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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胜群，湖南省华容县人，中
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常务副主
任。现任全国政协常委，兼任中共
文献研究会副会长、 中共党史学
会副会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学
会副会长、 邓小平思想生平研究
会会长。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
项目评审专家， 马克思主义理论
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项目 《中国
近代史》首席专家。国内多所大学
兼职教授或特约研究员。

专家简介

秋收起义是一座丰碑，也是一座宝库
———访全国政协常委，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常务副主任、研究员杨胜群

湖南日报记者 奉清清

今年是毛泽东和中共湖南省委领导的湘
赣边秋收起义爆发90周年。我们应该怎样评
价这次起义和它在中国革命史上的历史地
位、重要作用和深远影响？近日，湖南日报记
者采访了全国政协常委、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
室原常务副主任、研究员杨胜群。

湖南日报：杨主任好！
历史虽然已经渐行渐远， 但有些人和事

却会长存在记忆里，比如说秋收起义。您是党
史研究专家， 请您对发生在90年前的秋收起
义做个基本的评价。

杨胜群：对秋收起义做基本评价，要将它
与那之后的土地革命战争联系起来。

1927年至1937年历时10年的土地革命战
争，在中国革命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它是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土地革命为中心任务，
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人民革命战争。 它是
中国共产党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纲领的全面
深入的实践。党在这个时期，从理论与实践的
结合上，正确解决农民问题、武装斗争问题等
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 探索出了一条农村包
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 创造积累
了民主建军、建政、建国的丰富经验，为后来
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全面胜利， 从各方面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我们知道，土地革命战争是由国共合作反
对封建军阀统治的大革命转变而来的。造成这
一转变的直接原因，从客观上讲是国民党反动
派背叛革命；从主观上讲，则是中国共产党在
中国革命基本问题上的思想觉醒，高举起了独
立领导中国革命的旗帜。1927年中共八七会议
是这一历史转变的标志，这一年爆发的南昌起
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等，则是这一历史转
变的实现。但南昌起义虽然打响了武装反抗国
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却明显带有纯军事斗
争等历史局限性。秋收起义则较全面地贯彻了
八七会议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
动派的总方针，因而对土地革命战争新的历史
时期具有更全面的开创意义。

湖南日报：独立领导中国革命，意味着要
解决了举什么旗、走什么路、怎么走等根本性
问题。 说秋收起义对土地革命战争新的历史
时期具有“更全面的开创意义”，是因为它初
步回答了这样一些问题吧？

杨胜群：是的。
土地革命战争的基本形态是： 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土地革命+工农兵苏维埃政权+工
农武装斗争。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土地
革命、 工农兵苏维埃政权和工农武装斗争，是
土地革命战争的四面旗帜。1936年， 毛泽东曾
对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说：“我被派到长沙去
组织后来被称为‘秋收起义’的运动。我在那里
的纲领，要求实现下面五点：（一）省党的组织
同国民党完全脱离；（二） 组织工农革命军；
（三）除了大地主以外也没收中小地主的财产；
（四） 在湖南建立独立于国民党的共产党的政
权；（五）组织苏维埃。” 这集中说明了，毛泽东
和中共湖南省委领导的秋收起义， 是把土地
革命战争的这四面旗帜都举起来了。

湖南日报：旗帜就是方向。在土地革
命战争的四面旗帜中， 中国共产党的旗
帜显然是至关重要的。 您怎么看这个问
题？

杨胜群： 大革命失败， 国共合作破
裂，中国共产党被迫发动武装起义，反抗
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和血腥屠杀 。
武装起义是继续打国民党的旗帜， 还是
公开打出中国共产党的旗帜？ 这实质上
是中国共产党是否真正走上独立领导中
国革命的道路的抉择，是一个最关键、最
根本的历史转折点。 在全党特别是中共
中央在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上的认识还
没有彻底转变的情况下， 秋收起义毅然
抛弃“左派国民党 ”的旗帜 ，公开打出中
国共产党的旗帜， 从而将中国共产党独
立领导中国革命的方向明确化了。因此，
秋收起义对于土地革命战争新的历史时

期的开创意义， 首先就表现在它实现了
这个历史转折。

工农暴动打什么旗帜？ 是毛泽东在
八七会议上和八七会议后酝酿、 领导秋
收起义过程中独立思考的一个问题。8月
18日， 他主持召开的改组后的中共湖南
省委第一次会议，总结南昌起义打“左派
国民党”的旗帜失利的教训 ，提出 “国民
党这块招牌已经无用”。 8月20日， 他以
中共湖南省委名义给中共中央写报告明
确指出 ：“我们不应再打国民党的旗子
了， 我们应当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
“国民党旗子已成军阀的旗子，只有共产
党的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 。”“国民党的
旗是不能打了，再打则会再失败。”

客观事实教育了人们， 促进了中共
中央的思想认识和政策主张的转变。9月
19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通过《关

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
案》，明确宣示：“彻底的民权革命———扫
除封建制度的土地革命， 已经不用国民
党做自己的旗帜 ”，“组织群众的革命斗
争， 当然无论如何说不上再在国民党的
旗帜下进行”。

秋收起义高高打出了中国共产党的
旗帜， 也就高高举起了中国共产党独立
领导中国土地革命战争的旗帜。 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是中国土地革命战争的根本
标志， 又成为中国土地革命战争持久胜
利发展的根本保证 。1936年 ， 毛泽东在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小册子中指
出 ：“一九二七年至现在的土地革命战
争， 共产党已经形成了对于革命战争的
绝对的领导权 。”“没有共产党的这种绝
对的领导， 是不能设想革命战争能有这
样的坚持性的。”

湖南日报：众所周知，土地革命是中
国土地革命战争的中心任务。 而南昌起
义也公开打出了土地革命的旗帜。 为什
么说， 秋收起义才是真正高举起了土地
革命这面旗帜？

杨胜群 ：确实 ，南昌起义 、秋收起义
都公开打出了土地革命的旗帜。 但南昌
起义是以“左派国民党”的名义打出土地
革命旗帜的， 而秋收起义才真正完全是
中国共产党独立地打出土地革命的旗
帜。 而且， 南昌起义可以说只是喊出了
“土地革命”的口号 ，并没有形成明确的
纲领； 而秋收起义虽然也没有能够将其
付诸实施，但却制定了《土地纲领》，确定
了开展土地革命的原则、 方针及土地分
配的具体办法及善后事项， 从而开辟了
土地革命的实践道路。

我们知道， 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
基本问题之一， 而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土
地问题。在大革命中，中国共产党确立了
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主张， 但只是把它
作为一个目标和一般化的口号， 没有能
够付诸实施。 这除了在国共合作中国民
党的消极抵制之外， 中国共产党主要领
导人思想认识不到位也是一个重要原
因。照理讲，大革命后期在大革命即将取

得胜利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推动实施土
地革命有了可能，但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
秀的思想陷入了右倾。他不顾毛泽东等人
关于应当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正确意
见， 提出进行土地革命条件不成熟，“解
决农民土地问题，目前只能是宣传，不能
实行” 。1927年1月到2月， 毛泽东从武汉
回到湖南， 对湖南农村和农民运动作了
深入的调查考察， 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
中鲜明地提出，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已经
不是宣传的问题而是要立即实行的问题
了” 。但在随后召开的中共五大上，陈独秀
仍然拒绝毛泽东提出的广泛的重新分配
土地的提案， 只从原则上肯定土地革命
的重要性， 却没有提出任何具体的实施
措施和办法。

七一五事变之后， 整个国民党反动
阵营背叛大革命， 迫使中国共产党与国
民党彻底决裂，另辟革命道路。中国共产
党人认识到， 包括农民问题在内的中国
革命基本问题没有解决好， 是大革命失
败的主要原因； 特别是认识到中国共产
党要独立领导中国革命实现复兴， 一定
要得到广大贫苦农民的拥护和支持 ，而
土地革命则是取得这种拥护和支持的唯
一途径。 八七会议明确地将实行土地革

命确定为党的工作的一个总方针， 并且
指出现实主要的是用“平民式”的革命手
段解决土地问题， 即通过武装暴动推翻
反动政权，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八七会
议召开后第二天，8月9日，中共中央临时
政治局在 《对于湘省工作的决议》 中指
出： 中央决定在湘鄂赣粤四省组织农民
暴动 “其意义是要我们党坚决的去领导
四省农民革命高潮， 发动土地革命的暴
动”。

秋收起义严重受挫 ，没有达到夺取
长沙和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权的目标 ，
也就不可能实施土地革命 。但是 ，秋收
起义打出的土地革命的旗帜已深入人
心 ，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毛泽东为秋收
起义拟定的 《土地纲领 》，是中国共产党
人独立提出的第一个全局性的比较具
体的土地革命纲领 。之后 ，毛泽东率秋
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 ，即确定 “深入割
据地区的土地革命 ”政策 ，在井冈山革
命根据地领导开展了土地革命运动 。井
冈山根据地的土地革命 ， 以及后来赣
南、 闽西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土地革命 ，
从理论、政策到措施 、办法 ，与秋收起义
打出的土地革命旗帜和秋收起义 《土地
纲领》一脉相承。

湖南日报：建党80年的时候，我采访
了建立在我省茶陵县的第一个苏维埃政
权原址，很有感受。这里，还请您谈谈秋
收起义与后来蓬勃发展的苏维埃运动的
关系。

杨胜群：中国土地革命战争的目标，
是推翻国民党反动政权， 建立工农兵苏
维埃政权， 因此人们常常称土地革命战
争时期为苏维埃运动时期。 秋收起义首
先打出工农兵苏维埃的旗帜， 对于开创
中国土地革命战争新的历史时期同样具
有标志性意义。

在秋收起义准备过程中， 毛泽东和
中共湖南省委积极主张秋收起义 “建立
工农兵苏维埃政权”，但是没有被中共中
央所接受。所以，秋收起义起事时没有明

确喊出“建立苏维埃政权 ”的口号 。直到
秋收起义爆发后， 中共中央才正式提出
“在革命斗争新的高潮中应成立苏维
埃。”

秋收起义夺取长沙、建立工农兵苏维
埃政权的目标没有能够实现，但已经把苏
维埃的旗帜鲜明地打出来了。毛泽东率秋
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之后 ， 既抓建军 、
建党 ，又抓建政 ，创建巩固的农村革命
根据地 。 上井冈山后的第二个月 ，1927
年11月 ，部队打下茶陵 ，即在茶陵建立
了 湘 赣 边 界 第 一 个 工 农 兵 苏 维 埃 政
权 。1928年1月到2月 ，又先后在遂川 、宁
冈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权 。从此 ，苏维
埃运动成为贯穿中国土地革命战争的
革命运动 ，“苏区 ” 即苏维埃区域成为

中国农村革命根据地的代名词 ，“建设
苏区 ”“扩大苏区 ”“保卫苏区 ”，成为土
地革命战争时期革命根据地人民响亮
的口号 。

湖南日报：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都是党领导
的武装起义， 而且是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
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 为什么说真正最早举起
工农武装起义和工农武装割据旗帜的， 是秋收起
义呢？

杨胜群： 工农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斗
争形式， 土地革命战争就是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
工农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战争，经过了从工农武装
起义到工农武装割据的发展道路。 南昌起义的武
装力量是党所掌握的革命军队， 打的仍然是国民
革命军的旗号。那么，真正最早举起工农武装起义
和工农武装割据旗帜的，无疑是秋收起义。

1927年8月3日，中共中央《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
民秋收暴动大纲》指出，暴动要“以农会为中心”“要
建立党与工农群众的关系”。 8月23日， 在给湖南省
委的指示信中指出：暴动之前，“应正式成立若干农
军，暴动成功之后，须无限制的扩充数量，施以真正
的军事政治训练” 。9月5日在给湖南省委的指示信
中，强调要把“暴动主力建筑在农民身上，毫不许犹
疑”。 9月12日， 中共中央 《关于两湖暴动计划决议
案》更明确指出：“本党当前唯一重要责任，就是坚
决的实行土地革命， 领导两湖的工农群众实行暴
动”， 并提出要在农村和城市分别建立 “农民革命
军”和“工人革命军”，合称工农革命军。

国共合作的大革命中， 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
下，各地广泛组织开展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建立
起了一些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 成为大革命
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武装暴动的基础力
量。 毛泽东和中共湖南省委在组织发动秋收起义
的过程中， 始终把武装起义放在依靠工农武装的
基点上。8月19日， 毛泽东和湖南省委在给中央的
报告中提出“长沙暴动以工农为主力” ，30日给中
央的报告中又说 “我们计划夺取长沙的主要战斗
者是工农” 。从军事的角度，武装起义光靠工农武
装是不够的，因此报告中提出组织“一两团兵力”
作“军事上的帮助”。这是符合实际的重要措施，也
是当时党抓军事运动、抓枪杆子所需要的。按照以
上思路， 毛泽东和湖南省委动员组织起了秋收起
义的武装力量———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 这支
部队主要由武汉国民政府誓卫团和平江农军、浏
阳农军、安源工人武装组成。

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 是一支名副其实的
工农革命武装， 是中国第一支公开打出中国共产
党旗号的工农革命武装。 这支在中国土地上诞生
的革命武装，虽然还是一只丑小鸭，但是它朴素的
阶级意识和同中国劳苦大众的天然联系， 使它很
快蜕变成长为一支真正的新型人民军队。后来，在
向井冈山进军途中，它确立了党支部建在连上、官
兵一致等新型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 在井冈山斗
争中， 它确立了包括做群众工作在内的新型人民
军队的三大任务，确立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的
新型人民军队的军规。

湖南日报：因为有了井冈山立足，才有了之后
成为“燎原”之势的“星星之火”。因此，秋收起义的
“上山”，才弥足珍贵。是这样吗？

杨胜群：是啊。把工农武装斗争坚持下去，要
走工农武装割据之路。

其实，在秋收起义之前，毛泽东就提出了“上
山”割据的思想。据李维汉回忆，在中央决定毛泽
东回湖南领导秋收起义后， 毛泽东曾草拟了一个
经中央常委通过的计划， 对秋收起义的结局有过
两种设想，一是取得胜利，占据五六个县，形成一
个政治基础， 发展全省的土地革命； 二是起义失
败。毛泽东特别提出“即使武装起义失败也不应去
广东，而应该上山” 。因此，在起义受挫后，他断然
决定放弃进攻中心城市长沙， 率起义部队向南转
移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
山地区，建立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中国共
产党领导的工农武装割据之路由此开始， 并且贯
穿整个中国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湖南日报：最后请您简要概括一下毛泽东在
秋收起义中的历史贡献。

杨胜群：毛泽东是秋收起义的主要领导者 。
八七会议后， 他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回到湖南，传
达八七会议精神，改组湖南省委，担任中共湖南省
委前敌委员会书记，领导秋收起义。在严重的白色
恐怖下，他以忠诚担当，同中共湖南省委一起制订
起义的具体计划、 方案， 并不顾个人安危辗转长
沙、安源、浏阳、铜鼓等地，组织改编农军和工人武
装，组建起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部和其所辖的
三个团。特别是，他坚持独立思考、不盲从，坚持调
查研究，从实际出发，在深入了解湖南社会情况和
人民群众心理状态的基础上，形成了对上面讲到
的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打什么旗、走什么路等
根本性问题的正确的思想主张，这是秋收起义能
够成功发动并最后走上“上山”割据正确道路的最
重要的因素。这些思想主张，在后来的革命斗争实
践中进一步丰富发展，成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的
思想观点。

秋收起义是一座历史的丰碑， 也是一座思想
和精神的宝库。

1
秋收起义对于土地革命战争

新的历史时期， 具有全面的开创
意义

秋收起义把土地革命战争的
四面旗帜都举起来了

2

公开打出中国共产党的旗帜，是中国革命发展的最关键、最根本的转折点3

秋收起义开辟了土地革命的实践道路4

秋收起义首先打出工农兵苏维埃的旗帜， 对开创中国土地革命战争新的历史时期同样具有
标志性意义

5

真正最早举起工农武装起义和工农
武装割据旗帜的，无疑是秋收起义

6

走工农武装割据之路， 才能把工
农武装斗争坚持下去

7

毛泽东的思想主张， 是秋收起义
能够成功发动并最后走上 “上山”割
据正确道路最重要的因素

8

红色经典《秋收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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