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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在辽宁创建海军院校始末（1949-1965） 

姚敏①
  王瑞生 

（大连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辽宁 大连 116024） 

 

摘要：海军创建伊始，中共中央军委就把创办海军学校摆在优先发展的位置。建国后的十七年间，中国共

产党在辽宁地区创办或组建了安东海校、大连海校、海军指挥学校、海军工程学院、海军第一航空学校、

海军通信学校等多所海军院校。在辽宁地区创建的海军院校为日后人民海军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

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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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海军创立之日起，中国共产党便遵循“建军先建校”的指导原则，重视海军院校的建

设。自21世纪初始，学界开始关注建国后中国共产党在辽宁地区的海军院校建设问题，目前

已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②
然而，目前已有研究多集中于对大连海校的考察，缺乏这一时期辽

宁地区其他海军院校建设的梳理。本文试对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间的辽宁地区海军院校创建

情况作一系统回顾，舛误鄙漏之处，敬请方家斫正。 

一、20世纪40年代末海军院校的筹建 

（一）安东海校 

1949 年 5月 16日，中国共产党在辽宁安东（今丹东）正式成立安东海校。安东海校以

国民党海军起义人员为建校基础。1949年 2月 25 日，国民党军海军巨舰“重庆号”巡洋舰

在上海吴淞口起义，开抵解放区葫芦岛港。3 月 24 日，毛泽东与朱德向重庆舰官兵致电，

称赞他们为“中国人民海军建设的先锋”
[1]44

。为发挥起义官兵在海军建设中的作用，1949 年

5月，中央军委决定:“以‘黄河部队’（国民党军海军起义的原‘重庆’号舰员）为基础，

组建安东海军学校，行使军级职权。” 1949 年 5月初，“重庆号”起义官兵 555人，在沈

阳市参加了五一劳动节大会后，抵达安东。5 月 16 日，安东海校正式成立。随后，在香港

起义的国民党海军驱逐舰“灵甫”号官兵 73 人分批抵达天津，先后编入安东海校。“全校

人员 1352人，其中学员 540人，主要来自‘重庆’‘灵甫’两舰起义的官兵。教员 54人，

其他人员 758 人”
[2]11

。 

建校伊始，学校组织机构较为简单，下设“政治部、教育处、校务处、供给处、宣传队、

学员大队（2个）和警卫连”
[3]283

，其中“第1大队由舱面士兵组成5个中队。第2大队由轮机

部门士兵组成，编第6、第7 两个中队，‘灵甫号’起义人员由尚镭率领到校后，编为第8

中队”
 [4]993

。学校中心任务是对“起义官兵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使他们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

下的人民军队的性质、宗旨及优良传统作风，以转变他们的思想，彻底摒弃旧军队的不良习

气，树立革命的人生观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5]44

。通过开展“基础理论及形势教

育”及“针对错误思想，开展讨论，进行群众教育”
[4]994

等活动，学员普遍在政治上思想上

得到了提高，海校顺利地完成了原定的半年政治教育任务。10月1日，安东海校学院组成的

海军方队浩浩荡荡地走过天安门接受人民的检阅，它的亮相昭示了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

海军建设的重视。11月22日，中央军委指示，将安东海军学校作为大连海军学校的建校基础。

                                                        
① 基金项目：本文系 2019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近代东北海防研究（1840—1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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霞：《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院校的创建与奠基——以大连海军学校为中心(1950—1954)》（《军事历史研究》，

2020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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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央军委指示，“安东海军学校人员一部分调到大连海军学校，一部分留下作为打捞‘重

庆’舰的基干力量，一部分调华东军区海军司令部分配工作。”
[2]11

安东海校随即于1950 年

1月撤销。 

（二）大连海校 

1949年11月22日中共中央军委在大连创办了新中国第一所海军学校——大连海校。中国

人民解放军海军学校，标志着新中国海军院校建设正规化的起步。1949年8月，中共中央派

安东海校副校长张学思到苏联考察，并商谈聘请苏联专家协助建设海军学校事宜。9月初，

张学思与苏联达成有关协议后回国。10月25日，“以克洛契柯夫为首的苏联海军专家84人先

后抵华，为组建大连海军学校提供援助。”
[6]107

11月22日，中央军委正式下达了在大连创办

新中国第一所正规海军学校的命令，“决定以安东海军学校为基础，在大连岭前区原日本中

学旧址（当时由苏12军炮兵团驻扎）组建海军学校”
[2]12-13

，正式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

海军学校”，即“大连海校”。大连海校初设航海指挥系、机械工程系、预科，旨在分别培

养航海、枪炮、鱼水雷、通讯、蒸气、内燃、造船、电工等海军初级干部。 

为建设高质量、正规化的大连海校，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从学员选拔到教员招聘等多方

面立足长远、综合考量。如学员的选调，党中央和中央军委高度重视，严格把关。中共中央

向各中央局下达了选调学员指示，指出：“此次学员选调关系我海军建设工作极大，请中央

局切实负责保证。”
[5]46

经选拔，“第1批各中央局选调的325名学员”
 [2]13

录取了183 名。在

教员招聘上，大连海校通过政务院从地方高等院校及工厂选聘优秀人才。除安东海校“469

人调来大连海校从事教学工作（干部119人，学员128人，战士和勤杂人员222人）”
 [7]73

外，

清华大学的强明伦、慈云桂、李安宇等教授、唐山交通大学、北京大学的郭日修、郭沂曾等

人，湖南大学光学博士曹懋修、数学教授余潜修等多名高级知识分子页纷纷前来参加建设，

同时“从大连大学和大连船渠（现大连造船厂前身）聘请代课教师12名”
[4]159

。高标准、严

要求指导下，大连海校在组建之初便夯实了基础，为系统地培养海军初级干部作了准备。 

1950年8月，海军在建军会议上提出：“大连海校应训练干部3000人”
[2]10

。为完成这一

任务，海军于1950年12月19日“将指挥系扩建为第一分校，机械工程系扩建为第二分校，总

校辖专科大队、舰艇大队”
[3]283-284

。1952 年9月6日，大连海军学校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

第一海军学校。1954年1月，海军召开第一届院校会议，决定撤销大连海校总校，所属分校

独立成校。1954年4月11日所属分校独立成校，总校番号撤销。 

二、20世纪50年代海军院校的创立 

（一）海军指挥学校 

1954年4月11日，因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海军学校总校番号撤销，其所属分校独立成

校。第一海军学校第一分校（指挥分校）独立成校后，更名为第一海军学校，校址仍在大连。

1957年9月23日，改称海军指挥学校。海军指挥学校设6个系、14个专业，学制四年，主要培

养海军水面舰艇基层指挥干部和海洋测绘技术干部。
[3]285

 

为高质量地培养海军干部，海军指挥学校积极与地方院校开展交流合作，提升教学质量。

海军在1956年5月19日发出《在地方高等院校实施海军预备役军官军事训练工作若干问题》

的指示中强调，大连海运学院对口专业的训练工作由海军指挥学校负责。同时在1956年“经

国防部批准并取得高等教育部(以下简称高教部)同意，海军指挥学校和海军机械学校，在教

学有关的工作上接受高教部的领导，由高教部直接发给有关文件并吸收参加有关的会议”
[2]80

。从此，两校更好地与地方高等教育接轨。1957年年3月，根据海军第四次军校工作会议

上提出的《海军各学校整编方案(草案)》，海军指挥学校进行整编调整，相应地扩大了训练

任务，并增设了导弹指挥等新专业。海军指挥学校从50年代起接受众多国家军事代表团的访

问，“1965—1966年，海军指挥学校为坦桑尼亚水上警察部队训练成了建制舰艇人员及技术

工人”
[2]152

。1965年8月29日，叶剑英元帅视察海军指挥学校并鼓励说：“有这么多的教员，

都是专业人才，是我们党、我们国家、我们人民和军队的很大一笔财产……要好好准备，好

好学习。”
[2]103

海军指挥学校被誉为“海军指挥军官的摇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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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海军第一航空学校 

1954年6月，中共中央军委将海军第一航空学校由山东迁至辽宁锦西，开始了培养海军

空勤人才的任务。建立与海军兵种相对应的海军学校以加快海军发展，是党中央筹划海军建

设的一个重要决策。1950年2月16日，毛泽东在《关于购买舰艇、飞机、武器及其他器材的

订单》中便提出了建立海军航空学校的主张。1950年6月8日，海军党委决定“成立学校、训

练学员、培养干部、建设海空军部队”。10月31日，海军第一航空学校举行了开学典礼。建

国初期，海军建设力量薄弱，为健全组织机构，加强领导，集中力量办好海军航空学校，中

央军委将第二航空学校与第一航空学校进行可合并。随着办学条件的逐步改善，为适应海军

航空部队的建设和正规化办学要求，1952年8月1日，经中央军委批准，海军航空学校再次分

建为第一、第二航空学校。其中，第一航空学校主要负责空勤人员培训。1954年6月，海军

第一航空学校由山东迁至辽宁锦西。 

海军航空第一学校主要培养海军轰炸机、辅助机等空勤人员，下设驾驶、领航、通信、

射击专业，学制三年至三年半。学校始终坚持以教学为中心的办学方针，注重理论与实践相

结合，开展基础理论课程学习的同时注重学员的实际飞行训练。学员的实飞训练飞机是援引

自苏联的先进教练机，“初级教练机为雅克-18、教6；中级教练机为乌伯特-2；高级教练机

为杜-2”
[3]287

。为贯彻以教学为中心及为学员服务的思想，学校按照海军第一次军校工作会

议精神，在进一步培养高水平干部的同时加强培养工农战斗骨干。为此，海军第一航空学校

积极开展甲乙两种培训计划。该校第五至七期和第九期按甲乙计划培训的毕业学员就有688

人
[3]286

，有力地扩大了海军建设人才队伍。 

在海军院校调整时期，党中央领导人十分重视海军第一航空学校的发展。党中央领导

的关怀与勉励，是对海军第一航空学校教学人员莫大的鼓励和鞭策，激励海军第一航空学校

不断向前发展。 1958年9月2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视察海军第一航空

学校时，邓小平曾为学校题词“培养坚强忠诚的共产主义的保卫者和建设者”
[2]100-101

。 

三、20世纪60年代前期海军院校的组建 

（一）海军工程学院 

1961年9月19日，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领导下，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在大连寺儿沟组

建海军工程学院。海军工程学院由海军机械学校改建而来。1954年4月11日，原中国人民解

放军第一海军学校第二分校（机械分校）独立成校，1957年9月27日改称海军机械学校。海

军机械学校为培养初级指挥干部的学校，建校初设训练、校务、政治3部及蒸气、内燃、造

船、电工4系。改建学院后，学校获得巨大发展，设“造船、动力、工程物理、电机工程、

电子工程、导航工程、海军兵器、军事工程等8个系共34个专业”
[3]285

。其主要任务是培养思

想红、作风硬、专业精、身体健的工程技术干部。 

为贯彻海军第五次院校工作会议精神指示，1961年9月19日，海军下令以海军机械学

校和原陆军198师师部机构为基础组建“海军工程学院”。1962年2月，海军工程学院将哈尔

滨军事工程学院海军工程系停办的海军炮、指挥仪、鱼雷、水雷及反潜武器、舰艇消磁等“干

部、教助人员、实验员、学员共255人，连同装备器材、图书资料等，全部由海军工程学院

接收”
[2]94

。同月，“军事工程学院海军系兵器科调给该院”
[3]285

，为海军工程学院被列为全

国重点高等学校奠定了坚实基础。1965年8月，经中央军委批准，海军第四航空学校培训油

机技师的任务交给了海军工程学院。 

海军工程学院在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关怀和领导下，院校建设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据

统计，海军工程学院教员“由1956年海军机械学校时的436名增加到1965年的739名。其中本

院毕业和其他海军院校毕业的360名，其它军事院校毕业的29名，地方大学毕业的280名，占

教员总数的90%以上，正、副教授10名，讲师102 名”
[2]139

。教员队伍质和量均获得显著提高，

教员队伍结构更加优化。学院“进行了180 多个专题项目的研究，取得了不少有价值的成果。”

海军工程学院院长朱军在回忆录中讲道“1965年全军院校会议时，叶剑英元帅到我院检阅视

察，对海工的教学设备、实验室以及几项科研产品，给予了高度赞扬”
[4]1001

。海军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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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后，1969年由大连迁至武汉，开启了它新的华章。 

（二）海军通信学校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通信学校，校址初设在山东青岛沙岭庄，1964 年8 月迁驻辽宁锦

州。海军通信学校由海军联合学校第三分校改建而来。随着海军建设的不断发展和各级指挥

机关的建立和健全，培养海军工程和技术专业干部提上日程。早在1954年1月，肖劲光在《海

军建设的基本经验和今后的方针任务》中指出：“业务技术干部的缺乏的情况仍然是海军当

前及今后发展最大困难之一。”
[8]355

1957年9月27日，国防部下令以海军快艇学校和海军联合

学校的兵器（一分校）、机械（二分校）、舰务（四分校）为基础组建海军高级学校的同时，

命令以海军联合学校通信分校（三分校）为基础组建海军通信学校。 

为贯彻林彪提出的“山、散、洞”国防工程建设方针，1964年8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

将海军通信学校后迁三线，即由山东青岛沙岭庄迁至锦州。学校设训练部、政治部、校务部

和通信系、雷达系两系，其主要任务是“培训舰艇观通部门长，雷达、声纳勤务主任，声纳

工程师和有线、无线、雷达、声纳等专业维修技师”
[3]288

。学校除培训大专、中专技师外，

“其中通信、雷达、声纳、电子对抗等4个专业还开办培训维修使用工程师的大学本科班，

招收高中毕业生，学制4年”
[2]89

。为进一步培养海军专业干部，1965年8月，经中央军委批

准，原海军第四航空学校培训通信干部的任务交由海军通信学，海军通信学校力量进一步加

强。海军通信学院在外国留学生的培训工作上也做出了重要贡献。1950年代末至1968年，包

括海军通信学校在内的几所海军院校为越南海军培训各类指挥军官和专业技术骨干。
[2]152

海

军通信学校的建立加强了海军工程技术和转业干部的培训力量，对于解决海军专业干部的紧

缺，提高海军干部的素质起到了重要作用。 

由上可知，1949年至1966年，中国共产党在辽宁地区先后建立的六所各类海军院校培养

了一大批海军专业人才，大批学员被输送到各海军部队以及院校进行“再造血”，海军建设

取得重大发展。取得如此成就，原因归结于以下几点：其一，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是根本

保障。海军建设初期，“建军先建校”的战略指导原则，使得海军建设有据可循。“以教学

为中心”“正规办学”等的方针使海军院校建设有了指导思想。党中央领导人多次考察海军

院校，给予了院校人员诸多关怀与勉励。其二，广大海军人员的艰苦奋斗是海军院校取得发

展的重要条件。海军是技术密集型军种的特性，要求雄厚的工业基础和科技实力作支撑。新

中国海军建设举步维艰， “我们缺乏各种可依靠的物质条件和经验准备，一切都是白手起

家，一切都是从头开始，处处面临着困难和难题” 。
[9]212

在国内财政匮乏的情况下，广大海

军人员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院校建设才取得了逐步进展。其三，苏联的指导和帮助为

院校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持。海军第一届党代表大会报告指出：“过去几年，依靠苏联的帮助

解决了我们海军建设初期所必须的技术装备问题，也依靠苏联的帮助培养了一批干部，同时

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全军同志在学习苏联海军的先进经验和先进科学技术方面获得了成

绩……使我们在海军建设各方面工作上得到了较快的发展。”
[5]62

中国共产党全党上下及广

大海军人员，在吸取各方所长，以我为主的原则下，通过多年的努力，辽宁地区的海军院校

建设取得了重大发展，适应了海军建设发展的时代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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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hen the Navy was founded, The Central Military Commiss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d given priority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naval schools. During the 17 years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established a number of naval 

academies in Liaoning, including the Andong Naval School, the Dalian Naval School, the Naval 

Command School, the Naval Engineering College, the First Naval Aeronautical School, and the Naval 

Communications School. During the 17 years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established or established many naval academies in Liaoning, such as the 

Andong Naval School, the Dalian Naval School, the Naval Command School, the Naval Engineering 

College, the First Naval Aeronautical School, and the Naval Communications School. The naval 

academies established in Liaoning have made an indelible historical contribu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eople's navy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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