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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9B_BD_E4_BA_BA_E6_c36_327252.htm 第四章 内部关系 第

一节 军人相互关系 第四十五条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不论职

位高低，在政治上一律平等，相互间是同志关系。 第四十六

条 军人由行政职务和军衔，构成首长和部属、上级和下级以

及同级的关系。 在行政职务上有隶属关系时，行政职务高的

是首长又是上级，行政职务低的是部属又是下级。部属的上

一级首长是直接首长。 在行政职务上没有隶属关系时，行政

职务高的是上级， 行政职务低的是下级，行政职务相当的是

同级。在相互不知道行政职务时，军衔高的是上级，军衔低

的是下级，军衔相同的是同级。 部属、下级必须服从首长、

上级。 第四十七条 首长有权对部属下达命令。命令通常按级

下达，情况紧急时，也可越级下达。越级下达命令时，下达

命令的首长，应将所下达的命令通知受令者的直接首长。 命

令下达后，应及时检查部属的执行情况；如果情况发生变化

，要及时下达补充命令或新的命令。 第四十八条 部属对命令

必须坚决执行，并将执行情况及时报告首长。如果认为命令

有不符合实际情况之处，可提出建议，但在首长未改变前，

仍须坚决执行。执行中如果情况发生急剧变化，原命令确实

无法继续执行而又来不及或无法请示报告时，应根据首长总

的意图，以高度负责的精神，积极主动地机断行事，坚决完

成任务，事后迅速向首长报告。 部属接到越级下达的命令，

必须坚决执行。在执行的同时，应向直接首长报告；因故不

能报告，应在情况允许时迅速补报。 第四十九条 不同建制的



军人共同执行任务时，要服从上级指定的负责人的领导和指

挥。 军人在战斗中与上级失掉联系时，要积极设法恢复联系

，一时无法恢复时，要主动接受友邻部队（分队）首长的指

挥。如同友邻也联系不上，应主动组织起来，由行政职务高

的负责指挥；一时难以区别行政职务高低时，由军衔高的负

责指挥。 第五十条 军人临时离开原建制到其他单位工作时，

要接受所在单位首长的领导和管理。 第二节 官兵相互关系 第

五十一条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和士兵之间的关系是：官兵一

致，平等相待。军官和士兵要互相尊重，互相爱护，互相帮

助，同时协力地完成各项任务。 第五十二条 军官要爱护士兵

，做士兵的表率。军官必须： （一）严格管理，耐心说服，

并心士兵的成长和进步。 （二）了解士兵的情况，主动妥善

地解决与士兵之间的矛盾，做士兵的贴心人。 （三）尊重士

兵的民主权利，不压制民主，不打击报复，不打骂和体罚士

兵。 （四）不收受士兵的礼物，不侵占士兵的利益。 （五）

对待士兵一视同仁，秉公办事，公道正派，以身作则。 （六

）关心士兵生活、安全和健康，照顾伤病员，热情接待来队

的士兵亲属。 第五十三条 士兵要尊重军官，服从军官的领导

和管理。士兵必须： （一）服从命令，遵守纪律，一切行动

听指挥。 （二）襟怀坦白，忠诚老实，主动向军官汇报思想

。 （三）犯有过失时，要诚恳接受军官的批评，勇于承认并

坚决改正错误。 （四）对军官不当面顶撞，不背后议论，不

搞极端民主化。 （五）照顾军官和体弱有病的同志，不搞绝

对平均主义。 （六）关心连队建设，爱护集体荣誉，积极协

助军官做好各项工作。 第三节 机关相互关系 第五十四条 司

令部、政治部（处）、后勤部（处）、技术部（处）、是部



队的军事、政治、后勤、技术工作的领导机关，应在本级首

长领导下，按照各自的职能，分工合作、互相支持，协调一

致地进行工作。 第五十五条 上级机关对下级机关，合成军队

机关对配属作战的兵种部队机关，均是指导关系。 第四节 部

队（分队）相互联系 第五十六条 没有隶属关系的部队（分队

），由于驻地、配置地域或执行任务相邻时，构成友邻关系

。 友邻部队（分队）之间，要相互尊重，相互团结，遇事协

商解决。战时要及时通报情况，积极配合，密切协同。 第五

十七条 部队（分队）之间，根据上级命令或指示，可构成支

援与被支援、配属与被配属等关系。 构成支援与支援关系的

部队（分队），要从全局出发，严格执行协同计划，协调一

致地行动。担任支援任务的部队（分队），应积极支援，坚

决完成任务；被支援的部队（分队），要及时通报情况，积

极协同配合。 当部队（分队）配属给某一单位时，即与该单

位构成临时隶属关系，一切行动均须服从该单位首长的领导

和指挥。 第五章 礼节 第一节 军队内部的礼节 第五十八条 为

体现军队内部的团结友爱和互相尊重，军人必须有礼节。 第

五十九条 军人在下列时机和场合的礼节： （一）进见或遇见

首长或上级时，应当敬礼（对直接首长，只在每天第一次相

遇时敬礼），首长或上级应当还礼。 （二）同级因事接触时

应当互相敬礼。 （三）在室内，非直接首长来到时，应当自

行起立。 （四）营门卫兵对出入营门的分队、首长和上级应

当敬礼，分队带队的指挥员、首长和上级应当还礼。 （五）

卫兵交接班时，应当互相敬礼。 第六十条 军人不敬礼的时机

和场合： （一）在值班室、实验室、机房、厨房、病房、手

术室、急诊室等处进行工作时。 （二）正在操作兵器和位于



射击、驾驶位置时。 （三）在进行文体活动和体力劳动时。 

（四）在乘坐汽车、火车、轮船、飞机时。 （五）在浴室、

理发室、餐厅、商店时。 （六）其他不便于敬礼的时机和场

合。 第六十一条 分队在下级时机和场合的礼节： （一）分队

在行进间相遇，由带队指挥员互相敬礼；遇见首长和上级，

由带队指挥员敬礼。 （二）分队在停止间，当上级首长来到

时，带队指挥员向分队作出“立正”口令，尔后向首长敬礼

和报告；当上级首长两人以上到场时，只向职务最高的首长

敬礼和报告；当职务相当的首长有一人在场，对后到者不发

“立正”口令，只由本分队在场职务最高者向后到的首长敬

礼和报告（报告词见附录四）。 （三）未列队的分队，不论

在室内室外，当上级首长来到时，由在场职务最高者或先见

者发出“立正”口令（当人员处于坐姿时，应先发出“起立

”口令），并由在场职务最高者向首长敬礼和报告。 第六十

二条 分队不敬礼的时机和场合： （一）在就餐、文体活动和

体力劳动时。 （二）在射击场、演习中和行军休息时。 （三

）在修理间、飞机库（场）、船坞（码头）、车场、炮场等

处进行作业时。 （四）其他不便于敬礼的时机和场合。 第二

节 军人和分队对军外人员的礼节 第六十三条 军人同党政机关

工作人员、人民群众和外宾接触时，要讲文明，有礼貌。 （

一）进见和遇见党和国家领导人时，应当敬礼。 （二）与地

方党政机关领导人员接触时，对比自己职位高的应当敬礼。 

（三）遇见军队首长陪同的来队外宾时，对比自己职位或军

衔高的应当敬礼。 （四）参加外事活动与外宾接触时，对比

自己职位或军衔高的应当敬礼。 第六十四条 分队遇见党和国

家领导人、有军队首长陪同的外宾和地方党政机关负责同志



的礼节，按本条令第六十一条规定执行。 第六十五条 本条令

第六十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同样适用于对军外人员的礼节

。 第三节 其他时机和场合的礼节 第六十六条 军人参加集会

，当奏国歌和升国旗时，列队军人应当自行立正，行注目礼

，位于指挥位置的军官，行举手礼；未列队的军人，戴军帽

时行举手礼，未戴军帽时行注目礼。 第六十七条 迎送军旗时

的礼节，按《中国人民解放军队列条令》的规定执行。 第六

十八条 海军舰艇、陆军船艇上的礼节，分别按有关条令、条

例的规定执行。 第六章 军容风纪 第一节 着装 第六十九条 军

人必须按规定着装，并保持军容严整。着制式军服时，要遵

守下列规定： （一）按照规定佩带帽徽、肩章、军种（专业

技术）符号、领花（见附录七）。 （二）男军人大檐帽、作

训帽帽檐前缘与眉同高，女军人大檐帽作训帽稍向后倾。绒

（皮）帽护脑下缘距眉男军人一指（约一点五厘米），女军

人三指（约四点五厘米）。无檐软帽稍向后倾。水兵帽稍向

右倾，帽墙下缘距右眉一指，距左眉两指。大檐帽饰带应并

拢，并保持水平。士兵大檐帽风带不用时应拉紧并保持水平

。大檐帽、水兵帽松紧带不使用时，不得露于帽外。不准戴

便帽。 （三）扣好领钩、衣扣、不得披衣、敞怀、挽袖、卷

裤腿。冬夏季服装和毛、布料服装不得混穿。内衣下摆不得

外露。军官着礼服、夏常服时，必须内着制式衬衫，系制式

领带。士兵着夏常服时，必须内着制式衬衫。作训服（工作

服）只限于作战、训红、施工、体力劳动时穿。 （四）不得

在军服外罩便服，不准围围巾。 （五）通常应着制式军鞋。

着便鞋（含凉鞋）时，只准穿黑、灰棕色鞋（女军人还可着

浅凉鞋），鞋跟高度男军人不超过三厘米，女军人不超过四



厘米。除工作需要，不准着拖鞋。 （六）季节换装的时间和

着装要求，城市驻军由卫戍（警备）勤务工作领导机构或军

区指定负责维护军容风纪的单位统一规定，其他的由师以上

单位首长规定。 （七）参加集会、检（校）阅和外事活动时

的着装，按主管（主办）单位规定执行。 （八）参加值勤、

操课、检（校）阅或携带武器、战斗装具时，要扎腰带，其

他场合和时机可不扎腰带。特殊情况需扎腰带时，由团以上

单位首长规定。 第七十条 担负施工、生产、营建等任务的部

队（分队），和在企事业单位工作的军人，工作时间应着工

作服或便服。 第七十一条 军官、士官和学员非因公外出，女

军人怀孕期间和给养员外出采购时，应着便服。士兵探家期

间可着便服。乘公共车辆或骑自行车上下班的军官，往返途

中可着便服。 第七十二条 军服、服饰不准变卖，不得擅自拆

改或借给非军人。军人转业退伍时，帽徽、肩章和军种（专

业技术）符号、领花一律上交。 第二节 仪容 第七十三条 头

发要整洁。男军人不准留大包头、大鬓角和胡须，蓄发不得

露于帽外，帽墙下发长不得超过一点五厘米。女军人发辫不

得过肩，女士兵不准烫发。师以上首长可在规定的发型（男

女军人参照发型见附录十）内决定所属人员蓄一种或几种发

型。 第七十四条 着军服时，不准戴耳环、项链、领饰、戒指

等饰物，不得描眉、涂口红、擦胭脂、染指甲；除工作需要

和眼疾外，不准戴有色眼镜。军人不准纹身。 第七十五条 只

准佩带国家和军队统一颁发的勋章、奖章、证章、纪念章和

院校徽章，不准佩带其他徽章。 第三节 称呼和举止 第七十六

条 军人之间通常称职务，或姓加职务，或职务加同志或姓名

加同志。首长和上级对部属和下级以及同级间的称呼，可称



姓名或姓名加同志。在公共场和不知道对方职务时，可称军

衔加同志或同志。 第七十七条 军人听到首长和上级呼唤自己

时，应立即答“到”。在领受首长口述命令、指示后，应回

答“是”。 第七十八条 军人进入首长室内前，要喊“报告”

或敲门；进入同级或其他人员室内前，应敲门，经允许后方

可进入。 第七十九条 军人在室内要脱帽。因特殊情况不适宜

脱帽时，由在场的最高首长临时规定。 第八十条 军人必须举

止端正，精神振作，姿态良好。不准袖手、背手和将手插入

衣袋，不准边走边吸烟、吃东西、扇扇子，不得搭肩或挽臂

。 第八十一条 军人外出，必须遵守公共秩序和交通规则，尊

重社会公德，自觉维护军队的声誉。不准猥集街头，不准嬉

笑打闹，不准携带违禁物品。乘坐车、船和飞机时，要按次

序上下，不准争抢座位。乘坐公共汽车、电车时，主动给首

长、上级、老人、幼童、孕妇和伤、病、残人员让座。 第八

十二条 军人不准擅自参加地方组织的舞会，不准酗酒、赌博

、参加迷信活动。 第八十三条 军人参加集会、晚会，必须按

规定的时间和顺序入场，按指定的位置就座，遵守会场秩序

，不迟到早退。散会时，依次退场。 第八十四条 文艺工作者

扮演我军官兵时，必须严格执行军容风纪的有关规定，维护

军人形象。 第八十五条 不准着军服摆摊设点、叫买叫卖，不

准以军人的名义、肖像做商业广告。 第四节 军容风纪的检查 

第八十六条 城市驻军军容风纪检查勤务，由卫戍（警备）勤

务工作领导机构负责，或由军区指定的单位负责。团（独立

营）以上单位在营区及其附近要组织军容风纪检查。 第八十

七条 部队（分队）要建立军容风纪的检查制度。班排每日（

即早检查）、连每周、营半月、团每月要进行一次军容风纪



检查。出入营门军人的军容风纪由营门卫兵进行检查。 第八

十八条 营门卫兵和军容风纪纠察队对违反军容风纪规定者，

应当令其立即改正；对不服从纠察和严重违反军容风纪者应

给予批评教育，必要时予以扣留并通知所在单位负责人领回

严肃处理。 第八十九条 总参谋部可根据本章规定，制定军容

风纪的具体规定。 第七章 作息> 第一节 一日时间分配 第九十

条 工作日通常保持八小时工作（操课）和八小时睡眠，并规

定起床、早操、洗漱、早检查、开饭、课外活动和晚点名时

间。星期日和节假日通常应当休息。 第九十一条 作息时间表

，由师（单独驻防的团）以上机关按本条令的规定，依据季

节、部队任务和驻地环境等情况具体制定。几个不同建制的

单位同驻一地时，由卫戍（警备）勤务工作领导机构统一制

定；未设卫戍（警备）勤务工作领导机构的由驻地最高军事

机关制定。 第二节 连队一日生活 第九十二条 起床 听到起床

号（信号）后，全连人员立即起床（连值班员应提前十分钟

起床），按规定着装，迅速做好出操准备。 各类值班（日）

人员按规定认真履行职责；卫生员检查各班、排有无病号，

对患病者根据情况处理。 因集体活动超过熄灯时间一小时以

上时，部队（分队）首长可确定推迟次日起床时间。 第九十

三条 早操 早操时间通常为三十分钟。除担任公差、勤务的人

员和全体伤病员外，都要参加早操，半休伤病员到场，可不

参加操练。 听到出操号（信号）后，各班、排应迅速集合，

检查着装和应携带的武器装备，跑步到连集合场，向连值班

员报告。连值班员整理队伍，清查人数，向连首长报告，由

连首长或连值班员带队出操。 早操主要进行队列训练，也可

安排体能训练。 营每月、团（旅）每季组织一次会操。 第九



十四条 整理内务和洗漱 早操后，整理内务、清扫室内外和洗

漱，时间不超过三十分钟。班值日员协助检查并整理本班的

内务卫生。连值班员检查全连的内务卫生。 连首长每周组织

一次全连内务卫生检查。 第九十五条 早检查 早检查在整理内

务和洗漱后进行，时间不超过十分钟。早检查的内容，包括

着装、仪容和个人卫生。 早检查通常以排为单位列队进行，

由排长或班长实施，发现问题令其纠正。 第九十六条 开饭（

早、中、晚饭） 按规定时间准时开饭。开饭时间通常不超过

三十分钟。 听到开饭号（信号）后，以班、排或连为单位带

到食堂门前，由连值班员整队，待各班值日员分好菜后，按

连值班员宣布的次序，依次进入食堂。 就餐时要保持肃静，

餐毕自行离开。 第九十七条 操课 操课前，根据课目内容做好

准备。听到操课号（信号）后，连（排、班）迅速集合整队

，清查人数，检查着装和装备、器材，带到课堂（训练场、

作业场）， 操课中，按照计划要求周密组织，认真听讲，精

心操作，遵守课堂（训练场、作业场）纪律，严防事故。 课

间体息（室内操课通常每小时内休息十分钟，野外作业和实

弹射击时根据情况确定休息时间），由连值班员发出休息信

号，休息完毕，发出继续操课信号。 操课结束后，检查装备

，清理现场，集合整队，进行讲评。 操课往返途中要队列整

齐，歌声嘹亮。 第九十八条 午睡（午休） 听到午睡号（信号

）后，除值勤人员外均应卧床休息，保持肃静，不得进行其

他活动，连值班员检查全连人员午睡情况。午休时间由个人

支配，但不得私自外出。 第九十九条 课外活动 连队每周要有

二至三个课外活动时间由个人支配，但不得随意外出；其余

课外活动由连队安排。 第一百条 晚点名 连队通常每日和节假



日必须点名。晚点名通常以连为单位于就寝前在室外列队进

行（有时也可以排为单位进行），时间不得超过十五分钟。

晚点名的内容包括清点人数、生活讲评、宣布次日工作或传

达命令、指示、晚点名连队首长要商定内容，由一人实施。 

连值班员听到晚点名号（信号）后，应迅速集合全连人员，

整队、清查人数，向连首长报告。 唱名清点人员时，可按照

名册唱名清点全体人员，也可唱名清点部分（班）的人员。 

如以排为单位点名，连首长和连值班员应进行督促检查。 第

一百零一条 就寝 连值班员的熄灯号（信号）前十分钟，发出

准备就寝信号，督促全体人员做好就寝准备。就寝人员放置

好衣物装具，听到熄灯号（信号）立即就寝熄灯，保持肃静

。 第一百零二条 星期日可推迟三十分钟起床。起床后，整理

内务，清扫室内外。早饭后至晚饭前，主要用于整理个人卫

生，处理个人卫生，处理个人事情。星期日坚持三餐制。 第

一百零三条 院校学员队，担负施工、生产、营建等任务的部

队（分队），在外执行其他任务的临时组建的分队和机关直

属小单位公勤人员的一日生活，参照本条令第九十二条至一

百零二条的规定执行。 第三节 机关一日生活 第一百零四条 

各级机关必须建立正规的一日生活、工作秩序。 第一百零五

条 起床 听到起床号（信号）后，应立即起床。由于工作、学

习、开会等原因，超过熄灯时间一小时以上时，直接首长可

确定推迟次日起床时间。 第一百零六条 早操 起床后进行早操

，时间通常为三十分钟。早操可进行队列训练或体育活动。 

第一百零七条 开饭（早、中、晚饭）按规定时间开饭，在食

堂就餐人员应遵守食堂秩序。 第一百零八条 办公 遵守办公时

间，按时上下班，不得迟到、早退。因病、因事不能按时上



下班时，必须请假。 办公时间应保持肃静，不得大声喧哗、

闲聊、办私事，不得因私事在办公室会客。遵守保密规定，

文件资料应放置有序，秘密文件、资料按保密要求妥善保管

。 办公设施和用具应摆放整齐，图表应张贴悬挂在适当位置

，保持室内清洁。 上、下午办公时间各休息一次，每次十五

至二十分钟，可有组织地做工间操，或在室外自由活动。 第

一百零九条 午睡（午休） 午睡时间应卧床休息，保持肃静。

午休时间由个人支配，但不得影响他人休息。 第一百一十条 

业余活动 晚饭后至就寝前的业余活动时间，除组织必要的集

体活动外，通常应由个人支配。因事外出应按规定请假。 第

一百一十一条 就寝 按时就寝。因故不能按时就寝时，应保持

肃静，不得影响他人休息。 第一百一十二条 院校机关一日生

活，参照本条令第一百零四条至一百一十一条的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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