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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是对国

民党反动派背叛革命的最有力回击。它们之
间看似没有什么联系，其实是一个整体。起
义剩余的部队，最后都上了井冈山，成为中国
工农红军的骨干。

“八一”建军节确定后，每年在中国共产党
领导的人民军队，都要进行隆重庆祝。但是“文
化大革命”时，有人提出要把 9 月 9 日秋收起义
爆发日定为建军节。当时任代总参谋长的杨成
武急忙到中南海向毛泽东汇报，请示应如何处
理。

毛泽东毫不犹豫地说：“‘八一’不能改，这
是很重要的一天，打响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
第一枪。”

毛泽东这句话保住了“八一”的地位，也保
住了“八一”建军节。那么南昌起义、秋收起义
和之后的广州起义，在中共建军史上起到了什
么作用呢？
●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的第一枪

宣告了中国共产党把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定
立场和坚强决心，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树立
起一面革命武装斗争的旗帜。

一支真正属于人民的新型军队诞生了，
中国共产党从此有了自己绝对领导之下、忠
实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力量，中国人民
从此有了同自己血肉相连、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的子弟兵。

1933 年 7 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

政府批准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建议，决定
将8月1日作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

1949 年 6 月，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发
布命令，颁发经毛泽东审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军旗和军徽式样，规定以“八一”两字作为中国
人民解放军军旗和军徽的主要标志。

8月1日被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节，
南昌成为人民军队“军旗升起的地方”。
●秋收起义：星星之火逐渐成燎原之势

这次起义全程由毛泽东负责筹划、发动。
起义的主力部队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没有
赶上参加南昌起义的原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
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另一部分是湖南
平江和浏阳的农军、鄂南崇阳和通城的部分农
民武装、安源煤矿的工人武装等。

1927年9月9日，起义正式爆发。和南昌起
义不同的是，秋收起义不再用国民革命军的旗
号，而是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旗
帜。原计划起义军分三路攻打长沙，然而三路
均受挫。毛泽东果断改变了计划，转向敌人较
为薄弱的农村地区。

9 月 19 日，毛泽东在文家市里仁学校主持
召开前敌委员会会议，提出放弃进攻长沙，到敌
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去发展。

经过激烈讨论，会议最终通过了毛泽东
的正确主张，决定部队沿罗霄山脉向南转
移。从此，中国革命踏上“农村包围城市、武
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星星之火逐渐发展成燎

原之势。
秋收起义打出了

人 民 军 队 第 一 面 军
旗，建设了一支由中
国共产党绝对领导的
新型人民军队，文家
市会师转兵开辟了农
村包围城市的正确革
命道路。

这支部队到达井
冈 山 时 ，只 剩 700 余
人 ，比 朱 德 、陈 毅 所
保 存 下 来 的 南 昌 起
义 军 余 部 还 要 略 少
一点。

毛泽东深感这支
部队思想混乱、组织纪
律性差，因此部队到达
永新县三湾村时，进行

了著名的“三湾改编”，把党的支部建在连
上，为建设人民军队奠定了基础。

在此后不到一个月，朱德、陈毅在赣南
对南昌起义的余部也进行了“大庾改编”，内容
与三湾改编很相近，也是让愿走者离开，把党员
分到各基层掌握队伍，从而使这支队伍在危急
关头没有垮掉。

●广州起义：首次打出工农红军旗号
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叛变革命后，为总结大

革命失败的教训，中共中央紧急召开“八七”会
议，确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
的方针。会后，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回广
州开始策划广州起义。

当时恰好张发奎和李济深因为争夺地盘，
爆发了“粤桂战争”。张发奎在广州的部队被调
往肇庆、梧州一带。广州市内兵力空虚，为广州
起义提供了有利条件。

12 月 11 日凌晨，在张太雷、叶挺、黄平、周
文雍、叶剑英等领导下，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官
教导团全部、警卫团一部、黄埔军校特务营、广
州工人赤卫队以及南海、花县农民武装等共
6000余人，联合举行起义。

在广州的苏联、朝鲜、越南的部分革命者及
广州市工人共约2万人，也参加了起义。

这次起义的部队主力与南昌起义和秋收起
义不同，除少数的正规军队外，基本都是工农武
装。

经过几个小时的激战，起义军占领了广州
各重要据点，并且在广州市公安局门口挂出了

“广州苏维埃政府”的牌子。随后张太雷宣布广
州苏维埃政府正式成立，并且通过了一切政权
归工农兵，消灭反革命，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增
加工人工资，没收大资本家和地主财产，工业国
有化，组织工农红军等决议和法规。

张发奎听说后院起火，火速调集重兵回
师广州，对起义部队进行残酷镇压。张太雷
在战斗中不幸牺牲。张发奎重新占领广州后
对未撤离的起义军、工人赤卫队和拥护革命
的群众，进行了血腥镇压，惨遭杀害者达 5700
余人。

广州起义是挽救革命、对国民党反动派
屠杀政策的又一次英勇反击，第一次打出了
工农红军的旗号，并尝试在大城市建立工农
兵民主政权。

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是大革命
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反动派背叛革命的
最有力回击。毛泽东曾说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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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永黎 整理

1927 年 8 月 1 日，南昌起
义的枪声，掀开了中华民族从
苦 难 走 向 复 兴 的 新 篇 章 。
2017 年 8 月 1 日，习近平总书
记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
军 90 周年大会上，讲到了南
昌起义的故事。

总书记为什么将“南昌城
头的枪声”喻为“划破夜空的
一道闪电”？这道“闪电”背
后，有着一段怎样波澜壮阔的
岁月？这“第一枪”打响的具
体过程为何一波三折？背后
有着怎样的惊心动魄和生死
博弈？在历史的关键时刻，中
国共产党是怎样做出至关重
要的抉择？“第一枪”的打响，
又是如何进行的呢？大革命
失败后，共产党领导的三大起
义在中共建军史上有何意义？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疯狂屠杀
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企图用血腥的屠杀来消灭革命。
在这种严峻形势下，中国共产党人没有被敌人的屠刀吓倒，
而是积极地行动起来，拿起枪，用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
武装。

1927 年 7 月 12 日，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
党中央政治局进行了改组，成立了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
临时中央委员会根据当时的形势，做出了在江西南昌举行
武装起义的决定。

此时，叶挺担任第11军第24师师长。当时，第20军军
长贺龙虽然还不是共产党员，却很倾向共产党，愿意跟着
干。由此，第20军和第24师确定为起义的主力，大批共产
党员和军队开始秘密向南昌集结。

1927 年 7 月 27 日，周恩来赶到南昌，与李立三、恽代
英、彭湃组成前敌委员会共商起义大计，并做出了 7 月 30
日晚举行武装起义的决定。

前委任命贺龙为起义军总指挥，叶挺为前敌总指挥，刘
伯承为参谋长，协助贺龙制订作战计划和相关部署。

1927年7月29日，正当起义的准备工作紧张进行的时
候，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张国焘以中央代表名义从九
江连发两封密电，要求等他到南昌再做起义与否的决定。
30 日早晨，张国焘到达南昌，在前委会议上传达了共产国
际的指示：“如果有成功的把握，我们认为你们的计划是可
行的，否则不可动。”

张国焘认为起义要争取张发奎的同意方能举行。李
立三质疑道：“一切都准备好了，为什么我们现在还需要重

新讨论？”起义工作热火
朝天，已是箭在弦上，大
多数人都对张国焘传达
的消息不解，更不愿意
相信，纷纷对其指责。

周恩来十分激动地
说：“你这个意见与中央
派我来时的想法不吻
合，中央给我的任务是
叫我来主持这个运动 ，
现在给你的命令又如
此。我不能负责了，即
刻回武汉去吧！”

一向温良谦善的周
恩来气得怒拍桌案。20
多年后，周恩来在回忆
南昌起义时还说：“拍桌子这个举动，是我生平第一次。”

第二天，1927 年 7 月 31 日，继续开会。就在这时，贺
龙、叶挺都收到张发奎的电报，说他本人 8 月 1 日将到达
南昌。这个消息无异于晴天霹雳，使得起义军领导倍感
压力。

会议上，周恩来告诉张国焘，现在知道南昌起义的人
数已经过百，在准备阶段每天都有电文往来，张发奎只要
调查，肯定能查出蛛丝马迹。

在激烈争论了几个小时后，迫于压力，张国焘不得不
同意起义。

经过商议，会议最终决定将起义时间定为1927年8月
1日凌晨4点。

贺龙、叶挺共同签发了绝密作战命令：“我军为达到解
决南昌敌军的目的，决定于明日（8月1日）4时开始向城内
外所驻敌军进攻，一举而歼灭之！”

口令是“山河统一”。
为什么定在凌晨 4 时呢？这主要是因为南昌素有“火

炉”之称，夏日炎炎，人们睡眠时间普遍很晚，很多人在房
外露天就寝，上半夜行动极易暴露，而下半夜天气凉爽，凌
晨4时也是人熟睡之时，这时行动不易被敌人察觉。

如今，我们普遍认同的八一南
昌起义打响的时间为 1927 年８ 月 1
日凌晨 2 点。然而，在许多南昌起义
的领导者、参与者和目睹者的记忆
中，这“第一枪”在凌晨１ 点前便
打响了。

时任起义军第 20 军第 3 师师长
的周逸群回忆，起义时间原定为凌
晨 4 点，由于叛徒告密，提前两个
小时，但是凌晨１ 点前就听见了枪
声。

当年在松柏巷天主堂工作的李桐
森回忆：“1927 年 7 月 31 日晚上，天
气很热，我和同事都睡在男堂内的院
场上，反动派的兵也有一部分睡在外
面。到半夜12点钟以后，忽然一个同
事叫起来：‘外面打枪！’话未说完，
接着外面又响了两枪。这时大家都惊
醒了，刚一坐起，‘噼啪噼啪’的枪
声接连响起，并且越打越紧了，于是
大家连忙往屋里搬。”

可以肯定的是，南昌起义“第一
枪”在 1927 年 8 月１ 日凌晨 1 点以前
便已打响。

南昌起义时，江西省政府卫队依
然控制在国民党右派手里。省政府卫
队大约有一个连的人数，基本是南昌

本地人，他们的消息比其他各军都灵
通，在得知共产党要在南昌暴动的消
息后，认为凭自己一个连的兵力自然
无法与起义部队抗衡，但也不甘束手
就擒，便准备“走为上策”。

1927 年 7 月 31 日晚 12 点以前，
省政府卫队全副武装，准备在战斗
打响前以搞野外演习为名将队伍拉
出去，并企图从省政府后门悄悄溜
出。

省政府是贺龙第 20军 1师计划要
占领的目标，已被严密监视。卫队才
出后门，就被20军1师的哨兵发现。

夜晚看不清标志，1 师的哨兵喝
问：“口令！”对方答不出来，又退回
了政府大院。哨兵马上鸣枪告警，一
共开了三枪，正与起义信号相吻合。

这便是南昌起义的“第一枪”。
战斗打得异常激烈，贺龙和刘伯

承亲自指挥战斗。战斗结束时，赵福
生混在俘虏群中，被本部官兵认了出
来，押到了贺龙面前，贺龙下令将其
就地枪决。

1927 年 8 月 1 日上午 6 时，敌军
3000余人被全部歼灭。起义军总指挥
部的 5 层大楼上，鲜艳的红旗迎着朝
霞飘扬。

第一枪为何在南昌打响

起义的时间为何变了

三大起义在中共建军史上有何意义？

★九十年前，我国处在半殖民地
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处在积贫积弱、
内忧外患的苦难深渊，中国人民处在
饥寒交迫、民不聊生的悲惨境地。为
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推翻帝国主
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
山，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进行着不
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斗争。

★然而，正当大革命如火如荼的
时候，国民党反动派背叛革命、背叛人
民，向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举起
了血腥的屠刀。一时间，神州大地笼
罩在腥风血雨之中，中国共产党面临
被赶尽杀绝的严重危险，中国革命处
于命悬一线的紧要关头。在严酷的斗
争和血的教训中，我们党深刻认识到，
没有革命的武装就无法战胜武装的反
革命，就无法担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
任，就无法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无
法改变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命运。

★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南昌城
头一声枪响，拉开了我们党武装反抗
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幕。这是中国共产
党历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是中国革
命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也是中华民
族发展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

★南昌城头的枪声，像划破夜空
的一道闪电，使中国人民在黑暗中看
到了革命的希望，在逆境中看到了奋
起的力量。南昌起义连同秋收起义、
广州起义以及其他许多地区的武装起
义，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
战争、创建人民军队的开端，开启了中
国革命新纪元。

★自那时起，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的人民军队，就英勇投身为中国人民
求解放、求幸福，为中华民族谋独立、
谋复兴的历史洪流，同中国人民和中
华民族的命运紧紧连在了一起。

★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
和制度，发端于南昌起义，奠基于三湾
改编，定型于古田会议，是人民军队完
全区别于一切旧军队的政治特质和根
本优势。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人
民解放军建军九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2017年8月1日）

★古 田 是 我 们 党 确 立 思 想 建
党、政治建军原则的地方，是我军
政治工作奠基的地方，是新型人民
军队定型的地方。到这里开会具有
标志性意义。

★这次会议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建
党建军原则，确立了我军政治工作的
方针、原则、制度，提出了解决把以农
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建设成为无产阶
级性质的新型人民军队这个根本性问
题的原则方向。

★历史，往往在经过时间沉淀后可
以看得更加清晰。回过头来看，古田会
议使我们这支军队实现了浴火重生、凤
凰涅槃。从那儿以后，在党领导下，我军
由小到大、由弱到强，不断从胜利走向胜
利。古田会议奠基的我军政治工作对我
军生存发展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军政治工作会
议期间瞻仰古田会议会址时的讲话
（2014年10月31日）

三大起义开启了中国革命新纪元三大起义开启了中国革命新纪元

建立背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1923
年 6 月，中共三大确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
份加入国民党的方式实现国共合作，以便
广泛发展群众，壮大革命力量，加速推进国
民革命运动的进程。在中共中央号召的指
引下，担任中共北方区委负责人并主持国
民党在北方的最高领导机关——国民党政
治委员会北京分会的李大钊，经过大量细
致的工作，与西北军首领冯玉祥实现合作。
冯玉祥邀请中共党员在国民军中负责政治
宣传工作。于是，李大钊推荐中共党员宣
侠父、钱崝泉等6人，以国民党特派员的公
开身份，派至驻守兰州的国民军2师工作，
并于1925年10月抵达兰州。

组织建立：宣侠父、钱崝泉根据李大
钊提供的线索，在到达兰州后不久，便与
甘肃籍共产党员张一悟接上组织关系，并
立即向他传达了中共北方区委关于在甘
肃建立党的地方组织的指示。

1925年12月，宣侠父、钱崝泉、张一悟
在兰州召开会议，宣布中国共产党甘肃特
别支部正式成立。张一悟任支部书记，宣
侠父、钱崝泉为支部委员，支部所属党员
有贾宗周、寿耀南、秋纪明、李印平等人。
这是甘宁青历史上第一个中共地方组织，
直接负责领导甘肃含当时尚未建省的青
海 、宁夏等地党的工作。

工作开展情况：中共甘肃特别支部在
开展对国民党军政上层的统战工作的同
时，积极开展了对少数民族的工作。其中，
中共甘肃特别支部支持甘青藏区人民反抗
封建军阀压迫的斗争，影响很大。

1918年至1925年间，甘边宁海镇守使
（镇守使署设于西宁）马麒为了强化对甘、
川、青边地区的统治和掠夺，派兵强占了拉
卜楞寺。藏胞多次上诉北洋政府及各方要
人，均无结果。国民军到兰州后，拉卜楞地
区的藏族群众推举拉卜楞寺寺主第五世嘉
木样之兄黄正清，率领 10 名藏族代表再次
赴兰州向甘肃督军刘郁芬控告马麟。

1925 年底，中共甘肃特支委员宣侠
父在督办公署会见了黄正清一行，了解了
拉卜楞事件的全部情况，并向中共甘肃特
支进行了汇报。经过研究后，中共甘肃特

支决定，从宣传党的民族平等政策、提高
少数民族群众的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平入
手，支持、帮助拉卜楞寺僧俗群众反抗军
阀欺压的正义斗争，并确定宣侠父、钱崝
泉具体负责这件事情。

1926年，中共甘肃特别支部领导甘青
地区藏族人民在兰州成立了“藏民文化促
进会”，逐步引导、帮助他们展开同马麒的
斗争。促进会在循化县拉卜楞(即现在的
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1928 年前归西宁道
循化县管辖）和果洛等地还建立了一批藏
民小学校。根据黄正清等人的吁请和中
共甘肃特支的决定，1926年7月，宣侠父等
一行7人取道今甘肃临夏、临潭和青海省
黄南藏族自治州河南蒙古族自治县,沿途
访问了被马家军洗劫后变成一片废墟的
部分藏传佛教寺院，全面了解拉卜楞地区
藏族群众遭受马家军阀欺压的真实情况，
为解决拉卜楞事件创造有利条件。

8 月，中共甘肃特支领导当地藏族人
民在甘青南部毗连地区组建了甘青藏民
大同盟。宣侠父亲自起草了《甘青藏民大
同盟宣言》（之后带至兰州印发时改名为

《甘边藏民后援会宣言》）。9月下旬，宣侠
父回到兰州，为争取社会舆论的同情和支
持，亲自起草了《甘边藏民泣诉国人书》，这
一讨马檄文给了马麒极大的社会压力，使
马麒等封建军阀惶恐不安。

1926年11月后，中共甘肃特别支部积
极与国民党上层联系，协商处理拉卜楞事
件，通过努力，得到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
于右任的同情和支持。于右任当即致电刘
郁芬，要求立即解决拉卜楞问题。

1927年春，刘郁芬命督办公署政治处处
长、中共甘肃特别支部成员贾宗周处理拉卜
楞事件。在各方压力下，经过两次谈判，双方
最后达成协议，签订了《解决拉卜楞案件的
条件》。拉卜楞事件终于得到合理解决。

中共甘肃特别支部的民族工作因此
而受到中共中央的肯定。1926 年 12 月 5
日，《中央报告——全国政治情形及党的
策略、党的组织及工农运动状况》中指出：

“甘肃作工的同志很好，已得该地喇嘛的
同意，取得当地的教育权。”

1929 年 12 月 28 日至 29 日，中国工农
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即著名的
古田会议，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村召开。
古田会议解决了如何把一支以农民为主要
成分的军队建设成为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型
人民军队的问题，它所确定的着重从思想
上建党和从政治上建军的原则，为后来的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思想的
形成、发展和成功实践奠定了基础。

从南昌起义到古田会议召开，是中国共产

党创建人民军队，确定“听党指挥”原则的重要
时期，南昌起义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军队领导
的开端，此后经历三湾改编、赣南三整等，直至
古田会议，基本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这是一个艰辛又复杂的历史过程，凝结了中国
共产党人的集体智慧。“听党指挥“原则解决了
军队听谁指挥和为谁打仗的重大问题，成为人
民军队的优良传统和军魂，是“八一精神”的本
质特征，更是使军队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克敌
制胜，一往无前的根本原因和保障。

古田会议：新型人民军队从此诞生

第一个在青海开展工作的党组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