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者，也是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的重

要组织者和参与者。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由 23 个单位共 134 人组成，解放军是筹委会委员最

多的单位之一。第一届政协代表中不仅有一批威名远扬的著名将帅，也有很多可歌可泣的战斗

英雄，解放军代表也是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中的大明星。在首届政协代表中，还有一批引人注目

的“特殊”代表，即来自国民党军队的起义或投诚人员。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中大量军人代表的

存在，在一定程度上明确展示和充分表明了武装力量在新中国政权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积极

作用。

关键词: 建党 100 周年; 解放军; 政协; 新中国; 武装力量; 军事政治学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大国民主模式与中国民主发展道路研究”( 17BZZ084) 。

作者简介: 高民政，国防大学政治学院教授。

“武装力量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考察一国的政治应当注视之，不然不能通

达。”［1］对于民主党派以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等社会政治力量在新中国成立期间的重要政治活动

和重大政治贡献，无论在官方文件还是领袖著作中，都有大量记录和不少论述，在国内外学界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研究的学术文献乃至影视文学艺术作品中也都有充分反映。但遗憾

的是，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新中国政权建立期间的重要活动及其功能作用的学术研究成果

却并不多见。无论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什么，不可否认的一个历史事实却是众所周知的: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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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产党缔造和领导的人民军队不仅在中国人民争取解放的民族民主革命过程中作出了巨大

牺牲和伟大贡献，为改造旧中国建立新中国奠定了重要的军事政治前提和武装力量基础，而且

在参与新中国人民民主政权机关建构和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发挥

了重要政治影响，做出了重大政治贡献。武装力量与国家成长之间的密切关系在新中国的成

立过程中得到了充分的证明。深度挖掘和系统研究人民军队参与新中国政权建设中的活动表

现，对于客观评价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历史贡献，以及深刻认识中国人民解放

军在中国现实政治生活乃至未来政治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都有极其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

意义。下面依据零星的历史文献资料对此做些初步梳理，试图描绘和还原一些历史真相。

一、解放军: 首届政协会议的重要筹备者

“人民政协为新中国的建立做出了重大贡献。”［2］解放军也为人民政协的建立和新中国的

成立做出了重大贡献。

解放军是首届政协会议的重要筹备者。史载显示，参加首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

会的解放军代表共有 7 人，是首届政协筹备委员会代表最多的单位之一［3］。根据新华社北平

十九日电称，参加首届政协筹备委员会各单位的组成人员名额最少 4 人，最多 7 人。其中每单

位 4 人者有: 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上海人民团体联

合会、中国致公党，5 个单位共 20 人。每单位 5 人者有: 民主建国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人

民救国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4 个单位共 20 人。每单位 6 人者有: 无党派民主人士、中华全

国民主青年联合总会、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国内少数民族，4 个单位共 24 人。每单位 7

人者有: 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人民解放军、工人、农民、产

业、文化、教授、华侨，10 个单位共计 70 人。以上 23 个单位总共 134 人。从这个名额分配表中

可以看出，当年具有 400 多万官兵的解放军作为一个“大单位”或“大界别”的确是筹委会名额

最多的单位之一。

参加首届政协筹备的解放军代表不仅名额多，而且影响也大。这是因为，参加首届政协筹

备委员会的代表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著名将领，具有很高的知名度和权威性。参加首届政

协筹备委员会的解放军代表身份如下: 朱德是中央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

放军总司令; 彭德怀( 未到北平前由罗瑞卿代) 是中央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解

放军副总司令兼第一野战军司令员; 林彪( 未到北平前由吕正操代) 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

战军司令员; 刘伯承( 未到北平前由滕代远代) 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司令员; 陈毅( 未

到北平前由李涛代) 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司令员; 聂荣臻是中央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

副参谋长兼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司令员; 叶剑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参谋长兼北平军事管

制委员会主任。著名军事将领的身份和广泛的知名度以及在全国各族人民心目中崇高的地

位，对于他们在首届政协筹委会中充分发挥军队代表的影响力显然是极为有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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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任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需要指出的是，虽然解放军有 7 名代表进入筹委会，但他

们并非作为一个团队在筹委会集体活动。政协筹委会委员一般都分散在各小组参加工作，因

此，军队政协筹委会委员也都被分散在各小组。如聂荣臻在第一小组，参与拟定参加首届政治

协商会议之单位及其代表之人数; 彭德怀( 罗瑞卿代) 被分到第三小组参与起草共同纲领; 刘伯

承( 滕代远代) 在第四小组参与拟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方案; 叶剑英被分到第六小组拟定国

旗国徽国歌方案，还担任了该组的副组长，也是进入政协筹备委员会的军队委员中唯一一个担

任筹委会小组领导的委员。军队政协筹委会代表被分散在各小组参加筹委会工作，客观上也

有助于在更广泛的领域发挥重要作用。

二、解放军代表: 首届政协会议的重要组织者

第一届全国政协大会主席团是全国政协会议召开期间的组织领导机构。关于大会主席团

89 人的名单和秘书长人选的提议，由周恩来代表筹备会提出并得到全场一致通过。解放军代

表的数量在政协大会主席团各界别中也是相对最多的之一。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主席团及秘书长名单如下: 主席团( 依所属单位次

序排列) :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陈云，彭真; 李济深，何香凝，李德全，谭平

山，陈铭枢，蔡廷锴，蒋光鼐; 张澜，沈钧儒，章伯钧，张东荪，史良，彭泽民，沙千里; 黄炎培，章乃

器，胡厥文; 郭沫若，马寅初，张奚若，李达; 马叙伦; 陈其尤; 许德珩; 谢雪红; 冯文彬。马明方;

薄一波; 陈毅; 高岗; 黄克诚; 连贯; 乌兰夫; 黄敬; 杜国庠。朱德，聂荣臻; 贺龙; 刘伯承; 粟裕; 罗

荣桓; 张云逸; 李国英; 卫小堂; 魏来国; 刘梅村。李立三，朱学范，陈少敏; 张晔，刘玉厚; 蔡畅，

邓颖超; 廖承志; 谢邦定; 陈叔通，盛丕华，李烛尘; 刘晓，朱俊欣; 沈雁冰; 梁希; 陈伯达; 成仿吾;

胡乔木; 潘震亚; 刘格平，张冲; 陈嘉庚，司徒美堂; 吴耀宗。宋庆龄; 陶孟和; 张难先，张元济; 张

治中，邵力子; 程潜，傅作义; 赛福鼎，刘英源，李时良。秘书长: 林伯渠。①

主席团 89 人包括: 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代表、中国民主同盟代表各 7

人; 民主建国会代表 3 人; 无党派民主人士代表 4 人; 中国民主促进会代表、中国致公党代表、九

三学社代表、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代表、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代表各 1 人; 各地区代表 9 人; 中

国人民解放军代表 11 人; 中华全国总工会代表 3 人; 解放区农民团体代表 2 人; 中华全国民主

妇女联合会代表 2 人; 其他全国性人民团体代表 8 人; 上海人民团体代表 2 人; 产业界民主人士

代表 3 人; 国内少数民族代表 2 人; 华侨民主人士代表 2 人; 宗教界民主人士代表 1 人; 特别邀

请民主人士 11 人。其中 11 位解放军代表是: 朱德、聂荣臻、贺龙、刘伯承、粟裕、罗荣桓、张云

逸、李国英、卫小堂、魏来国、刘梅村。可见，与解放军代表数量相同的只有特别邀请的民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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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该名单来自人民日报图文数据库( 1946—2021) 。《毛泽东等八十九人当选为大会主席团》，《人民日

报》，1949 年 9 月 22 日。



士界别。

除了明确作为解放军代表的 11 人之外，还有像陈毅一样的具有解放军身份或背景的主席

团成员。解放军代表几乎占了首届政协大会主席团人员的八分之一。

三、解放军代表团: 首届政协会议中的大单位

首届政协会议代表组成单位中，解放军也是最大的代表团之一。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

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各单位名单，经过有关各方面协商，由常务委员会根据筹备会第一次全

体会议决定。确定并邀请参加会议的共有 45 个单位的代表 510 人和候补代表 77 人，并特别邀

请了民主人士 75 人，共计 662 人。其中军队代表有 6 个单位，正式代表 60 人，候补代表 11 人，

分别占 45 个代表单位的 13. 3%，占 510 个正式代表的 11. 7%，占 77 个候补代表的 14. 3%。

军队 6 个单位及正式代表和候补代表的具体分布情况是: 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 包括

直属兵团及海、空军) 的正式代表 12 人，他们是: 朱德、聂荣臻、吕正操、李涛、傅钟、杨成武、李

国英、王诤、杨奇清、张学思、康克清( 女) 、刘善本。候补代表有: 贺绿汀、戴镜元。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正式代表 10 人，候补代表 2 人。正式代表有有: 贺龙、徐向前、

罗瑞卿、赵寿山、王世泰、李贞( 女) 、孙志远、王昭、任白戈、左协中; 候补代表有: 杜冠仁、陈播。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正式代表 10 人，候补代表 2 人。正式代表有: 刘伯承、滕代远、

杨立三、蔡树藩、钱信忠、卫小堂、布克、廖运周、曾克( 女) 、高树勋; 候补代表有: 张南生、马宁。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正式代表 10 人，候补代表 2 人。正式代表有: 粟裕、王建安、江

谓清、陈士渠、谢胜坤、唐国栋、何基澧、魏来国、黎有章、赖少其; 候补代表: 李兰丁( 女) 、杜

中孚。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正式代表 10 人，候补代表 2 人。正式代表有: 罗荣桓、李天佑、

韩先楚、苏静、钟赤兵、刘梅村、曾泽生、张轸、刘白羽、丁志辉( 女) ; 候补代表有: 胡奇才、黄

达宣。

华南人民解放军正式代表 8 人，候补代表 1 人。正式代表有: 张云逸、古大存、陈漫远、马白

山、吴奇伟、冯乃超、罗范群、黄宇; 候补代表有: 李进阶。

从上述名单上还可以看到，在解放军代表中有 5 位女军人代表。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从解放军单位代表名额的分配结果看，主要遵循的是大单位之间基本

平衡的原则，没有按照所在单位军人数量来分配名额。1949 年 2 月全军整编后的军队人数情

况是: 第一野战军共 15．5 万人( 6 月，增至 17．6 万人) ，第二野战军共 28 万余人，第三野战军共

58．1 万人，第四野战军共 88 万余人，华北军区野战部队共 23．8 万余人，以上野战军共 218 万

人［4］。6 月底 7 月初，华北军区野战部队第 18、19 兵团划归第一野战军，使第一野战军兵力增

至 35 万人。［5］1949 年 6 月，全军整编后达 400 万人［6］。新中国成立时全军总兵力为 448 万余

人。1950 年 3 月全军总兵力发展到 530 多万人。具体情况是: 一野和西北军区部队共 66 万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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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二野和西南军区部队共 124．5 万余人，三野和华东军区部队共 118．5 万余人，四野和中南军

区部队共 152．4 万余人，华北军区部队共 38 万余人，东北军区部队共 16．6 万余人，海军部队共

3．29 万人，空军部队共 4．19 万人。［7］

四大野战军人数虽然相差很大，但军队政协代表名额分配却完全相同，没有差别。这种安

排从形式上看起来不是很公平，但在实质上却富有深意。不以人数多少分配代表名额，或许暗

含着共产党领导下的武装力量“人民军队”的性质宗旨以及集中统一不可分割的体制机制。虽

然解放军在“打天下”中立下汗马功劳，但绝对不能自己“坐天下”，更不能在人民政权机构中以

兵力多少和实力强弱排座次分职位，这充分体现了各野战军将士在政治上的绝对平等，从思想

上和制度上根除旧中国军阀割据拥兵自重的陈旧观念和恶劣后果。

政协代表中除了名义上的“解放军”代表之外，在各“解放区”代表中，还有很多人本身也是

解放军干部，如著名军队将领陈毅、许世友就是属于华东区的代表，而不在“解放军”代表名单

中。可见，在解放区代表中，至少也包括不属于“解放军代表团”之名但却具有解放军之实的解

放军代表。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代表解放军在第一届会议上讲话的是“陈毅”，①而代表

名单上很清楚写明陈毅是“华东解放区代表”。事实上，很多非“解放军代表”的政协代表本身

也是刚刚脱了军装改任地方党政领导干部的原军队将领。这一点从新中国建立初期的“军政

委员会”中相当一批领导人也是军人就可以得到证明，他们中间有不少人当选为政协代表，只

是不具有“军队代表”身份或“名分”而已。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

中国革命道路的鲜明特点。

众所周知，解放军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地位比较高，加上在其他单位中还有不以解放军身

份但却具有军队背景的人员入选首届政协。因此，事实上以“解放军”为核心的军人代表在首

届政协会议中的分量还是比较大的。

四、基层官兵英雄模范代表: 首届政协中的一道亮丽风景

首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中的军队代表既有总部以及各军兵种各大野战军高级将领，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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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据新华社北平 1949 年 9 月 21 日电称，中国人民所渴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盛典———中国人民政治协

商会议，于下午七时在北平开幕。中国人民政协筹备会主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向大会

致开幕词，中国共产党代表刘少奇、特别邀请代表宋庆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代表何香凝、中国民主

同盟代表张澜、中国人民解放区代表高岗、中国人民解放军代表陈毅、民主建国会代表黄炎培、中华全国

总工会代表李立三、新疆代表赛福鼎、特别邀请代表张治中、特别邀请代表程潜、华侨代表司徒美堂等 12
人在当天的会上相继发表讲演。陈毅在讲话中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四百余万指战员，能派遣代表出

席人民政协大会，躬逢空前的人民革命盛典，认为是无上光荣。在此我谨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

员表示无条件拥护人民政协大会; 愿在大会领导之下将人民革命战争进行到底，保证新中国建设的顺利

进行。中国人民解放军随时准备着，听候中央人民政府的调用，为消灭残余敌人和保卫新中国的独立自

由而奋斗到底!”



基层官兵，特别是有一些来自基层部队的年轻军官和士兵，而且他们大多数都是著名战斗英雄

模范代表。由于刚刚取得全国主要地区武装斗争胜利，解放军还有继续承担武装斗争解放全

中国的艰巨任务，特别是相对于一般代表而言，著名军事将帅和英雄模范人物在人们心目中的

地位和形象都很高，所以他们在会议中的言行受到重视也是显而易见的。也就是说，特殊的时

代背景为解放军代表在首届政协会议上发挥重大作用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和氛围①。

这一点可以从李庄撰写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中国人民政协第一届会议特写》

的报道中得到印证。②

人民解放军的代表———战斗英雄李国英、卫小堂、魏来国、刘梅村被选入主席团，他们登上

主席台时，全体代表热烈鼓掌欢迎。

这些普通解放军官兵对于当选政协代表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跃然纸上。在《中国人民政

协代表访问记》中林洪撰写的《射击英雄魏来国》就是典型代表③。还有被誉为“我们的南丁格

尔”的第三野战军政协代表李蓝丁。［9］1942 年，李蓝丁是一个年仅 18 岁的团休养所卫生员，在

长江沿岸抗日游击战争的艰苦岁月，她在敌后带领伤员与敌周旋，经历了诸多艰险困苦; 解放

战争时期华东千山万水的战场上，她担任野战医院的医疗队长，随人民解放军转战黄河长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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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首届政协会议会场也有浓重的军队情。主席台上的布置简洁而美丽。主席台的正面悬挂着中国革命领

袖孙中山和毛泽东的画像，中间和两侧挂着中国人民政协的会徽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旗。会场的休

息室内挂满了全国各人民团体、各部队和各地区的贺幛和锦旗。记者报道新政协开幕式时写道，这是

“人民民主新中国开基立业的盛典”。当毛主席宣布这个盛典正式开幕，乐队立即奏起“人民解放军进行

曲”，礼炮在会场外隆隆齐鸣。最基本的背景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因革命武装斗争胜利而建国，军队

代表的高比例，政协会议奏军歌，完全合乎历史的逻辑。
李庄深情地写道: 这是人民民主新中国开基立业的盛典。这个盛典是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一日，在人民

首都北平举行的。毛主席宣布这个盛典正式开幕，乐队立即奏起“人民解放军进行曲”，礼炮在会场外隆

隆齐鸣。这是胜利的声音，我们在艰苦的斗争中深深地懂得，胜利是不容易得来的。中国共产党成立了

廿八年，人民解放军建立了廿二年，从开始到现在，一直领导全国人民，和国内外的敌人艰苦地战斗着。
这二十多年，使青年变成中年，中年变成老年，多少烈士为革命而英勇牺牲了，但是，人民终于胜利了，打

出了一个人民民主的新中国。于是全国人民表示竭诚拥护共产党、毛主席和解放军，全场代表也毫无例

外地热爱、尊敬共产党、毛主席和解放军。( 参见《“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中国人民政协第一届

会议特写》，《人民日报》，1949 年 9 月 22 日。
魏来国当年刚刚 25 岁，生长在山东荣成县一个贫农的家庭，16 岁时因家庭生活困苦，难以维持，再加上

日寇的摧残压迫，他便在一个泥水匠那里当学徒，同时加入了当时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青年抗日先锋

队，配合主力军，抗击日本鬼子。参加了解放战争中的许多重要战役，杀敌英勇，功勋卓著，荣获多项英

雄奖章: 南泉阻击战后，他被选为山东射击英雄，得到第一枚战斗英雄奖章; 1947 年白马关战役中，因杀

敌 92 人，再荣膺一等功奖章; 还有一枚是一级人民英雄章，是华东野战军纪念他三年多来杀伤敌人 360
余人而颁发的。1948 年在波兰首都华沙出席世界劳动青年大会时，魏来国受到各国青年热情欢迎与爱

戴，波兰中央社记者特别采访他的英勇事迹，并在报上专题发表。他时时被成群的男女青年包围，要他

讲述射击敌人的故事，大家都以和魏来国一起照相为荣耀。在回国途中路经莫斯科斯大林工人大学时，

学生们送给他一个美丽的高尔基石像，并对他说了这样一句话:“高尔基用笔打敌人，你用枪杆打敌人，

你们都是最光荣的人!”记者动情地写道:“今天我们的射击英雄魏来国又到了人民的首都，出席中国人

民政治协商会议，他是多么的荣幸啊!”参见林洪:《射击英雄魏来国》，《人民日报》，1949 年 9 月 22 日。



间，做伤兵敬爱的姊妹和保护者。她坚毅、果敢、忠心耿耿，舍身为伤兵服务，为前线的医务人

员树起了光辉的大旗。她当选政协代表时刚刚 25 岁。

五、首届政协中的特殊代表: 国民党军队起义投诚人员惹人注目

此外，我们特别注意到，在首届全国政协中还有一部分特殊的“军人”代表，即国民党军队

起义投诚人员，如蔡廷锴、陈铭枢、张治中、程潜、陈明仁、傅作义、邓宝珊、董其武等。他们中有

的既是重要代表又在全国政协主席团名单之中。也就是说，加上“解放军”代表，实际上的军人

代表数额大大高于法律或“正式意义”“表面意义”的军队代表。而且就张治中将军讲话内容来

看，其中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就是向尚未解放区域的国民党军队官兵喊话劝降。张治中在讲话

中说道:“我是一个国民党党员，并且是国民党负责干部中在过去二十二年的执政时期对国家

对人民负了多少罪过的一分子，来被特别邀请参加这一盛会，真是惭愧与欣幸交萦，内心充满

了矛盾情绪; 此时说话，真不知怎样说法才是。”面对国民党军队，他呼吁:“正告现在反动控制

下的全体官兵，各高级将领们: 你们应该明白，你们现在为何而战? 为谁而死? 眼前革命与反

革命，爱国与祸国，为人民与反人民两方面所显示的铁一般的事实和强烈的对照，你们还没有

看清楚吗? 你们不应该再被一派陈腔滥调的欺骗的宣传所蒙蔽，现在已经是你们觉悟来归的

最后机会了! 希望你们不要错过这最后的机会，毅然决然地走向人民队伍方面来!”

傅作义将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表示:“我坦白地说，过去我是一个反动分子，并且去年今

天，我还以解放军为仇，以共产党为敌，后来，我觉悟过来了，发现‘戡乱’政策的错误，决心遵循

人民的意志，实现北平和平。虽然，人民的生命财产没有遭受损失，工商业免于破坏，可能作为

新中国首都的北平文物建筑，得以保全，可是我知道我还很不够，我还要加紧的学习。这次包

括各 阶 层 人 民 代 表 的 中 国 人 民 政 治 协 商 会 议 的 召 开，我 能 被 邀 参 加，真 感 到 又 惭 愧，又

荣幸。”［10］

国民党军队起义投诚人员成为首届政协中的特殊代表，既反映了军人在新政协中的地位

和作用，也从另外一个侧面显示了新中国人民民主的广泛性和真实性。

六、政协里的军队代表: 中国政治生活中的重要角色

由上可见，中国人民解放军及其代表是首届政协会议的重要筹备者、组织者、参与者、宣传

者，是首届政协会议能够成功召开的重要功臣。解放军中“解放军”代表，“解放区”中的“解放

军”代表，再加上“共产党”代表中脱下军装的“解放军”代表，以及加上“特邀代表”中的原国民

党军队中已经起义投诚的“军人代表”，具有军人身份或职业背景的人数在首届政协会议上确

实占比较大。

虽然政协会议中的军队代表数量多少与其影响力并非绝对画等号，但数量多少在一定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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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上确实也反映了军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

从人民政协发展的历史上看，全国政协军队代表人数比例最高的有两个时期。一是第一

届( 1949—1954 年) 在 662 个总名额中达到 71 名，占 10. 7%; 二是第五届( 1978—1983 年) 在

2036 个总名额中达到 207 名，占 10. 4%。军队政协代表第一次人数比例高峰发生在新中国成

立时期是很正常的事情，联想到当时的国内政治形势，中国人民解放军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的人民军队，在推翻“三座大山”解放全中国，完成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中付出了巨大牺牲、做出

了巨大贡献，而且全国的解放任务还没有完成，很多地区的清匪反霸工作还相当艰巨，中国人

民解放军的军事行动还没有结束，因而在代行最高权力国家机关的中国人民政协会议中占据

较多名额是不难理解的。全国政协军队代表第二次人数比例高峰发生在粉碎“四人帮”不久党

和国家工作重心转向时期，很显然在一定程度上也与以叶剑英等一大批军队将帅为代表的中

国人民解放军在挽救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粉碎“四人帮”斗争中发挥突出作用分不开。相当长

的一段历史时期，全国政协军队代表没有固定比例和人数，但第九届和第十届，第十一届和第

十二届大体相同，基本趋于稳定，这一点也是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整体状况相吻合的。因

此，过低估计与过度解读军队和军人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都是不恰当的。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尚未召开之前，首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行了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最高权力机关的重要职能，因此，首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活动就成为

建立新中国新政权的最重要或最重大的政治活动。在新中国创建期间中国人民解放军与中国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武装力量在新生的人民政权建立过程中的政

治影响及其重要贡献。

汉斯·摩根索认为，武装力量永远都是一个国家政治力量的最重要的成分。历史也确实

表明，作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单位与重要组成单位之一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各位代表，

与其他各界代表一起，共同参与了开国初期的一系列重要政治决策与参政议政活动，对新中国

的成立以及国家的未来发展发挥了重要政治作用，产生了积极社会影响，做出了重大历史贡

献。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首届政协结束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历史使命之后，不仅继续

在政协中给军队保留了一定名额( 虽然人数有所减少) ，而且在新成立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

了一个特殊界别“解放军代表团”，为人民军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继续发挥积极作用奠定了重

要制度基础。

因此，无论是在新中国成立过程中，还是在之后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以及改革开

放之后，人民军队一直都是国家政权建设的重要力量，也是维护国家安全与社会政治稳定的坚

强柱石。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在中国由“大”向“强”发展的新长征中，人民军队也一

定能够继续发挥更大的积极作用。无论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无论在任何时候任

何情况下，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以及民兵预备役部队组成的武装力量，

都是坚决听从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的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政权的坚强柱

石，其“党的军队”“人民的军队”“社会主义国家的军队”性质和本色永远都不会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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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就是因为社会主义中国的武装力量不仅遵循“党指挥枪”的思想

理论原则，而且从新中国政权建设之初，就建立了一整套系统完善的人民子弟兵享受政治权利

参政议政的制度体制机制，解决了中国历代政治生活中一直都没有解决好的武装力量有序参

政、有效控制难题。也正是由于这一特点，使得中国的民主政治在当今世界的政治文明发展

中，表现出了与其它国家特别是与西方国家所不同的特点和优势。

在研究首届政协会议制度时，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问题值得探讨，即政治协商会议的组

成人员究竟应该称呼“代表”还是称呼“委员”? 从称呼的不同及其变化或许也可以发现其中蕴

含的深刻政治意义。与当下我们称呼政治协商会议组成人员为“政协委员”的习惯不同，新中

国成立前后特别是全国政协筹备会议以及召开会议期间，似乎很少称其成员为“政协委员”，多

数情况下是称“政协代表”。当时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称呼，笔者尚未发现相关机构和权威文

本有过明确解释和具体说明。但从今天称呼人民代表大会组成人员为“人大代表”和政治协商

会议组成人员为“政协委员”的区分推论，至少从表面上看是由于当时全国只有政治协商会议，

没有人民代表大会，因此在全国层面没有区分“代表”和“委员”的必要。而从更深层次分析，是

否因为当时的全国政协代表确确实实是全国各界通过包括选举和协商等各种方式产生的代表

性人物，不仅赋有“代表”不同界别利益的功能，同时也反映了“全国政协”实际代行“全国人

大”职责之意? 这与后来全国人大产生之后，选举产生人员的“人大代表”称谓不谋而合。因

此，在有了“人大代表”称呼之后，出现作为与“人大代表”相区分的称呼“政协委员”的概念就

成了很自然的事情。相对而言，目前的政协组成人员称作“委员”是否也与他们是通过“协商”

产生而不是“选举”产生，其代表性与通过“选举”产生的人民代表大会的组成人员相比，似乎也

有了性质和程度上的差异，也就产生了从称谓上加以区别的必要。以上推论是否属实，尚需史

学家通过具体详实的历史资料来补正。① 这个问题虽然与本文有所联系，但其性质与领域可能

已经超出笔者目前的专业与能力范围，或有必要再行深入调查，潜心研究，另文论述，此处不再

赘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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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笔者就此请教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研究权威浦兴祖教授，他认为，当时是中国人民政协会议第一次全体会

议( 代行全国人大职权) ，其成员称( 各方面推荐的) 政协“代表”; 由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选出的政协全

国委员会，在政协全体会议闭会期间承担作为统一战线组织的政协本身的任务，其组成人员称“委员”。
1954 年起不再举行中国人民政协全体会议，而直接举行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会议和政协地方各级

委员会会议。只有政协委员，没有政协代表。而政协第二次全体会议选出的中央人民政府，则在政协全

体会议闭会期间行使国家权力，类似于如今全国人大常委会( 加国家主席 /元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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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rmed Forces and The Great Cause of China’s Foundation:
the Army Ｒepresentatives of the First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 CPPCC) and Their Political Influence

Gao Minzheng

Abstract:“The CPPCC has made a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New China．”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 PLA) has also contributed significantly to the convening of the CPPCC
as well as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The PLA was not only the preparator of the new CPPCC，but also
an momentous organizer and participant of the first CPPCC．The preparatory meeting for the first CPPCC
consisted of 134 members from 23 units，among which the PLA was one of the units with the most
members of the preparatory committee．The first CPPCC representatives included not only a number of
famous generals and marshals，but also many epic combat heroes，and the PLA delegates were big
stars in the first CPPCC．Among the first CPPCC delegates，there were also a group of notable special
ones，namely uprising and surrendering personnel from the Kuomintang army．To a certain extent，the
presence of a large number of military delegates in the first CPPCC clearly and fully demonstrated the
important position and positive role of the armed forces in the regime construction of the new republic．

Keywords: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CPC; The PLA; the CPPCC; New
China; Armed forces; Military politics

Beginning with the End:
Continue to Write the Great Articles of“The Doctrine Precedes

the Problem”: The CPC Comitting Original Aspiration in
Upholding and Developing Maxism

Qiao Yaozhang

Abstract: Without revolutionary theory，there would be no revolutionary movement．The success
or failure of the revolutionary practice movement often depends on whether the theory of revolution is
scientifically selected，sticked to，and developed．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were born in the
historical torture of“doctrine and problem”，and originated with Marxist Communism，founded with
Marxism－ Leninism and Mao Zedong Thought，developed with Marxism － Leninism，Mao Zed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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