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從第四章節的探討得知，江澤民時期軍隊的「黨委制度」，

相當程度受到共軍傳統概念與江本人治軍理念的制約。因此，江

澤民對共軍「黨委制度」的影響，可從繼承傳統和發揚創新兩個

面向來觀察。江澤民不僅繼承共軍這個老傳統，而且在新的歷史

條件下把它加以發揚光大，主要則表現在：加強各級黨委領導班

子建設、嚴格貫徹執行民主集中制及充分發揮基層黨支部的戰鬥

堡壘作用等三方面。依次論述如後： 

第一節  加強各級黨委領導班子建設 

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領導是共軍的一個根本建軍原則。為了

保證黨對軍隊的絕對領導，中共黨在長期的實踐中，在軍隊中建

立和形成了嚴密的、完整的、系統的黨委制的領導體系，從而把

部隊組織成為一個高度集中統一的戰鬥集體，使黨的領導得以實

現。這是共軍既不同於資產階級軍隊，又不同於其他革命軍隊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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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的社會主義國家軍隊的一個顯著特點和標誌。離開了黨委領

導，黨對軍隊的絕對領導就會失去組織上的保證。中共黨務工作

全書（張蔚萍，2001：1281）即指出：「我軍是黨絕對領導下的

軍隊，各級領導班子，實際上是各級黨組織的領導核心。」因此，

把部隊各級領導班子建設好，是中共堅持黨對軍隊絕對領導的根

本要求。 

中共黨務工作全書（張蔚萍，2001：1281）指出：「領導班

子是指由領導成員組成的集體。領導班子是各級決策的制定和組

織實施的中心，是動員群眾、組織群眾、率領群眾進行我軍現代

化建設的指揮部。一個部隊，一個部門工作好壞，關鍵在於有沒

有一個好的領導班子。」由於領導班子問題，直接關係到中共堅

持「黨指揮槍」的原則。因此，江澤民時期同毛、鄧一樣
1
，非

常關注共軍各級黨委領導班子問題。一九九五年十二月十七日，

江澤民（2001a：201-202）在中共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中

指出：「這些年來，軍隊各級領導班子特別是軍以上領導班子的

建設，總的情況是比較好的，但少數領導班子的自身建設抓得不

緊，有的執行軍委、總部的指示和規定不堅決，有的民主集中制

堅持得不好，黨內生活缺少原則性，因而發生了一些本應避免的

問題。」江澤民（2001a：202）並舉例說明指責：「有的單位發

生了嚴重違紀問題，主要領導提議向上級隱瞞，黨委竟然作出隱

情不報的決定。領導班子處於這樣喪失原則和軟弱渙散的狀態，

能夠保證部隊建設順利進行嗎？能夠保證工作的正確方向嗎？」

因此，會議中江澤民再次強調領導班子的特殊作用，明確指出：

「軍隊各級領導班子是戰鬥指揮部，在軍隊建設中起著樞紐作

用。黨的基本路線和大政方針，黨中央、中央軍委的決策和指示

能否全面貫徹落實，首先取決於各級領導班子的工作。」（江澤

民，2001a：201） 

因為領導班子的特殊作用，江澤民也從如何在組織上、思想

                                                 
1毛澤東曾經說：「政治路線確定之後，幹部就是決定的因素。」（引自江澤民，20 01a：
421）；鄧小平也指出：「解決領導班子問題，首要的、關鍵的問題是選好人。」又說

「軍隊不搞好，軍隊幹部不純，禍害很大。．．．因為將來是他們當家啦。選得不準，

教訓不少啊。」（鄧小平， 1994b： 73-74）  



上、政治上、作風上加強軍隊各級黨委班子建設問題，提出了許

多觀點，尤其在中共黨的「十六大」總結要求把各級領導班子建

設成為堅持貫徹「三個代表」的堅強領導集體，（解放軍報，2002：

2）期望能充分發揮核心領導作用，作為貫徹黨對軍隊絕對領導

的最堅實的組織保證。以下謹就江澤民對共軍各級黨委領導班子

建設的相關談話，摘要論述之。 

壹、建設好領導班子，關鍵是要選好「班長」 

一九九二年十二月九日，在迎新茶話會上，江澤民指出，軍

隊建設至關重要的是把各級領導班子，特別是高層領導班子配備

好，建設好，使槍桿子真正掌握在忠誠於黨和人民事業的可靠的

人手裡。（引自李寶柱，2000：159）江澤民對解決領導班子問題

的這個講法，基本上是繼承了鄧小平「主要是配備好一、二把手」

的說法。一九七五年八月，鄧小平（1994b：25）在國防工業重

點企業會議上的講話中強調：「解決領導班子的問題，主要是配

備好一、二把手」。共軍認為，要注重選好一、二把手，這是鄧

小平總結中共黨的歷史經驗得出的一個重要結論，一、二把手強

了就可以把隊伍帶起來。因此，要經過組織部門的考察和考核，

那些政治上堅強，頭腦清醒，黨性強，有較強組織領導能力、豐

富的工作經驗和較高的領導藝術，能夠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密

切聯繫群眾、廉潔奉公、作風正派，能夠堅持原則、開展積極的

思想鬥爭，有高度責任心和事業心，能夠結合本地實際、創造性

地貫徹執行黨的基本路線，政績突出的人，選拔到一、二把手的

主要崗位上來。（李寶柱，2000：161） 

在新的形勢下，江澤民（2001a： 230）進一步強調：「建設

好領導班子，關鍵是要選好『班長』」，並以「黨政『一把手』」

取代鄧小平「一、二把手」的說法。
2
一九九七年十二月二十二

                                                 
2所謂「一把手」是指黨委書記（即政治首長）、「二把手」是指軍事首長；所謂「黨

政『一把手』」則泛指軍、政首長；所謂「班長」是指黨委書記，黨委書記在行政上

是主官，在黨內是班長。一九九六年六月二十一日，江澤民（ 2001a： 230）在紀念中

國共產黨成立七十周年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曾經表示：「作為『班長』，如果帶不好『一

班人』，那就不稱職。」  



日，江澤民（2001a：283-284）在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

強調：「黨政『一把手』，既是班子中平等的一員，又在班子中處

於關鍵地位，負有特別重大的責任。一個地區、一個部門、一個

方面工作做得如何，班子狀況怎樣，同『一把手』關係很大，因

而必須對各級領導班子的『一把手』提出更高更嚴格的要求。是

不是可以提出這樣四句話，叫做：堅持原則，把握全局，團結同

志，加強修養。」江澤民進一步說明，堅持原則，一切以黨和人

民的利益為重，這是黨性的最高原則。領導工作要有原則性、系

統性、預見性、創造性。對於領導幹部來說，原則性是第一位的。

把握全局，就要求在工作中既善於抓住主要矛盾，又善於照顧全

盤，能夠協調各方面力量，調動各方面積極性。在領導班子內部，

要用大局來統一思想，協調行動，處理矛盾。團結同志，就要求

胸襟開闊，光明磊落，互相學習，互相尊重，以理服人，以德服

人。絕不允許當面一套背後一套，表裡不一。加強修養，就是要

通過學習和實踐，培養和保持高尚的道德情操。要克服庸俗的權

力觀念，增強對黨、對人民的責任意識，要樹立遠大的理想和堅

定的信念，增強黨性，增強抵禦各種誘惑的能力，做堅持和發揚

黨的優良傳統和作風的模範。 

江澤民除了對領導班子和「一把手」提出了「堅持原則，把

握全局，團結同志，加強修養」的「四句話」要求。同時，他也

指出，現在有些領導班子弱，除了個人素質的原因外，還有個班

子結構問題。因此，反復強調要求，在選配好「班長」的同時，

還要重視搞好群體配備，實現領導班子的優化組合。要在堅持「四

化」方針和德才兼備原則的前提下
3
，根據各類領導班子的不同

情況，合理調整和改善結構。在注意思想政治素質的基礎上，要

注意年齡結構、知識和專業結構，還要注意各個成員的特長，使

領導班子成為整體素質優良、成員優勢互補的堅強集體。（江澤

民，2001a：229-230） 

                                                 
3所謂「四化」方針是指按照「革命化、年輕化、知識化、專業化」的標準，建設一

支高素質的領導班子和幹部隊伍。事實上，「四化」方針和德才兼備原則在鄧小平時

期就已提出。  



貳、著重解決黨委領導班子的思想作風問題 

中共在改革開放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過程中，江澤民

特別強調各級領導班子要清正廉潔，抵制消極腐敗，在領導工作

中強調改進領導作風和工作作風。他認為，在組織上解決了存在

的問題之後，重點是解決思想作風問題，以提高各級領導班子的

戰鬥力。 

第一，掌握思想政治領域的領導權和主導權 

江澤民認為，解決思想政治問題是做好其他各項工作的前提

和基礎。一九九七年八月一日，他在慶祝中國人民解放軍七十周

年大會上的講話指出：「我軍把政治工作視為自己的生命線，把

思想政治建設擺在全軍各項建設的首位。」（人民日報，1997，

8/2：1）事實上，這是江澤民繼承毛、鄧的一貫說詞。二○○○

年六月二十八日，他在中共中央思想政治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

開宗名義就引述毛澤東：「掌握思想領導是掌握一切領導的第一

位。」及鄧小平：「我們說改善黨的領導，其中最主要的，就是

加強思想政治工作」的話。（江澤民，2001a：435）並進一步指

出：「抓黨的建設，首先要抓好黨的思想政治工作建設，．．．

黨的這個優良傳統和重要經驗，任何時候都不能丟。」（江澤民，

2001a：435） 

至於如何掌握思想政治領域的領導權和主導權，江澤民認

為，首先是對各級黨委的要求，必須擺在黨委工作的首位。二○

○一年八月三十一日，他在國防大學軍隊高級幹部理論研討班上

的講話中就指出：「黨委領導最重要的是政治領導，黨委特別是

黨委書記第一位的任務，就是把握政治方向，確保黨從思想上、

政治上掌握部隊。」（江澤民，2001a：540）他同時也提出了以

下幾點要求（江澤民，2001a：437-440）：首先，要看黨委自身

的馬克思理論水平及其運用能力。各級黨政領導班子的「第一把

手」，尤其要努力加強自己的馬克思主義理論功底，提高政證敏

銳性和政治鑑別力。一九九五年十二月十七日，他在中共中央軍

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中就指出：「加強各級黨委領導班子建設，



首先是各級領導幹部要認真學習馬列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

理論，用科學理論武裝自己的頭腦和指導各項工作。」（江澤民，

2001a：202）其次，黨委書記主管思想政治和意識形態工作，這

是我們黨的一個好傳統。各級黨委書記都很忙，需要抓的大事確

實不少，但任何情況下都不能放鬆思想政治工作和意識形態工作

的領導。第三，「身教重於言教」。黨的思想政治工作能否做好，

很大程度上還取決於我們黨的自身建設和各級領導幹部的表

現。群眾的眼睛是雪亮的。黨員、幹部首先要做到。如果說一套、

做一套，說的大道理都是要求別人的，自己不起模範作用，那說

得再好也沒有用。第四，「三講」教育這項工作就是最現實的思

想政治工作，要求大家要按照中共中央的要求，繼續高標準、嚴

要求地抓好「三講」
4
教育的各項工作。第五，全黨都要堅持不

懈地按照「三個代表」的要求加強黨的建設，．．．為做好黨的

思想政治工作提供根本保證。（江澤民，2001a：438） 

第二，領導班子要清正廉潔，堅決防止和克服消極腐敗現象 

江澤民指出，新時期必須堅持從嚴治黨，堅決克服消極腐敗

現象，在這個事關黨的生死存亡問題上，各級黨委負有重大責

任，必須以自己的模範行動帶動部隊。他認為，端正黨風，是贏

得群眾信任和擁護、做好領導工作的重要條件。在新的歷史條件

下，強調這個問題更具有緊迫性和艱巨性。（江澤民，2001a：439）

他針對改革開放以來黨的作風方面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尖銳地

指出：「我們黨內在思想、組織、作風方面還存在不少突出的問

題，尤其是一些黨員、幹部中發生的腐敗現象，給黨的形象帶來

了嚴重損害，在群眾中造成了十分惡劣的影響。」（江澤民，

2001a：439）他告誡全黨同志注意，「不堅決懲治腐敗，黨同人

民群眾的血肉關係就會受到嚴重損害，黨的執政地位就有喪失的

危險，黨就有可能走上自我毀滅。」（解放軍報，2002，11/18：

                                                 
4 所謂「三講」是指講學習、講政治、講正氣。「三講」是江澤民於 1995 年 11 月 8

日在北京考察工作時，對北京市在教育幹部問題的講話主題。（江澤民，2001a： 189）

從此以後，江澤民反復強調領導幹部一定要講學習、講政治、講正氣。他在黨的十五

大報告中又進一步指出，繼續在縣級以上領導幹部中深入進行以講學習、講政治、講

正氣為主要內容的黨性黨風教育。在全黨造成認真學習的風氣、民主討論的風氣，積

極探索的風氣，求真務實的風氣。（中共研究雜誌社， 1998： 3-131）  



2）因此，江澤民強調，在新的歷史條件下，加強黨委建設，必

須切實把加強黨風廉政建設，克服消極腐敗現象作為一件大事來

抓。為端正黨風，克服領導幹部的特殊化，他提出每個黨委及其

成員要嚴於律已，以身作則，自覺接受監督，帶頭同腐敗現象作

鬥爭，帶頭發揚黨的優良傳統和作風，這樣才能贏得群眾的信任

和擁戴，才會產生巨大的凝聚力和戰鬥力。（解放軍報，2002，

11/18：2） 

在端正黨風問題上，江澤民提出了一系列重要論述。比如，

他在中共黨的「十五大」報告中指出：「反腐敗是關係黨和國家

生死存亡的嚴重政治鬥爭。」反腐敗要「堅持標本兼治，教育是

基礎，法制是保證，監督是關鍵」。（中共研究雜誌社，1998：3-132）

江澤民在中共黨的「十六大」報告中進一步指出：「各級黨委既

要充分認識反腐敗鬥爭的緊迫性，又要充分認識其長期性，堅定

信心，扎實工作，旗幟鮮明、毫不動搖地把反腐敗鬥爭深入進行

下去。進一步抓好領導幹部廉潔自律、查處大案要案、糾正部門

和行業不正之風的工作。堅持標本兼治、綜合治理的方針，逐步

加大治本的力度。加強教育，發展民主，健全法制，強化監督，

創新體制，把反腐敗寓於各項重要政策措施之中，從源頭上預防

和解決腐敗問題。堅持和完善反腐敗領導體制和工作體制，認真

落實黨風廉政建設責任制，形成防止和和懲治腐敗的合力。領導

幹部特別是高級幹部，必須以身作則，正確行使手中的權力，始

終做到清正廉潔，自覺地與各種腐敗現象作堅決鬥爭。對任何腐

敗分子都必須澈底查處、嚴懲不貸。」（解放軍報，2002，11/18：

2） 

第三，轉變領導作風和工作作風，保證工作任務落實 

黨委領導，不是只發號召，作指示，而是要把正確的決策貫

徹到實際工作中去，保證工作任務的落實。這是江澤民的一貫說

詞。一九九四年七月一日，江澤民（2001a：148）在北京軍區師

以上幹部戰役集訓班上的講話中就曾指出：「現在，我們國家和

軍隊建設的大政方針已經確定，發展目標也很明確，關鍵問題就

是要抓落實。再好的方針、政策和原則，如果只是停留在會議上、



文件上、口頭上，那就是空談。」所以，他強調要落實、落實、

再落實，要在全軍上下努力形成抓落實的濃厚風氣。 

在轉變領導作風和工作作風方面，江澤民（2001a：149）指

出：「長期以來，困擾我們領導同志和領導機關的一個帶有普遍

性的問題，就是會議多，文件多，應酬性的活動多。這個問題講

得已經很多了，但在一些單位還沒有明顯改變。有些同志認為，

開了會，發了文件，就算貫徹落實了。上面搞得熱熱鬧鬧，實際

上什麼問題也沒解決。」為了讓領導幹部瞭解轉變領導作風的重

要性，江澤民（2001a：149）嚴肅地指出：「領導同志的工作作

風好，就能夠樹立威信，凝聚軍心，增進團結，受到廣大官兵的

歡迎。」因此，勉勵共軍各級領導機關都要在抓落實上動腦筋、

下功夫，不要搞那些花架子、虛套子、勞民傷財的東西。要求領

導同志要深入實際，了解實情，傾聽幹部戰士的聲音，關心群眾

的疾苦，扎扎實實地幫助部隊特別是幫助基層瞭解解決實際問題

和困難。（江澤民，2001a：149） 

江澤民認為，領導工作作風改善後，還要注意改進工作方

法。他表示，現在部隊的任務很重，工作頭緒很多。因此，要求

領導幹部，首先要善於通盤籌劃，把握重點，抓住主要矛盾，把

領導工作的重心放在對部隊建設全局有決定性意義的關節點

上。其次，要按職責抓好落實，各級辦好各級的事，不要越俎代

庖。第三，機關各部門工作要協調，如果機關各部門有工作積極

性而不相互協調，可能會出現忙亂的局面，部隊也無法落實。第

四，工作指導要分層次，不能各級都是原則指導，更不能上面抓

得細、下面抓得粗。最後，要堅持一般與個別相結合，善於運用

點型事例指導和推動全面工作，把部隊建設搞得更活潑、更有生

氣。（江澤民，2001a：149-150） 

參、嚴格黨委成員的管理監督 

江澤民非常關注黨委成員的管理監督這個問題。一九九六年

一月二十六日，江澤民（2001a：204-209）在中央紀委第六次全



會上的講話明確指出：「現在有的幹部職務升了，權力大了，對

自己的要求卻放鬆了；權力一大，直接監督他的人少了，利用他、

為他抬轎子的人多了。如果自己不警惕，組織上又不及時教育或

監督，就很容易出問題，甚至出大問題。」因此，會中再次強調：

「我們黨執政以後，特別是在新的歷史條件下，能不能成功地解

決黨內監督問題，尤其是對高中級幹部的監督問題，是加強黨的

建設需要解決的一個重要問題。」他在中共黨的「十五大」報告

中也提出，要對黨員特別是領導幹部嚴格要求、嚴格管理、嚴格

監督。（中共研究雜誌社，1998：3-132）二○○○年一月十四日，

他在中央紀委第四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中強調：「落實從嚴治黨

的方針，不是一時一事的要求，必須全面貫穿於黨的思想、政治、

組織、作風、紀律和制度建設的各方面工作，切實體現到對各級

黨組織、廣大黨員和幹部進行教育、管理、監督等各個環節中去。」

（江澤民，2001a：365）在軍隊，對嚴格黨的紀律，實行有效的

黨委成員的管理監督尤為重視。 

江澤民認為，對黨委成員的監督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第

一，要監督檢查貫徹執行黨的路線方針政策和國家法律的情況。

江澤民強調，要保證黨組織和黨員、幹部全面正確地貫徹執行黨

的基本路線、基本方針和各項政策，遵守和維護黨的政治紀律。

針對一些違法違紀現象，他尖銳指出：「全黨都要同黨中央保持

高度一致，堅決維護中央權威，保證中央的政令暢通。．．．對

違反政治紀律的，一定要嚴肅處理。」（江澤民，2001a：205）

第二，監督檢查黨委成員廉政的情況。黨委成員是否廉政，不僅

關係到個人的成長進步，而且直接關係到部隊黨委的形象、威信

和凝聚力，關係到部隊的風氣和戰鬥力。江澤民說，保證黨組織

和黨員、幹部正確運用權力，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

旨，無論什麼時候都把黨和人民的利益放在第一位，絕不允許以

權謀私、假公濟私、化公為私。（江澤民，2001a：205）第三，

要監督檢查執行民主集中制的情況。江澤民強調，保證黨組織和

黨員、幹部嚴格遵守和維護民主集中制的各項制度，不論擔任何

種職務、從事何種工作，都要擺正自己在黨內生活中的位置。凡



屬重大決策、重要幹部任免、重要建設項目安排和大額度資金的

使用，必須經集體討論，不準個人或少數人專斷。決不允許自視

特殊，違犯黨章。（江澤民，2001a：205） 

加強對各級領導班子的監督，江澤民（2001a：203）提出主

要來自五個方面：一是上級對下級的監督。；二是班子成員之間

的相互監督；三是強化職能部門的監督；四是群眾的監督；五是

批評與自我批評。分述如下： 

上級對下級的監督。一九九六 年一月二十六日，江澤民

（2001a：207）在中央紀委第六次全會上的講話強調：「從嚴治

黨，絕不能成為只說在嘴上的口號，必須落實到黨組織對黨員和

幹部嚴格要求、嚴格管理、嚴格監督的實踐中去。治黨不嚴，『好

人主義』盛行，放鬆監督或監督不力的地方和部門，往往出的問

題多，隊伍渙散，缺乏戰鬥力。」「一些地方和部門的政治生活

很不正常，發生了問題，內部互相包著，既不去認真解決，也不

向上級報告。存在這些問題的地方和部門，必須盡快改變。每個

黨員幹部都要切記自己是一名共產黨員，時刻想到應盡的責任和

義務經常按照黨章和黨內的各項規定對照檢查，自重、自省、自

警、自勵，規範行為，嚴以律己。『千里之堤，潰於蟻穴』。牢記

這句格言，對於我們的同志及時警惕自己，避免犯大的錯誤，是

很有益的。」 

班子成員之間的相互監督。班子成員之間的相互監督是指黨

內監督。江澤民非常重視黨內監督問題，他曾以地方、部門嚴重

違紀和經濟犯罪案件為例，告誡他們：「越是改革開放，越要加

強和健全黨內監督；越是領導機關、領導幹部，越要有嚴格的黨

內監督。」（江澤民，2001a：204）二○○○年一月十四日，江

澤民（2001a：371-372）在中央紀委第四次全會上的講話，再次

強調要重視黨委內部的互相監督作用這個問題。並引述鄧小平的

話：「領導幹部的情況，上級不是天天能看到的，下級也不是天

天能看到的，同級的領導成員之間彼此是最熟悉的。」指出：「我

們有些領導班子缺少正常的相互監督和幫助，一團和氣、息事寧

人，迴避和掩蓋矛盾，當『好好先生』。．．．這種情況必須改



變。」江澤民（2001a：371）尤其強調對領導幹部一定要嚴格監

督，要求努力做到：「領導幹部的權力行使到那裡，領導活動延

伸到那裡，黨組織的監督就到那裡。」「對領導幹部工作時間內

的表現要監督，工作時間以外的活動也要注意。」 

強化職能部門的監督。江澤民十分重視紀律檢查機關的作用

和建設，提出各級紀律檢查機關是保證黨的肌體健康的忠誠衛

士。他強調，必須建立健全黨的各級監督檢查機構，沒有專門監

督機構的要成立起來，已成立起來還不健全的要健全起來，這對

於反對黨內違紀行為，反對腐敗現象有重要意義。因此，他進一

步強調要求：「紀律檢查幹部不僅自己要廉潔奉公，而且要認真

履行職責，敢於碰硬，嚴肅執紀，嚴厲懲處腐敗分子和各種違法

亂紀的人。同時要求各級黨委要加強對紀檢監察工作的領導，堅

決支持他們按照有關政策和規定嚴肅查處各種違紀違法案件，幫

助他們解決工作中遇到的困難。」（江澤民，2001a：376-377） 

要加強群眾對黨委成員的監督。江澤民認為，中國共產黨是

為人民服務的黨，所以就不怕群眾批評監督。必須敞開大門讓群

眾監督黨，要擴大群眾對黨的監督，對黨員的監督。除黨內機密

的部分外，盡可能「把黨公開」，這是黨光明磊落和向人民負責

的表現。在新的歷史條件下，黨更需要接受群眾監督。他說：「一

個革命政黨，就怕聽不到人民的聲音，最可怕的是鴉雀無聲。」

他強調，要有群眾監督制度，讓群眾和黨員監督幹部，特別是領

導幹部。加強群眾監督是黨的群眾路線的題中應有之義，是避免

和少犯錯誤的重要途徑。江澤民在中共黨的「十五大」報告中就

指出：「要黨委統一領導，黨政齊抓共管，紀委組織協調，部門

各負其責，依靠群眾的支持和參與，堅決遏制腐敗現象。」（中

共研究雜誌社，1998：3-132） 

批評與自我批評。江澤民指出，切實加強對各級領導班子的

監督，包括上級對下級的監督，班子成員之間的相互監督，紀委、

審計部門和群眾的監督。還特別強調要重視掌握和運用批評與自

我批評這個馬克思主義的武器。他說：「批評與自我批評以及談

心活動，對於分清是非，增強團結，克服缺點，改進工作，防止



失誤，都很有益處，是加強領導班子建設的好辦法，應當堅持下

去。」（江澤民，2001a：203）為此，江澤民（2001a：372）進

一步強調：「各級領導班子要切實負起責任，在班子成員之間保

持講黨性、講原則的同志關係，該提醒的及時提醒，該批評的及

時批評，該制止的及時制止。這樣做，才是對同志真心愛護。」 

第二節  嚴格貫徹執行民主集中制 

中共黨對軍隊的絕對領導，從根本上講，是黨的各級組織按

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則，對部隊實施統一的集體領導。一九七七年

鄧小平在黨的十屆三中全會講話中指出：「毛澤東同志概括地講

了一個目標：『我們的目標，是想造成一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

又有紀律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

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面』，⋯⋯毛澤東同志這裡講的政治局面不

只是講黨，而且是講整個國家，整個軍隊，整個人民，就是說全

黨、全軍、全國人民都要有那樣一種政治局面。」（鄧小平，1994a：

44）鄧小平還專門強調，堅持民主集中制，不只是指黨，而是整

個國家，整個軍隊，整個人民。 

以江澤民為核心的第三代領導集體，繼承和發揚了毛、鄧的

理念。一九九五年十二月十七日，江澤民在中共中央軍委擴大會

議上講話指出：「民主集中制是我們黨和國家的一項根本制度，

也是堅持黨對軍隊絕對領導的重要保證。」（江澤民，2001a：202）

他又說：「加強民主集中制，必須堅持和完善集體領導和個人分

工負責相結合的制度，既要強調軍政主官對部隊工作負主要責

任，也要防止主官個人說了算，個人凌駕於組織之上。凡屬部隊

建設中的重大問題，必須經過黨委充分醞釀和討論，由黨委集體

決定。部隊各級軍政主官應當成為堅持民主集中制的表率，能夠

虛懷若谷，集納群言。」（江澤民，2001a：202）為發揮黨委會

的作用，江澤民提出：「集體領導，民主集中，個別醞釀，會議

決定」的「十六字」方針，並在中共黨的十六大報告中再次強調：

「按照集體領導，民主集中，個別醞釀，會議決定的原則，完善



黨委內部的議事和決策機制，進一步發揮黨的委員會全體會議的

作用。」（解放軍報，2002，11/18：2）「十六字」方針並已正式

納入中共黨的章程，做為黨委集體討論決策依循的四項原則。 

在「十六字」方針中，「集體領導」是民主集中制的精髓，

也是「十六字」方針的核心。「民主集中」是實現「集體領導」

的基本原則，「個別醞釀」是堅持「集體領導」的重要基礎，「會

議決定」是形成「集體領導」的關鍵環節。這四句話之間構成了

一個統一的整體，形成了黨委決策進行過程中的基礎規則，從而

使民主集中制這一根本制度在黨委決策上更加具體化和規範

化。（韓季池，2002：197-198）江澤民指出，這個原則體現了民

主集中制原則的精神，也體現了求大同存小異的精神。大的方面

需要統一也能夠統一的要及時統一起來，小的方面一時不便於統

一也無關大局的可以先放一放。有的事情，少數同志思想暫時不

統一，但又必須馬上辦的，應該根據少服從多數、個人服從組織

的原則，果斷的做出決定。（引自韓季池，2002：198） 

《中國共產黨與跨世紀人民軍隊建設》乙書的著作人─楊偉

業（2001：60-61），對江澤民「十六字」方針的內涵進一步闡釋

如下：一是要注意把握好集體領導。集體領導是黨的領導的最高

原則，是堅持民主集中制的最基本問題，實行科學決策，必須依

靠黨委的集體領導。在當前的形勢下，必須做到堅持集體討論決

定重大問題不含糊，堅持抓大事、議大事不迷糊，堅持積極參與

集體領導不應付。二是要注意把握好民主集中。民主集中是群眾

路線在黨委決策中的具體體現。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隨

著群眾的民主意識日益增強，在落實民主集中制原則的實踐中，

既有民主不夠的問題，也有集中不力的問題。解決民主不夠的問

題，必須廣泛發動群眾和深入了解民意。解決集中不力的問題，

要注意處理好局部與全局的關系和少數與多數的關系。三是要注

意把握好個別醞釀。對於正確決策，會下功夫是「十月懷胎」，

會上功夫是「一朝分娩」。個別醞釀是會下必經的重要程序，通

過平等地交流、溝通以達成共識，以利於作出正確決策，增進班

子的團結。做好個別醞釀，不搞臨時會議，不搞私下授意，不搞



形式主義。四是要注意把握好會議決定。這是一個至關重要的環

節。黨委通過正式會議對重大問題決策，是實現民主集中制的基

本形式和重要程序。民主也好，集中也罷；都離不開會議這個載

體，只有堅持會議決定，才能保證黨委決策的合法性和正確性，

才能更好地統一「一班人」的意志和行動。要明確會議決定的必

要性。召集再多法定會議以外的會議都不能代替法定的正式會

議。再充分的會下醞釀、溝通和協調也不能代替會上的自由充分

討論。個別醞釀是會議決定的前提，醞釀成熟便於會議作出決

定。但隨著會議深入，委員的意見也可能發生變化。因此僅有個

別醞釀，不經會議決定，就不能真正形成科學決策。要掌握會議

決定的藝術性。要想會開得成功，關鍵在於主持會議的書記能否

引導委員圍繞會議主題，組織好討論。要確保會議決定的權威

性。會議決定一旦形成，班子成員要無條件服從。個人意見可以

保留，但在落實會議決定時必須步調一致、行動統一，做到一個

聲音對外說話，一個決心往下貫徹，自覺維護集體決策的權威。

楊偉業（2001：61-62）指出，新形勢下貫徹民主集中制，必須

以「十六字」方針指導和規範黨委的實踐動力，通過充分發揮集

體的智慧和創造力，實現黨委政治上、思想上和組織上的高度統

一，提高科學決策水平和領導部隊建設的效能。 

共軍認為，堅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則，在新的形勢下要認真落

實這「十六字」方針。強調這既是新時期黨委領導工作新鮮經驗

的科學總結，也是對正確貫徹執行民主集中制原則所作的新的規

範。（李建昌，2000：182）為貫徹執行江澤民「十六字」方針，

共軍特別提出以下幾點要求：（王國終，2002：26） 

第一，是要防止程序違規。要求進一步完善黨委內部的議事

決策機制，認真執行黨委議事規則，絕不能用簽字傳閱、口頭徵

求意見、簡單碰頭的方式代替黨委集體研究討論重大問題，堅決

防止和糾正利用正常的決策程序使違規問題合法化的現象。 

第二，是要以民主求公正。為暢通民主渠道，共軍要求對會

議議題及時安民告示，向委員通報有關情況，留出足夠時間讓委

員調查研究，掌握第一手資料；對幹部任用和重大財務開支等敏



感事項，特別強調不能搞「關門主義」，要求集中多數人的意見，

保證決策的公平、公正，增強黨委的凝聚力、戰鬥力。 

第三，是要堅持「平等」原則。共軍要求正副書記要擺正自

身在黨委集體中的位置，不能把行政身份帶入黨內，真正使委員

享有平等的權利。正副書記事先碰頭，要堅持只交換意見，不作

兩人「定調」，只定原則，不定「細則」，只拿預案，不作決策，

防止把通氣變成通過，使集體決策流於形式。同其他委員交換意

見，尤其強調注意平等性，不能把個別醞釀搞成「打招呼」、暗

示甚至變相施壓。討論研究問題時，要求認真聽取其他委員的意

見，不隨意打斷發言，不做暗示性插話，更不能先入為主、自以

為是、固執已見，特別是當個人意見不夠合理或有錯誤時，強調

要自覺服從大家意見，嚴守少數服從多數的原則，絕不允許以個

人意見否定多數人的意見。 

第三節 充分發揮基層黨支部的戰鬥堡壘作用 

中共為了實現黨對軍隊的絕對領導，保證黨賦予軍隊的各項

任務的勝利完成，黨在軍隊團以上部隊和相當於團以上的單位設

立黨的各級委員會，在營和相當於營的單位設立黨的基層委員會

或總支部，在連隊和相當於連隊的基層單位設立黨的支部等等。

這些組織，構成了共軍的「黨委制度」，連隊黨支部是這個制度

的基礎。如果沒有這個基礎，共軍黨的其他組織就會失去依托。

（王宗雲，1998：329）江澤民時期，儘管共軍面臨的環境以及

自身情況發生了很大變化，但「支部建在連上」
5
的制度不僅沒

有改變，而且還更加強調與堅持。江澤民指出，我們人民解放軍

是置於黨的絕對領導之下的，黨組織的力量很強，支部建在連

上，軍隊要特別注意保持這種優良傳統，這是我們的政治優勢。

（引自楊偉業，2001：64）江澤民繼承和發揚這一優良傳統，並

根據新時期出現的新情況，提出了發揮基層黨支部作用的要求。 

                                                 
5堅持支部建在連上，充分發揮黨支部的戰鬥堡壘作用，是毛澤東為共軍所制定的一個重

要建軍原則，也是共軍自詡的優良傳統。「紅軍所以艱難奮戰而不潰散，『支部建在連上』

是一個重要原因」。（毛澤東，1966a： 68）  



一九九○年九月二十八日，江澤民在聽取內蒙古軍區領導會

報後所作的講話中即指出，要把連隊黨支部建設好，黨支部建設

好了，真正成了堅強的戰鬥堡壘，每個黨員都能發揮先鋒模範作

用，連隊的工作就一定能搞好，基層就一定能建設好。（引自楊

偉業，2001：64）一九九四年三月十四日，他在八屆全國人大二

次會議解放軍代表團會議上的講話中也指出：「部隊建設的基礎

在基層，基層的核心是黨支部。只有把連隊黨支部建設搞好了，

才能真正發揮戰鬥堡壘作用，才能把黨對軍隊的絕對領導落實到

基層，才能全面提高部隊戰鬥力。」（引自王書風，2000：241）

同年十月十三日，在聽取成都軍區領導會報後所作的講話中又強

調，要下大力氣抓好基層連隊黨支部的建設。（引自楊偉業，

2001：64） 

在加強黨支部建設的具體作為方面，江澤民對各級黨委寄予

很大的期望，指出：「黨的基層組織是黨的全部工作和戰鬥力的

基礎。各級黨委要採取得力措施，努力把基層黨組織建設成為團

結和帶領群眾進行改革和建設的戰鬥堡壘。」（引自王書風，

2000：240）其次，江澤民期望基層組織要自我完善，他在中共

黨的「十六大」報告中就強調：「黨的基層組織都要從各自的特

點出發，認真履行黨章規定的職責
6
，努力成為貫徹黨的路線方

針政策、團結和帶領群眾完成本單位任務的堅強戰鬥堡壘。」（解

放軍報，2002，11/18：2） 

共軍為貫徹江澤民加強黨支部建設的理念，保證把黨的各項

工作直接做到士兵群眾中去，變成他們的實際行動，發揮黨支部

的堅強戰鬥堡壘作用。王書風（2000：241）認為歸結到一點就

是「按照江澤民指示的『五句話』總要求，全面落實《綱要》，

把基層建設好。」「五句話」總要求，是指江澤民提出的「政治

合格、軍事過硬、作風優良、紀律嚴明、保障有力」的五句話總

要求；《綱要》是指《軍隊基層建設綱要》。共軍認為江澤民的「五

                                                 
6中共黨的「十六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章程第三十一條明載：「黨的基層組織的基本

任務是：宣傳和執行黨的路線、方針、政策，宣傳和執行黨中央、上級組織和本組織

的決議，充分發揮黨員的先鋒模範作用，團結、組織黨內外的幹部和群眾，努力完成

本單位所擔負的任務。」等八項（ h t tp : / / c l i en t . can .com. tw/mnd /ccp /o rg164 .php）  



句話」總要求，是以鄧小平新時期軍隊建設思想為指導，總結軍

隊建設的歷史經驗，結合共軍建設的實際，對軍隊建設任務、標

準和方向的高度概括，反映了軍隊建設特別是基層建設的基本規

律，是新形勢下共軍基層建設的基本準則和依據。而以「五句話」

總要求為基本依據制定的《軍隊基層建設綱要》，在新的形勢下，

發揮基層黨支部作用，關鍵在於堅定不移地用江澤民「五句話」

總要求，統攬和規劃基層建設。（王書風，2000：241-242）王書

風（2000：242）進一步強調，衡量一個黨支部建設搞得好不好，

戰鬥堡壘作用發揮的怎麼樣，歸根到底要看黨支部按「五句話」

總要求，在加強全面建設中作用發揮得好不好。另外，楊偉業

（2001：64-65）也特別提出以下四點看法：  

第一，加強黨支部建設，首要的是牢固確立黨支部在連隊的

核心領導地位。連隊建設的重大問題必須經黨支部集體討論決

定，由連長、指導員分工負責實施；連長、指導員必須帶頭執行

黨支部的決議，定期向支部大會報告工作。有關重要文件和上級

指示應先在黨員中傳達，完成重要任務應先在黨內進行動員布

置，防止和克服用行政領導代替黨支部領導的現象。 

第二，加強黨支部建設，不僅要保持必要的黨員數量，更重

要的是要大力提高黨員的思想政治素質和文化業務素質，提高黨

支部一班人解決自身問題和領導連隊全面建設的能力。從當前情

況看，雖然近年來全軍基層黨組織建設的水平有了新的提高，但

也存在一些不容忽視的問題，如有的基層單位依靠黨組織開展工

作的觀念淡薄；有的黨支部思想政治領導薄弱，黨員管理松懈；

有的抓大事和解決自身問題的能力不強等。這些問題不解決，就

會嚴重影響到黨支部建設的質量，進而影響到黨對軍隊的絕對領

導。 

第三，各級黨委和政治機關必須進一步加強對黨支部建設的

領導。黨建設和基層黨組織建設兩者是辨證的，一個是在上面為

基層帶路，並為下面做出榜樣；一個是基層這個組織細胞健全有

力，那我們全黨就可以立於不敗之地。各級黨委和政治機關一定

要把黨支部建設作為基層全面建設的關鍵，擺上重要議事日程，



努力使基層黨支部有一個堅強的支委會，有一名稱職的黨支部書

記，有一支模範作用好的黨員隊伍和幹部隊伍。 

第四，要重視黨支部正副書記的選配、培養，並保持相對穩

定。挑選那些思想素質高、工作能力強、模範作用好的黨員幹部

擔任正副書記；要實行傳幫帶和實踐鍛煉相結合，努力提高他們

做好黨的工作的能力；要嚴格按照《現役軍官服役條例》的規定，

保證連長、指導員任滿最低任職年限，使之在實踐中積累經驗，

培養才幹；要經常分析基層黨支部建設的狀況，有計劃地對後進

黨支部進行幫助和整頓，使其盡快改變面貌。 

第四節  小結 

由本章對江澤民在加強各級黨委領導班子建設、嚴格貫徹執

行民主集中制及充分發揮基層黨支部的戰鬥堡壘作用等方面的

探討得知，江澤民確實繼承並發揚了共軍「黨委制度」的精髓。

不過，江澤民對軍隊「黨委制度」影響的強度，是隨著他掌握軍

權的歷程而與日俱增的。 

在六、四天安門事件以前，江澤民祇不過是上海市黨委書

記，連政治局常務委員名份都沒有，在短短期內越過政治局常

委，先被鄧小平看中，擔任總書記職位，繼又提拔接掌軍委主席。

然而，江澤民是技術官僚出身，與共軍素無淵源，不像毛澤東或

鄧小平因為一開始就參與中共的革命運動，而且參與戰爭，是集

黨軍權力於一身的魅力型領導人。因此，軍隊對他們的服從是無

條件的。某種程度而言，他們幾乎是以個人魅力化的身份率領軍

隊，而不全然是以黨職身份率領軍隊。（丁樹範，民 92：60-61）
7
就這一點而言，對江澤民也將構成挑戰。另外，由本文第四章

第一節（江重塑中央權威）的分析得知，江澤民雖身為軍委主席，

掌軍初期卻仍處處受制於鄧小平。因此，吾人可以約略看出，此

                                                 
7 丁樹範更進一步指出，從毛和鄧退居第二線仍保留軍隊的領導權可以看出，以黨領軍

或軍隊服從黨的領導固然是中共意識形態的基礎，但是，在實際的發展卻是更偏向魅力

型領袖領導，而不是在制度層面的進行黨對軍隊的領導。因此，整個領導體制從魅力型

向技術官僚型轉變時，既有的制度和文化尚沒有轉變，這對江澤民率領軍隊也是挑戰。 



階段江澤民對軍隊「黨委制度」的影響有限。 

隨著世代變遷，一九九○年初期以後，中共建政有功的黨政

要員幾乎凋零殆盡，中共「十四大」以後的趨勢是，權力完全由

新人繼任。同時，這些新人的事業發展除了江澤民外，都分別從

軍隊或黨政系統發展，而沒有如革命世代般同時跨越黨政和軍隊

系統，江澤民是世代變遷下的第一個非軍人出身統領軍隊的領導

人。（丁樹範，民 92：60-61）自「十四大」後，由於江澤民頻

頻藉走訪地方、視察部隊以顯現「君臨」的領導權威，更進而藉

人事調整、授銜晉級廣佈軍隊人脈關係，事實顯示江澤民在領軍

方面已從早先的「虛位」狀態漸次進入「親臨」局面。（國立政

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民 84：2）及至一九九三年三月中共

「八屆人大」又獲封「國家主席」、「國家軍委主席」之後，已成

為繼毛澤東「家長式」領導之後，第二個集黨、政、軍大權於一

身的領導人。
8
大權操之在手的江氏，之所以特別重視軍權，厥

在其與共軍素無淵源，唯恐「槍指揮黨」造成接班領導危機。（國

立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民 82：3）因此，此時期江澤民

特別強調「黨指揮槍」的原則，並以強化對軍隊黨組織系統控制

的方式來落實。 

由以上的論述，至少可以歸納出以下四點，說明江澤民何以

必須特別強調「黨指揮槍」的原則，並進而強化對軍隊黨組織系

統控制的原因。第一，政治權力面臨危機時，強調「黨指揮槍」

的原則，成為權力維繫的護身符。第二，缺乏個人領導魅力時，

必須強調「黨指揮槍」的原則，作為軍隊服從的保證。第三，文

人控制軍權時，藉由「黨指揮槍」的原則，防止軍權過分膨脹與

干預。第四，意識形態薄弱時，以「黨指揮槍」的原則，強化政

治控制。 

姑且不論江澤民控制軍隊黨組織系統的目的是在加強個人

的領導權威，還是要逐步加強文人對軍人領導的制度化。「十四

                                                 
8 中共學者由驥則保守的指出，江澤民直到一九九五年十二月才被共軍接納成為「自己

人」。You J i ,“ Changing Leadership Consensus:  The Domest ic  Context  of  War  Games,＂ in  
Zhao Suisheng（ ed）,  Across the Taiwan Strai t─Mainland China,  Taiwan,  and the 1995-1996 
Cris is（New York/London: Routledge,  1999） ,p .87-88.  



大」後，江澤民確已不斷在共軍內提出並實現他的治軍理念。當

然，對中國共產黨對共軍實現領導的根本制度─「黨委制度」的

內涵也有進一步的論述與要求。從本章的探討，歸納以下三點： 

一、在建設好黨委領導班子方面：江澤民提出「黨政『一把

手』」取代鄧小平「一、二把手」的說法，並且增加自「十四大」

以來提出的「三講」教育、「黨要管黨」及「三個代表」重要思

想等論述。 

二、在民主集中制的執行方面：江澤民創新的提出「集體領

導，民主集中，個別醞釀，會議決定」的「十六字」方針，「十

六字」方針並已於二○○二年十一月經中共黨的「十六大」通過，

正式納入中共黨的章程，做為黨委集體討論決策依循的四項原

則。 

三、在發揮基層黨支部的戰鬥堡壘作用方面：江澤民更進一

步指出，部隊建設的基礎在基層，基層的核心是黨支部。只有把

連隊黨支部建設搞好了，才能真正發揮戰鬥堡壘作用，才能把黨

對軍隊的絕對領導落實到基層，才能全面提高部隊戰鬥力。 

總的來說，隨著江澤民對軍權的掌握，他對軍隊「黨委制度」

的影響也有明顯差異。然而，從江澤民依然強調黨委的統一領

導、黨委的集體領導及首長分工負責；依然著眼於落實在加強各

級黨委領導班子建設、嚴格貫徹執行民主集中制及充分發揮基層

黨支部的戰鬥堡壘作用等方面觀之，江澤民時期共軍「黨委制度」

的組織、職掌與運作方式並未跳脫傳統的格局，仍舊是以黨在軍

中的政治控制組織的面貌出現。因此，本章所謂「繼承與發揚」

基本上也只是江澤民在中共改革開放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的過程中，配合情勢演變與現實發展需要，對傳統的共軍「黨委

制度」不斷「與時俱進」而已。然而，當共軍一般幹部都認為中

共所談的「優良傳統」，已經過時了、不優良了、不重用了。而

中共卻仍基於政策需要，必須強調「優良傳統」是軍隊的「傳家

寶」、是「丟不得的」。（重易，1993：67）雙方各走極端，所謂

「繼承與發揚」自然也難發生什麼實質效用。因此，總的來看，

江澤民只在加強「黨的領導」和改善「黨的領導」上用功力，而



不檢討這項「根本原則」的利弊。到頭來，所謂「加強和改善軍

隊『黨委制度』」，其成效必然要面臨嚴峻的考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