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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民兵一直是一个国家军事武装力量

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其与现役军队又存在着较

大的差别，《苏联军事百科全书》对民兵的定义是

“民兵是由不应被动员征集服兵役的公民，多半

是志愿者组成的军事或准军事组织，是人民群众

参加武装保卫国家的形式之一。”[1]中国共产党成

立以来，毛泽东与中共中央对民兵队伍建设非常

重视，1945年4月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总结

到“这个军队 （中国人民解放军） 之所以有力

量，还由于有人民自卫军和民兵这样广大的群众

武装组织，和它一道配合作战。在中国解放区

内，一切青年、壮年的男人和女人，都在自愿

的、民主的和不脱离生产的原则下，组织在抗日

人民自卫军之中。自卫军中的精干分子，除加入

军队和游击队者之外，则组织在民兵的队伍中。

没有这些群众武装力量的配合，要战胜敌人是不

可能的。”[2]1949年9月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

会议上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第2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民兵制度，保

卫地方秩序，建立国家动员基础，并准备在适当

时机实行义务兵役制。”[3]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兵组织暂行条例》颁布，全国范围内开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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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普遍民兵制，甘肃省对民兵的具体要求为“凡

年龄在18岁至45岁之间，政治纯洁，身无残疾

或精神病，家庭劳动力充裕的男性公民，都应编

到民兵组织中来；其中，18 岁至 25 岁的编为基

干民兵，26 岁至 45 岁的编为普通民兵；女性青

年也可编为普通民兵。民兵总数一般要占到总人

口的5～7％。”[4]1955年我国开始推行义务兵役制

后，“一些地方民兵工作有所放松，有的领导干

部认为实行义务兵役制后民兵就没有必要存在

了。在这一思想影响下，各地压缩民兵人数，收

缴民兵枪支，民兵工作被置于无足轻重的地

位。”[5]1958 年中共中央提出了“社会主义总路

线”，“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化运动”相继开

展，国际形势变得日趋严峻，8月在北戴河会议

上毛泽东提出了“全民皆兵”的思想，决定要在

全国范围内“大办民兵师”，甘肃省为了积极贯

彻中央指示于“1960年1月成立了中共甘肃省委

民兵工作组，以加强对民兵工作的领导。”[6]大办

民兵师运动开展以后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是由

于“大跃进”运动的影响，工作上还是出现了一

些失误，于是1962年6月毛泽东对民兵工作做出

了重要指示，他说：“民兵工作要做到组织落

实、政治落实、军事落实。”[7]这就是贯穿于整个

六十年代的民兵指导纲领民兵工作“三落实”。

此后，甘肃省民兵队伍建设一直遵从着这一纲

领，1965年，甘肃省决定召开第一届全省民兵大

比武，以检验民兵队伍建设成绩，比武结果证明

五十年代以来在毛泽东“全民皆兵”思想指导下

甘肃省民兵队伍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对于毛泽东全民皆兵思想以及甘肃省民兵队

伍建设的研究，学术界目前关注较少，何立波在

《文史精华》上发表的《大办民兵师运动始末》从

整体上对“大办民兵师”运动进行了初步的探

析。[8]范科琪《建国后上海城市民兵运动研究

（1958—1966）》对五十年代后期至文化大革命之

前的上海市民兵运动进行了系统性的研究。[9]此

外 ， 胡 娟 娟《我 国 大 办 民 兵 师 时 期 （1958—

1985） 的民兵建设探析》一文以湖南省民兵建设

为中心，对全国“大办民兵师”时期的民兵建设

做了一定程度的介绍。[10]而关于甘肃省民兵队伍

建设的研究则只有甘肃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

纂的《甘肃省志·军事志》一书。[11]

本文在查阅甘肃省档案馆关于甘肃省民兵运

动资料的基础上，对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文革

前这一时期甘肃省民兵队伍建设情况做一简要梳

理，旨在为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甘肃省民

兵队伍建设作有益探索。

一、毛泽东全民皆兵思想的提出

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国

内形势十分复杂严峻。国际上，从1957年开始一

系列事件导致台海局势和中美关系日趋紧张。

“1957 年 5 月美国派遣‘斗牛士’式导弹部队进

驻台湾。10月，国民党召开八大以后，台湾当局

将其总兵力的三分之一派驻到金门、马祖等沿海

岛屿，加强了对大陆的骚扰。”[12]1958 年，黎巴

嫩人民举行武装起义，美国政府以‘保卫黎巴嫩

主权’为借口，派军入侵黎巴嫩，中东局势顿时

紧张起来。“同年7月17日，台湾当局以‘中东

地区当前的爆炸性局势’为由，命令所有部队处

于‘特别戒备状态’不断出动飞机对大陆沿海进

行侦查、挑衅。”[13]美国也令其太平洋第七舰队进

入战备状态，美国政府还挑衅称“美国海军要随

时准备像在黎巴嫩那样在中国大陆登陆。在美国

的支持下，台当局叫嚣‘反攻大陆’一面派飞机

向云南、贵州、四川、西藏、青海地区散发反动

传单，空投特务；一面指使大小金门岛上的国民

党军队炮击福建沿海村镇，并派遣大批特务窜入

大陆，进行各种破坏活动。”[14]这些都对中国的主

权和领土安全造成了严重的威胁，并且阻碍了社

会主义建设。

就国内方面而言，虽然新中国成立后经过了

社会主义改造与镇压反革命运动，但是国内的安

全形势仍不容乐观“残存的反革命分子还没有彻

底肃清，被打倒的地主、富农和坏分子、右派分

子中有些顽固分子仍然会伺机破坏。”[15]与此同

时，1958年国内亦发生了一系列变革。5月，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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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正式制定了“鼓足

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16]

的总路线，随即“大跃进”运动也发动了起来。

至8月，北戴河会议通过《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

社问题的决议》，指出“人民公社是构成社会主

义社会和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组织形

式”[17]人民公社化运动也开始兴起。“全民皆兵”

正是在这种国际、国内背景下应用而生的。

1958年7月，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通过

的决议明确提出“必须积极积蓄和壮大后备力

量，贯彻执行把预备役和民兵合而为一、实现全

民皆兵的方针。”[18]同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

大会议在北戴河召开，会上正式通过了《中共中

央关于民兵问题的决定》，文件指出：“为了保卫

我国领土主权的完整和社会主义建设，保卫远东

和世界和平，制止和打败帝国主义的侵略，并且

在击败敌人进犯之后，乘胜追击，把敌人彻底消

灭于它的进攻出发地，从而解放那里的人民，根

绝侵略的后患，我国需要拥有一支强大的武装力

量。这支武装力量，除了必须建设强大的常规部

队和特种技术部队之外，还必须在全国范围内把

能拿武器的男女公民武装起来，以民兵组织的形

式，实行全民皆兵。”[19]同时这一决定，还对“全

民皆兵”这一概念作了界定“全民皆兵，就是以

人民公社为单位，逐步实行全民武装。一九六二

年，预计全国有七亿人口，除了地、富、反、

坏、右和残疾人员之外，把年满十六岁至五十岁

的能拿武器的男女公民，都组织在民兵之内，预

计约有三亿左右。其中又以复员退伍军人为骨

干，把年满十六岁至三十岁的男性青壮年组成基

干民兵，预计大约五千万。在农村中，以人民公

社为单位，根据生产组织情况和民兵多少，以基

干民兵为主，编为民兵大队、中队、小队。设正

职负责基干民兵，设副职负责普通民兵。在城

市，以厂矿、企业、学校，机关为单位，或者视

城市人民公社组织的形式以人民公社为单位，建

立民兵组织。这种武装起来的人民，既是民，又

是兵；既是生产队、学习队、工作队，又是战斗

队。”[20]

中央关于民兵问题的文件下达以后，很快就

在全国各地掀起了“大办民兵师”运动的热潮。

毛泽东本人对此更是十分关心，毛泽东的机要员

小李也参加了中南海里的民兵，有一次在训练之

余拍了一张扛枪的照片，拿给毛泽东看，毛泽东

看后非常欣慰，挥笔写下了《七绝·为女民兵题

照》：“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中华

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21]此外，1958

年底毛泽东在巡视大江南北后对新华社记者说：

“民兵这组织很好，应当推广，这是军事组织，

又是劳动组织，又是教育组织，又是体育组织。

帝国主义者如此欺负我们，这是需要认真对付

的，我们不但要有强大的正规军，我们还要大办

民兵师。这样，在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时候，就

会使他们寸步难行。”[22]

二、甘肃省对全民皆兵思想的实践

甘肃省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民兵组织，“起

源于20世纪30年代，在正宁、宁县、合水、华

池县的部分乡村建立的赤卫军 （队）。”[23]赤卫军

（队） 建立之后，即协助红军游击队开展游击战

争，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抗日战争、解放战

争时期，华池、合水、环县、曲子及宁县、正

宁、镇原、庆阳的部分地区，成为陕甘宁边区的

一部分，共产党领导各地人民，组建抗日自卫军

和民兵，配合八路军、人民解放军更加广泛地开

展革命斗争，为革命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甘肃省民兵工作的

方针是：“在老解放区，主要是整顿、巩固、提

高原有民兵组织，在新解放区，有条件、有重点

地建立民兵组织，以配合解放军和公安部门剿

匪、肃特，维持社会治安，保卫地方政权。”[24]

1958年中央下达“全民皆兵”的决定之后，甘肃

即开始认真贯彻执行。1960年1月成立了中共甘

肃省委民兵工作组，以加强对民兵工作的领导，

1960年2月8日至14日，在兰州召开了甘肃省民

兵工作会议，会议传达贯彻了全国民兵工作会议

精神，会议认为：“民兵既是兵，又是民，民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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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既是军事工作，又是群众工作。因此，必须

在各级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在搞好生产、做好中

心工作的前提下，积极开展工作。”[25]1960年3月

底，在兰州召开了甘肃省首次民兵代表会议，全

省各地的代表交流了大办民兵师的经验。1960年

4月，甘肃省委批转省民兵工作组《关于加强公社

及基层武装部建设的意见》，决定在人民公社和

大型厂矿配备专职武装干部。省委决定：“人民

公社和大型厂矿，一律设立人民武装部。人民公

社5万人口以上的配备专职武装干部2名，5万人

口以下的配备1名；大型厂矿，民兵在1.5万人以

上的，配备专职武干 2 名，民兵在 5000 人至 1.5

万人的配备 1 名，5000 人以下的，由党委指定 1

人兼管民兵工作；院校的民兵工作，指定专职或

兼职干部负责；机关民兵工作，在机关党组织内

分工1人管理。”[26]此后，甘肃全省掀起了大办民

兵师的热潮，11月初，即有定西、平凉两个地区

及兰州、白银、永靖、宕昌、玉门、敦煌、民

乐、山丹、高台等33个市县，实现全民皆兵，组

成 42 个民兵师。12 月底，全省实现全民皆兵，

民兵总数为3533,918人，占总人口的27％，其中

排以上干部 185,729 人，基干民兵 1386,762 人，

普通民兵 1045,438 人，女民兵 915,989 人。编民

兵师 80 个，团 827 个，营 5170 个，连 20,914 个，

排71,161个。在大办民兵师的同时，广大民兵在

“劳武结合”的原则下，积极开展练武活动。甘

肃省实现全民皆兵以后，民兵在各条战线上都发

挥了重要的作用，在剿匪平叛过程当中，各地民

兵一马当先，积极配合解放军行动，至1960年底

全省土匪被基本肃清。在经济建设过程中，榆中

民兵积极参加“引洮上山”工程；庆阳等地民兵

修水库、打水井；礼县民兵修公路、造果园，取

得了巨大的成就。

三、民兵工作三落实与甘肃省首届民兵大比武

11.. 民兵工作三落实民兵工作三落实

全民皆兵与大办民兵师运动开展以来，甘肃

省民兵建设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它也被纳入

“大跃进”这个大框架内，同当时提出的钢铁、

交通、文教等一系列“大办”一样，带有十分浓

厚的浮夸色彩。并且由于民兵数量很大，组织工

作没有跟上，因而不少地方未按上级要求进行编

组，出现了民兵工作不落实的问题；有些地方则是

“闭门造册”“纸上编兵力”。鉴于此，1962年6月

26日，毛泽东在中南地区视察工作时指出：“民兵

工作要做到组织落实、政治落实、军事落实，敌人

不管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地上冒出来的，怎么对

付，要有些办法。”[27] 此后，他又几次讲民兵工

作，进一步阐述三落实的内容：“民兵组织一定要

搞好，班、排、连、营编组好，要有强的干部；民

兵在政治上一定要可靠，特别是基干民兵；要搞些

训练，一有情况，能吆喝拢来。”[28]

毛泽东的上述指示传达后，中共甘肃省委、

甘肃省军区认真贯彻执行，把三落实当作一年一

度民兵整组的主要内容，大力推进民兵建设。首

先，培养了一批三落实典型，主要有康县人民武

装部、礼县何家庄民兵连、天祝县乌鞘岭大队民

兵连、宁县平子公社武装部长何致远；各军分区

培养的典型主要有敦煌县南湖公社南工大队民兵

连、康县嘴台公社武装部长祁成龙、临夏市枹罕

公社拜家大队民

兵营副营长包凤莲 （回族）、肃南县韭菜沟

大队民兵连副连长顾秀兰 （裕固族）、神枪手白

春花 （敦煌县女民兵）、李玉梅 （合水县女民

兵）。其次，为了落实民兵组织，甘肃省军区提

出了民兵组建方案，省委批发各地施行，使民兵

组织建设规范化。方案规定：“大县编师，小县

编团；大社编团，小社编营；一县一师 （团），

一社一团 （营）。民兵师可编多团，也可编多

营；民兵团可编多营，也可编多连。师、团番号

冠以县名和社名。以后又规定，县市民兵人数在

3000人以上的编师，3000人以下的编团；公社民

兵人数在千人以上的编团，不足千人的编营；生

产大队一般编连，生产队一般编排。”[29]再次，在

政治落实方面，1963年，大部分民兵连队建立了

学习制度，订有学习教材；多数连队组织了毛泽

东著作学习小组。1964年，开展创造“四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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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连队和“五好”民兵的活动，促进了民兵思想

革命化。最后，为了做到军事落实，甘肃省委和

省军区主要抓了军事训练，取得了许多实际的军

事技术成果。1962年和1963年，全省共训练民兵

干部和基干民兵23.3万余人。1964年训练147,583

人，其中专职武干1864名，民兵干部29,846名，

基干民兵115,873名；参加实弹射击76,017人，及

格以上的 65,981 人，占实弹射击总人数的 86％。

夏季，全省有7.4万余民兵参加军事野营活动。

22.. 甘肃省首届民兵大比武甘肃省首届民兵大比武

从全民皆兵思想提出到民兵工作三落实的调

整，甘肃省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来建设民兵队伍。

1965年，为了检验和促进民兵军事训练，甘肃省

军区与甘肃省体委决定于1965年2月17日至3月

3日在兰州市举办甘肃省首届民兵比武大会，“初

步预计需经费五万余元，由于经费较紧张，故而

决定由体育事业费开支一万元，其余部分全由省

军区负担。”[30]

为确保民兵比武顺利举办，甘肃省军区与体

委为大赛制定了一系列的规程。首先，参加比武

民兵条件为“必须是政治可靠，思想好、身体健

壮的工人、贫下中农出身的优秀男女民兵，其中

女民兵各代表队不应少于30%，同时还应注意物

色一些对敌斗争方面的英雄模范人物，并适当照

顾民兵尖子连队派人参加比武。”[31]此外，民兵选

手产生，采取由各区（分局）武装部推荐结合评

比产生，最后由分区审查确定并集中训练。且必

须具备如下条件之一“步枪在 100 米，对胸环

靶，卧姿有依托。每人13发子弹（三发试射，十

发记分射），记分射环数在80环以上者或十发弹

着密集不超过20厘米者；轻机关枪在100米，对

胸环靶，卧姿。每人12发子弹（三个单发，三次

点射），单发全部命中，点射有两个连中者 （命

中5发以上）；其它项目均为本地区（单位）尖子

选手者。”[32]其次，参加单位和比武人数：“由十

一个专、州各自组成代表队。第一代表队，兰州

市50人 （含带队干部4人）；第二代表队，天水

50人 （含带队干部4人）；第三代表队，定西45

人 （含带队干部 3 人）；第四代表队，平凉35 人

（含带队干部3人）；第五代表队，庆阳35人（含

带队干部3人）；第六代表队，临夏35人 （含带

队干部3人）；第七代表队，武都35人 （含带队

干部3人）；第八代表队，武威35人 （含带队干

部3人）；第九代表队，张掖35人（含带队干部3

人）；第十代表队，酒泉 35 人 （含带队干部 3

人）；第十一代表队，甘南 24 人 （含带队干部 3

人）。省军区三个直属厂矿武装部，只派代表参

加个人单项比武，不计团体名次，共参加16人，

组成第十二代表队，其中，兰州铁路局6人 （含

带队干部 1 人）；五〇四厂 8 人 （含带队干部 1

人）；第二工程处 4 人，（含带队干部 1 人）。另

外，参加民兵调演人数为90人，其分配为何家庄

民兵连15人；西和县川口大从民兵连15人；庆

阳环县双城民兵连15人；武威古浪县暖泉大队民

兵连 15 人；临夏东乡县尕常大队民兵连 15 人；

甘南夏河曼克尔克尔大队民兵连 15 人。”[33]再

次，具体比武项目有：“步枪精度射击；步枪对

隐显目标射击；步枪应用射击；步枪五人小组对

抗射击；步枪遮目分解、结合；轻机枪精度射

击；轻机枪隐显目标射击；轻机枪应用射击；小

口径步枪 10+30；小口径步枪 3×10；手榴弹投

远、投准；通信：快速收、发报。除以上比武项

目外，并指定下列代表队组织表演项目有对空射

击，由天水、兰州、酒泉分别组织表演；半自动

步枪速射，由兰州组织表演夜间闪光射击，由兰

州、庆阳、天水分别组织表演；重机枪射击由平

凉、武威分别组织表演；迫击炮射击，由天水、

庆阳分别组织表演；地雷爆破，由张掖、定西分

别组织表演；战术 （单兵、小组进攻） 由临夏、

定西分别组织表演；战斗勤务，由天水、武都组

织表演；战场救护，由兰州组织表演；有线电综

合作业，由甘南进行表演；步谈机综合作业，由

各分区分别组织表演；无线电综合作业 （多

项），由兰州、临夏分别组织表演；参加表演项

目的各项实施条件由表演单位自订，此外还可根

据各地情况，自选特技表演项目。”[34]最后，比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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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和评比方法如下：

射击类中，精度射击，实施方法为射手根据

口令进至射击地线，作好射击准备，听到‘放’

的口令后，即行射击。评比方法为个人按命中弹

数、命中环数取第一、二、三名；单位按总环数

评定，多者领先。隐显目标射击，实施方法为射

手根据口令进至射击地线，准备时间一完目标出

现，射手自行射击。评比方法为个人按命中弹

数，命中环数取第一、二、三名；单位按总环数

评定，多者领先。应用射击，实施方法为射手根

据口令作好射击准备；听到“前进”的口令时立

即前进，发现目标，选择有利地形自行射击，目

标隐蔽后，根据口令继续前进。依此方法射完全

部目标。评比方法为个人命中靶数、命中弹数取

第一、二、三名；单位按命中靶数、命中弹数的

总成绩评定，多者领先。步枪对抗射击，实施方

法为对抗两方的射手，对正自己应射击的靶子，

在出发地位（距射击线30—50米）卧倒，当听到

“前进”的口令后，即跃进至射击地线卧倒，装

子弹、定表尺开始射击。射击中可相互支援，直

至一方将代表对方的全部靶子消灭或听到“停止射

击”的口令时为止。评比方法为两队谁先将代表对

方的靶子全部消灭为胜；各代表队通过循环赛，胜

的场次多者领先，两者相等时，时间短者为胜，若

胜的场次、时间皆相等，则两队重赛一次。而手榴

弹投射的实施方法为投弹手根据口令进至投弹地

线，作好投掷准备，听到“投”的口令后进行投

掷。评比方法为以梯形投弹场内最远的一枚计算成

绩。个人远者领先，取第一、二、三名；单位按参

加人数的投掷平均距离评定成绩。[35]

其他项目的设施方法与评比方法则是按1960

年国家体委审定的竞赛规则执行。

虽然此次比武是甘肃省首次举办全省性的民

兵比武活动，各个方面都显得有些仓促，但是仍

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比武大会各项比赛共产

生前三名五十名”[36]“步枪一百米精度射击十发

命中90环以上者占该项总人数的42%，表演射击

时48人命中90环以上者占86%，有四人是99环,

其中定西代表队女民兵张桂英更是两次以十发命

中100环，取得步枪精度射击最高成绩。”[37]实践

证明，毛泽东与中共中央所提出的全民皆兵思想

是十分正确的，参加比武大赛与民兵调演活动的

全体选手一致认为“通过这次比武和调演大会，

使我们提高了思想，学到了技术，交流了经验，

为进一步苦练过硬本领和更好地开展民兵文艺活

动，创造了良好条件。”[38]此外，比武大会还表

明，“由于全省各地认真贯彻了民兵工作三落实

的指示，全省广大人民群众通过阶级、阶级斗争

教育，提高了阶级觉悟，增强了国防观念。”[39]

经过这次民兵比武大会全省各地对全民皆兵

思想与民兵工作三落实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建

设好民兵队伍的热情亦是愈发高涨。以岷县地区

为例，1965年下半年，中共岷县委员会发表的关

于上半年民兵工作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中明确

指出“今后民兵队伍建设要围绕生产中心，以

‘三落实’为内容，进行连队互相之间的评比竞

赛，根据农活季节，利用生产空隙，本着有利于

生产的原则，继续采取机动灵活的方式方法，在

突出政治的基础上抓好组织落实和军事技术训

练，还可以继续运用比武表演等形式树立标兵，

提高质量。同时组织好民兵的文娱，体育活动，

锻炼身体，增强体质，适应战时需要。总之，要

达到一旦有情况就能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

能胜，巩固后方，保卫建设，支援前方。”[40]

四、结语

1958年毛泽东与中共中央提出全民皆兵思想

以后全国各地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办民兵师运

动，甘肃省亦积极行动，虽然此次运动是与大跃

进及人民公社化运动交织在一起共同进行的，中

间不免犯了一些错误，但是所取得的巨大成绩仍

然是不容忽视的。1962年毛泽东根据形势提出了

民兵工作“三落实”政策，甘肃省坚定地贯彻执

行，并且在1965年成功举办了首届全省民兵大比

武，取得的成就是显著的。从1958年开始的这一

系列民兵运动对于我国国防、经济建设所起到的作

用也是有目共睹的。虽然，当今时代随着世界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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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科学等的发展，现代战争越来越科技化，但是

军事本身的决定者还是取决于人，毛泽东所提出的

全民皆兵的人民战争思想仍未过时。

居安思危，虽然我国目前所处的国际环境是

基本稳定的，但是和平要以实力为后盾，要靠强

大的国防来维护，我国民兵有双重使命，对内是

维护社会稳定，巩固基层政权的重要组织，也是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突击力量，对外是配合常

备军的重要后备力量，要维护国家安全。因此，

建设一支强大的民兵作为国防后备力量仍然是十

分重要的。

参考文献：

[1]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 .苏联军事百科全书：军

队建设卷[M].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82:537.
[2]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6:941.
[3]张静如 .中国共产党通史[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

社，1997:193.
[4][6][7][11][23][24][25][26][28][29]甘肃省地方史志编纂

委员会 .甘肃省志：军事志（下）[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1:1525，1534，1542，1502，1514，1534，1535，1542，1543.

[5][8][14][18]何立波 .大办民兵师运动始末[J].文史精

华 .2006（7）:4，4，4，4.
[9]范科琪 . 建国后上海城市民兵运动研究（1958—

1966）[D].复旦大学硕士论文,2009.
[10]胡娟娟 .我国大办民兵师时期（1958—1985）的民

兵建设探析[D].中南大学硕士论文，2010.
[12][13]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

卷（1949—1978）[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634，635.
[15]武卫国 .民兵政治知识讲话[M].上海：上海人民出

版社，1958:3.
[16][17][19][2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建国以来重要文

献选编（第十一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292，
450，468，469.

[21][22]毛泽东，著．徐涛编，著 .毛泽东诗词全编[M].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3:217，218.

[27]当代湖南民兵编写组 .当代湖南民兵[M].长沙：长

城出版社，1990:98.
[30]甘肃省体委 .呈请批准开支民兵比武大会用经费

由[A].兰州：甘肃省档案馆,档号:259-001-0317-0001.
[31]甘肃省体委甘肃省军区 .关于召开甘肃省首届民

兵比武大会的通知[A].兰州：甘肃省档案馆,档号:259-001-
0317-0002.

[32]中国人民解放军甘肃省兰州军分区 .关于参加省

首届民兵比武事[A].兰州：甘肃省档案馆,档号: 259-001-
0317-0003.

[33][34]甘肃省比武办公室 .甘肃省首届民兵比武大会

规程[A].兰州：甘肃省档案馆,档号:259-001-0317-0006.
[35]甘肃省比武办公室 .甘肃省首届民兵比武动会评

比细则[A].兰州：甘肃省档案馆,档号: 259-001-0317-0007.
[36]甘肃省比武办公室 .甘肃省民兵比武大会各项比

赛个人获奖名次表[A].兰州：甘肃省档案馆,档号:259-001-
0317-0011.

[37]甘肃省军区甘肃省体委 .甘肃省民兵比武大会情

况报告[A].兰州：甘肃省档案馆,档号: 259-001-0317-0015.
[38]甘肃省比武办公室 .甘肃省首届民兵比武、文艺调

演大会全体选手、业余演员致全省民兵的倡议书（初稿）[A].
兰州：甘肃省档案馆,档号: 259-001-0317-0012.

[39]甘肃省比武办公室 .首届民兵比武大会的闭幕的

讲话[A].兰州：甘肃省档案馆,档号: 259-001-0317-0014.
[40]中共岷县委员会 .关于上半年民兵工作情况和今后意

见的报告[A].岷县：岷县档案馆,档号: 001-y01-0005-0313.

注：本文系兰州大学2021年党建研究重点课题

“讲好党的故事研究”，项目编号：LZU DJ-

202105。

作者简介：苏勇（1995—），男，回族，甘肃岷县人，

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20级硕士研究生，主要

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赵维玺（1974—），男，

汉族，甘肃天水人，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近代西北边疆

史、晚清人物研究。

（责任编辑：马宝明）

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