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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rxism-Leninism believes that the proletariat seizes power, mainly through the form of violent
revolution. The autumn harvest uprising is the CCP’s applying of Marxism-Leninism’s “violent revolutionary policy” and “violent revolutionary road” to China, and gradually opened up the Chinese revolutionary road of “using rural areas to encircle the cites and seizing state power with
military force”. It has proved that the victory of the Chinese democratic revolution requires the
applying of Marxism to China for the realization of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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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马列主义认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主要是通过暴力革命的形式。秋收起义是中共对马列主义“暴力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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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方针”、“暴力革命道路”的中国化，逐渐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
历史证明，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需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需要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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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秋收起义是对马列主义“暴力革命方针”的中国化
1.1. 马克思主义有关暴力革命的思想
早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分析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经验，总结工人运动的实践和教训，最终得到一
条结论：无产阶级暴力革命不可避免。1845 年，恩格斯写作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通过批判英国资产
阶级对工人的残酷剥削，从而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唯一可能的出路就是暴力革命”[1]的结论。在《哲
学的贫困》中，马克思通过分析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革命的历史规律，说明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必然性。
他认为，在阶级被消灭前，“在每一次社会全盘改造的前夜，社会科学的结论总是‘不是战斗，就是死
亡；不是血战，就是毁灭。问题的提法必然如此’”[2]。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公
开宣称：“共产党人不屑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
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3]。在这里，马克思和恩格斯确立了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学说。

1.2. 八七会议“暴力革命方针”的提出
1927 年 8 月 7 日，在大革命失败后的关键时刻，党和革命事业前途飘摇不定，中共中央在汉口举行
八七会议。中共中央紧急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并讨论了党的工作
任务，确立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即“暴力革命方针”。毛泽东在会上切
中要害地提出了“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4]。八七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
党员书》中批评了中共对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对农民问题的忽视，提出“土地革命问题是中国资产
阶级民权革命中的中心问题”，中国共产党的唯一任务就是要做农民运动的领袖，领导广大农民群众“用
‘平民式’的革命手段解决土地问题，几千百万农民自己自下而上的解决土地问题”[4]。《最近农民斗
争决议案》提出，中共现在最紧要的任务就是利用秋收时节农村中阶级斗争最为激烈这一时机，“有系
统的有计划的尽可能的在广大区域中准备农民的总暴动”[4]。同时，会议要求工人阶级也要注意武装，
“时刻准备能领导并参加武装暴动”[4]。八七会议实际上确定了，中国革命斗争的主要形式为武装斗争，
中国共产党工作的主要方面就是领导这场斗争。

1.3. 秋收起义与八七会议“暴力革命方针”的实施
八七会议结束后，毛泽东作为中央特派员，与彭公达一同回到湖南，传达八七会议的精神，重组了
省委。18 日，中共湖南省委在改组后召开首次会议具体制定秋收起义计划。在军事问题上，毛泽东提出，
党内一般普遍认为要依靠工农发动武装起义，军事斗争起次要作用，这种想法是错误的，从现在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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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应该“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实行枪杆子夺取政权，建设政权”[5]。在土地问题上，毛
泽东认为，为能够抓着全部的农民，地主的土地必须被没收交给他们。在起义口号问题上，毛泽东多次
强调，共产党的领导作用“高于一切”，坚决放弃使用国民党的旗帜，扛起工农革命军的红旗。在起义
的区域问题上，毛泽东通过仔细分析主客观条件，主张放弃全省范围内起义，只在湘赣边发动秋收起义。
经过多次讨论，毛泽东的主张终于在 8 月 30 日的湖南省委会议上获得通过。然而，起义目标仍然是准备
进攻长沙，并成立了以毛泽东为书记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前敌委员会。
9 月 9 日，震惊国内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了。起义军主要由部分军队官兵和数量庞大的工农武
装组成，公开地打出工农革命军的旗号，分别从江西的修水、安源、铜鼓等地出发，进人湖南省，联合
在平江、浏阳地区起义的农民，准备攻取长沙。虽然起义军曾经占领过醴陵、浏阳县城和一些集镇，但
是由于敌对势力远远大于起义军，其武器装备也更加优良，反观工农革命军，虽然更热情高涨，但是采
取分兵进攻导致兵力分散，而又对敌情不甚了解，缺乏实际的作战经验，以及一些指挥员指挥失当等，
几路起义军都遭到程度不同的挫折。因此，湘赣边界秋收起义进攻长沙的目标无法实现，被迫提前结束。

2. 秋收起义是对马列主义“暴力革命道路”的中国化
2.1. 马列主义“暴力革命道路”的理论与实践
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学说，是十九世纪上半叶总结资本主义国家工人运动的经验基础上逐渐形成
的，随着法国巴黎公社起义壮举的出现，以及对当时欧洲历次出现城市暴动的考察，马克思和恩格斯认
为，暴力革命的首要进攻的方向是城市，在城市把工人组织起来武装起义是最根本原则。列宁开创的十
月革命道路，是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学说的运用和发展，他根据世界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经济发展不平
衡的规律，在国际帝国主义体系中最薄弱的环节。领导俄罗斯率先突破，成功地创造了一条首先在城市
领导暴力革命的道路，以城市为中心，建立城市战略基地，从城市到农村，武装夺取政权，取得人民解
放的胜利的“暴力革命道路”。
二月革命后，俄国的局面是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与工兵代表苏维埃两个政权同时存在。布尔什维克党
根据武装掌握在人民手里，没有外力压迫人民的局势，曾希望通过宣传党的政策，消除孟什维克的影响，
从而赢得苏维埃中的多数的支持，实现所有政权归到苏维埃政府。但是，由于资产阶级镇压革命，革命
报刊被封闭，党被宣布为非法等等，不得不终止执行。为了回应反动的统治阶级已经把刺刀“提到日程
上来”了，布尔什维克党被迫在 1917 年 8 月召开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提出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策略。1917
年 10 月 25 日(俄历)，停泊在彼得格勒港湾的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炮轰了俄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所在地——
冬宫，随后工人武装部队向冬宫进攻，并成功逮捕了临时政府的 13 名部长。24 小时后，全俄苏维埃第
二次代表大会选举苏维埃政府—人民委员会，列宁为委员会主席。

2.2. 秋收起义与“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开始
起义部队在遭到严重的挫折受，中央和湖南省委的一些主要领导仍然没有放弃进攻长沙的想法。任
弼时作为中央全权代表来到湖南督催执行原定暴动计划，而湖南省委内部，时任书记彭公达也是坚持在
省内开展第二次暴动，起义军第一师师长余洒渡等也都是主张攻克浏阳后进击长沙。10 月 19 日，毛泽
东在文家市里仁学校召开前委会议。在会上，毛泽东通过深刻分析当时敌人强大、我方弱小的局面，指
出在敌人把主要力量集中在城市的形势下，我们继续进攻中心城市长沙只能是一条失败之路；相反的，
敌人在乡村力量则弱小许多，我们必须把部队转移到敌人力量薄弱的农村之中，开展土地革命，积累和
扩展革命力量。毛泽东的这一正确主张，得到了起义总指挥卢德铭和前委大多数同志的支持，并最终为
会议通过，成为秋收起义从失败走向井冈山胜利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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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家市前敌委员会结束后，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进入井冈山，找到了战略基地，从而逐步开创了
党的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找到了中国革命的正确方向，中国共产党实现革命
中心从农村转向城市的重要转变。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在“极端紧要”的关键时期创建的将
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的战略转移的成功典范，在中国农村扛起了中国革命的光辉旗帜，为中国
革命开辟了胜利之路。引兵井冈山这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更符合中国的实际，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

2.3. 两条不同革命道路的区别
中心城市工人起义、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都是无
产阶级“暴力革命道路”。这是暴力革命的两个典型案例，但这两条道路在基本内涵、斗争形式、发展
途径等方面都存在着根本的区别。
1) 在工作重心问题上的区别。从经济关系上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生产得以充分发展，城
市在国家经济中起主导作用，而农村则依赖于城市存在，从而体现在阶级关系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
盾是社会的主要矛盾。由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冲突集中在大城市，无产阶级必须把工作中心放
在城市，等待时机成熟，在城市依靠工人阶级武装起义，夺取政权。中国作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
家，在经济关系上，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国家的经济基础，因此使得广大农村可以不依赖城市而单独
存在，加上半殖民地的中国是由若干帝国主义国家间接统治，造成中国社会发展极端不平衡。由于反动
统治阶级的力量主要集中在城市，中国共产党只能深入力量相对薄弱的广大农村，以工农联盟为基础，
坚持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2) 在主力军问题上的区别。以城市为中心夺取政权的道路依靠的主要力量必定是工人。无产阶级政
党的任务就是以城市为基点，通过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积累并发动和组织工人阶级，壮大革命力量，
等到时机成熟，以工人阶级为基础，争取城市其他劳动阶级和广大农村中的农民的支持，夺取国家政权。
在中国，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基础工人阶级无疑是革命的领导者，但是由于中国的阶级是一个中间小两头
大的结构，从而工人数量上只是少数，而农村中广大农民占了绝大多数，因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实
际上是农民革命，革命要解决的中心问题必然是农民问题。因此，工农联盟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是中
国共产党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力量源泉和政权基础。
3) 在斗争的主要形式问题上的区别。城市中心道路依靠的是长期的合法斗争和时机成熟的武装暴动
相结合的斗争形式。在资本主义国家，借助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利用议会斗争，领导和组织工会，教
育和引导工人群众，开展政治和经济上的罢工，积累革命力量。因此，在资本主义国家，采取合法的组
织形式，进行不流血的、非战争的斗争形式。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武装斗争是主要的斗争形式。
武装斗争必须依靠革命军队，其他民众组织和民众斗争是来配合战争的。
4) 在革命发展的进程问题上的区别。十月革命武装起义的胜利与苏维埃政权的建立，极大地激发了俄国人
民斗志。革命迅速发展到全国，呈现排山倒海之势，影响到其他城市和广大农村和少数民族地区，从开展艰苦
卓绝的革命斗争，逐步都建立来苏维埃政权。中国共产党走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则是立足农村，在农村发展
革命力量，在农民建立革命政权，逐步呈现广大农村包围城市的形势，最终实现全国的农村包围全国的城市，
即用枪杆子现在农村区域建立一个个区域性政权，然后把分散的红色政权结合起来，最后建立全国政权。

3. 历史的反思
3.1. 秋收起义的史实说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性
中国共产党在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之前，其主要领导人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坚持走以城市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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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的武装夺权道路，特别强调首先进攻中心城市，依靠工人暴动夺取政权，以中心城市为立足点，夺
取全国革命的胜利。历史用事实证明，这种“城市中心论”是脱离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国情的，在
此指导下的武装起义都遭到不同程度的挫折和失败。
中共中央指导的湘赣边秋收起义，也是以进攻中心城市长沙为目标的，在遭到挫折后，以毛泽东为
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显然更加重视结合中国革命实际，坚决从中国国情出发，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应用于中国革命实际，最终改进攻长沙为向偏远农村进攻，首先在农村寻找突破口，扎根其中，建立
保存和积蓄革命力量的立足点，从而成为夺取全国政权的出发点。井冈山道路是毛泽东等人在秋收起义
失败后及时带领部队走上的一条在农民建立根据地，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坚持必要的退却和正确的进
攻的正确道路，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
合的重要成果。中国革命正是沿着这条道路取得胜利的。

3.2.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伟大梦想。中国
共产党的创始人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确立走社会主义道路实现民族复兴。近代以来，
在各种社会政治力量中，唯有共产党能够领导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这一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根
本就在于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并结合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不断丰富
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因此，中国共产党能够摆脱自身特殊利益的局限，坚持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科学精
神，坚持真理、修正错误，领导和推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
2016 年 7 月 1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建党 95 周年的重要讲话中强调，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第一位的就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点紧
密结合起来，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不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向前进”[6]。在从历史到未来的关
键节点上，在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道路上，我们必将遇到新情况、新问题，以及可预测和不可预测的风
险和挑战。我们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
程中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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