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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 年至 1927 年的国共合作，在全国掀起大革命的风暴，

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强劲传播，工人、农民、学生运动风起云

涌，在“打倒列强除军阀”的激荡声中，北伐战争所向披靡，

打垮了直系军阀吴佩孚、孙传芳，重创奉系军阀张作霖，奠

定了北洋军阀覆灭的命运。但是在 1927 年，蒋介石、汪精卫

以疯狂的屠杀与中国共产党决裂，在背叛革命的同时埋葬了

轰轰烈烈的大好革命局面。

惊心动魄，一波三折：南昌起义的策划过程

1927 年 7 月中旬，在汪精卫背叛革命的严峻时刻，共产

国际指示中国共产党“准备一些军队去南昌回广州”。据此，

中共临时中央常委会决定，以中共掌握和影响的部分北伐军

为基本力量，联合北伐战争中曾与党有密切合作的武汉国民

政府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重返广东，实行土地革命，

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举行第二次北伐。

为此，中共临时中央常委会特派常委李立三率领秘书长

邓中夏、中央军委参谋长聂荣臻去九江筹划其事。其时由共

产党员领导和接受共产党影响的叶挺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

十一军第二十四师、贺龙率领的第二十军等，以及拟议联合

的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均驻扎在南昌和九江铁路沿线。

但是，李立三等人在九江发现，张发奎已深受汪精卫之影响，

不仅公开支持汪精卫“分共”，并且要求在第二方面军高级

军官中的共产党员如叶挺等须退出军队或脱离共产党。于是

他们与也在九江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谭平山提议“抛弃依张之

政策，而决定一独立的军事行动”①。

7 月 20 日，李立三就此写信向中央汇报，提议：“在军

事上赶快集中南昌，运动二十军与我们一致（贺龙当时还没

有参加中国共产党，但受着党很大影响），实行在南昌暴动

解决三、六、九军在南昌之武装。在政治上反对武汉南京两

政府，建立新的政府来号召。”李立三、邓中夏随即向时在

庐山的鲍罗庭及瞿秋白、张太雷介绍情况。鲍罗庭沉默不语

没有表态，瞿秋白、张太雷则完全赞同。瞿秋白立即动身前

去汉口，向中共中央汇报。同时，谭平山把该计划告诉在九

江的贺龙，得到贺龙热烈赞同。

中共中央采纳了李立三等人的建议，决定抛开张发奎，

单独举行起义。７月 24 日或 25 日，中共临时中央常委会决定：

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并任命周恩来为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

具体领导这次起义。据此，许多党的干部和受党影响的军队

纷纷向南昌集中。

27 日，周恩来、李立三、谭平山等进驻南昌，以南昌市

中心的洗马池江西大旅社为起义指挥中心，并立即按中央决

定正式成立了前敌委员会，周恩来任前委书记，李立三、彭湃、

恽代英、谭平山等为前委委员，筹划起义。

南昌起义的曲折历程与深远意义
李东朗

【摘要】1927 年，蒋介石、汪精卫以疯狂的屠杀与中国共产党决裂，在背叛革命的同时埋

葬了轰轰烈烈的大好革命局面。在关系中华民族复兴大业、关系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关键时刻，

中国共产党举行南昌起义，以武装斗争回击国民党反动派，由此开启了独立继续革命的新

篇章。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壮举，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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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与此同时，张发奎根据汪精卫意见，决定解决叶挺、

贺龙所部。他一面电令叶挺、贺龙所部集结德安待命，一面

密谋以召集叶挺、贺龙到庐山开会名义，解除他们的兵权。

时任张发奎所部第四军参谋长的叶剑英获悉后，以与叶挺、

贺龙九江市区甘棠湖游湖的名义，向叶、贺告知了张发奎的

阴谋。贺龙、叶挺商定应对之策：不去庐山开会，不执行张

发奎将部队集中德安的命令，部队立即向南昌开进。7 月 26

日至 27 日，贺龙、叶挺率所部先后抵达南昌。

起义最初定为 7 月 28 日，但因部队刚刚抵达，准备工作

来不及展开，所以 7 月 27 日，前委会议决定将起义时间改在

7 月 30 日。28 日，周恩来当面向贺龙介绍了举行起义的计划，

征求贺龙的意见，并任命贺龙为此次起义的总指挥。贺龙听

了，感激万分，紧紧地握着周恩来的手，说：“党要我怎么干，

我就怎么干！”

但在其时，共产国际的一份电报险些使起义夭折。共产

国际的指示模棱两可：“如果有成功的把握，我们认为你们

的计划是可行的。否则，我们认为更合适的是让共产党人辞

去相应的军事工作并利用他们来做政治工作。”②作为共产国

际下级的中共中央，为此派临时政治局常委张国焘前往南昌

传达这个指示。7 月 30 日，张国焘到达南昌，他向前委会传

达共产国际指示后强调：“目前形势，应极力拉拢张发奎，

得到张之同意，否则不可动。”但周恩来等多数同志认为，“在

客观应当是我党站在领导的地位，再不能依赖张”。由此，

双方发生激烈的争论。周恩来还为此拍了桌子。20 多年之后，

周恩来在谈到南昌起义时说：“拍桌子这个举动，是我平生

仅有的一次。”李立三、谭平山等也十分气愤。谭平山曾表

示如张国焘阻止起义就干掉他，被周恩来严厉地制止了。但

30 日起义的计划因此无法实施。

这时，形势十分紧急。张发奎获知叶、贺部队动向后，

在 7 月 29 日与汪精卫、朱培德等在庐山召开针对南昌形势的

反共会议。他们决定严令贺龙、叶挺限期率部撤回九江；并

决定在第二方面军中“清共”，逮捕在该军任职的共产党员

恽代英、廖乾吾、高语罕等。叶剑英立即把这些情况告知恽

代英等。恽代英、廖乾吾、高语罕连夜从庐山赶到南昌向前

委会报告情况。

面对严峻的形势和前委会多数人的强烈要求，张国焘终

于表示：鉴于南昌的实际情况，暴动计划不能改变，个人同

意举行暴动，作为中央常委和周恩来负责向中央和共产国际

说明。31 日，前委会议决定 8 月 1 日凌晨 4 时举行起义。

势如破竹，荡气回肠：南昌起义成功

7 月 31 日下午，贺龙召开第二十军军官会议，宣布了

起义的决定。按照起义指挥部的部署，当天下午，曾任国民

革命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团长和南昌公安局长的朱德，利用

出身滇军的关系，设宴款待时在南昌的滇军第三军的两个团

长，随后又约他们打牌，意图是拖住他俩，配合起义。当晚，

二十军云南籍副营长赵福生接到起义命令后，偷偷跑去向同

是云南籍的、朱德宴请的那两个团长告密。这两个团长立即

离去。朱德迅速赶到第二十军指挥部，将此事告诉贺龙。前

敌委员会当即决定起义提前 2 小时举行。

8 月１日２时，随着三声信号枪响，起义军向南昌城内外

的守敌发起猛攻。此时，江西省主席、国民党武汉政府第五

方面军总指挥朱培德率军在外，南昌市及近郊只有第五方面

军警备团和第三、第六、第九军各一部共 3000 余人驻守。

贺龙和刘伯承指挥第二十军第一师两个团攻打第五路军

总指挥部。守敌警备团是朱培德的精锐部队，事先又获得了

那个叛变副营长的密告，做了应战准备。战斗异常激烈，敌

人集中火力切断了起义军攻击部队的必经之路，第一师师长

贺锦斋、第一团团长刘达五带着队伍，利用民房，攀登占领

制高点，以猛烈火力压制敌人，掩护正面进攻，又组织力量

穿街入巷，翻墙越脊，向敌军背后包抄，最后将敌人压进其

总部大院，迫使敌人全部缴械投降。在清理俘虏时，抓住并

枪毙了叛变的副营长赵福生。

叶挺指挥第二十四师第七十一团、第七十二团进攻驻在

天主教堂、匡庐中学和贡院的敌人。七十二团事先仔细调查

了解了敌情和地形，因此战斗比较顺利。该团团长廖运泽回

忆说：“我按原部署带领第七十二团以演习夜间行军的方式，

接近第二十三团、第二十四团驻地，突然夺取该部卫兵的武器。

迅速冲进第二十四团的营房。因为天气闷热，敌军官兵都铺

着席子睡在院子内，他们仓促应战，很快就被全部缴械。”③

七十一团的战斗也比较顺利，时任该团连长的萧克回忆说：

“三营攻打天主堂，我们二营攻打匡庐中学。在营长廖快虎

的率领下，我们一下子冲进学校，敌人撑不住，仓皇爬上城墙，

企图逃跑。城墙上早已布置好了工人纠察队和公安局的警士，

他们一阻击，敌人又退回原地。这时，我们就把敌人紧紧围住。

天快亮时，敌人一个营全部缴械了。”④

二十军教导团、第二师和第十一军第十师一部迅速包围

了小营盘和大营盘。大营盘守军一个团慌慌张张抵抗一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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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无法突围逃跑，只好放下武器。起义军冲入敌另一个团驻

扎的小营盘，大部分敌人大喊着：“不要误会！不要误会！”

就交了枪。在城北牛行火车站，第二十军第三团第三营营长

王炳南听到枪声，迅速将在敌人宿舍外埋伏妥当的部队展开，

敌人睡得迷迷糊糊就交了枪。

经过 4 个小时战斗，至天亮时已将南昌城守敌肃清。南

昌起义取得了成功。

其时，第十一军第二十五师驻在九江至南昌之间的马回

岭。周恩来临去南昌前，指示聂荣臻等人设法把二十五师拉

到南昌参加起义。由于当时二十五师没有电台，利用民用电

报又怕泄密，于是周恩来同聂荣臻约定，南昌起义一开始，

立刻放一列空火车到马回岭，第二十五师据此乘车开往南昌。

南昌起义的当天下午，如约向九江方向发了一列空车。经过

精心筹备的聂荣臻等立即行动。聂荣臻回忆说：“我们知道

南昌行动了，很高兴。好在事先给同志们打过招呼，做了准

备，所以，一旦行动，忙而不乱。我和周士第同志（二十五

师七十三团的团长）商量后，决定立刻将辎重装火车运走，部

队随后向德安集中。”七十三团的前身就是叶挺独立团，党的

基础比较雄厚，“我们先把七十三团拉了出来，叫七十五团跟

进。……因为他们和师部在一起，行动不便，所以，当时确定

不带背包、行李、伙食担子，只拿武器弹药，以打野外的名义，

把部队拉了出来”。“七十四团团长不是我们的人，我们在这

个团的基础比较差”，但该团侦察连长是共产党员，他带侦察

连参加了起义。⑤共产党员的努力，扩大了南昌起义的成果。

峥嵘岁月，永放光辉：南昌起义的深远意义

虽然南昌起义部队在南下广东途中遭到强敌围攻而失败，

但南昌起义是胜利的，它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

一枪，具有非常深远的历史意义。

第一，它宣示了中国共产党继续革命的政治追求和决心

把中国革命进行到底的英雄气概。国民党的背叛和屠杀，使

中国共产党遭受了建党以来前所未有的挫折，党的组织和力

量受到严重损失。但是，在血流成河、革命垂败之际，南昌

起义用具体的行动诠释了中国共产党坚定的、继续革命的信

念，充分地表现了中国共产党拯救国家拯救人民的宗旨和不畏

强敌、前仆后继的革命精神，以实际行动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

反动派的反革命气焰，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革命斗志。

第二，它揭示了中国革命的方向。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南昌起义用武装起义的形式回答了中国革命向何处去的重大

问题，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树立了一面鲜明的武装斗争旗

帜，揭示了中国革命的方向。它如一声春雷，震撼大地，使

中国人民在黑暗中看到了高高举起的火炬。

第三，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创建人民军队的开始。

在 1955 年授衔的十大元帅中，朱德、刘伯承、贺龙、陈毅、

聂荣臻、林彪参加了南昌起义，叶剑英虽未直接参加起义，

但为起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10 名大将中的粟裕、陈赓、

张云逸、许光达，直接或间接参加了南昌起义。在中国革命

史上建立卓越功勋的叶挺、彭湃、恽代英、廖乾吾等，都参

加了南昌起义。南昌起义产生如此多的将帅之星，这在世界

战争史上是罕见的。正因南昌起义的重大作用，1933 年７月

11 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决定８月１日为中国

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将此纪念日

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

第四，起义军余部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的重要组成部分。

南下失败后，起义军余部由朱德、陈毅率领，转战闽、赣、

粤边，相继进行了天心圩整顿、大余整编、上堡整训（史称“赣

南三整”），加强了党的领导，部队状况得到了显著的改善。

其后，举行湘南年关起义，扩大军队达万人，继而向井冈山进发，

和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成为中央苏区红四军的主

要组成部分。它们在中国工农红军创建和开辟土地革命过程中，

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成为人民解放军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教授）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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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醉驾入刑”的深远意义

13. 国歌的曲折历程

14. 道与器的曲折历程

15. 艰难曲折的深海开发历程

16. 鲁迅思想的曲折历程

17. 清朝统一台湾的曲折历程

18. 姜颂平曲折的人生历程

19. 意义深远的“被落榜”

20. 《女驸马》的曲折历程

21. 中苏同盟建立的曲折历程

22. 国企改革的曲折历程

23. 迂回曲折的抗战历程

24. 平板电脑的曲折历程

25. 大坝平反的曲折历程

26. 回顾中以建交的曲折历程

27. 意义深远的汝城结盟

28. 风展红旗上井冈——南昌起义失败后肖克奔向井冈山的曲折历程

29. 司法公开意义深远

30. 意义深远的“奖”

31. 曲折历程 辉煌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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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雪中送炭  意义深远

33. 迂回曲折的抗战历程

34. 意义深远的高峰论坛

35. 曲折发展的伊朗新闻传播历程

36. 一只塑料袋的曲折历程

37. 意义深远的访问

38. 我的曲折就业历程

39. 国歌歌词的曲折历程

40. 注册制的深远意义

41. 《证券法》出台的曲折历程

42. 维护和平意义深远

43. “-带-路”倡议意义深远

44. 南昌起义的曲折历程与深远意义

45. 光辉曲折的历程  伴我进步的导师

46. 意义深远  使命重大

47. 十年:《竞报》的曲折历程

48. 台州医保  曲折的托管历程

49. 曲折历程  健康成长

50. 苏联归还旅顺的曲折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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