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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远生

1927年， 是年轻的中国共产党生死攸关
的转折之年， 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艰难
开拓之初。 对于共产党人来说，真可谓“把酒
酹滔滔，心潮逐浪高”。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由胜利在望，到一败
涂地，只是瞬间之变，倒在血泊中的共产党人
何止万千。

毛泽东笔调生动、 意志坚定地写道：“中
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
被杀绝。 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
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
他们高举起革命的大旗，举行了武装的抵抗，
在中国的广大区域内，组织了人民的政府，实
行了土地制度的改革， 创造了人民的军
队———中国红军， 保存了和发展了中国人民
的革命力量。 ”

浴火重生，浴血奋斗。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
中国共产党人叱咤风云、舍生忘死，在秋收起
义、井冈建军、开辟生路、星火燎原的伟大斗
争中，求实创新，可歌可泣，谱写了壮烈而壮
丽的篇章。

一、提出伟大的“上山”思想
毛泽东1938年5月4日在延安抗大演讲，

谈到秋收起义进军井冈山时说：“为什么我们
上井冈山呢？ 因为下面住不得， 所以才上山
去，有什么法子不上井冈山，打游击战。 就举
起了反帝反封建的大旗， 可是这旗帜不准我
们在城内插，我们就只好到山顶上去插，永不
放下。 以前插在井冈山，插在雪山、昆仑山，现
在插在清凉山。 ”

1927年5月21日，国民党反动军阀何键指
使许克祥发动马日事变， 对湖南共产党人和
工农群众进行大屠杀。 郭亮、林蔚、柳直荀坚
持领导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开展反击。 十万
农军攻打长沙，功败垂成。

6月下旬， 毛泽东在武昌中央农讲所，召
集逃到武汉的两百多湖南同志开会，强调说：

“大家应回到原来的岗位，恢复工作，拿起武
器，山区的上山，滨湖的上船，坚决与敌人作
斗争，武装保卫革命。 ”

当时聆听毛泽东指示的李维汉、 郭亮、
蔡协民、何坤、袁任远等人，都感到明确了斗
争方向，看到了革命前途，坚定了革命信心。
蔡协民深受鼓舞，当场写了一首诗《风雨武昌
谒毛润之》：

窗前风雨骤，云密压天低。
鄂北狂飙起，洞庭野火稀。
策杖唯图国，横戈哪顾妻。
风华邀热血，识君恨晚唏。
毛泽东称赞这首诗写得有气魄。 他建议

蔡协民、何坤两人改个名字，说：你们俩已经
成了被反动派通缉的“共匪头子”，为了安全
起见，改改名字。

蔡协民说：我的名字就不改了，就是要以
“协民”二字，纪念农民协会的斗争，表示与人
民同生息、协助农民谋生存权利。 毛泽东听后
便说：何坤1918年在长辛店做过工，干脆改名
长工，做一个革命的长工。 何坤当即表示：长
工， 协民， 我们一起为人民打天下、 做长工
吧！

既然要上山下湖干革命， 就要抛家舍业
出生入死。 何长工、蔡协民后来都跟着毛泽东
上山，成为井冈山英雄，名垂史册。

许多有胆有识的共产党人， 努力寻找革
命出路。 中共中央军事部长周恩来根据湖南
情况，提出湖南暴动计划，但被共产国际代表
罗易拒绝了， 不轻易发火的周恩来气得和他
大闹一场。

中共中央常委蔡和森提议改组湖南省
委，由毛泽东担任书记。 这个意见引来一些非
议。 因为马日事变后，毛泽东、蔡和森都要求
回湖南工作，有人便说他们要在党内组织“左
派”。 蔡和森曾解释说：“和森与毛泽东同志之
关系，绝对不是什么企图组织左派，只因泽东
一向反对中央农民政策。 一九二六年冬季以
来，完全代表湖南土地革命的倾向，为一切敌
人之所痛恨，而为一切农民之所欢迎，所以，
马日事变后，和森主张他回湘工作。 ”

从紧迫形势看，湖南地位十分重要，必须
尽快恢复强有力的党的工作。 6月24日，中央
政治局常委会决定成立以毛泽东为书记的新
的湖南省委。

毛泽东立刻赶赴长沙开展工作， 要求各

县工农武装迅速集中， 用武力来对付反动军
队，以枪杆子对付枪杆子，保存工农武装，不
行就“上山”。“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
础”。

“上山”， 作为党和革命的一条出路，
被毛泽东反复地提了出来。

在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的同时，
毛泽东对当时中央的行动方向提出批评，说

“大家不应只看到一个广东，湖南也是很重要
的，湖南民众组织比广东还要广大，所缺的是
武装”“要在湘南形成一个师的武装， 占据五
六县， 形成一政治基础， 发展全省的土地革
命，纵然失败也不用去广东而应上山”。

八七会议之后， 主持中央工作的瞿秋白
提议毛泽东到上海中央机关工作。 毛泽东心
中早有主意， 回答得很干脆：“不愿去大城市
住高楼大厦， 愿到农村去， 上山结交绿林朋
友。 ”湖南省委也写信给中央，要求毛泽东回
湖南领导武装斗争。

在秋收起义受到严重挫折后的文家市前
委会议上，毛泽东率直地提出了上山做“特殊
的山大王”的主张，从而改变了“取浏阳直攻
长沙”的原定暴动计划，走上了井冈山革命的
道路。

当时， 党内的机会主义者讥笑说：“你们
毛泽东住在井冈山顶,特委住在山腰 ,区委住
在山角，刮风下雨首先知道，晓得什么世界形
势，谈什么革命？ ”历史证明，毛泽东上山，不
仅晓得世界形势，而且搞成了中国革命！

毛泽东后来回忆说：“我没有吃过洋面
包，没有去过苏联，也没有留学别的国家。 我
提出建立以井冈山根据地为中心的罗霄山脉
中段红色政权， 实行红色割据的论断， 开展

‘十六字’ 诀的游击战和采取迂回打圈战术，
一些吃过洋面包的人不信任， 认为山沟子里
出不了马克思主义。 ”

“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
想，源起的“山沟”，就是井冈山，就是湘赣边
界的广大山区乡村。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
路，其艰难开拓，始于井冈山。

“红军荟萃井冈山，主力形成在此间。 ”这
是朱德总司令的深切体会。 周恩来也说：“建
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当时只
有毛主席提出来。 其他的人对这一路线不明
确，甚至有的怀疑，有的反对。 关键问题在井
冈山，没有井冈山的斗争就没有今天。 ”“起义
是大家的一个共同想法， 而建立一支什么样
的军队，并不明确，是毛主席把这个问题解决
了。 ”

所以，2016年2月，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井
冈山时指出：“井冈山是革命的山、战斗的山，
也是英雄的山、光荣的山。 ”

二、唤醒共产党人的旗帜意识
虽然说中国共产党自创立之日起， 就把

马克思主义鲜明地写在自己的旗帜上， 但是
直到1927年，这个还在幼年时期摸索的党，仍
然没有正式树起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旗帜。
毛泽东早就说过，“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
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 ”到了大
革命失败的时候，共产党的旗帜意识，必须在
国民党大屠杀的枪炮声中彻底唤醒。 这个艰
巨而光荣的使命， 历史地落到了以毛泽东为
代表的共产党人身上， 落到了毛泽东和湖南
省委领导秋收起义的生死关头。

唤醒旗帜意识， 首先是举党旗———高举
中国共产党的旗帜。

镰刀斧头， 是毛泽东高举头顶的指路明
灯。“旗号镰刀斧头”，秋收起义首次打出了中
国共产党的旗帜，作为革命的号召、引导的红
旗、指路的明灯。

毛泽东向中央报告说，“我们此刻应有决
心立即在粤湘鄂赣四省建立工农兵政权”，

“在工农兵苏维埃时候，我们应高高打出共产
党的旗子”。 湖南省委在毛泽东的指导下，认
为“国民党这块招牌已经无用”，作出了“湖南
对于此次暴动，是主张用C.P名义来号召”“与
国民党彻底决裂，以共产党名义领导起义”的
正确决断。 毛泽东关于“我们不应再打国民党
的旗子了，我们应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的
主张深入人心，为大家所接受。

毛泽东为秋收起义部队书写过军旗上的
楹联：“旗开得胜，马到成功”，表扬第三团全
体指战员作战勇敢。 后来，毛泽东回顾这段峥
嵘岁月，仍然情不自禁，赞叹：“风雷动，旌旗
奋，是人寰。 ”

在中国革命的大转折关头， 举什么样的
旗帜，是摆在全党面前亟待回答的严峻问题。
毛泽东毅然决断， 率先与叛变革命的国民党
彻底决裂，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工农革命，初
步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 共产国际的指示与
当时当地的中国实际、湖南实际相结合，实事
求是地走自己的革命道路。 举起共产党的旗
帜开展土地革命， 是毛泽东对于落实无产阶
级及其政党革命领导权的一大贡献， 为中国
革命从逆境和失败中开拓奋进解决了一大难
题。

制作物质形式上的一面新旗帜很重要，
而在全新内涵的旗帜上注入共产党人的血脉
和基因更重要。“旗号镰刀斧头”，犹如迷雾中
看到太阳，航海时望见灯塔。 历史证明，只有
中国共产党的旗帜， 才是秋收起义与向井冈
山进军的唯一正确的旗帜。 镰刀斧头，从此成

为指导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光辉旗帜， 成为
点亮在党和人民军队心头的不灭明灯， 也成
为毛泽东领袖群伦、指挥雄师、百战不殆的无
敌宝剑。

唤醒旗帜意识， 第二是举军旗———高举
工农革命军的旗帜。

工农革命，是毛泽东心中的不熄星火。 秋
收起义， 创建了中国第一支工农革命军———
工农红军第四军， 它作为全国红军的源头和
龙头，肇始之功不可没。

创建工农革命武装力量， 在毛泽东心中
由来已久。 秋收起义前夕，各路武装统一改编
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 毛泽东交代要
制作一面军旗，红底象征革命，旗中央红星代
表共产党，镰刀斧头代表工农群众，说明工农
革命军不同于国民革命军。 何长工后来说：

“秋收起义打出的工农革命军军旗，与南昌起
义打出的国民革命军军旗，有着本质的区别，
它标志着我们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开
始。 ”

无独有偶。 7月底，受中央委托，毛泽东起
草了《湘南运动大纲》，提出在湘南以汝城为
中心，进而占领桂东、宜章、郴州等四五县，形

成一政治形势， 组织一政府模样的革命指挥
机关，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兵政权。 在中
央军事部和毛泽东指导下建立的活动在湘南
汝城一带的工农革命军第二师，举行起义，成
立汝城县苏维埃政府， 同样举起了共产党领
导的工农革命军军旗， 后来汇入了井冈山斗
争的洪流。

彭德怀在平江起义前， 同黄公略发出过
由衷的赞叹：“唯有润之工农军， 跃上井冈旗
帜新”。

呐喊“军叫工农革命”，突出展现了毛泽
东创建一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真正新型
的人民军队的壮志豪情， 充分显示了毛泽东
为工农打天下、为人民谋幸福的剑胆诗心。

1964年10月， 毛泽东观看大型音乐舞蹈
史诗《东方红》，当台上演唱《秋收起义歌》时，
毛泽东手扶下巴，神情凝重，注视舞台，倾听
歌声，战争情景似乎重现：“拿起武器闹革命，
工友农友真英雄，秋收起义成了功，一杆大旗
满地红。 工友农友，团结一条心哎，红色政权
扎下万年根！革命永远向前进！向前进！ ”

唤醒旗帜意识， 第三是举农旗———高举
土地革命的旗帜。

农旗， 就是农会的犁头旗， 土地革命之
旗，分田分地之旗。 毛泽东多年潜心致力于工
农革命，非常了解民众和农民的利益和愿望，
对于“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感同身
受，体会深刻。 只有“农民个个同仇”，才有“霹
雳一声暴动”。

毛泽东强调：“要能全部抓住农民， 必须
没收地主的土地交给农民。 ”同时，“对被没收
土地的地主，必须有一个妥善方法安插。 因此
主张在不能工作或工作能力不足及老弱的地
主， 应由农协在农业税之内征收若干农产物
平均分配给此等分子。 ”这就是一种辩证的思
维、全面的观点、统战的方略。

1927年春去秋来， 在中国革命的历史性
转变中，毛泽东也从“农民运动的王”，转变为
“土地革命的王”“武装斗争的王”。

毛泽东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八七会议的精
神，结合湖南的具体实际，确定秋收起义的中
心问题是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 秋收起义的
根本问题是建立工农兵专政的革命政权；秋
收起义必须要有军事力量同农民力量的结
合，实行在枪杆上夺取政权。

伟大的旗帜意识， 决定了伟大的创新实
践。 毛泽东说过：“边界红旗子始终不倒，不但
表示了共产党的力量， 而且表示了统治阶级
的破产，在全国政治上有重大的意义。 ”共产
党和人民军队的鲜红旗帜立起来了， 星星之
火才可以燎原。

三、确立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

在中国共产党从事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几
十年里，建党———建军———建国，体现了革命
历史发生发展的逻辑和规律。 可以说，建党与
建军密不可分。 没有建党建军，建国也无从谈
起。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的58
个早期党员中， 只有毛泽东一人有过辛亥从
军当兵的经历。 但是，建党初期，共产党没有
能够独立建军。 毛泽东在论述工农红军的起
源时讲过一段著名的话:“革命失败,得了惨痛
的教训,于是有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
起义,进入了创造红军的新时期。 这个时期是
我们党彻底地认识军队的重要性的极端紧要
的时期。 ”历史选择了毛泽东。 毛泽东最早认
识到“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
切”。

具有决定意义的党的八七会议，22名会
议代表中，参会的湘籍革命家7人，占三分之
一。 他们为确定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
反动派的总方针，实行历史性的转变，作出了
杰出的群体贡献。

毛泽东在会上第一次旗帜鲜明地提出了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并率先请

缨打起中国共产党的红旗， 迅速领导了秋收
起义，探索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武装夺取政权、
战争解决问题的必由之路。 秋收起义、文家市
转兵和向井冈山进军， 开辟了井冈山革命根
据地和中国革命农村包围城市、 武装夺取政
权的正确道路。

长沙城北的沈家大屋， 是秋收起义的重
要策源地。 1927年8月18日—30日，毛泽东出
席在长沙市郊沈家大屋召开的中共湖南省委
会议，讨论贯彻八七会议确定的新策略，制定
湘赣边界秋收起义计划。

毛泽东对会议讨论的几个主要问题，都
发表了重要意见。 第一，举什么旗的问题。 第
二，暴动问题。 毛泽东明确地提出：“暴动的发
展是要夺取政权。 要夺取政权，没有兵力的拥
卫或去夺取，这是自欺的话。 我们党从前的错
误，就是忽略了军事，现在应以百分之六十的
精力注意军事运动。 实行在枪杆上夺取政权，
建设政权。 ”第三，土地问题。 第四，暴动的区
域问题。

在秋收起义的进程中，毛泽东再三强调：
“现代中国革命没有枪杆子不行，有枪杆子才
能打倒反动派。 ”

习近平曾指出：“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解决
了缔造一个在党的绝对领导下的人民武装力量
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建成一支具有一往无前精
神、 能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的新
型人民军队。 ”这个历史贡献，是毛泽东在领导
秋收起义和井冈山斗争时创造的。 其中具有标
志性的是三湾改编和水口会议。

三湾改编是1927年9月30日在江西永新
的三湾村进行的。 三湾改编，确定在部队各级
设立共产党组织和党代表， 特别是支部建在
连上，在组织上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制度，
成为建设一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
的伟大开端。

毛泽东回忆说：“秋收起义那一天， 铜鼓
的天气可没有这样好。 天气灰蒙蒙的， 后来
还下了雨。 打浏阳， 到文家市， 一直是阴雨
天。 卢德铭在芦溪牺牲的那天， 下着大雨。
那些日子很少有晴天， 痢疾、 疟疾在队伍中
盛行， 减员比较厉害。 那是我第一次带兵，
到三湾时部队只有700人， 比在文家市少了
几百人， 比起义时四个团的人数少了八九
倍。 三湾改编是重要的一步， 首先整编了干
部队伍， 我们把革命信念不坚定的军官都挂
了起来。 如师长余洒度、 三团团长苏先骏，
提拔了一批革命意志坚定的工农党员， 把党
代表制落实到连队， 宛希先原来是个班长，
三湾改编一下子就担任了营党代表。 实践证
明， 他是一个很优秀的同志。”

1927年10月， 毛泽东在率领工农革命军

主力沿井冈山边缘开展游击活动中， 加紧建
党建军的一系列工作， 落实三湾改编的精
神。

转战井冈山的战斗中， 部队状况十分狼
狈。 当时担任连队党代表的罗荣桓回忆说：大
家又饥又渴，无精打采，稀稀落落地散坐在地
上。 毛泽东站起身来，朝中间空地迈几步，双
脚并拢，身体笔挺，精神抖擞地对大家说：“现
在来站队！我站第一名，请曾连长喊口令！ ”这
种坚强镇定的精神， 立刻强烈地感染了战士
们，他们提着枪站起来，向排头看齐。

罗荣桓的珍贵回忆， 印证了一个鲜为人
知的重要史实：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看齐”
意识， 始于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井冈进军之
中。

10月13日，工农革命军到达酃县水口。 虽
然三湾改编就确定了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
但由于行军打仗，一直没有付诸实施，加上从
文家市到水口，逃跑事件时有发生，原师长余
洒度、三团团长苏先骏擅自离队，一排士兵在
排长煽动下集体逃走， 毛泽东感到自上而下
建立党的核心、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尤为迫切。
到水口后，他便召集团、营、连党代表开会，研

究连队建党工作，根据各连党代表提名，决定
批准几个表现好且坚决要求入党的士兵入
党。

10月15日晚上， 毛泽东在水口叶家祠亲
自主持了陈士榘、赖毅、刘炎、欧阳健、李恒、
鄢辉等6个士兵的入党宣誓仪式。 各连党代表
都来参加仪式。会场墙上挂着写有“CCP”的红
布。 毛泽东解释了入党誓词的意思，然后带着
6名新党员举起右手庄严宣誓：“牺牲个人，努
力革命，阶级斗争，服从组织，严守秘密，永不
叛党。 ”他指示各营、连党代表抓紧物色、培养
入党对象，在士兵中发展党员，迅速建立连队
党支部。

三湾改编时， 毛泽东宣布罗荣桓任特务
连党代表， 为人民军队最早的七个连队党代
表之一。 罗荣桓亲身参与了毛泽东在酃县水
口发展士兵党员、 把支部建在连上的伟大实
践。 几天后，在特务连发展8名新党员时，他也
请毛泽东出席入党宣誓仪式并讲话。 1956年
他曾评价说：在士兵中发展党员、把支部建在
连上，“意义是伟大的”“对于加强党对军队的
领导起了决定的作用”。

毛泽东总结说：“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
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 ”

共产党要领导武装起义，要创建红军，建
立一支“支部建在连上”、贯彻党对军队的绝
对领导、实现党对军队的“善于领导”的新型
人民军队，是具体的体现，是唯一的途径。 毛
泽东倡导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但是也创造了
“党指挥枪”的理论，强调“共产党员不争个人
的兵权，但要争党的兵权，要争人民的兵权”。
他要求“每个共产党员都应懂得这个真理：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
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但是有了枪确实又
可以造党”。 提出和实行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
导和深入具体的政治领导。

从八七会议作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的论断， 毛泽东为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和军事
斗争“定理”； 到秋收起义文家市转兵讲话，
毛泽东为工农革命军“定心”； 到开辟井冈
山道路， 毛泽东为中国革命“定向”； 到古田
会议决议， 毛泽东为人民军队“定型”， 一系
列伟大的建军原则和建军思想， 指引着中国
人民军队的创建发展。

（未完待续。 作者系中共湖南省委党史
研究室巡视员、 研究员）

点亮惊涛骇浪中的灯塔
———1927年领导秋收起义井冈建军的毛泽东（上）

《秋收起义》布面油画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