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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的百年航程，风起浪涌、砥柱中

流、荡气回肠。在一次次生死存亡考验面前，在一

个个历史抉择关头，我们党总能顺应大势、把握

规律，化险为夷、转危为安，赢得历史主动。

遵义会议，是我们党百年历史长河中生死攸

关的伟大转折。这次会议开始确立毛泽东同志在

全党和全军的核心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

为核心的党的领导集体，“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

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在中国共产

党百年历史上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永远地载入

史册、铭刻在人民心间。

今天，站在建党百年的历史节点上，回望那

段惊心动魄的历程，更加深刻感悟到中国革命伟

大转折的艰辛与壮烈，更加深刻领会到坚强有力

的党的领袖和党的领导核心对党和人民事业的

非凡意义。“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大

人物”，但“造就一批有经验、有极高威望的党的

领袖是一件长期的艰难的事情”，领袖是在伟大

斗争的实践中逐步形成的。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

同志的领导地位不是偶然的，而是中国革命历史

进程的必然，是从成功经验和血的惨痛教训中得

来的，经历了一个极其艰难而曲折的过程。从遵

义会议前后的一系列会议及重大抉择过程，可以

清晰看到历史长河伟大转折的九曲十八弯。

在全党上下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之际，求

是杂志社调研组一行，沿着当年中央红军长征的

足迹长途跋涉，深入回溯湖南通道转兵，贵州、云

南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扎西会议、苟

坝会议的历史脉络，意在启示人们深入探寻伟大

转折与确立毛泽东同志领导地位的历史关联，深

刻领悟新时代“两个维护”的重大意义，在重温历

史中更加坚定“两个维护”的政治自觉和历史自

觉。

前夜

奔腾的湘江水，诉说着红军抢渡突围那段悲

壮的历史。

1934 年 11 月下旬，从中央苏区出发的红色大

军，连破敌人三道封锁线到达湘江边。面对敌军凭

借湘江天险设下的第四道封锁线，红军广大指战员

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同敌人展开殊死搏斗，无数红

军烈士的鲜血染红了滔滔湘江水。“从此不食湘江

鱼”，是当地人民心中对牺牲红军最痛彻的怀念。经

过这场长征以来最惨烈的战斗，中央红军虽然绝地

逢生，暂时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但也付出了巨大

代价，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到3万余人。

“强渡湘江血如注，三军今日奔何处？”第五

次反“围剿”的失败、长征初征的严重受挫，使广

大红军将士对“左”倾领导者越来越不满，认为仗

再也不能这样打下去了。“让毛泽东同志出来领

导红军”的呼声，日益高涨。

湘江战役后，从过老山界起，中央政治局一

路开会，讨论红军的战略方向等问题。按照最初

的战略设想，是北出湘西等地与红二、六军团会

合。然而，“当时，为防止中央红军北上与红二、六

军团会合，数十万国民党军队早已抢先在湖南通

道以北进入阵地，一个更加凶险的危局眼看就要

来临”，通道转兵纪念馆馆长郑湘介绍道。

面对这样的险境，12 月 12 日，中央负责人在

通道境内召开了紧急会议。在会上，“左”倾领导

者仍然坚持要与红二、六军团会合。毛泽东同志

从实际出发，提出红军必须西进贵州，到敌人力

量薄弱的地方去，一定不能再往北走了，他形象

地说，我们何不来个避实就虚，甩掉眼前的强敌，

到贵州。为什么一定要去钻口袋？大路朝天，各走

一边嘛！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等多数同志赞成

和支持毛泽东同志的主张。当晚 7 时半，中革军委

向各军团、纵队首长发出西入贵州的“万万火急”

电令，规定：“我军明十三号继续西进”，“第一师

如今天已抵洪洲司，则应相机进占黎平”。

12 月 13 日，中央红军在通道境内分两路转兵

西进。这次在危急关口紧急调整进军方向，使红

军避开敌人重兵包围圈的重大军事转移，史称

“通道转兵”。“正是在这危急关头，毛主席挽救了

红军……当时，如果不是毛主席坚决主张改变方

针，所剩三万多红军的前途只有毁灭。”刘伯承同

志在《回顾长征》一文中这样写道。

然而，“通道转兵”仍然是“权宜之计”，红军

前进的战略方针问题仍未从根本上得以解决。

此时的红军，虽然部分采纳了毛泽东同志的

主张，对行军路线做了战术调整，暂时甩开了国

民党军的围堵，但中央领导层并没有统一思想认

识，一些人依然坚持原定的错误的战略方针。

红军从通道进到贵州黎平，由此何去何从，

争论更加激烈。在这样的形势下，以毛泽东同志

为代表的一些中央负责同志，要求召开中央政治

局会议，讨论中央红军的战略方针问题。12 月 18

日，在黎平县城翘街上的一个商铺里，中央政治

局召开会议，史称“黎平会议”。

会上，毛泽东同志坚决主张中央红军放弃到

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战略计划，力主

改向黔北进军，在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创

建新的根据地。他具体分析了敌我情况的变化，强

调指出：中央红军应向遵义地区挺进，如有可能，

还可以入川，会合红四方面军，在川陕协同作战。

会议从白天激辩到深夜。最终，与会多数同

志接受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战略主张，通过了主

要根据他的发言写成的《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

针之决定》。

决定指出：“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

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

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政

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

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

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但政治局认为深入黔

西、黔西南及云南地区对我们是不利的。我们必

须用全力争取实现自己的战略决定，阻止敌驱迫

我至前述地区之西南或更西”；“在向遵义方向前

进时，野战军之动作应坚决消灭阻拦我之黔敌部

队。对蒋湘桂诸敌应力争避免大的战斗，但在前

进路线上与上述诸敌部队遭遇时则应打击之，以

保证我向指定地区前进”。

据伍修权回忆：“部队前进到湘西通道地区时，得

到情报说，蒋介石已知道我们的意图是与二、六军团

会合，正在我们前进方向布置了五倍于我的强大兵

力，形成了一个大口袋等我们去钻。”毛泽东同志提

出的转兵西进贵州的建议，在关键时刻使红军避免

了全军覆没的危险。 通道转兵纪念馆供图

黎平会议纪念馆馆长张中俞感慨地说：“从会

议的决定看，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长征以来首

次以中央文件的形式明确下来，意义极为重大。”

黎平会议采纳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确

定了向贵州转兵的战略决策，在关键时刻起到了

统一思想、凝聚军心、团结队伍的重要作用，使红

军开始摆脱被动局面，赢得了主动，毛泽东同志

的军事战略意见开始受到高度重视。会后，中央

红军挥戈西进，连克镇远、黄平等重镇，直抵乌江

南岸。

12 月 31 日，中央负责人所在的军委纵队到达

瓮安猴场，准备强渡乌江，实现黎平会议挺进黔

北的正确战略方针。然而，此时的“左”倾领导人

依然固执己见，并不真正赞成黎平会议决定，试

图再度回兵东进与红二、六军团在湘西会合。

在军情紧急的情势下，为进一步消除分歧、

统一思想，明确红军的战略方向和行动方针，在

中央政治局多数同志要求下，当天下午召开了政

治局会议，史称“猴场会议”。

这次会议从当天下午一直开到次日凌晨，成

为党史上唯一一次“跨年”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主

题仍然是红军的战略方针。经过激烈争论，会议

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

决定》，重申黎平会议决定，再次肯定毛泽东同志

的正确战略主张，决定立刻强渡乌江，占领遵义。

会议指出，红军渡过乌江后“建立川黔边新

苏区根据地。首先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

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会议特别

强调了军事指挥权问题，规定“关于作战方针，以

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

议上做报告”。这就从实际上剥夺了德国人李德

的军事指挥权，使党对军队的指挥正常化。

从通道转兵，到黎平会议，再到“跨年”的猴

场会议，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战略意见日益得到中

央大部分领导人的支持，为召开遵义会议、实现

伟大转折，奠定了基础。

转折

红军突破乌江后，1 月 7 日凌晨占领遵义，一

时间迅速甩开了敌军几十万追兵，获得了进行短

暂休整的机会。这为中央召开会议，总结历史经

验、纠正错误领导，提供了必要条件。

在此前后，长征行军途中，毛泽东同志从革

命大局出发，对王稼祥、张闻天及一些红军干部

反复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向他们分析第五

次反“围剿”和长征开始以来中央在军事指挥上

的错误，帮助一些同志明辨是非，转变立场，得到

他们的支持。

著名的“橘林谈话”，就发生在这一时期。根

据耿飚同志的回忆，1934 年 12 月下旬，张闻天随

军行进至黄平时，对王稼祥说要更换中央军事领

导。他 说 ：“ 这 个 仗 看 起 来 这 样 打 下 去 不 行 ”，

“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还是要毛泽东同志

出来”。张闻天说出这个想法后，王稼祥当天晚上

就首先将他的话打电话告诉彭德怀，然后又告诉

毛泽东。消息在几位将领中一传，大家都赞成要

开个会，让毛泽东同志出来指挥。

关键时刻，周恩来、朱德等同志也纷纷支持

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到这时，中央大部分领

导人对于军事指挥的错误问题，认识上基本取得

一致。

经过血与火的洗礼，遵义会议，在生死存亡

的历史关头召开了。

遵义会议纪念馆让人肃然起敬。穿过宽阔的

回廊和精致的转角楼梯，登上二楼，一间屋内，十

多把椅子紧凑摆放在一张长木桌周围。就在这间

仅有 27 平方米、用油灯照明的小屋里，1935 年 1

月 15 日至 17 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连开三天，

作出了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伟大抉择。

遵义会议纪念馆馆长陈松的介绍，把调研组

一行的思绪带回到了那个伟大时刻——

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张闻天、

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候补委员有王稼祥、刘

少奇、邓发、凯丰，还有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

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

李卓然，以及中央秘书长邓小平。李德及担任翻

译工作的伍修权也列席了会议。

因为战事等原因，一部分政治局委员和候补

委员无法到会。11 名政治局委员中参会者 6 人，超

过半数；5 名政治局候补委员中有 4 人出席，是绝

大多数。

会议着重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

验教训，全面批判了“左”倾教条主义军事错误。

博古主持会议，作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

报告，对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作了一些检讨，但主

要还是强调种种客观原因。周恩来就军事问题作

副报告，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

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的错误，并主动承担责任。

按照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见，张

闻天作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毛泽东在会

上作长篇发言，指出：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

和大转移严重损失的原因，主要是军事上的单纯

防御路线，表现为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

保守主义、突围时的逃跑主义。同时，他还比较系

统地阐述了适合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战略战术

和今后军事行动的方向等问题。毛泽东同志的发

言，受到与会绝大多数同志的热烈拥护。

经过三天激烈讨论，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

会议作出一系列重大决定。陈云同志传达遵义会

议精神的手稿是这样记载的：

“（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二）指定洛甫

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

讨论。（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四）取消

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

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

后决心的负责者。”

正是由于成功解决了这些重大问题，特别是

最迫切的军事路线问题，毛泽东同志成为事实上

的指挥者，从而使遵义会议成为我们党历史上具

有伟大意义的转折点。

核心

遵义会议纪念馆，讲解员动情地讲述了这样

一个历史瞬间：遵义会议精神传达到各军团、师、

连队时，天空正下着蒙蒙细雨，各级指挥员、战士

们都激动得难以自抑，泪水与雨水交融迸流……

“毛泽东同志又回到中央来了，我们红军有希

望了，我们党有希望了，中国革命有希望了……”

刘少奇同志在传达遵义会议精神时这样说。

1972 年，周恩来同志在一次报告中谈到遵义

会议，说：“由于毛主席拨转了航向，使中国革命

在惊涛骇浪中得以转危为安，转败为胜。这是中

国革命历史中的伟大转折点。毛主席的正确路线

在党中央取得了领导地位，真正取得了领导地

位。遵义会议一传达，就得到全党全军的欢呼”。

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原则通过的《关于若干历

史问题的决议》深刻指出：“遵义会议集中全力纠

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

误，是完全正确的。这次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同

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是中国党内最有历史

意义的转变。”

这一重大转变来之不易，是中国共产党人坚

持真理、修正错误的结果，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长

期革命斗争实践中不断艰辛探索的结果。通道会

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

了基础，后来的扎西会议、苟坝会议等为遵义会

议的贯彻提供了保证。从此，红军犹如惊涛骇浪

中的航船，渐渐地拨正了破浪前进的航向。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同志在党和红军的重大

决策中开始居于主导地位，他高超的预见力洞察

力、非凡的军事指挥才能，对党和红军制定正确的

方针政策、取得长征胜利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邓小平同志见证了毛泽东同志在遵义会议

后发挥核心作用的一幕幕。他后来回忆说：“那个

时候行军，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张闻天同志

和我是在一起的。每天住下来，要等各个部队的

电报，一直等到深夜，再根据这些电报确定红军

的行动。在重要问题上，大多是毛泽东同志出主

意，其他同志同意的。尽管名义上他没有当总书

记或军委主席，实际上他对军队的指挥以及重大

问题上的决策，都为别的领导人所承认。”

——毛泽东同志领导地位的确立，标志着中

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在全党的领导地位

开始确立。

遵义会议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

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全党开始逐步确立，中国共

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

实际相结合，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不断推进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进程。

同样一支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

初期处处被动挨打，遭受重大损失；但在遵义会

议后犹如新生，变得生龙活虎，不断从胜利走向

更大胜利。发生这种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便在

于我们党从实际出发，采取被实践证明行之有效

的战略策略，靠自己的力量闯出了一条革命新

路。

——毛泽东同志领导地位的确立，标志着以

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

开始形成。

邓小平同志曾说过：“在历史上，遵义会议以

前，我们的党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党中央。从

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都没有

形成过有能力的中央。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

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

我们党百年峥嵘岁月深刻昭示，形成一个成

熟的、在党内外有高度威望的领导集体，对于确

保革命、建设、改革事业的顺利发展，具有决定性

作用。遵义会议以后，中国共产党开始逐步形成

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

卓有成效地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从胜利

走向新的胜利。

——毛泽东同志领导地位的确立，标志着我

们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

由此开启。

遵义会议的重大成果，是在中国共产党与共

产国际失去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取得的，独立

自主的意志从此一步步镌刻在中国共产党人心

中。1963 年 9 月，毛泽东同志在一次会见外宾时指

出，“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这

次会议批判了教条主义。”“从那以后，我们就懂

得要自己想问题”。

以遵义会议为转折点，中国共产党开始更加

自主地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把握中国革命的主

动权和领导权，这标志着党在经历了曲折的道路

后，在政治上逐步走向成熟。

正如遵义会议决议指出的，党“从错误中教

育了自己，学习了如何更好地领导革命战争到彻

底的胜利”；党“号召全党同志像一个人一样团结

在中央的周围，为党中央的总路线奋斗到底，胜

利必然是我们的”！

巩固

“从土城战斗渡了赤水河。我们赶快转到三省

交界即四川、贵州、云南交界地方，有个庄子名字

很特别，叫‘鸡鸣三省’，鸡一叫三省都听到……”

周恩来同志的回忆，把我们带到了 86 年前的

那个冬天。

此时，北渡长江计划受阻，红军如何突破敌

人的围追堵截？显然，中央领导“负总责”的担子

再由原来的人继续担任，是难以胜任了。在行军

途中，张闻天提出了变换中央领导的问题。

由此，我们党连续召开一系列会议，统称“扎

西会议”。会议明确由张闻天代替博古在党内“负

总的责任”，毛泽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

者。多年后，周恩来同志这样回忆道：“洛甫那个

时候提出要变换领导，他说博古不行。我记得很

清楚，毛主 席 把 我 找 去 说 ，洛 甫 现 在 要 变 换 领

导 。我 们 当 时 说 ，当 然 是 毛 主 席 ，听 毛 主 席 的

话 。毛 主 席 说 ，不 对 ，应 该 让 洛 甫 做 一 个 时

期。……说服了大家，当时就让洛甫做了。”张闻

天“负总的责任”，有利于毛泽东同志更好行使军

事指挥，意义重大。

扎西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

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即《遵义会议决

议》，第一次系统地总结并肯定了以毛泽东同志

为代表的正确的军事路线和战略战术原则，批判

了“左”倾领导人在军事问题上的一系列错误主

张，并及时向全军传达、贯彻。会议还研究了中央

苏区、闽浙赣苏区的战略方针，决定暂缓执行北

渡长江计划，以及部队整编等重大问题。

扎西会议作出的一系列重大部署，对实事求

是贯彻落实遵义会议精神，实现党和红军的战略

转变起到了重要作用。会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

同志指挥下，展开了机动灵活的运动战，二渡赤

水，于 2 月 24 日占领贵州桐梓，26 日攻克险要娄

山关，28 日再占遵义城，势如破竹，所向披靡，先

后击溃和歼灭国民党军队两个师又八个团，俘敌

约 3000 人，取得长征以来最大一次胜利，沉重打

击了敌军气焰，极大鼓舞了红军斗志，毛泽东同

志的雄才大略得到实战的进一步检验。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毛泽东

同志登上娄山关，极目四望，豪情满怀，即兴填词

《忆秦娥·娄山关》，热情地歌颂红军指战员敢于

斗争、敢于胜利的英雄气概，表达了对中国革命

前途的必胜信心和决心。

在贵州省遵义市枫香镇苟坝村，有一个“红

军马灯馆”，存放着一盏复制的马灯。当年苟坝会

议召开期间，一盏小小马灯，陪伴着毛泽东同志，

照亮了红军胜利前行的航程。

1935 年 3 月 10 日夜，毛泽东同志手提马灯在

一条崎岖狭窄的小道上行进，连夜去找周恩来同

志再商红军将要进行的一场战役的作战计划。一

场战役看起来不是重大决策，但当时当事，这场

战役与中国革命命运紧紧相连，因而事关重大。

历史的“关节点”常常出现在不经意间，苟坝的这

条“小道”连着的正是中国革命的“正道”。今天，

人们将毛泽东同志走过的这条小道，亲切地称为

“毛泽东小道”。

当晚的几个小时前，中央负责人围绕是否攻

打国民党军薛岳部固守打鼓新场（今贵州金沙县

城）的一个师，在苟坝会议上展开激烈争论。会

上，毛泽东同志坚决反对进行这场战役，他据理

力争，但遭到与会者集体反对，力争无效。会议仍

然坚持了攻打打鼓新场的原定计划。

会议散了，但毛泽东夜不能寐。

从当时形势看，打鼓新场四周强敌环伺。如

果冒险开战，红军将处于四面受敌之境，后果不

堪设想。

红军的命运，中国革命的历史，在这个深夜

又一次来到一个紧要关头。

1959 年 4 月 5 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共八届七

中全会的最后一天，清晰回忆了苟坝会议召开时

的情景：“……一个人有时胜过多数人，因为真理

在他手里，不在多数人手里；……比如苟坝会议，

我先还有三票，后头只有一票。我反对打打鼓新

场，要到四川绕一个圈，全场都反对我。那个时候

我不动摇，我说，要么就听我的，我要求你们听我

的，接受我的这个建议。如果你们不听，我服从，

没有办法。散会之后，我同恩来讲，我说，不行，危

险，他就动摇了，睡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又开会，

听了我的了。”

在这期间，红军截获了敌军电报，新的敌情

证实了毛泽东同志高人一筹的战略思维和准确

预判：敌军正在迅速向打鼓新场集结，意图围歼

红军。红军差一点落入敌人的陷阱。

最终，中央撤销了进攻打鼓新场的计划。中

革军委随后发出《关于我军不进攻打鼓新场的指

令》，避免了一次正要发生的重大危险。

从这件事中，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也得到一

条教训：作战不能再像过去那么多人来集体讨

论，在极端紧急的作战中，遇事都要争论，就会贻

误战机，让红军难以果断灵活地行动。

根据毛泽东同志提议，中央成立了由毛泽东、

周恩来、王稼祥三人组成的军事指挥小组，也称

新“三人团”，全权指挥作战。

在当时的战争环境中，这是全党全军最重要

的领导机构。遵义会议提出的“改组党中央领导、

特别是军事领导”的任务，由此得以进一步落实。

苟坝会议后，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地位得到进一步

认可和巩固，此前支持他的人对他更加信服，一

些曾经反对他的人也开始转变看法。

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威望得到

空前提高。

胜利

“群龙得首自腾翔，路线精通走一行。左右偏

差能纠正，天空无限任飞扬。”朱德同志的这首

诗，反映的是全党全军绝大多数同志的认识。扛

起党和红军重托的毛泽东同志不负众望，将杰出

的军事指挥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

面对敌军布下的天罗地网，毛泽东同志将计

就计，让红军佯装在遵义徘徊，引敌深入。敌军蜂

拥而至时，红军在遵义茅台镇及附近地区三渡赤

水，白天“大张旗鼓”渡河，将敌人向西引入川南。

敌军果然再次将兵力部署于川南。此时，我军以

一个团伪装成主力部队继续西进诱敌，但真正的

主力部队却隐蔽在赤水河畔，于 3 月 21 日、22 日

顺利从二郎滩、太平渡等渡口四渡赤水。

此后中央红军一路勇进，顺利渡过乌江，兵

临贵阳，调出滇军，继而挺进云南，威逼昆明，最

终巧渡金沙江，成功甩开了敌人几十万大军的围

追堵截，大踏步挥师向四川挺进。

红军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

利！

四渡赤水，是中央红军长征中最惊心动魄、

最出神入化的军事行动，是以少胜多、变被动为

主动的光辉典范，是毛泽东同志军事指挥生涯中

的“得意之笔”。

2015 年 6 月 16 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参观遵

义会议陈列馆，看了“四渡赤水”多媒体演示片，

称赞“毛主席用兵如神！真是运动战的典范”。

“向来枉费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刘伯

承同志回忆道：“遵义会议以后，我军一反以前的

情况，好像忽然获得了新的生命，迂回曲折，穿插

于敌人之间，以为我向东却又向西，以为我渡江

北上却又远途回击，处处主动，生龙活虎，左右敌

人。我军一动，敌又须重摆阵势，因而我军得以从

容休息，发动群众，扩大红军。待敌部署就绪，我

们却又打到别处去了。弄得敌人扑朔迷离，处处

挨打，疲于奔命。这些情况和‘左’倾路线统治时

期相对照，全军指战员更深刻地认识到：毛主席

的正确的路线，和高度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的军

事艺术，是使我军立于不败之地的唯一保证。”

遵义会议，对于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和中

国革命来说，都是一个生死攸关的历史转折点。

它在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地位，伟大

的中国共产党从此开始拥有了为全党所公认的、

在伟大斗争实践中众望所归的领袖。“中国共产

党有了自己的领袖，这就十倍百倍加强了党的团

结，这就标志了党已经成熟，标志了它是将要胜

利的党。人民有了自己的领袖，知道只要跟着他

一路前进就一定会胜利，就会达到百余年来无数

先烈抛头流血以求实现的目标，这就十倍百倍增

强了人民的解放意志与胜利信心，十倍百倍增强

了人民的力量。”

事实正是如此。遵义会议后，英雄的红军如

猛虎归林，如蛟龙入江，跨过万水千山，取得了长

征的伟大胜利，开启了我们党为实现民族独立、

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斗争的新的伟

大进军。自那时以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

人民，不断推进革命、建设、改革伟大事业，进行

了一次又一次波澜壮阔的伟大长征，夺取了一个

又一个举世瞩目的伟大胜利，向着民族复兴的宏

伟目标不断奋勇前进。

追随通道转兵的光辉足迹一路跋涉，调研组

一行深刻感受到：

中国共产党，领导核心至关重要，科学理论

至关重要。

遵义会议后，中国革命之所以转危为安、焕

然一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党逐步形成了

坚强的领导核心、成熟的领导集体，确立了中国

化马克思主义在全党的指导地位。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

的中国共产党人，接过历史的接力棒，团结带领

全国各族人民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接续奋斗，推

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

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进入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发展阶段。在开

展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中，习近平

总书记赢得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戴，

成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这是众望所归、

人心所向，充分体现了全党的共同意志，体现了

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

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有习近平总书记作为

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有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这是党之大幸、国之

大幸、人民之大幸、民族之大幸。前进征程上，全

党全国各族人民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就一定能够战胜

一切艰难险阻，夺取一个又一个新的伟大胜利。

这，就是从通道转兵到遵义会议最深刻的启示。

中国革命从这里转折
——从通道转兵到遵义会议

求是杂志社调研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