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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一百年大事记
（1921年7月—2021年6月）之一

（上接第1版）

1922年

1月 香港海员举行罢工。以此为起
点，1923年2月京汉铁路工人罢工为终
点，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人运动掀起第一
次高潮。其间，全国发生大小罢工100多
次，参加人数达30万以上。
5月5日—10日 中国社会主义青

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
6月15日 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

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指出解决时局
的关键，是用革命手段打倒帝国主义和
封建军阀，建立民主政治。这是中国共
产党第一次向社会各界公开自己的政
治主张。
7月16日—23日 中国共产党第

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出席
大会的代表12人，代表全国195名党
员。大会第一次提出明确的反帝反封
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区分了最高纲领和
最低纲领。大会通过第一个党章，并通
过决议案，决定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
际。大会选举产生中央执行委员会，中
央执行委员会推选陈独秀为委员长。
9月13日 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

周报创刊。党的创建和大革命时期，中
共中央还创办了《新青年》《前锋》《中国
共产党党报》等刊物。
9月14日—18日 安源路矿工人

在毛泽东、李立三、刘少奇等组织领导
下，举行罢工斗争，取得胜利。罢工之前
成立的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得到巩固
和发展。

1923年

2月4日—9 日 在中国共产党
领导下，京汉铁路工人2万余人举行
总罢工，成为工人运动第一次高潮的
顶点。7日，反动军阀进行血腥镇压，
造成“二七”惨案。
6月12日—20日 中国共产党第

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出席
大会的代表30多人，代表全国420名党
员。大会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
入国民党，以实现国共合作。大会规定
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时，党必须在政治
上、思想上、组织上保持自己的独立性。
大会选举产生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执
行委员会选举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委
员长。大会以后，国共合作步伐大大加
快。共产党的各级组织动员党员和革
命青年加入国民党，在全国范围内积极
推进国民革命运动。

1924年

1月20日—30日 在孙中山主持
下，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
代表大会，通过共产党人参加起草的以
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宣言，事实上
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
政策。大会选举产生中国国民党中央
执行委员会，共产党员李大钊、谭平山、
毛泽东等10人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或
候补执行委员。大会的召开标志着第
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
5月 为造就革命武装的骨干力量，

国共合作创办的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
（黄埔军校）开学。6月16日，军校举行
开学典礼。孙中山任军校总理，蒋介石
任校长，廖仲恺任党代表。中国共产党
从各地选派许多党、团员和革命青年到
军校学习。11月，周恩来出任军校政治
部主任，健全政治工作制度。周恩来主
持的中共广东区委从军校第一期毕业
生中抽调部分党、团员作为骨干，把大元
帅大本营的铁甲车队改组为一支实际
受共产党指挥的革命武装。
7月3日 国共合作举办的农民运

动讲习所在广州正式开学。到1926年
9月，在共产党人彭湃、毛泽东等相继主
持下，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连续举办六
届，培训700多名农民运动骨干。

1925年

1月11日—22日 中国共产党第
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出席
大会的代表20人，代表全国994名党
员。大会提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
的领导权问题和工农联盟问题，对民主
革命的内容作了更加完整的规定。这
是中国共产党在总结建党以来尤其是
国共合作一年来实践经验基础上，对中
国革命问题认识的重大进展。大会决
定在全国范围内加强党的组织建设，规
定以支部作为党的基本组织。大会选
举产生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
会选举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总书记。
5月1日—7日 第二次全国劳动大

会在广州召开，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
5月30日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对

帝国主义暴行的五卅运动在上海爆发，
并迅速席卷全国，约1700万各阶层群众
直接参加斗争，标志着大革命高潮的到
来。6月至1926年10月，广州、香港爆
发省港大罢工。这是中国工人运动史上
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政治大罢工。
7月1日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广

州成立。其所属部队随后改编为国民
革命军六个军。周恩来等共产党员分
别在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六军中担
任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等职务。
10月 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

在北京召开。会议发布告农民书，提出
解除农民困苦的根本办法是实行“耕地
农有”。会议强调北方地区工作的重要

性，决定加强对北方革命的领导。会后，
中共北方区执行委员会成立，李大钊任
书记。
12月1日 毛泽东发表《中国社会

各阶级的分析》。

1926年

3月20日 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
件。从此加紧限制共产党的活动。5
月，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整理
党务案》，从国民党领导机构中排挤共产
党人，由此逐步控制了国民党、国民政府
和国民革命军的大权。
7月9日 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

北伐。到11月，基本消灭军阀吴佩孚、
孙传芳的势力。在北伐战争中，以共产
党员、共青团员为骨干的叶挺独立团屡
破强敌。随着北伐的胜利进军，共产党
领导的湘鄂赣等省工农运动蓬勃发展。
8月4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坚决

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这是党的
历史上第一个惩治贪污腐败的文件。
10月—翌年3月 中共中央和上海

区委组织上海工人连续举行三次武装
起义。1927年3月21日，第三次武装
起义在陈独秀、罗亦农、赵世炎、周恩来
等组成的特别委员会直接领导下（周恩
来任起义总指挥）取得胜利。22日，成
立上海特别市临时市政府。

1927年

3月 毛泽东发表《湖南农民运动考
察报告》。

4月6日 李大钊在北京被奉系军
阀逮捕。28日，英勇就义。

4月12日 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
一二”反革命政变。这是大革命从高潮
走向失败的转折点。在此前后，四川、江
苏、浙江、安徽、福建、广西、广东等省相
继以“清党”为名，大规模捕杀共产党员
和革命群众。杨闇公、陈延年、赵世炎、
萧楚女、熊雄等共产党人被杀害。

4月27日—5月9日 中国共产党
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举行。出
席大会的代表82人，代表全国57967名
党员。大会选举产生中央委员会和党
的历史上第一个中央纪律检查监督机
构——中央监察委员会。根据大会要
求，会后，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修改党章
的决议，正式提出党内实行民主集中制
的组织原则。

5月10日 中共五届一中全会选举
产生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政治局常务委
员会，陈独秀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7月15日 汪精卫召开国民党中央

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以“分共”的名义，
正式同共产党决裂，对共产党员和革命
群众实行大逮捕、大屠杀。国共合作全
面破裂，国共两党合作发动的大革命宣
告失败。据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
至1928年上半年，被杀害的共产党员
和革命群众达31万多人。
8月1日 在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

共中央前敌委员会领导下，贺龙、叶挺、
朱德、刘伯承等率领党所掌握和影响的
军队两万余人，在江西南昌打响武装反
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南昌起义
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
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端，
开启了中国革命新纪元。1933年6月
30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
委员会决定以发动南昌起义的8月1日
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7月11
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予
以批准。此后，8月1日成为人民军队建
军纪念日。
8月7日 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召

开紧急会议（八七会议）。会议着重批评
了大革命后期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央所
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了土地革
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
针。这是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
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会议选出以瞿
秋白为首的中央临时政治局。
8月 中共中央成立南方局，重新成

立北方局。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中
央还成立了长江局、苏区中央局、苏区中
央分局、湘鄂西中央分局、鄂豫皖中央分
局、上海中央局、西北局。
9月9日 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

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领导工农革命军
第一师发动湘赣边界秋收起义。29日，
起义军到达江西永新三湾村时进行改
编，将党的支部建在连上，从组织上确立
了党对军队的领导，这是建设无产阶级
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重要开端。10
月，起义军到达井冈山，开始创建农村革
命根据地的斗争。
9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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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不再打国民党的旗帜并
成立苏维埃。
9月—翌年春 中共琼崖特委在定

安、琼山等地，中共广东地方组织在海
丰、陆丰等地，中共黄麻特委在湖北黄
安、麻城，中共赣西特委、赣南特委分别
在江西吉安、万安、赣县等地，领导发动
武装起义。
10月 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塞维

克》创刊。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中央
还创办了《红旗》《斗争》《解放》等报刊。
11月9日—10日 中央临时政治

局在上海召开扩大会议，提出以城市为
中心举行全国武装暴动的策略。在实
际工作中造成许多损失。1928年4月，
停止执行。
12月11日 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

太雷和叶挺、叶剑英等领导发动广州起
义，成立广州苏维埃政府。但终因敌众
我寡而失败，张太雷等牺牲。

1928年

1月—7月 方志敏等在江西弋阳、
横峰，朱德、陈毅等在湘南地区，贺龙、周
逸群等在湖北洪湖和湘西桑植地区，刘
志丹等在陕西渭南、华县，彭德怀、滕代
远、黄公略等在湖南平江，领导发动武装
起义。
2月 毛泽东率部打破江西国民党

军队对井冈山地区的进攻。至此，井冈
山革命根据地初步建立。4月下旬，朱
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
和湘南起义农军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
领导的部队会师，成立工农革命军第四
军（后改称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
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和军委书记。在创
建和发展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
形成了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实事求是、
敢闯新路，依靠群众、勇于胜利的井冈山
精神。
4月 毛泽东总结部队做群众工作

的经验，规定部队必须执行三大纪律、六
项注意。以后六项注意又发展成八项
注意。
6月18日—7月11日 中国共产党

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苏联莫斯科近
郊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142人，其中
有选举权的正式代表84人。大会指出，
中国仍然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
家，中国革命现阶段的性质是资产阶级
民主革命；当前中国的政治形势是处于
两个革命高潮之间；党的总路线是争取
群众。大会选举产生新的中央委员会
并选举产生中央审查委员会。
7月19日 中共六届一中全会选举

产生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政治局常务委
员会。20日，政治局会议选举向忠发为
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常务委
员会主席，周恩来为常务委员会秘书长。
10月5日 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

表大会通过由毛泽东起草的决议案，提
出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1930年1月，
毛泽东在给林彪的复信（后改为《星星之
火，可以燎原》）中，提出把党的工作重心
由城市转到农村，开始形成农村包围城
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
12月—翌年4月 毛泽东先后主持

制定井冈山《土地法》、兴国《土地法》。

1929年

1月14日 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
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进军赣南。相
继开辟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后来这
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以其为中心发展
为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央苏区）。到
1931年11月，全国已形成中央、湘鄂
西、鄂豫皖、琼崖、赣东北（后发展为闽浙
赣）、湘鄂赣、湘赣、右江等革命根据地。
后来又建立了川陕、陕甘、湘鄂川黔、鄂
豫陕、闽东等革命根据地。在革命根据
地的创建和发展中，形成了以坚定信念、
求真务实、一心为民、清正廉洁、艰苦奋
斗、争创一流、无私奉献等为主要内涵的
苏区精神。
5月—翌年2月 中共商（城）罗

（田）麻（城）特区委员会在河南商城，中
共六安县委在安徽六安、霍山，中央代表
邓小平等在广西百色、龙州，先后领导发
动武装起义，建立红军，逐步开辟豫东
南、皖西、左右江革命根据地。
12月28日—29日 红四军党的第

九次代表大会（古田会议）在福建上杭古
田召开。毛泽东当选为中共红四军前
敌委员会书记。会议根据中央九月来
信精神，通过毛泽东起草的古田会议决
议，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纠正党内的错
误思想的决议案，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
建军的原则。古田会议决议是中国共
产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是党和
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古
田会议奠基的军队政治工作对军队生
存发展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1930年

3月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推动下，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随后中
国社会科学家、戏剧家、美术家、教育家
联盟以及电影、音乐小组等左翼文化团
体相继成立。10月，各左翼文化团体组
成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共产党领导的
左翼文化运动在国民党统治区兴起。
5月 毛泽东撰写《调查工作》（后改

为《反对本本主义》），提出“没有调查，没
有发言权”。
6月11日 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李

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
省首先胜利》决议，形成系统的“左”倾冒

险主张。不久，又制定全国总暴动和集中
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计划，使各地革
命力量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失。9月，中共扩
大的六届三中全会停止了这一冒险行动。
6月 红军第一军团成立，朱德任总指

挥，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兼前委书记。同月，
红军第三军团成立，彭德怀任总指挥兼前
委书记，滕代远任政治委员。7月，红军第
二军团成立，贺龙任总指挥，周逸群任政治
委员兼前委书记。
8月23日 红军第一方面军成立，朱

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前委书记兼总政
治委员。
冬—翌年秋 中央革命根据地军民

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连续粉碎国民党军
的三次“围剿”，巩固和扩大了根据地。鄂
豫皖、湘鄂西等革命根据地也相继取得反
“围剿”的胜利。到1932年春前后，各革命
根据地共歼敌20余万人，主力红军发展到
约15万人。

1931年

1月7日 中共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
在上海召开。王明（陈绍禹）实际掌握了中
共中央的领导权。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
教条主义错误在党的领导机关内开始了长
达四年的统治。9月，王明到莫斯科担任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临时中央在上海成
立，由博古（秦邦宪）负总责。1933年1
月，临时中央被迫由上海迁至中央革命根
据地的瑞金。
9月18日 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九一

八”事变，开始大举侵占中国东北。东北各
阶层人民和爱国官兵纷纷组织抗日义勇军
等各种形式的抗日队伍。中国共产党在抗
日义勇军中积极开展工作，并组织党领导
下的抗日武装。从1932年起，党先后组织
了由汉、满、朝鲜、蒙古、回等民族爱国志士
参加的十余支抗日游击队，逐渐成为东北
抗日游击战争的主力，并发展为东北人民
革命军、东北抗日同盟军等武装。“九一八”
事变后，中国人民奋起抵抗，成为中国人民
抗日战争的起点，同时揭开了世界反法西
斯战争的序幕。
11月7日 红军第四方面军成立，徐

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
11月7日—20日 中华苏维埃第一

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宣布成
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25
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
会成立，朱德任主席。27日，毛泽东当选
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和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主席。中华
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
的工农民主政权，是中国共产党在局部地
区执政的重要尝试。其他根据地也相继召
开各级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各级苏
维埃政府。
11月 红色中华通讯社成立。1937

年1月，改名为新华社。
12月14日 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1.7

万余人在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黄中岳
率领下，于江西宁都起义。随后改编为红
军第五军团，季振同任总指挥，萧劲光任政
治委员。
12月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

府机关报《红色中华》创刊。
本年 经过三年多实践，党的土地革

命路线基本形成，即：依靠贫农、雇农，联合
中农，限制富农，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土
地所有制为农民土地所有制。

1932年

12月 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领导
的陕甘游击队改编为红军。1933年3月
后，创建先后以照金、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
革命根据地。1934年11月，正式成立陕
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和革命军事委员会，
习仲勋当选为苏维埃政府主席，刘志丹任
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年底—翌年3月 在周恩来、朱德指

挥下，中央革命根据地取得第四次反“围
剿”的胜利。

1933年

1月—2月 红四方面军主力开辟以
四川通（江）、南（江）、巴（中）为中心的川陕
革命根据地。此前，红四方面军主力于
1932年10月撤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
5月8日 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成

立，朱德任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周恩来任
总政治委员。
6月中旬 红军第六军团组建。1934

年8月，红六军团军政委员会正式成立，中
央代表任弼时任军政委员会主席，萧克任
军团长，王震任政治委员。
9月 蒋介石调集100万兵力对革命

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其中50万兵力
用于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临时中央负责
人博古和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在反“围
剿”中推行单纯防御的军事路线，使红军和
革命根据地遭受重大损失。

1934年

7月 寻淮洲、乐少华、粟裕等领导的
红七军团改编为北上抗日先遣队，开赴闽
浙皖赣边区活动。11月，同方志敏领导的

红十军会合后组成红十军团，成立以方志
敏为主席的军政委员会。
8月7日 红六军团从湘赣革命根据

地突围西征。10月，与红三军会师。红三
军恢复红二军团番号，贺龙任军团长，任弼
时任政治委员。随后，逐步开创湘鄂川黔
革命根据地。
10月中旬 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

央红军主力等进行战略转移，开始长征。
11月中旬至1935年11月中旬，红二十五
军，红四方面军，红二、红六军团也相继撤
出鄂豫皖、川陕、湘鄂川黔等革命根据地，
进行战略转移。
10月下旬—12月初 中央红军连续

突破国民党军三道封锁线，在突破第四道
封锁线的湘江战役中遭受重大损失。渡过
湘江后，中央红军从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
人锐减到3万余人。
10月 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中共中

央决定成立以项英为首的苏区中央分局和
中央军区、以陈毅为主任的中华苏维埃共
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领导留在南方根据
地的红军和游击队坚持斗争。南方游击战
争历时三年，地域范围包括八省十几个地
区，有力配合了主力红军的战略转移，保留
了革命力量。其间，瞿秋白等牺牲。
12月18日 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黎平

召开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通过决议，
放弃到湘西北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
划，改向贵州北部进军。此前，中共中央负
责人在湖南通道召开紧急会议，讨论转兵
问题。

1935年

1月15日—17日 中央政治局在贵州
遵义召开扩大会议，集中解决当时具有决定
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会议增选毛泽东
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央
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
取消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会后不久，
在向云南扎西地区转进途中，中央政治局
常委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
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后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
人小组，负责全军的军事行动。遵义会议
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这
次会议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
初期严重受挫的历史关头召开，事实上确
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
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
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
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
体，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
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
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1月下旬—5月上旬 中央红军四渡

赤水，南渡乌江，佯攻贵阳，威逼昆明，巧渡
金沙江，摆脱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
随后顺利通过四川凉山彝族地区，强渡大
渡河，飞夺泸定桥，继续北上。
5月—7月 陕北红军在刘志丹等指

挥下，粉碎敌人军事“围剿”，使陕甘边和陕
北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陕甘革命根
据地（又称西北革命根据地）。陕甘革命根
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
完整革命根据地，为党中央和各路红军长
征提供了落脚点，为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
后由红军改编的八路军主力奔赴抗日前线
提供了出发点。
6月中旬 中央红军翻越终年积雪的

夹金山，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
中共中央根据会师后的形势，确定北上建
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方针。9月9
日，张国焘拒绝执行北上方针，命令右路军
南下。12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
通过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10月，反对
北上、坚持南下的张国焘另立“中央”。红
四方面军南下后遭受严重损失。1936年
6月，张国焘被迫取消另立的“中央”。
8月1日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草

拟《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
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宣言
主张停止内战，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
对日作战。
9月中旬 红二十五军到达陕甘革命

根据地，同当地的红二十六、红二十七军会
师，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
程子华任政治委员。
9月 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北上到

达甘肃哈达铺，正式改编为陕甘支队，彭德
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10月19
日，抵达陕北吴起镇。中央红军主力胜利
结束长征。11月3日，恢复红一方面军番
号，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
下辖红一军团（由陕甘支队改编）、红十五
军团。
12月9日 由于日本加紧侵略华北，

中国共产党领导北平学生掀起声势浩大的
抗日救亡运动（一二·九运动），并迅速波及
全国，形成抗日救国的新高潮。
12月17日—25日 中央政治局在陕

北瓦窑堡召开扩大会议，确定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会后，毛泽东作报告，
系统阐述这一方针。

1936年

2月 东北各抗日武装统编为东北抗
日联军。到1937年秋，建立11个军，共3
万余人。东北抗日联军相继分编为第一、

第二、第三路军，分别由杨靖宇、周保中、
李兆麟等率领。
2月—7月 红一方面军先后向山

西、绥远等地和陕、甘、宁三省边界地区发
起东征战役和西征战役。
6月下旬—7月初 红二、红六军团

长征抵达四川甘孜地区，与红四方面军会
合。7月5日，红军第二方面军成立，贺龙
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在中共中
央积极争取及广大指战员斗争和要求下，
红四、红二方面军共同北上。
10月9日 红一、红四方面军在甘肃

会宁会师。22日，红一、红二方面军在甘
肃隆德将台堡（今属宁夏西吉）会师。至
此，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长征是人类
历史上的伟大壮举，是一次理想信念、检
验真理、唤醒民众、开创新局的伟大远
征。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
关键。长征铸就了伟大的长征精神，这就
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
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
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为了救国救
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
牲的精神；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
从实际出发的精神；顾全大局、严守纪律、
紧密团结的精神；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
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
的精神。
10月下旬 为打通苏联援助的道路，

红四方面军一部奉中革军委命令，西渡黄
河准备执行宁夏战役计划。11月11日，
渡河部队根据中央决定称西路军。深入
河西走廊的西路军将士以不畏艰险、浴血
奋战的英雄主义气概，在极端困难的条件
下坚持战斗四个月，终因寡不敌众，于
1937年3月惨烈失败。

12月12日 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
安事变，扣留蒋介石。中共中央确定和平
解决事变的方针，并派周恩来、博古、叶剑
英等前往西安。经过谈判，迫使蒋介石作
出“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的承诺。西安事
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在
抗日的前提下，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
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大势。

1937年

1月13日 中共中央机关迁驻延安。
5月 中共中央先后召开党的苏区代

表会议和党的白区代表会议，进一步总结
历史经验，明确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任务。

7月7日 日本侵略军发动卢沟桥事
变（七七事变），当地中国驻军奋起抵抗。
8日，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通电，指出：
“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
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
卢沟桥事变标志着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
全面侵华战争，也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战
争的全面爆发，即全国抗战的开始。中国
的全民族抗战在世界东方开辟了第一个
大规模反法西斯战场。
7月—8月 毛泽东撰写《辩证法唯

物论（讲授提纲）》中的《实践论》和《矛盾
统一法则》（后改为《矛盾论》）。
8月22日—25日 中共中央在陕北

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洛川会议）。
会议指出，必须坚持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
的领导权，在敌人后方放手发动独立自主
的山地游击战争，在国民党统治区放手发
动抗日的群众运动。会议通过《中国共产
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中共中央关于
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标志着党
的全面抗战路线的正式形成。会议决定
成立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为
书记（亦称主席），朱德、周恩来为副书记
（亦称副主席）。

8月25日 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
会发布命令，宣布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
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下辖三个师，全
军约4.6万人。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改为
第八路军总指挥部，朱德任总指挥，彭德
怀任副总指挥。之后，党在南方八省的红
军游击队（琼崖红军游击队除外），改编为
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
军），下辖四个支队，全军约1.03万人。
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
8月 中共中央北方局在太原组建新

的领导机关。全民族抗日战争时期，中共
中央还成立（或重新成立）了北方分局、晋
察冀分局、太行分局、冀鲁豫分局、山东分
局、长江沿岸委员会、长江局、东南分局、
东南局、中原局、华中局、南方局、南方工
委、西南工委、陕甘宁边区中央局、西北
局、晋绥分局。
9月22日《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

作宣言》由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23
日，蒋介石发表实际上承认共产党合法地
位的谈话。中共中央的宣言和蒋介石谈
话的发表，宣告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和抗日
民族统一战线形成。
9月25日 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主力

在晋东北取得平型关大捷，歼灭日军
1000余人，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
神话。
9月 原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苏维埃

政府（即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临时中央
政府西北办事处），正式改称陕甘宁边区
政府（11月至翌年1月曾称陕甘宁特区
政府）。陕甘宁边区是中共中央所在地，
是人民抗日战争的政治指导中心，是八路
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抗日武装的战略总
后方。
10月—11月 八路军配合国民党军

队进行忻口战役，相继取得雁门关伏击
战、夜袭阳明堡日军机场等胜利。
11月 八路军开始逐渐向敌后实行

战略展开。在中共地方组织配合下，到
1938年10月，创建了晋察冀、晋西北和
大青山、晋冀豫、晋西南、山东等抗日根
据地。

(下转第6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