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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professional spirit of soldiers, fighting spirit is the overall embodiment of their 
quality and consciousness, and an important factor of their combat effectiveness. Therefore, fighting 
spirit plays a vital role in the victory or defeat of war. Our army must adopt various effective 
methods to vigorously cultivate the fighting spirit of soldi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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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培养军人的战斗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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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战斗精神作为军人的职业精神，是军人素质和觉悟的全面体现，是构成战斗力的重要因素，因此战斗精神对于

战争的胜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军必须采取各种有效方法，大力培养军人的战斗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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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战斗精神是军人的信念、情感、意志和行为融和升华的一种内在力量
[1]
，是构成战斗力的重要因素。

战斗精神具有丰富的内涵，其中包括精忠报国的爱国情怀；不畏强敌，敢打必胜的英雄气概；忠贞不渝，

威武不屈的人格气节；处变不惊，沉着冷静的心理素质；军令如山、军纪如铁的纪律观念。历史经验表明

在战场上武器装备固然重要，但是在武器装备水平相当的情况下，士兵的土气和战斗精神是赢得战斗的决

定性因素。德国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指出“战争的胜败归根结底取决于两个因素：武器

和勇气。与武器相比，勇气更重要”。在我军的战斗历史中，不乏虽武器装备落后但仍然靠战士顽强的战

斗精神最终取得胜利的战例，因此战斗精神作为军队战斗力的重要因素，是完成各项任务和夺取各种胜利

的精神动力。在和平时期，人民军队更要通过各种形式培养军人的战斗精神，使军人具有血性，时刻保持

高昂的士气，时刻准备着打击来犯之敌，只有这样，才能召之能战，战之必胜。 

1 对军人进行爱国主义传统教育及价值观教育 

战争的胜利要靠士气高昂的士兵，而动员官兵去冒着生命危险奋勇杀敌只能是精神力量，因此对军人

进行精神教育是培养战斗精神的基础性工程，要坚持基本教育常抓不懈，在潜移默化中强化官兵的战斗精

神。爱国主义传统教育是军人精神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名军人，就应该热爱自己的国家和人民，

以保家卫国为己任，不怕牺牲，英勇战斗。爱国主义教育的形式很多，如广泛开展“学英雄精神，做英雄

传人”的活动，教育官兵以英雄为榜样，最大限度地培养和激发官兵的英雄气概；学习军史和战争史等历

史，通过文字、图片、影像资料等素材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也可以让士兵参观战争纪念馆、战斗遗迹、

战利品，到英雄灵前献花等方法，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教育，树立爱国、爱党、爱人民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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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人的价值观主要包括忠诚、职责、尊敬、荣誉、奉献、正直、勇气等
[2]
，军人的价值观是军人的精

神支柱，是军人完成作战任务的根本保证，是构成军队战斗力的重要基础。军人价值观应被制成标牌、宣

传画和条幅等，在训练场、餐厅、士兵宿舍和图书馆等广泛张贴，重视用军史、战史教育部队，军史战史

课在教学中应占有较大的比重，在校园内建立战争纪念碑和雕塑以及各种荣誉博物馆和战争纪念馆，里面

陈列各个战斗时期的兵器、图片、军服、勋章、手稿等实物或模型，让学员在军校生涯中受到爱国主义精

神的感染和熏陶。 

2 运用奖惩制度激发官兵的战斗精神 

治军要严，奖惩要分明，应该重视奖励工作在激发战斗精神中的重要作用。我国古代秦朝时采用军工

爵位制，有效地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战国时期大思想家韩非子在自己的著作中就记录到“秦人听说要打

仗，就顿足赤膊，急不可待，根本就无所谓生死。”因此我军要完善配套的奖励制度，无论平时还是战时，

都要奖惩分明，把对部队的贡献、战功大小作为选拔晋升的重要依据，以激发官兵的荣誉感和高昂的斗志。

因此我军应定期不定期的颁发各种勋章、奖章和纪念章，而我军现有的勋章和奖章种类太少，例如美军现

行的各种勋章、奖章就达 17 种，还有 20 种纪念章；俄军设立了俄联邦英雄称号、祖国功勋、英勇、勇敢

和出色保卫国境等勋章；英军设立的各种勋章奖章，每年以女王的名义颁发，较高级勋章由女王或王室成

员亲自授予，以激励官兵为国尽忠，因此我军应在这方面进行加强。 

我军还应该坚持以法治军原则，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无论是列兵还是将军都要依据军事法规行事，

决不允许讲特殊、搞照顾。要军纪严明，不管是谁违反了法规和条令，都必须受到惩处。只有这样，才能

规范官兵平时和战时的行为，有效地增强军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3 采取福利待遇激发官兵热情 

军人要有无私奉献的精神，但丝毫不排斥正当的物质利益要求，而要更加积极主动的关心干部、战士

的物质利益要求。邓小平增出：“革命精神是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

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新时期我们必须正确贯彻

物质利益原则，因为军人也是人，讲无私奉献精神不能是空的，而要以一定的物质条件为基础。随着经济

的发展，在国力、军力许可的范围内对军人的物质需求给于合理、有效的满足，是使军队保持高昂的士气，

形成强大战斗力的重要保障
[3]
，这不仅符合社会整体的价值取向，使广大官兵的人生价值得到社会的全面

承认，也符合绝大多数官兵的实际生活需要，更能增强部队的凝聚力。因此国家应多关心广大官兵的生活、

住房、工资和福利待遇等，使广大官兵无后顾之忧，能够安心军营，仝身心地投入到强军备战中去。 

4 借助社会辅助功能稳定官兵情绪 

我们应该利用社会上的智力资源、信息资源、文化资源和感情资源对官兵进行精神教育。在军校教学

中应重视面向社会的开放性教育，应组织军校学员到地工厂、学校、法院等单位参观访问，以达到开阔眼

界、激发荣誉感、增强责任心的目的。军队可以和地方报社结成共建单位，当士兵有突出成绩或贡献而受

到表彰时，通过新闻发发布会的形式进行宣传，以扩大军队和军人的社会影响。连队军官要与士兵家庭保

持经常联系，当士兵受到奖励、晋级时，要给士兵家庭去祝贺；当士兵因病住院时，军官要告诉他的亲人；

当官兵家属遇到不公正的待遇或民事纠纷时，部队应出面帮助官兵家属运用法律武器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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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官兵能安心在部队服役。 

为了表明对军人献身国防的纪念、关心和敬重，国家应教育社会尊重军人的贡献和奉献精神，为军人

设立“阵亡将士纪念日”、“国家军人公墓"，在纪念日里要隆重集会，悼念为国尽忠的军人，并将大城市

里的公园、博物馆等对军人免费开放。 

5 通过日常军事训练和执行任务培养军人的战斗精神 

军人的战斗精神和高昂的士气不是与生俱来的，战斗精神的培养、形成是一个综合的过程，它需要长

期磨练，点滴养成
[4]
。战斗精神包含的内容既有精神、意志、心里等因素，又有作风纪律、素质等内容，

因此军事训练就是和平时期培养军人战斗精神的有效途径，通过平时艰苦的训练，磨炼官兵的意志，培养

官兵不怕苦，不怕流血牺牲的大无畏精神，在训练中要不断加大训练强度与难度，只有平时经过严格的训

练，到战时才能有底气，有胆量和敌人较量。世界各国的军队都非常重视平常军人的作战训练，据 1993

年美军报纸报道，美军在 4 年多的的时间里，死于战争的人员共 170 人，其中包括海湾战争中死亡的 121

人，而训练死亡的的则高达 4666 人，是战争死亡人数的 27倍。我军近几年也开始注重实战化训练，强调

要像打仗一样训练
[5]
，有意识地组织官兵在夜间、雨天、风雪等恶劣条件下开展模拟实战的军事训练，从

难、从严、从实战需要出发磨炼摔打部队，不断磨炼官兵的意志，强化军人的战斗精神，培养军人的血性。 

执行急难险重任务也是磨炼战斗精神的有效途径
[6]
，战斗精神之于战士，就像钙之于身体一样，没有

战斗精神，就失去了军人存在的价值，通过执行急难险重任务，如军事演练、抢险救灾、野外驻训、国际

维和、海上维权执法等任务，可以练战术、练指挥、练作风、练毅力，不断磨炼官兵的坚强意志，培养官

兵不怕困难，敢打必胜的战斗作风，使官兵充满火热的战斗热情，把部队培养成召之即来、来之能战的威

武之师。 

6 强调军官的模范带头作用 

军官是军队的骨干和中坚力量，是战斗精神最集中、最生动的体现者，军官身先士卒、不畏艰险，士

兵才能能勇往直前、不惧伤亡。军官的座右铭应是用榜样而不是用命令来领兵作战，如果军官在地上匍訇

或者在掩体中缩头缩脑，他的部下也会纷纷效仿；如果军官鼓起勇气主动承担风险，他的士兵就会同他一

起并肩战斗，做出超乎想象的英雄事迹。在历次战争中，我军冲在最前面的，几乎都是指挥官，正是靠着

军官的以身作则和率先垂范，使我军在战斗中常常以少胜多，化险为夷，出奇制胜。因此我军应大力培养

军官的战斗精神，只有军官有血性了，才能带动手下官兵不怕牺牲、英勇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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