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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軍方在「文革」期間勢力的急劇膨脹和所擔負維持秩序的重要角色，已

為各方所詳知與注意，相形之下，其在19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大躍進運動中的

角色，卻鮮受到關注，以致造成無足輕重的印象和觀感。就現有大躍進相關研

究成果而言，原焦點多集中在上層的發動與「宮廷政治」的運作，其後地方運動

發展之研究漸已增多，針對個別部門、領域的探討也逐步出現。然而，有關中

共軍方對此一運動之參與和活動的研究，迄今卻仍屬空白。

對於大躍進運動中的中共軍方活動的探討，是還原、重建大躍進運動主要面

貌和深化大躍進研究的一項必要工作與嘗試。中共軍方對於大躍進運動之參與程

度為何？甚麼因素驅動其反應、作為？軍隊有何具體的活動內容和躍進計劃？以

及其牽動的政治效應又有哪些？這些皆是本文欲試圖回答的問題。

本文認為：中共軍方對大躍進運動既不能置若罔聞，也不會袖手旁觀。相反

地，對於這場「敢教日月換新天」的運動，中共軍方既熱烈聲援、不吝支持，軍隊

內部也呼應大躍進的脈動，推出多項自身的計劃和活動，藉以顯示軍隊不落人

後、亟思進取的殷切。如同地方與其他部門，軍方也遭遇了「頭腦發熱」下所帶來

的艱難處境。值得一提的是，中共軍方在運動窒礙難行之時愈益吃重的馳援角

色，以及其在克服本身困境上展現的能力、方式以及累積的聲望，皆為中共軍方

在1960年代地位的上揚和「文革」時對中國大陸政治的全面參與，埋下了重要的

伏筆。此外，中共軍方對大躍進始末的親歷和體會，亦對其後續的政治傾向產

生一定的影響。

一　影響中共軍方參與大躍進之因素與動力

有關影響中共軍方對大躍進運動參與的原因，以下將分別從兩方面進行探

討：一是中共行之久遠的建軍傳統原則；另一是運動期間軍方高層的態度與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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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百年中國與世界 （一）建軍傳統：以黨領軍與工作隊任務

按中共黨軍關係的設計，「以黨領軍」、「黨指揮槍」乃是最核心的基石。當

中共中央決定發動大躍進，軍方表態支持乃是「題中應有之義」。

在大躍進啟動的階段，為推動軍方加入運動，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w

力頗多：一方面，強調「黨委要抓軍事」，主張貫徹「在黨中央統一領導下的軍事

系統和地方黨委對軍隊的雙重領導制度」，藉機加強兩者的關係和聯繫，作為軍

隊爾後參加各地建設工作，接受地方黨委領導的先決條件；另一方面，對於軍

方領導也曉以利害，表明大躍進成否事涉軍方，促之出力、共襄盛舉。另外，

將大躍進期間原定糾「左」議程逆轉為「反右傾」的1959年廬山會議，會中毛澤東

以「你解放軍不跟我走，我就找紅軍去，我就另外組織解放軍。我看解放軍會跟

我走的」言語，向彭德懷攤牌1，在一定意義上，也是以「黨指揮槍」的名義逼後

者就範、屈服。

在中共建軍傳統中，軍隊被界定為一具有多重性功能的勁旅。在「槍桿子出

政權」的革命歷程中，軍隊兼是「戰鬥隊、宣傳隊以及工作隊」。因此，對於以改

天換地為職志、發展生產力為核心的大躍進運動，軍隊無疑也被寄予厚望。

1958年5月，在正式發動大躍進的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劉少奇強調：「人民解

放軍是社會主義事業的保Ö者，又是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希望借重軍隊年

輕力壯的組成、枕戈待旦的鬥志以及上行下效的紀律，加倍地為席地捲起的建

設、生產高潮投入力量。軍隊必須從事經濟生產和扮演其他非軍事性活動的「工

作隊」角色，在大躍進中刻意地被凸顯、放大，在此之下，軍方更感匹夫有責、

捨我其誰。然而，這也對軍隊在如何安排、分配自身時間和精力上造成難題，

亦即增加軍隊在多重任務中顧此失彼、分散失焦的可能性。

（二）軍方高層意向與情勢

大躍進運動前後，中共軍方高層的態度與變動，對於軍方參與大躍進亦產

生重大的影響。1958年「反教條主義」的升級和1959年廬山會議造成軍方首長的

異動，無疑是其中兩起最重要的關鍵事件。

「反教條主義」本是軍隊內部針對先前學習蘇聯經驗中，出現照抄照搬、忽

視國情現象的一種檢討和反思。但隨w毛澤東和其他中共領導人決心邁出中國

自身的建設道路，進而確定採用大躍進之發展思路和戰略後，相較於地方的宏

圖抱負，軍隊的態度則顯得滯後。鑒此，毛澤東責成鄧小平、林彪協同負責中

央軍委日常工作的國防部長彭德懷，在大躍進躁動的氛圍下，加大軍中「反教條

主義」的力度，對軍中主管訓練事宜的高級幹部，如劉伯承、粟裕、蕭克等人加

以打擊。

在「反教條主義」中，彭德懷自身正是獲益於大躍進高漲的情勢，對於如火

如荼的大躍進，自不可能不思有所回饋，更何況彭本人也逐漸相信、接受該運

動實是中國「富國強兵」之捷徑。故動員其麾下數以百萬計的軍隊獻身大躍進，

或是彭自認對運動力所能及的付出和努力了2。事實上，軍隊對於1958年下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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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應、支援大躍進的過度熱忱和投入，還曾引發毛澤東「軍隊經常要訓練，否則

就不是軍隊了」的批評3。

雖然彭德懷「熱中有冷」，阻止在軍隊內部採行更「左」的主張和做法，然實

如彭晚年所述，在察覺黨內歷次錯誤路線的危害上，其總是後知後覺4，對大躍

進亦不例外。俟彭德懷開始對大躍進產生懷疑並持以保留態度，以至彭在廬山

會議「中箭下馬」為止，運動已開展年餘。易言之，有別於一般對「彭德懷反『三

面紅旗』」的化約看法和簡單形象，在其治軍下，無論是出於主動或被動，中共

軍方對大躍進的參與形式、活動內容，在其任期內業已大致成形，後繼者林彪

之作為，實多不脫「彭規林隨」。

然而，林彪在軍方後續對運動的參與和活動，仍有火上加油的重要影響。

林彪在廬山會議上以捍Ö大躍進面目與名義參與倒彭，改由林彪統管的軍隊對

於運動的介入程度，自不能次於前任，最起碼要維持先前的投入和熱情5。在軍

中開展「反右傾」，整肅異議之聲，乃是迅速見效的方法，前後計有17,212人被扣

上各類政治帽子6。林對於大躍進逐漸浮現的弊病與後遺症，更只能暫且視若無

睹，從而擴大了軍隊在運動後期所承受的問題和壓力。

簡言之，從標榜「以黨領軍」原則和軍隊也需擔任「工作隊」使命的中共建軍

傳統，至斯時軍隊前、後領導人受氣勢澎湃的運動氣氛所感染的振奮、急於求

成的心理和個人利益計算的動機等因素，皆使得中共軍方和軍隊非但不會在「六

億神州盡舜堯」的大躍進中缺席，傾全軍之力更是其唯一的行為選擇。

二　中共軍方對運動之參與作為與計劃舉措

中共軍方對於大躍進的參與和活動，依照其角色和作為的性質，可概分為

四類：

（一）支援活動：參與建設、協助生產

中共軍方參與大躍進，最直接的方式莫過於履行其「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

者」的角色，亦即加入全國建設的行列和工農生產的隊伍。

在大躍進蓄勢待發前後，中共軍方即開始動員軍官家屬還鄉生產；安排一

些軍屬機構集體轉業，並動員復員轉業軍人投入國家建設。俟運動全面啟動

後，軍方更是躍躍欲試、奮進向前7。中共軍方制訂了相關決定和方案，指導軍

隊行動。例如：1959年2月18日，《解放軍報》公布總政治部發出的〈軍隊進行工

農業生產的指示〉，其規定：部隊每年以兩個月的時間參加勞動生產，其中一半

時間幫助人民生產和參加國家某些建設工程的修建，另一半時間從事自身的工

農業生產。總政治部另於1959年1月18日擬定的〈關於軍隊參加社會主義建設工

作綱要〉，也在3月13日經中共中央批准頒布施行。

對於作為大躍進主要標誌的大煉鋼鐵運動，軍方自不會等閒視之。1958年

8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出要於年內完成1,070萬噸鋼鐵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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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百年中國與世界 標的決定後，9月16日，中央軍委就號召全軍在不影響戰備訓練的情況下，以

戰鬥精神積極支援國家鋼鐵生產。事實上，對於大煉鋼鐵的熱情，軍隊不下

於其他部門和單位。例如：在1958年，空軍方面出了20萬個勞動日參加鋼鐵基

建工程，收集廢鋼鐵約1,500噸；為支援鋼鐵運輸，出動汽車1萬餘輛次，派出

運輸機25架；自建煉鋼煉鐵爐253座，煉出鐵760噸、鋼197噸8。由公安軍改

編成的總參謀部警備部，其部機關和下轄各師隊，也都搞起煉鋼爐，「想用小

煉鋼爐搞他幾萬噸鋼鐵」9。部隊領導和行伍對煉鋼鐵的高昂情緒，由此可見

一斑。

此外，軍隊中發熱、過火的情形也終不可免。譬如：旨在培養國防現代化

建設人才的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也曾發生部分系所組織學員外出挖煤的情

形，引起院長陳賡的批評bk。後來受彭德懷牽連的總後勤部長洪學智，對於為了

煉鋼燃料所需，甚至「連一些軍營M的松樹都砍了」的做法，甚為不悅bl。

軍隊對大煉鋼鐵的支援，更長期地反映在對各地大型鋼鐵廠生產、貨料

運輸以及擴建或新建工程之參與，例如：在1959、60年，上海、包頭、鞍山、

重慶、武漢、昆明等地的主要鋼鐵廠，皆可見軍人從中奔波、效力的紀錄和蹤

影bm。此外，軍方對水利工程建設、重點建設工程、加工訂貨、輔助生產、支援

農業生產、交通工程建設，都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若以大躍進的主要三年1958至1960年為計，根據《解放軍報》的資料：1958年

全軍共以5,900多萬個義務勞動日參與各地建設和生產；1959年義務勞動日有

4,000多萬天；1960年則達到4,600多萬天bn。三年共計1億4,500萬個義務勞動日，

平均每年4,800萬天。相較於改革開放後從1979至1998年全軍共投入的4億8,000個

勞動日，年均2,400萬天bo，軍隊在大躍進三年對生產、建設的總勞動日數，幾

近是改革開放二十年的三分之一；年均日更高達兩倍。從相關比較數字看，可

得知中共軍方在大躍進中「獻身」國家、社會生產的熱烈和密集度。

（二）輔助活動：大辦民兵、整頓公社

1、大辦民兵

大辦民兵活動的源起，主要針對1958年中東問題和台海情勢緊張而生，軍

隊的角色與任務，乃在於協助民間單位進行組織、訓練和裝備。但如同其他領

域的工作出現的「大辦」風潮，軍方參與的民兵建設也有浮誇不實的情形。

1958年8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中共中央關於民兵問題的

決定〉，要求「以民兵組織的形式，實行全民皆兵」，並需要「軍事系統大力協

助」。次月底，毛澤東提出：為使來犯的帝國主義寸步難行，不但要有強大正規

軍，還要大辦民兵師。軍方對之響應、支持，高倡「發揚勞武結合的光榮傳

統」。10月7至18日，總參謀部在當時以興辦人民公社聲名大噪的河北省徐水縣，

召開全國民兵工作現場會議，提出結合生產、大搞民兵師的要求。1959年，

軍方提出軍隊要在地方黨委統一領導下努力進行民兵工作，在整社中幫助整頓

民兵組織，並以戰略眼光看待相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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籌辦民兵事宜在1960年初又達到一個高峰。1960年1月，中共中央召開上海

會議，林彪在其關於國防問題的報告上，提出建立600個基幹民兵師的口號。這

無疑為先前組建民兵一哄而起、片面追求數量和形式的做法，產生推波助瀾的

作用。同年4月，為推動民兵建設、總結交流經驗，中央軍委在北京召開全國民

兵代表會議，會後不久，總參動員部匯總全國民兵的數字高達2億4,000萬，其中

基幹民兵則有9,000萬bp。不過，以上數字應有灌水之嫌，以致中共中央軍委中

分管民兵建設的羅榮桓，本身都不予採信，要求檢覆核實。

然而，大辦民兵的運動，從1960年下半年起步入緩停、整治的階段。一方

面，大躍進的弊病對於相關工作的持續造成嚴重的干擾，致使軍民無暇兼顧。

總參、總政兩部乃於1960年9月27日發出通知：災區暫停民兵軍事訓練，非災區

酌情減少民兵訓練任務；另一方面，民兵工作的重心也從發展、擴增改為鞏

固、休整。例如：1961年1月12日，中央軍委發出關於整頓和加強民兵工作的指

示，對純潔民兵組織隊伍、清查民兵武器、控制民兵使用範圍、整頓人民武裝

幹部等提出要求。2月1日，中共中央批轉中央軍委〈關於民兵工作問題的報

告〉，通令全國各地重視民兵組織的整頓和鞏固。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對於「控

制民兵使用範圍」的強調，係針對部分地區因大躍進緣故導致幹群關係緊張、發

生搶糧等事端時，竟調用民兵平息的情況而來。

1961年12月11日，為進一步提高民兵組織質量，中共中央、國務院頒布〈民

兵工作條例〉。次年6月，在毛澤東提出民兵工作「三落實」（組織、政治、軍事落

實）下，對全國民兵組織開展一次全面性的整頓後，方使之較為正常地發展bq。

2、整頓公社

作為大躍進主要組成部分的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共軍方自始即對其發展

抱以高度的注意，並跟隨中共中央在不同時期對該運動所做的指示，在軍隊內

部進行宣傳。例如：1958年8月19日，總政治部發出關於宣傳人民公社問題的決

議br，及時反映中央即將在整個農村推行公社運動的決定。中共中央針對公社急

於過渡產生的混亂現象，在八屆六中全會通過〈關於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

議〉，總政治部也在1959年2月6日發出要求部隊深入學習的通知。

軍方對於人民公社的關注，並不止於上令的傳達和外部的觀察，軍隊更直

接參與了公社的整頓，希望經由與農民「三同」（同吃、同住、同勞動），學習此

「偉大新生事物」的意義和增進對農村工作成就的認識。從1958年12月19日，總

政治部發出〈關於軍隊參加地方整頓人民公社的指示〉，到1959年5月止，全軍派

出76,000多名幹部，駐留時間從一個月到五個月以上不等，分期分批參加了

5,000多個公社的整頓和鞏固工作bs。

軍隊協助、扶持人民公社發展，在大躍進步入尾聲時仍持續進行。1960年

11月12日，中央軍委發出〈關於省軍區、軍分區當好工作隊的指示〉，要求抽出

80%的幹部參加整風整社，並結合整頓民兵組織。隔年2月，要求全軍認真清理

退還無償佔用人民公社的土地、魚塘、果木林等。然而，「人民公社優越性」在

殘酷的現實下開始動搖、令人生疑。為此，1961年4月4日，總政治部號召全軍

學習農村人民公社的各項政策，以期統一部隊思想、堅定對公社的信念。

大辦民兵的運動，從

1960年下半年起步入

緩停、整治的階段。

一方面，大躍進的弊

病對於相關工作的持

續造成嚴重的干擾，

致使軍民無暇兼顧；

另一方面，民兵工作

的重心也從發展、擴

增改為鞏固、休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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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特別要求軍委秘書長兼總參謀長羅瑞卿在軍中組織調查bt。可見軍方在農村問

題上的主張和態度傾向，甚為中共高層重視而不敢輕忽。

（三）內部活動：技術革新、幹部下連以及文化學習

1、技術革命與訓練事宜

呼應w大躍進的形勢，軍隊的訓練和技術工作，也受到鼓動而欲有所作

為。例如：1958年2月，總政治部規劃當年度軍隊訓練中的政治工作時，即強調

要打破右傾保守思想、掀起訓練高潮，貫徹群眾路線。然而，在實行內容上，

則屬以學習、掌握技術和發明、創新技術為主幹的技術革命運動，最具有代表

性也為時最長。

該活動的基本設想在於：若能讓官兵高效地獲得並熟用技術，即可大大助

益於軍隊訓練工作的進度；而放手讓部隊群眾興革、創造技術，又是其能否順

利推展的必要前提。在「敢想、敢說、敢創造」的激勵下，全軍迅速出現了以「一

專多能、一兵多用」為目標的群眾運動，以及旨在改善技術裝備、提出合理化建

議和有價值創造發明的技術革新運動。以前者為例，因為「拔白旗、插紅旗」的

驅策，「全能坦克手團」、「全能炮手師」、「步兵全能槍手」此起彼落、一一湧現，

部隊機關也展開了能文能武的「多面手運動」ck；與此相對地，各部隊紛傳捷報，

宣稱縮短時間、超前完成各項既定的訓練期程與計劃cl。這與同時期內中國各

地、各陣線敲鑼打鼓，歡慶達成、超過指標的情況，實為異曲同工。1959年1月

18日，總政治部發出〈關於開展一專多能和技術革新運動的指示〉，各軍種、兵

種爭先響應，使之再起高潮，各軍區亦競相舉辦類似的活動。

此外，大躍進時軍內先後推行的「反教條主義」與批判「資產階級軍事路

線」，多對規章制度不分好壞地加以破壞。在此基礎上高唱的技術革新，對於既

存的規章制度也不免起到一些負面作用。例如：與軍方關係密切的國防科技工

業，因受運動「熱浪」影響，在研發原子彈上，除提出「大家辦原子能科學」、「全

民辦鈾礦」的口號以及提早試爆原子彈的計劃外，在技術革新和革命的號召下，

甚至有人堅持提議對蘇聯提供之設計及設備進行創新、改造，其莽撞行徑，竟

迫使毛澤東親自出面干預、制止cm。雷同的情況，在軍中更是屢見不鮮。鑒此，

在大躍進過後，軍方高層對全軍訓練所做的重要指示之一，即是要求學習貫徹

條令、遵守規章制度。

2、幹部下連

1958年8月，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提出了軍隊幹部下連當兵的號

召。對毛的講話，軍方自然不敢小覷，總政治部在1958年9月20日發出指示，把

軍隊各級幹部每年下連當兵一個月並與一般士兵進行「五同」（同吃、同住、同勞

動、同操作、同娛樂）定為制度cn。

此活動由各軍區領導率先實施，例如：濟南軍區司令員楊得志、北京軍區

司令員楊成武、瀋陽軍區司令員鄧華、南京軍區司令員許世友、昆明軍區司令

大躍進時軍內先後推

行的「反教條主義」與

批判「資產階級軍事

路線」，多對規章制

度不分好壞地加以破

壞。在此基礎上高唱

的技術革新，對於既

存的規章制度也不免

起到一些負面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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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秦基偉、武漢軍區司令員陳再道等，皆身先表率下連當兵，一時風行草偃、

蔚為風潮。截至1958年底，全軍已有包括數百名將軍在內的八萬名幹部下連當

兵。該活動由於開風氣之先，突破軍旅層級森嚴的規範，確有改善上下級關

係、提振士氣的作用。這種在部隊作息和生活中試以貫徹群眾路線的做法，在

大躍進後期，更有助於上級調查研究、洞悉基層情況的實質作用。

3、文化學習

「大辦學校」、「大掃文盲」、「全民辦大學」、「全民搞創作」乃是大躍進中異

想天開的一面。軍隊受此感染，也推出類似的文化學習活動和計劃。

1958年春、夏之際，軍中漸次開展掃盲工作，「一年內基本上掃除文盲」業

已成為行動上的口號。軍方欲有所作為的企圖，更可見於1959年1月14日總政治

部發出之〈關於在幹部中普及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指示〉。其規定在十年內，使

全軍大多數幹部在現有水平的基礎上，按本人業務需要，在專業知識方面，達到

大專教育水平。希望繼50年代初期的文化大進軍後，在全軍掀起另一波學習文化

的熱潮。為此，還專門在1959年3月、11月召開兩次全軍文化教育工作會議，研

究貫徹此計劃。提升士兵教育的問題，也在1960年初提出co。與此相關的是，同

年6月，總政治部發出〈關於在全軍中學習拼音字母和推廣普通話的指示〉、〈關於

開展科學普及教育工作的規定〉，對軍中文化學習活動作出更具體的要求。

在軍中推行文化學習運動的主事者——總政治部主任譚政，在1960年9至

10月的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遭林彪批判，宣稱其相關計劃使「政治工作方向發

生嚴重的偏差」。譚下台後，相關運動也面臨人去政息的處境。11月2日，總政

治部發出〈關於文化教育工作的幾項規定〉，將原定部隊幹部以十年為期普及

中、高教育的規定，改為根據各部隊規劃，分階段進行；將原定要求所有幹部

一律學習中學六門課程的做法，改為針對不同專業需要選擇學習；將原定每年

400小時教育時間，改為根據不同需要自行擬定，但以不超過200小時為準；將

原定文化學校向高等教育過渡的要求，改以中等教育為主；士兵文化教育與科

學普及教育，也做出收縮性的調整cp。軍中的文化躍進運動至此告一段落。

（四）救援活動：賑災救急

就所有國家而言，當其遭受緊急事故與危機狀態之時，軍隊從事救援和維

持體系運作的重要角色，即會受到重視並被凸顯出來。因為軍隊的高度組織性

和動員能力，往往能支持、甚而取代原本的行政系統，協助局面恢復正常、轉

危為安。中共軍隊的相關活動能力，在「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大躍進運動

中，更是發揮得淋漓盡致。中共軍方對於大躍進所造成危難的急切之情和憂國

憂民之心，溢於言表，對於自身應負的職責，也有責無旁貸的認識。例如：

1960年10月21日，針對大躍進造成人民困苦和生產低落的問題，陳毅在軍委擴

大會議上即呼籲「需要我們軍隊幫一幫」cq。

1960年7月，總政治部特發布〈關於軍隊參加抗旱備荒的指示〉，要求全軍積

極響應中央關於抗旱備荒的號召，和全國人民一道，戰勝自然災害，力爭豐

截至1958年底，全軍

已有八萬名幹部下連

當兵。該活動由於開

風氣之先，突破軍旅

層級森嚴的規範，確

有改善上下級關係、

提振士氣的作用。在

大躍進後期，更有助

於上級調查研究、洞

悉基層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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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救災扶險上的作為，更是不勝枚舉。例如：1960年2月，蘭州軍區幫助地方政

府進行抗旱；3月10日，空軍航空兵空運藥品至豫、滇兩省食物中毒相關縣地；

1961年6月，河南省軍區抽調7,000餘人搶修花園口黃河大堤等。與其他時期和在

大躍進推展階段軍方採取的類似行動相較，其相關作為在運動後期各地經濟瀕

臨破產之際，更有預防災情益形惡化、避免情勢雪上加霜的作用。

此外，針對若干遭受運動「左」禍危害最深的地區，軍方更銜命深入當地，

執行接管與善後事宜。例如：出現大量饑饉死亡與幹部虐殺平民而驚動中共高

層的河南「信陽事件」，中央指派30,000名解放軍部隊進駐該地，一方面發放糧

食、避寒衣物，提供緊急醫療服務；另一方面，配合鄭州市官員開展調查並逕

行逮捕違法人員。其停留時間長達三至四個月cr。

三　中共軍方面臨之運動後果與相應對策

（一）運動後果

大躍進無視規律、脫離實際的意圖和行徑，其結果是混亂、倒退以及前所

未見的人為饑荒。在運動中將士用命的中共軍方，也面臨諸多棘手的難題和挑

戰。囿於資料有限，以下僅就若干突出的問題進行探討。

1、物資供應困難

嚴峻的物資供給問題，乃是運動激情過後所要面對的第一個冰冷現實，中

共軍方也無從迴避。副食品方面，一度「連十大元帥的豬肉供應都成了問題」，

遑論其餘的官兵。糧食方面，享有國家供應待遇的軍隊，為了共體時艱，曾發

布文件，規定全軍官兵減少口糧供應。然而，在訓練和勞動之雙重消耗下，部

隊中食糧不足，連帶的體力下降、健康惡化問題普遍發生，引起軍方高層的高

度重視。例如：1960年末，羅瑞卿向即將上任武漢軍區第三政委的鍾漢華傳達

林彪的工作指示：首重解決官兵吃不飽的問題cs。長江下游亦有類似的情形：

1961年2月5日，南京軍區許世友，在對南下進行視察的軍委副主席賀龍、總政

治部主任羅榮桓匯報時，即針對同一問題當面陳情、告急。海軍方面，海軍黨

委雖曾向部隊發出緊急通知，要求部隊開展農副業生產，組建農場、增加打漁

船，但相關措施僅可部分緩解部隊生活困難，而未能將之根本改善ct。

2、軍心浮動不安

素稱「人民子弟兵」的中共軍隊，其組成來源主要為農村人口。因此，大躍

進在各地、特別是農村所造成的大大小小波動，多會反映到軍中內部，影響官

兵士氣，甚至使之發出出格之音。例如：上海的駐軍中，「有些戰士因為家鄉遭

了災，鄉親們餓了飯或者是社隊幹部作風不好而說怪話」dk。前述軍中口糧不足

的問題也在部隊中產生批評時政的怨聲。當時正就讀於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的

大躍進在各地造成的

大小波動，多會反映

到軍中內部，影響官

兵士氣。羅榮桓之子

羅東進曾表示：「吃

皇糧」的學校學員「都

經常有吃不飽的感

覺」，「對於因『左』傾

錯誤而造成的工作中

的失誤意見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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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榮桓之子羅東進曾表示：「吃皇糧」的學校學員「都經常有吃不飽的感覺」，「對

於因『左』傾錯誤而造成的工作中的失誤意見很多」dl。

軍心忐忑不穩，問題接踵而來。部隊思想發生混亂，行為舉止也出現一些

失序、甚而違法亂紀的現象。以海軍為例：1959年12月1日，舟山外海潛艇、軍

艦相撞；1960年1月12日，海軍航空兵駕機叛逃至台灣；同時一些中小責任事故

和殺人、外逃事件也屢有發生dm。由於類似事端的層出不窮，軍方還特地頒布關

於強化軍容風紀的規定，以防微杜漸。

3、其他

大躍進時期中國各地由於建設貪多圖快，產生了許多工傷事故，生產的質

量也相對地低劣，軍內亦有同樣的問題。針對前一問題，總政治部曾組織專門

會議，研討如何預防事故、保證部隊安全。建設和生產方面，國防工業系統的

基本建設與生產產品之質量，也出現普遍下降的窘況。例如：飛機製造廠廠房

建築的粗糙，以及因航空產品的不合格導致大批飛機無法出廠等問題。對此，

中共中央軍委在1960年5月10日決定：在一切國防工業生產中，應當明確提出質

量第一、在確定質量的基礎上提高數量的口號；堅決反對單純追求數量，只計

算產值，不顧質量的錯誤觀點dn。

（二）因應對策

筆者在下面會w重探討軍方對於物資供應困難和軍心浮動不安等問題，所

採用的補救措施和解決之道。

1、發展農副業生產、安頓部隊生活問題

「無糧不穩」，中共軍方對此甚為明瞭。1960年5月，周恩來在中央軍委常務

會議上，提出「兵農結合」、「亦兵亦農」的口號，要求「抽出一部分部隊專門搞生

產，建立生產基地」。為因應情勢的每下愈況，1961年7月中旬，由總後勤部出

面主持「全軍後勤工作座談會」，針對部隊中糧食緊張的狀況，要求全軍抓緊生

產節約，組織好農副業生產。同年11月，全軍農副業生產會議召開，提出「大量

生產糧食、大搞畜牧業」的方針。此外，總後勤部還提出辦好軍中伙食的要點，

直接指導部隊食堂的管理和運作。

軍方總部以外，地方軍區的實踐也取得重要的經驗和成果。以武漢軍區為

例，在其政委鍾漢華的主持下，採行對策有：第一、將吃飯問題從「政治問題」

中解禁，突破先前不准說吃不飽的政治禁錮，要求在部隊消除水腫病、不准餓

病一人。第二、調兵開荒播種、圍湖造田，迅速建立糧食生產基地，同時發展

漁、牧、副業，以彌補軍糧供應之不足，並以點帶面、形成規模。第三、對於

軍區內從事農副業生產的部隊和單位，制訂出較合理的截留比例和統一的規定

標準，杜絕截留過高的情況，亦防止上級的徵調。第四、對於先前各級領導為

掌握機動使用，對糧食法定供應標準進行剋扣的做法，一律予以取消do。相關做

法的實施確有助該軍區生活情況的改善。

軍心忐忑不穩，問題

接踵而來。部隊思想

發生混亂，行為舉止

也出現一些失序、甚

而違法亂紀的現象。

以海軍為例，舟山外

海潛艇、軍艦相撞；

海軍航空兵駕機叛逃

至台灣；同時一些中

小責任事故和殺人、

外逃事件也屢有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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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軍隊因大躍進結果不如預期而大失所望的心理，以及由此產生的怨

懟、不信任、甚至抵觸的情緒，從政治思想層面w手，澄清思想、鼓舞士氣，

並深入基層、加強管教。毛澤東在1961年初重新啟用軍隊政工老手羅榮桓元帥

回任總政治部主任，取代因政治思想工作不力而受林彪批評去職的譚政，或基

於如是考量。

強調政治工作和在部隊建設中側重連隊發展，向來是中共在各時期建軍的

基本原則和特點。前者是後者的指引，後者又是前者的載體，兩者相輔相成。

在大躍進推行的過程中，一方面，經由政治教育、宣傳與灌輸，使軍隊認識、

熟悉運動進展，並培養其認同與參與感；另一方面，在軍中推行群眾路線，尤

其在連隊基層，建立「試驗田」dp、在連隊中開展「五好」運動dq、推動幹部下連

隊，以及培養「三八作風」dr，都屬運動發展時期的相應作為。當大躍進惡果一一

浮現後，上述實踐的內容也「與時俱進」地做出質的改變。

政治思想工作方面：1960年9至10月的中央軍委擴大會議，通過〈關於加強

軍隊政治思想工作的決議〉，突出部隊各方面政治工作的重要性。隨後，更在軍

中廣泛推行強調政治思想為優先的「五好戰士」、「四好連隊」運動ds。面對大躍進

帶來的經濟凋敝、大量饑饉的窘況，1960年12月2日，軍方特地發出〈關於做好

駐重災區部隊和家在災區人員政治思想工作的指示〉；對於官兵不滿的言詞，也

強調具體分析，不亂扣帽子。

一方面，在「經濟基礎」上緊抓發展生產、安定生活；另一方面，在「上層建

築」中加緊政治思想工作和連隊教育管理dt。兩翼同時推進下，軍隊方能在大躍

進造成的困境中「亂雲飛渡仍從容」。

五　結 論

中共軍方對於大躍進運動的參與甚為積極，活動內容也相應地豐富；軍方

在全黨全民「發熱」之時，不甘置身事外，也曾豪氣干雲、急欲成就一番偉大事

業。無可諱言，軍方所承受的運動代價亦極其沉重。即便如此，軍隊在此運動

前後表現的赤忱、真誠和相關紀錄，也不應就此而遭受埋沒。最後，筆者在文

末針對中共軍方參與大躍進所衍生的政治影響和效應，作一簡單、初步的探

討，藉以拋磚引玉。

在大躍進尾聲與其後，除了中共黨（政）、軍的互動關係有所發展外，尤值

注意的是，軍方地位的攀升和能量的累積。黨國對軍隊方面：一方面，宣傳

上，中共中央與軍方高層以齊一口徑、轉嫁禍由的方式，舒緩軍隊與軍人的疑

慮、不安，轉而成功地激起其同仇敵愾、保家Ö國之心，堅定了共度國難的意

志和決心；另一方面，國家在生活上給軍隊的保證，則是持續供給讓之得以維

持最低生存、運作之基本所需的穩定。

軍隊對黨國方面：軍隊具備的高度政治性與紀律性，以及以組織見長的效

率，使其成為中共在面對大躍進造成的嚴峻情勢和挑戰時，仰賴倚重的重要力

針對軍隊因大躍進結

果不如預期而產生的

抵觸情緒，毛澤東在

1961年初重新啟用軍

隊政工老手羅榮桓元

帥回任總政治部主

任，取代因政治思想

工作不力而受林彪批

評去職的譚政，或基

於如是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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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軍隊的持續力（此乃一哄而起的一般群眾運動所欠缺而無能相比的），實是

運動難以為繼時的主要支撐來源。無須贅言的是軍隊的專政性質和鎮壓能力，

更是江山不改顏色的最後底線和憑藉。此外，影響爾後政治變化的關鍵發展

是，軍中高唱的思想工作、政治統帥和精神作用，以及對運動始作俑者的衷心

擁戴和忠誠不渝，既贏得大躍進主其事者的信任與激賞，在一定程度上，更取

代了運動醞釀和開展之時曾獨佔鰲頭一時的方面大員，成為證成先前路線正

確、偉大的具體樣板和賡續載具，從而預示軍系領導和軍方勢力在60年代前半

期愈加顯眼、活躍的機會和趨勢。

中共軍方在各地對大躍進的投入和參與，也為解放軍介入與關心地方事

務，扎下隱而不顯的基礎。因為經由運動期間軍隊對各地建設和生產的支援，

軍方和地方機關之間協作關係的建立和養成，軍隊透過辦民兵、整公社活動對

社會基本組成單位的滲透，以及軍人不計付出、任勞任怨、親民愛民形象的深

植和流傳，皆提供了軍隊在日後地方建設甚至地方治理上過問的渠道和發言權

力。這種涓滴聚存、潛移默化的發展，對60年代後期軍隊在文化大革命中進行

「三支兩軍」以及相關管理、維安工作上，間接提供減輕阻力、順利推動的土壤

和環境。

向來為一般人所忽視的是：或許也正由於軍隊見證、親歷了「左」傾錯誤在

地方所造成的危害，刺激軍方對當地事務的關切與興趣，甚至到了有造成「軍隊

向地方開炮」、干涉地方政治之虞，迫而需要軍方高層下令禁止軍隊向地方「亂

講」的地步。其相關遺緒雖一時受到限制壓抑而蟄伏，卻可能是促使軍方，特別

是長期坐鎮駐守一地的地方軍事領導，在後來政治運動中立場態度多偏於保守

的關鍵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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