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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中共文武關係發展 

在本章節中，將會對中共自 1927 年建軍以來，時至 1949 年成立中華人民共

和國其間所建立的文關係基本理念及爾後中共各時期文武關係發展的模式及演

變。 

毛澤東提出了「槍桿子出政權」，「我們的原則是黨指揮槍，而不是槍指揮

黨」，這些原則對於日後中共國家領導人領導軍隊上有著相當重大的影響，也正

因為解放軍一直信奉著此種理念，因此在日後解放軍面對非軍人出身的江澤民及

胡錦濤，必須尊奉此理念進而服從其領導；相對而言，雖然後兩位國家領導人並

非軍人出身，但卻也可以藉由關注軍隊事務及毛澤東所留下來的文武關係基本理

念，來領導軍隊並且得到軍隊的效忠。 

從中共文武關係的演變上我們可以發現許多與台灣相似之處，面對文人領導

者，軍隊同樣產生效忠上的問題，但最後都一一克服，但因為兩岸特殊的政治關

係，也間接影響到了文武間的互動，對於日後兩岸和平發展也是值得關注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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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毛鄧時期中共文武關係基本理念 

在共黨國家體系之中，文武關係是處於一個較為複雜的關係之中。西方文武

關係的研究是基於下列兩點：第一、文人與軍人菁英之間必須要有明確的區分，

這也使得文人與軍人之間存在著體制內衝突；第二、軍人不應該過問政治、參與

政治，也就是說軍人不可以用一種向文人權威挑戰或競爭的方式來介入政治爭論

之中。 

共黨國家在實踐上，基本上必須遵從馬列主義的意識型態，扮演著無產階級

的先鋒隊角色。黨在政治體制中是至高無上的，它充當價值、權威關係、制度規

劃、政治實踐和政策的主要仲裁者。在其結構組織上面，黨可以透過監督、協調

和指揮所有政體的組成結構－國家、武裝力量和群眾組織－的職能，來扮演其先

鋒的角色。黨是基於政治的頂端，藉由制訂公共政策並確保其他機構能忠實的貫

徹執行而扮演著指揮、仲裁和整合的角色。（洪陸訓，2002：5） 

而中共在經歷建黨、國共鬥爭、文革等一路走來，其建軍的忠心原則乃是依

附著馬列的共產主義思想，凡是都是以黨為優先，軍隊對於黨必須絕對的服從，

以下我們將要探討中共建黨、建軍以來的基本理念、原則。 

 

一、毛澤東時期 

（一）政治為首的原則 

從中國歷朝歷代的革命經驗之中，毛澤東體驗到了軍隊的重要性，但是在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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列思想的指導原則下，中共的領導階層是屬於無產階級的狀況下，究竟要建立一

支什麼樣的軍隊，這是毛澤東軍事思想突出的一部份，也是毛澤東建軍的一個主

要目標。（黃恩浩，2000：51） 

根據毛澤東在 1938 年提出的「戰爭與戰略問題」一文中，可以瞭解到共軍

初始演變的過程。經歷了援助國民黨的廣東戰爭和北伐戰爭，中國共產黨已經掌

握了一部份的軍隊。到了革命失敗，獲得慘痛的教訓，於是有了南昌起義、秋收

起義和廣州起義，從此進入了紅軍的新時期。這個時期也是中國共產黨徹底認識

軍隊重要性的極端重要時期。（毛澤東選集第二卷：547-584） 

接下來紅軍不斷的擴充其勢力進入了贛南、閩西時期。在此期間中共軍隊累

積經驗並且和馬列思想相互結合，主要形成了以下原則，「中國特色的建黨建軍

理論和軍事戰略原則，即是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思想。」（洪陸訓，

1999；298-308）至此毛澤東給予軍隊角色一個認定，也組織了共軍在政治與社會

中所扮演的角色與地位，即是「紅軍不是也不能是其他樣式的軍隊，它必須是服

從於無產階級思想的領導，服務於人民的一員」、「只允許黨指揮槍，不允許槍指

揮黨」在以政治為首的前提之下，戰爭不再是單純的軍事活動而已，而是政治的

延續，更是政治性質的活動。 

（二）三支兩軍政策 

從共軍的角色來看，其主要目的是在於對廣大的群眾進行思想教育的改造，

但是在文革時期，社會相當的混亂，共軍的功能由組織功能性逐漸轉變為全面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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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性，變成以軍代政、以軍代黨的現象，形成由軍人發號施令，指揮全盤局面。

（黃恩浩，2000：52） 

所謂的「三支兩軍」任務，乃為支援左派奪權，支持工、農生產、實行軍訓、

軍管。此一「三支兩軍」政策實行的結果，使得軍隊變成中共政治權力集團中最

有權力的一個組織。共軍對政治、經濟與社會的管理與統治是全方面的，它可以

全面介入中共的政治運作但也產生不良的後果。 

第一、 以黨治軍，造成地方黨部與幹部之間的不團結。 

第二、 支持派系，助長了各派系之間的對立。 

第三、 任用親信，使用極左份子，讓各級領導班子留下隱憂。 

第四、 部分軍隊幹部參加了「三支兩軍」政策後，破壞了軍民之

間的關係。（嚴家其、高皋，1986：261-272） 

毛澤東藉由「三支兩軍」的政策達成其全面鞏固政治地位的目的，但卻也造

成了政治與社會的脫序。此一政策直到鄧小平出現後壓抑住共軍的勢力，此項政

策方可告一段落，下一段將要說明鄧小平對於共軍所採取的政策為何。 

 

二、鄧小平時期 

在 1987 年鄧小平掌握了中共大權後，有鑑於在文革時期所實施的「三支兩

軍」政策，因而導致了軍隊專業化的特色被犧牲，而使得共軍成為一支高度政治

化的軍隊，他積極的想從軍隊中收回其政治權力，使得軍隊可以成為一支專業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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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軍隊，一支完全脫離政治的軍隊，並且希冀能夠在政治上重新控制軍隊。 

鄧小平想要從毛澤東所釋放出去的權力一一收回，並不是一件容易的事，他

不能夠全盤否定毛澤東思想及文革時期的作為，但又必須使得解放軍進行現代化

的改革，這充分考驗著其智慧。他首先從解放軍職能、人事及政治工作進行改革，

當然在進行改革的同時當然會面對到軍方保守派勢力的反對，因此也使得鄧小平

在進行改革時的政策具有部分的妥協性。雖然具有政策的妥協性存在，但不可否

認的，解放軍在中共政治角色的轉變上也同時代表著鄧小平對於毛澤東思想的批

判、承接與發揚的色彩。 

鄧小平與毛澤東對於軍隊的看法並不相同，毛澤東認為建軍是一項單純的政

治工作，因此對於軍隊介入政治鬥爭中視為一項理所當然的一件事；然鄧小平不

僅僅把軍隊視為政治工作，同時也是軍事工作，兩者皆不可以偏廢，政治工作的

目的是在於最後能夠確保軍事工作順利進行。鄧小平強調軍隊的國防性質，但他

並不忽略軍隊在政治鬥爭中所扮演的角色。 

（一）強化中國共產黨對於解放軍的控制 

在馬列主義思想的指導下，軍隊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軍隊對於黨的領導是

絕對的。但在文革時期，由於軍隊過渡擴大其政治權力，導致軍隊成為一個全面

性政治鬥爭的工具，對於社會的控制也是全面性的，在毛澤東的授權下，軍隊在

政治工作的運作上達到了顛峰；相對而言，黨對於軍隊的控制力便相對的降低。

鄧小平有鑑於此，首先要加強黨對於軍隊的控制，就必須先從「思想工作」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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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軍中根深蒂固的思想便是左傾的思想。他指出左傾思想的指導錯誤，因此導

致了軍隊建設荒廢的原因。在 1984 年開始，鄧小平開始展開「徹底否定文革的

運動」，尤其是強調否定「突出政治」，要求各部隊禁止使用「政治掛帥」，並且

要求所有的政治工作必須要服務於中國共產黨的總目標；對於黨對軍隊的控制上

來說，鄧小平恢復了地方各級的「黨務活動」，採取「中央軍委」統一領導地方

「黨委」和軍事系統的雙重領導。在鄧小平恢復了「黨委」運作後，之後又展開

為期三年的整黨活動，對於軍中黨員皆必須接受審查，以徹底根除思想上偏差所

產生的反對派。 

此時期鄧小平著重在恢復黨對於軍隊的控制性，鑑於文革時期軍隊權力大幅

擴張的結果，導致軍隊集黨務運作的不正常。鄧小平在進行改革時廢除了「三支

兩軍」的政策，也徹底消除了軍中異派的思想，將以其共產黨純正的思想使中國

共產黨能確實掌握住軍隊，這對於國家運作的穩定度有著相當大的貢獻。但是畢

竟鄧小平本身也屬於軍人出身，在領導統御上較無遇到很大的反對聲浪，相對於

中共解放軍在轉型過程中遭遇文人領軍時，所產生的衝擊便不小。但至少鄧小平

先讓軍隊的運作回歸正常化。 

（二）降低軍隊對於政治及社會的影響力 

為了使得解放軍的勢力退出政治決策的舞台，鄧小平對此施行大力改革，我

們可以由下列觀察出：在 1982 年中共「十二大」的領導階層中，中央委員有 210

人，軍人有 50 人，佔總數的 23.8%，政治委員方面，正式委員有 25 人，候補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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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 3 人，共 28 人。其中軍人有 11 人，佔總數的 39.3%；政治局常委的六人中，

僅剩下葉劍英一人為軍人。而在 1987 年「十三大」的組成方面，中央委員方面，

正式委員 175 人，軍人佔 23 人，佔 18.3%；政治局委員方面，正式委員 17 人，

候補委員一人，18 人中，軍人僅有 2 人；政治局的常委方面有趙紫揚、李鵬、

喬石、胡啟立、姚依林等五人，沒有軍人出現。 

雖然鄧小平在改革的過程中遭受到保守勢力及軍方的大力反對，但他仍不顧

一切進行改造，解放軍在中央階層的領導人數逐漸降低，也代表著解放軍的勢力

逐漸退出中央的決策階層，使得解放軍對於中共中央的影響力已經不再是舉足輕

重的地位了。 

鄧小平另一項降低軍隊影響力的方法便是大力推展「國防現代化」，他想要

將解放軍建構成一支新式、現代化、專業化的戰鬥部隊，而成為現代化的專業部

隊就必須不論指揮者是誰，而是完全聽從黨的指揮從事戰鬥活動，對於共產黨內

部的鬥爭是完全不能介入的。也就是說必須使得軍隊專注於國防事務的武裝力

量，不再捲入思想與政治鬥爭之中。 

同時解放軍也一改之前「三支兩軍」時代的角色，不再爭權奪利、仗勢欺壓

百姓…等，而導致軍民關係惡化的狀況產生。鄧小平使得軍隊在建立與社會關係

時改向地方提供各方面的協助及發展國家建設。解放軍不但提供了大量的設施給

地方使用，也同時進行社會性質的服務工作，例如建造兩個文明47、協助五講、

                                                 
47 所指的是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及社會主義的物質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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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美、三熱情48等。 

解放軍此些作為不但是基於軍隊建設本身的需要及改善軍民關係之外，主要

乃是在於能夠確立軍人的本色、執掌。軍隊就必須從事戰訓本務及建設地方的工

作，而非文革時代介入政治的運作，軍隊必須完全脫離政治方能達成軍隊專業

化、國防現代化的目標，不過在中共傳統中，軍隊要完全脫離政治是不可能的事，

在以黨領軍的原則下雖然軍隊必須完全遵從黨的指揮，但是在實際運作上，中共

解放軍在政治統治階層上仍具有相當程度的影響力。在鄧小平時期對於軍隊的重

整使得軍隊的角色有了重大的轉變，他目的在於使得軍人對於黨的領導具有絕對

的服從性、企圖要降低軍人在政治上所扮演的角色、改變軍人的思想、改善一向

惡劣的軍民關係，使得解放軍成為一支信奉社會主義遵奉馬列思想的共產黨軍

隊，完全扮演著共產黨先鋒隊的角色（Vangard role）、戰鬥隊的角色。（洪陸訓，

2003：304） 

就中共此階段文武關係的轉變上來說，是屬於一個轉型的重要階段。西方文

武關係理論中是要使得軍隊成為一個專業化的戰鬥部隊，對於文人領導者是絕對

服從、實現軍隊國家化。但畢竟中國大陸在毛澤東取得政權後，一直以來都是實

行馬列思想的社會主義國家，在政治體制及各項政府組織的掌控上都和一般西方

國家不同，也和第三世界國家以軍人掌權的方式不同，因此我們不能完全以西方

文武關係理論來解釋中共文武關係發展的模式。只能說在鄧小平時期，他企圖將

                                                 
48 五講：講文明、講禮貌、講衛生、講秩序、講道德。 
  四美：心靈美、語言美、行為美、環境美。 
  三熱情：熱愛黨、熱愛祖國、熱愛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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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軍的角色做一個調整，讓解放軍不再介入政治的運作上，而是致力於軍隊應

有的角色上面。也因為鄧小平重新修正了解放軍政治角色，為日後接班的江澤民

及胡錦濤鋪下了一個良好的接班環境，縱使在軍方老一代將領中仍有對於「文人

領軍」的概念有所疑慮，但至少鄧小平對於中共文武關係轉型過程中扮演著重要

的角色，使解放軍能因應未來政治局勢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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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文人領軍時代的到來－江澤民 

就西方文武關係理論來看，關於「文人統制」及「文人領軍」最早由克勞塞

維茲所在其《戰爭論》（On War）提出，他認為戰爭只是具有工具性的功能，軍

隊應該隸屬於文人政府的權威；戰爭的目標和武裝力量使用，都必須由文人來決

定（洪陸訓，2003：165）。另一位學者杭廷頓認為，唯有透過培養自主性的「軍

事專業主義」才能夠實現文人至上的理念。他認為軍隊必須要保持中立，不介入

政治。但是文人也不應該介入軍隊的事務當中，否則軍事專業主義也會因為文人

的介入而面臨瓦解的命運。他認為軍隊只要能夠專注在本身的專業訓練和專業任

務，軍隊必定能夠保持其政治的中立性而不介入政治的運作。 

江澤民時代的到來在中共文武關係發展的意義上來看，是由一個文武不分的

時代轉向一個以文領軍的時代。以往毛澤東以來的領導人皆是軍人出身，並且參

加過大小戰役，在領導軍隊上當然較文人出身的江澤民容易，江澤民面對文武關

係一大轉變的衝擊該如何去掌握住全盤狀況，並且鞏固其領導中心都將是其上台

後必須面臨的重要課題。而江澤民對於如何掌握住軍隊便必須奉行毛澤東所留下

的概念。毛認為「我們只容許黨指揮槍，絕不容許槍指揮黨」，鄧小平進一步將

此觀念開展，認為中共的軍隊是「黨的軍隊、國家的軍隊、人民的軍隊」。馬列

思想中只對於黨與軍的個別角色做一個界定，但是毛澤東進一步的提出對於軍隊

的掌控，而對於軍隊的基本原則也成為中共日後領導接班人掌控軍權的圭臬。因

為唯有以黨的思想、黨的力量來控制軍隊，才能達成完全控制軍隊的效果。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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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將要探討在此一時期，中共文武關係的轉變以及江澤民如何面對此一重大的轉

變。 

 

一、文武不分到以文領軍 

中共黨與軍隊的關係在 1992 年十四大之前算是黨與軍不分的時代。從中共

建國至今，所有的中共領導人皆是黨的領導人兼任軍隊的領導人，黨與軍是屬於

共生的狀態（洪陸訓，2003：302）。為什麼中共以往領導人皆是兼任黨與軍的領

導人呢？原因在於中共領導人在內戰期間與取得政權那段期間，都有擔任過軍事

事務官員，也具有部隊領導的經驗，因此在上台擔任國家領導人時，便能夠很輕

易的掌控住軍隊，穩固其領導政權。粟明德便指出：「毛澤東、鄧小平對共軍能

夠如臂使指，正是由於他們是軍功無匹的不穿軍裝的軍人，跟江澤民根本不同。」

49中共十四大後的中共中央委員會政治局常務委員劉華清是軍人，其餘人員皆為

文人，都並未在軍中任職過50。學者丁樹範認為黨領導人與軍事領導人生涯的分

立發展，對中共的文武關係產生了一定的衝擊。然而最直接的衝擊便是如何繼續

以黨領軍。中國解放軍是一個相當封閉的團體，與軍隊沒有任何淵源者並無法來

領導軍隊，也無法被軍隊認同為是軍隊的一份子，至少在中共建立政權後半個世

紀以來中共政權並沒有文人領軍的慣例與文化。（丁樹範，2002：97） 

中共在面臨接班的關鍵時期，尤其是在鄧江接班的關鍵期，接踵而來的六四

                                                 
49請參閱粟明德，＜江澤民的治軍術＞《大陸工作簡報》，1999 年 11 月 11 日。 
       http://www.mac.gov.tw/big5/mlpolicy/mwreport/88/8811.pdf
50 包含了江澤民、李鵬、喬石、李瑞環、朱鎔基與胡錦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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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門鎮壓事件、東歐變局，因此在中共軍隊的穩定上，效忠於黨的領導便是當

時中共穩定軍隊的重要思想。穩定與軍隊的絕對服從便成為中共接班時期文武關

係發展的首要目標。中共高層強調：「進一步加強和改進思想政治工作，堅持不

懈地用黨的理論創新成果武裝官兵，堅決抵制『軍隊非黨化、非政治化』和『軍

隊國家化』等錯誤的觀點，堅定不移地貫徹落實黨對軍隊絕對領導的根本原則，

確保黨從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牢牢掌握部隊，確保部隊高度穩定和統一。」

51每次在中共領導人交接或遭逢內部重大變故時，人事改組與權力變動中領軍權

力與黨權力歸屬問題便會浮現。 

江澤民在開始逐步掌權之初，面對派系問題及其相生的領導關係是否忠誠的

問題。他在 1989 年 11 月十三屆五中全會被升任為中央軍事委員會的主席，在之

後他便勤勞的走訪各解放軍的總部及軍事單位，並與解放軍的高層會面，瞭解軍

隊組織的需求所在，並且希望能藉此建立起他在軍中的人脈及官僚體系，同時也

會藉著拔擢軍事人才，逐步的掌握住解放軍。 

1996 年台海飛彈危機更是考驗江澤民智慧的一項重大事件，此對中共的文

武關係發展也產生一項重大的意義。台海危機發生之前，江澤民並未完全掌握解

放軍，因此他在軍事事務上必須要極為尊重解放軍高層的意見，但是在台海危機

發生之後，江澤民已經可以否決解放軍的意見。此項深層的意義代表著一個文人

出身且無強人權威者取得對解放軍意見的否決權，表示解放軍的態度與其所扮演

                                                 
51 參照靖志遠、彭小楓，＜弘揚楊業功精神履行我軍新的歷史使命＞，《求是》雜誌，2006 年第

一期。唯有利用黨的組織、思想、制度方能牢牢掌握軍隊，使解放軍能夠實現黨的思想、目標

並服從黨的領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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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角色也有著重大的改變，對於黨的服從及合作的色彩更為濃厚，對於即使是文

人出身的國家領導人也能夠遵照制度與法令予以服從。 

軍事政治強人鄧小平與江澤民對於中共文武關係的發展有著很大的貢獻，他

們逐步修正了文武關係的發展，使得解放軍不再只是一個只有軍人出身的領導者

能夠統帥，只要是遵照制度推舉出的領導者，解放軍都能夠服從其指揮。也正由

於此階段對於文武關係發展及各項制度上面的改革，使得後來的胡錦濤在接班時

所面臨的困境便不會很大，逐漸演變成為共產黨與解放軍合作的關係。 

 

二、爭取共軍的認同與支持 

江澤民在接任中共總書記之前，對於軍中的事務並不積極的介入，而在其接

任中央軍委會的主席後，便積極的參與各項軍中的事務，以期能學習更多軍事專

業知識，以鞏固他的領導。在他取得政權後，為了爭取解放軍的認同，他經常走

訪各個偏遠地區的基層部隊，與基層官兵閒話家常，每月至少由高階將領陪同巡

視一次軍營，甚至於巡視的地點到達了偏遠的新疆及青康藏高原。江澤民積極的

巡視部隊至少包含了下列的意義：因為參與軍隊事務是中央軍委會主席專屬的權

力，因此可以更加鞏固其中央軍委會主席的地位；再者，在藉由巡視部隊之餘，

可以讓基層部隊官兵瞭解到新任的中央軍委會主席對於基層部隊的關心，如此一

來更能增加基層部隊對於江澤民的向心力及忠誠度；第三、讓解放軍將領知道，

雖然江澤民是文人出身，但是他對軍中事務並非不聞不問，甚至於比一般軍事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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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者更加積極瞭解及學習軍中的事務與專業的知識，如此一來更能增加解放軍將

領對於江澤民的信任感。江澤民在確實掌握住軍隊後，他可以藉由軍隊的權威性

以及「以黨領軍」的政治特性來鞏固其中共總書記的地位。（王紹光，1996：110） 

江澤民並非軍人出身，因此他無法像毛澤東及鄧小平具有軍人的領袖魅力來

領導中共解放軍，因此他為了爭取解放軍的支持，他便從增加解放軍的預算著

手。中共解放軍的預算從 1990 年開始便大幅增加，從每年四百三十二億元到 2003

年增加到一千六百六十億元，在兩千年之後中共的國防預算在帳面上的數字已經

是每年呈現兩位數的成長，但是在實質的預估上中共的軍費成長速度並不只是如

此。中共軍費的增加不單單是要改善共軍的生活及待遇外，另一方面因為共軍積

極的從事國防體制的改革及軍事現代化，以期待共軍能夠成為世界上武器裝備最

先進的軍隊。軍隊國防預算的增加，代表著國家對於軍隊的重視，自然而然軍人

的地位便相對的提升，因此增加了軍隊對於江澤民的信任感及忠誠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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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胡錦濤時代的挑戰 

胡錦濤在中共召開十六大時接下了中共總書記的職位，並在次年三月接下了

國家主席的位置，成為中共新一代的領導人，他和江澤民相同，一樣同為文人出

身的領導人。胡錦濤在接下江澤民位置之時，由於在鄧小平、江澤民時期對於文

武關係的改革，使得軍方對於同為文人出身的胡錦濤在服從上並未產生較大的衝

擊，但是不同的是，胡錦濤在接班之初並無與軍隊有著明顯的互動，加上江澤民

掌權的十三年間，對於軍隊的組織運作相當瞭解，對於軍隊的掌控也無人能及，

因此在胡錦濤接下政治領導人的職位時，他並無法同時接下代表政權完全鞏固的

中央軍委會主席一職。軍隊全力介入政治運作在中國大陸是一個不可改變的事

實，而軍隊在國內政治的影響力也是一股不容忽視的力量，因此軍方的角色在中

共政權接班時將是扮演一個決定性的角色。因此在胡錦濤接下國家主席及中共總

書記時，並未同時接下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一職，代表著胡錦濤政權尚未完全穩

固。以下將就江胡接班時的政治情勢及軍方動向，來探討此期間中共文武關係發

展的概況。 

 

一、江澤民留任中央軍委會主席 

在中共召開第十六次全國代表大會後，可以確定的是胡錦濤將會陸續接下黨

及國家領導人的職位，雖然胡錦濤掌握住黨及國家領導人的職位，但是代表中共

權力鞏固的軍隊，胡錦濤並未能夠掌握，大權仍然握在江澤民手中，江澤民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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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擔任中央軍事委員會的主席。江澤民在掌權的十三年間對於軍隊的用心經營，

因此使得軍隊對於江澤民的效忠是無人能及的，胡錦濤想要接下軍隊領導人物勢

必要更加投注心力於軍隊事務上，與軍方建立良好的互動關係。 

江澤民交班的模式和當初鄧小平交班給江澤民是一樣，都先將黨及國家領導

人的職位先交出去，最後才是軍隊。原因在於，新任接班人必須要先穩固住國內

及黨的內部穩定，如此一來才能夠去掌握更難掌握住的軍隊；再者，加上軍隊在

前任領導者的長期領導下，已經具有一定程度的忠誠度及服從性，若是貿然就將

軍隊大權一起交棒出去，勢必會造成政權的不穩固而使得國家產生動盪不安的情

況，這都是前任領導者所不願看到的局面。 

因此，江澤民在將中共總書記及中共國家主席交棒出去時，仍保留住中共中

央軍委會主席及國家軍委會主席，為的便是穩定軍心和權力的平衡過渡。在十六

大召開前，共軍「總參謀長」傅全有要求全軍黨委及幹部都要以江澤民為黨的核

心和中央軍委會高度的一致。（中央社 2002.1.10）中共首腦也趁著參加共軍代表

團座談時發表維穩談話，要求軍隊在黨政高層換代接班時都能效忠於中共黨中

央，江澤民也強調軍隊在思想及政治上必須和中共黨中央一致。由此可見，江澤

民在權力接班時擔心軍心不穩，因此發表許多談話及措施來安撫軍心，這也是江

澤民在卸下黨及國家主席職位時暫時握住軍權的原因，目的便是要讓胡錦濤穩住

國內外政局後，再進行軍權接班的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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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胡錦濤的全面接班 

從中共的歷史來看，中共最高領導人與接班人之間多半具有高度的衝突性。

毛澤東時代的指定接班人劉少奇、林彪先後死於非命；鄧小平時代的胡耀邦、趙

紫陽也因改革開放路線問題，遭到鄧的罷黜。因此，只要江澤民在位的一天，胡

錦濤地位並不會完全的穩固。江澤民的全退與半退，關係著胡錦濤是否能夠完全

接班的關鍵。因此在江澤民辭去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與國家軍事委員會主席

時，也意味者胡錦濤將接下中共所有的權力核心。 

中共國家主席胡錦濤在 2005 年 3 月 13 日接下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及國

家軍事委員會主席52，如此一來也代表著江澤民已經退出了中共的領導中心，完

全將中共領導權力完全交棒給胡錦濤，胡錦濤在領導的地位上也將更加穩定。 

雖說胡錦濤已經接下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一職，但胡錦濤仍必須透過與軍事

將領間的互動及人士的拔擢上來鞏固其政治地位。例如在 2007 年中共召開「第

十七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前夕，共軍高層便產生大異動53，七月六日時利用中

央軍委會的名義拔擢的三名共軍上將。共軍高層人事進行重大調整，對其政權穩

定性，以及胡錦濤之軍權掌控，應具有一定程度之意義與影響。此次，軍事將領

                                                 
52 胡錦濤在中國全國人大第三次會議第四次全體會議上當選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及國家軍

事委員會主席，會議中以 2886 票贊成、6 票反對和 5 票棄權通過唯一候選人胡錦濤接任國家軍

委主席職務。 
53 關於共軍高層調動包括了，「廣州軍區」司令員劉鎮武與副總參謀長章沁生互調，最受矚目。

北京軍區司令員、南京軍區司令員和政委，以及蘭州軍區司令員分別易人。中共中央電視臺 2007
年 6 月 25 日晚間的新聞報導中，劉鎮武上將已經與總參謀長梁光烈等一同出席活動；證實劉鎮

武已進京履新。「新華網」比什凱克（Bishkek）2007 年 6 月 27 日電，「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

國防部長會議在吉爾吉斯（Qirghiz Respublikasi）舉行，國防部長曹剛川上將率團出席會議，主

要隨行人員為「廣州軍區」司令員章沁生中將、「蘭州軍區」司令員王國生中將；證實章沁生已

赴粵就任新職，而王國生亦升任司令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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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不但能夠鞏固胡錦濤在中國共產黨中的地位，尤其是七大軍區的司令員更是

完全由胡錦濤所指派，對於共軍的掌握將更加穩固。 

 

三、十七大後軍事將領年輕化趨勢 

根據香港媒體報導在 2007 年 10 月 22 日所選舉出來的兩百零四名中央委員

中，解放軍有 41 名高級將領當選。此間軍事專家分析認為，部隊的「4968 後」54

中將群最為令人矚目。這一年齡段的解放軍高級將領，未來將會擔任更為重要的

角色。對此，專家指出，這顯示了胡錦濤主持中央軍委工作以來，軍隊新老交替

制度運行更加理性務實，高級領導幹部隊伍更加穩定和充滿活力55。 

解放軍這次當選了 41 名中央委員，與上屆軍隊中委 43 人員對比，少了 2 名。

41 名軍界中委中，17 名為連續當選，24 張為新面孔。 專家認為，雖然許多高級

將領因年齡、職務變化不能進入中委是自然規律，但透過對名單的研究，仍可發

現許多值得關注的特點。未能連續當選十七屆中委的十六屆中委中，有 26 名高

級將領。其中，包括 72 歲的現任中央軍委副主席兼國防部長曹剛川、68 歲的中

央軍委委員喬清晨，已到任職最高年齡而免職的原副總長錢樹根、總政副主任唐

天標、總後政委張文台、總裝副政委李棟恆，海軍原司令員石雲生、政委楊懷慶、

副司令員沈濱義，瀋陽軍區司令員錢國梁、政委姜福堂，北京軍區司令員朱啟，

                                                 
54 所謂「4968 後」是目前軍隊流行的一種說法，即 1949 年後出生，1968 年後入伍，現已擔任

大軍區以上職務的高級將領，其中，現任中將更引人矚目。解放軍最高軍銜上將一般都從中

將中提升。 
55 請參閱香港大公報，＜中委少壯將星閃耀 對台歷練速升＞

http://www.takungpao.com/news/07/10/23/ZM-81296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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蘭州軍區司令員李乾元、南京軍區政委雷鳴球，廣州軍區政委劉書田、成都軍區

司令員王建民、政委楊德清、副司令員兼西藏軍區司令員蒙進喜，二炮政委隋明

太、國防大學政委趙可銘、軍科政委溫宗仁。以及即將到年齡退職的總後副部長

孫志強、武警副司令員陳傳闊，職務發生變化的有現任副總長劉鎮武。  

年事已高 26 將領未連任，對此，專家指出，這顯示了胡錦濤主持中央、軍

委工作以來，軍隊高級領導人的調整使用更加規範嚴格，年齡上「一刀切」、「一

把尺子」的運作標準得到了充分貫徹和體現，軍隊高級領導幹部隊伍更加穩定和

充滿活力。  

由於建國前出生的高級將領相繼退出中委，其衍生的變化是，一批 1949 年

後出生、1968 年後參軍的高級將領脫穎而出，當選為新中委，被稱為「4968 後」

現象。如新任總裝備部長常萬全、瀋陽軍區司令員張又俠、北京軍區司令員房峰

輝、南京軍區政委陳國令、廣州軍區政委張陽，成都軍區司令員李世明、政委張

海陽，軍科院長劉成軍、政委劉源，海軍副政委劉曉江等，都是 1949 年後出生

或 1968 年參軍的。這些將領雖然實際參與戰爭的經歷不足，但經歷過「文革」

和改革開放考驗，知識面寬，帶兵能力強，對指揮信息化戰爭有深刻研究，比較

年輕。他們當選為中委後，對加強黨中央對軍隊的掌控，提高軍隊遂行胡錦濤提

出的新的歷史使命將有更好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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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事將領的年輕化代表著胡錦濤對於軍事上的掌握已經逐漸脫離老一代軍

事將領的掌握，而更能主導軍事將領的人事案。在文武關係的觀點來看，胡錦濤

從一個文人領導者演變成一個能夠掌控軍隊的領導者其中也運用了相當的政治

手腕，自中共建國以來，中共便認為黨的絕對領導是「軍隊本質的體現」，「軍

隊的性質具有強烈的政治依附性」（閻世奎 ，1993： 6）。雖說胡錦濤並非是

軍人出身，也並未和舊時代將領一同參與任何戰爭，但在拔擢新任將領來看，同

時宣示他為中共國家領導人也為中國共產黨的領導人，軍隊對於黨必須要採取絕

對服從的態度（鄭念群，1990：3；石明，1991：49；趙叢：1998： 203）。56在

文武關係發展來看，表面上是達成西方文武關係理論中的「文人統制」觀點，但

在實質上，由於中共軍隊仍是服從於黨的領導與指揮，並未符合另一項條件「軍

隊國家化」，雖未達成「文人統制」的理想，但對於解放軍來說世代交替、文人

領導將對解放軍未來發展奠定一個良好的基礎。 

 

 

 

 

                                                 
56 中共認為，軍隊的建立是立基於無產階級人民，黨對於領導軍隊有其正當性與必要性；政治

決定軍事，軍事服從、服務並實現政治，即是通過黨的領導軍隊來實現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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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小結 

中共文武關係發展史上，由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至胡錦濤，當中毛、鄧

兩人為軍系出身，參與過大小戰役，與軍方淵源甚深，因此兩者在接班時並未產

生軍心不穩的狀況；而鄧、江接班時產生一個大變化，便是修正中共領導人一向

以來的出身背景，由軍人轉變為文人統制。軍事政治強人鄧小平與他權威餘緒江

澤民逐步修正中共文武關係，在江胡交班之時進一步演變成為現今的黨軍合作關

係。1992 年十四大後中共領導高層擁有黨政經歷與軍事經歷的領導人幾近退休，

高層領導人生涯文與軍體系分開而軍隊服從黨的文人領導人的階段開始，而在十

六大後中共文武關係模式隨著政治演變而再由黨軍共生關係而有一點蘇聯式文

武關係模式分立而聯合的色彩，轉變為黨軍共生關係再淡化，黨控制軍，軍隊積

極對黨合作用以交換資源與晉升關係為主體的模式。在期間我們看不到軍方對於

胡錦濤接班與胡錦濤政策方面的歧見，即使江澤民續任了一年多的中央軍委會主

席，使得胡錦濤在 2004 年才能公開行使對軍方的控制。 

目前胡錦濤已經能夠完全掌控軍方的控制權，並且藉由人事晉升樹立他在軍

中的權威地位，文武關係看似逐步邁向西方文武關係的「文人統制」，但軍隊所

服從的仍為中國共產黨，黨對軍隊有絕對的指揮權，「軍隊國家化」的目標離目

前中共還有一段遙遠的距離，這也是中共未來文武關係改革上必須積極努力的目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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