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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转折：遵义会议

张小灵，遵义
会 议 纪 念 馆 副 馆
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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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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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

彪炳史册，光耀千秋。遵义会议是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以及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情况下，为
了纠正“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错误统治，挽救红军和中国革命而召开的，进而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
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今天的遵义会议会址已成为驰名中外的革命圣地，每年前来参观的观众达 400多万人次。建党百年的
仲春时节，“学党史 行贵州”贵州日报天眼新闻采访小分队走进遵义会议纪念馆，触摸历史现场，想要
探究“伟大转折是怎样发生的”。为此，记者特别专访了遵义会议纪念馆副馆长、研究员张小灵。

周达文烈士故居正大门上悬挂
着一块牌匾，书写“中共镇远支部
基地”。在贵州镇远，周达文烈士故
居也称“周公馆”，周家是书香门
第，在当地十分有名。

深深庭院封锁不住周达文探寻
救国真理的憧憬向往，在 1919 年的

“五四运动”中，周达文街头振臂一
呼，成为镇远学生会组织的主席。
1920 年，17岁的周达文随在北京政
府外交部工作的父亲迁居北京，成
为北京俄文法政专门学校的高材
生。在北京 4 年，周达文由李大钊
介绍入党，投身共青团的组织领导
工作，担任全国学联主席，他成为
党的知名社会活动家。

1925年 10月，周达文身负党中
央重托，带领 118名中国留学生前往
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在那
里，周达文既是学生，又是职员，

从事教务和翻译工作，他的俄文名
字叫邱贡诺夫。周达文身份特殊，
才华横溢，受到中共中央、苏共中
央和共产国际的器重，他如饥似渴
地学习共产主义理论，探索中国革
命的规律和方法。1927 年，周达文
就中国革命、统一战线、国际形势
等问题，写信向斯大林求教，他的
激情也得到了斯大林的赞赏。斯大
林很快给周达文回了信，这篇 《给
邱贡诺夫的信》，后来收录在《斯大
林全集》第九卷中。

1936 年，苏联开始了大规模的
“肃反”运动，苏共党内斗争异常激
烈，王明、康生利用运动扩大化的
错误，中国留学生都被卷入了这一
政治旋涡。在同学中很有威望的周
达文等人，因反对王明的宗派集团
和“左”倾路线，被扣上“托派分
子”的帽子，送到了冰天雪地的西
伯利亚。在西伯利亚的周达文赤胆
忠心不变，由他任总编辑出版的
《工人之路》成为苏联最有影响力的
中文报纸，也成为推动当地革命事
业的一面旗帜。1937 年，王明和康
生当面向斯大林诬告，将周达文等
人的罪名升级为“托洛茨基匪徒”
等等。1938 年 4 月 13 日，白茫茫的
西伯利亚雪原上，周达文被处决了。

1958 年，苏联为周达文平反昭
雪；1987 年，中组部为周达文平反
昭雪；1988 年，中共中央追认周达
文为革命烈士。

贵 州 日 报 天 眼 新 闻 记 者 曹
雯 整理

周达文：追求真理 矢志不渝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曹雯 赵相康 向秋樾

1934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湘江战役
遭受重大损失后已由长征出发时的 8.6万余人锐减到 3
万多人。红军该何去何从，未来行军方向怎样，牵动着
每一位红军将士的心，直接关系着红军和中国革命的前
途和命运。

危机四伏，红军处境面临一次又一次关乎生死的重
大抉择。1934年底，根据毛泽东同志的主张，红军在
湖南通道转兵西进贵州黎平，暂时避免了北上湘西可能
遭受的毁灭性命运。进而在黎平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
再一次采纳毛泽东同志主张，作出转变战略方向的重大
决策。并召开猴场会议，决定强渡乌江天险，挺进黔北
重镇遵义。

1935年 1月，为了挽救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中国
共产党人，红军一次次地跳脱敌人围剿，从绝境险地奔
袭到遵义城。在长征途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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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得到支持。在关键时
刻，周恩来、朱德等同志也纷纷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
意见。此时，党和红军的许多领导人和广大干部战士，
从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中逐步认识到，第五次反“围
剿”的失败和长征中遭受的挫折，是排斥了以毛泽东同
志为代表的正确领导，贯彻执行错误的军事指导方针的
结果，强烈要求改换领导，改变军事路线。

中央大部分领导人对军事指挥的错误问题，基本上
取得了一致意见。与此同时，红军攻占遵义后，甩开几
十万敌军追击，取得了短期休整机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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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样的危急关头，1935年 1月 15日至 17日，中
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

记者：在通道、黎平、猴场会议之后，中央政
治局为什么选择在遵义召开这一总结历史经验、纠
正错误领导的重要会议？当时的内外部环境发生了
怎样的变化，使得遵义会议具备召开的条件。

张小灵：从内部环境来看，在通道、黎平、猴
场会议之后，博古、李德的错误军事指挥所导致的
一系列严重失败，教育和警醒了党和红军大多数领
导人。同时，毛泽东的一系列正确主张，也逐渐为
党和红军大多数领导人所了解和支持。这为遵义会
议的召开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和组织基础。

从外部环境上说，中央红军强渡乌江，进军黔
北，智取遵义，前出松坎后，取得了全军进行修整

的有利条件。加之根据军委二局破译敌人的往来密
电，得知蒋介石的中央军正进驻贵阳，准备攫取王
家烈的贵州地盘，无力北渡乌江进占黔北，国民党
军在遵义周围的兵力非常空虚。这一态势，为遵义
会议的召开提供了比较充裕的时间和较为安全的军
事环境。

记者：为什么说遵义会议是伟大的转折？
张小灵：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春节前夕看

望慰问我省各族干部群众时所指出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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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召开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
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
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
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
导集体，开启了我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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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遵义会议被评价为

“伟大的历史转折”。

记者：遵义会议作出了哪些重大决定？这些决
定分别产生了哪些深远影响？

张小灵：遵义会议作出了四项决定：⑴毛泽东
同志选为常委。⑵指定洛甫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
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⑶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
分工。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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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遵义会议所作出的这些决定和通过的决议，明
确地回答了红军的战略战术方面的是非问题，指出
博古、李德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同时改变了中央的
领导特别是军事领导，解决了党内所面临的最迫切
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
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
领导地位。而这些成果，又是在中国共产党在同共
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取得的。从此，
中国共产党能够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
确路线领导下，克服重重困难，一步步地引导中国
革命走向胜利。遵义会议在中国革命生死攸关的时

刻，作出了这一系列重大决定，标志着中国共产党
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

记者：我们今天所说的遵义会议精神指的是什
么？

张小灵：2015年 6月 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
观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时指出：“遵义
会议作为我们党历史上一次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重
要会议，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
相结合、坚持走独立自主道路、坚定正确的政治路
线和政策策略、建设坚强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等方
面，留下宝贵经验和重要启示。我们要运用好遵义
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正如
总书记所论述的，遵义会议奠定了红军长征和中国
革命胜利的基础，开创了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领导
中国革命的先河，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征
程，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
导集体，留下一系列宝贵经验和重要启示。遵义会
议深化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的认识，形成了伟
大的遵义会议精神。

记者：面对建党 100周年，遵义会议纪念馆采
取了哪些创新手段传承红色基因，讲好遵义故事？

张小灵：面对建党 100 周年，遵义会议纪念馆
进一步深化长征及遵义会议史实和文献研究，深挖
拓展红色文化资源，用好科技手段为遵义会议陈列
馆赋予观赏、体验、消费、认同“新元素”，促进
红色教育走向“生动”，更好彰显红色文化的独特
魅力，大力传承红色基因，讲好遵义故事。积极探
索特色活动的新途径，利用了现代多媒体技术的发
展，开展由专业讲解员和小讲解员的一问一答的形
式，“云上”游会址，积极开展线上线下宣讲等活
动，丰富讲解方式，让青少年更好地学习红色文
化。认真办好遵义会议纪念馆微信公众号“纪念馆
人说党史”栏目，重点围绕党史学习教育主题，深
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史学习教育的系列
重要论述和讲话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省、市
关于党史学习教育的部署要求，在全馆上下形成良
好的党史学习教育氛围。

锦屏县茅坪古镇上寨村尚存着
10多幢建于木材贸易兴盛时期的窨
子屋，龙大道烈士正是在这里度过
了童年。

1919 年考入“私立武昌中华大
学附中”，1922 年考入邓中夏、瞿
秋白等共产党人负责的上海大学社
会学系。在那里，龙大道系统地学
习马列主义革命学说，投身上海工
人运动，理论水平和实际斗争经验
迅速提高。1923 年 11月，龙大道加
入中国共产党。1924 年，龙大道受
派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回国
后，龙大道被安排到上海总工会曹
家渡办事处从事工人运动。1927 年
3 月 21 日，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的
枪声打响，周恩来任总指挥，龙大
道作为总工会负责人之一领导闸北
地区工人起义。他凭借在苏联学过
的军事知识和参加过武装斗争的经

验，组织工人机智顽强地与敌战
斗，多次带领工人纠察队进攻冲
杀，最终夺得了第三次武装起义的
胜利。这次胜利，沉重打击了帝国
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的嚣张气焰，
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巨大力量。
1927年 3月 27日，在上海工人代表
大会上，龙大道被选为上海总工会
执行委员、常务委员、经济斗争部
部长。

1928 年 4 月，龙大道被选为中
共浙江省委委员，5 月，代理浙江
省委书记。在此期间，他组织领导
了“亭旁暴动”“永嘉、瑞安、平阳
三县联合暴动”，使得浙江农民运动
和党组织建设得到较快恢复和发展。

1930 年 1 月，龙大道又被调回
上海，担任上海总工会秘书长兼上
海各界人民自由大同盟主席、党团
书记。他奔忙于工人之间，发动工
人为争取减短工作时间、增加工
资、改善生活等权益而进行斗争。
而这时期，党内“左”倾情绪日益
滋长，为避免“左”倾冒险主义给
中国革命造成严重损失，龙大道、
林育南等同志与王明进行坚决的斗
争，却被扣上“机会主义”“取消派
的暗探”等帽子。

1931年 2月 7日的雪夜，龙大道
等 24名革命志士被敌人秘密杀害于
龙华塔下。龙大道的一生对党和人
民无限忠诚，他用自己的革命实践
和宝贵生命，实现了对党的诺言。

贵 州 日 报 天 眼 新 闻 记 者 曹
雯 整理

龙大道：壮士身亡志未穷

周达文故居

龙大道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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