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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 年 8 月 1 日，为纪
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
周年，《解放军报》刊登了《八
一起义》连环画，这是军报第
一次正式介绍南昌起义。

当时对南昌起义领导人
的排名还没有定论，提纲中
领导人的排名为周恩来、朱
德、贺龙、叶挺。解放军报社
对此非常慎重，呈送周恩
来。周恩来连夜审阅后指示

传阅朱老总、贺老总、陈老
总。朱老总说：“八一起义，我
的人马主要作一些协调保障
工作，应排在叶挺将军之后。”
周恩来批示，刘伯承同志在
起义中任参谋团参谋长，功
勋卓著，应在起义领导人中
加上刘伯承名字，排在朱德
之后。最终排名为：周恩来、
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

1959年军博预展期间，

周恩来亲临现场审查展览内
容。在《南昌起义》的版面
前，当讲解员讲道：“1927年
8 月 1 日，周恩来等同志领
导了南昌起义……”周恩来
当即提出：“哪是我领导？应
该说是党的领导！”又对陪同
审查的军博领导说：“贺龙、
朱德、叶挺、刘伯承等同志，
也都是南昌起义的领导人
嘛！”并亲笔写了一个南昌起
义领导人排列顺序的名单交
给了馆领导。 张秋兵

周总理亲笔为南昌起义领导人排序

谁倡导了南昌起义

说到南昌起义，一个鲜
为人知的问题是：谁最早提
出了这次起义？

提及南昌起义，周恩来、
叶挺、贺龙、朱德等几个名字
最易被人念起。他们是南昌
起义的参与者、指挥者。在
随后的革命战争中或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国家发展
历程中，这些将帅叱咤风云，
屡立功勋。但要说最早提出
南昌起义的人，就不能不提
到一位关键的历史人物——
李立三。在中国共产党早期
年轻的领导者中，最先进入
革命先驱孙中山视野的，有
两个人：一个是毛泽东，另一
个便是李立三。那还是在国
民党“一大”上，毛泽东和李
立三以新加入国民党的共产
党员的身份作发言。他们词
锋激烈的雄辩，令孙中山和
国民党元老们印象深刻。

李立三的发言单刀直
入，大段大段地阐述自己的
观点，其中不乏率直批评国
民党的言论，博得了孙中山
的赞许。

1927 年 7 月 12 日，中共
中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
改组，将陈独秀停职，指定
张国焘、张太雷、李维汉、李
立三和周恩来 5人组成中央
常委，代行政治局职权。临
时中央的主要工作是部署
党组织转入地下和中央机
关从九江撤退到上海，同时
考察打回广东以图再举的
可能性，其中根本没有南昌
起义计划。

李立三到了九江后，利
索地将筹划撤退的任务变成
了组织武装起义。7月20日，
在与谭平山、邓中夏进行的
九江会议上，李立三敏锐地
分析了临时中央“南下广东”
并不可行，转而提出将一些
可以争取的部队尽快集中于
南昌，在南昌举行起义！这
就是南昌起义的最早提议。

起义的时间与地点

八一南昌起义的时间与
地点并非是一开始就设定好
的。第一次九江会议提出南
昌起义后，李立三和邓中夏
立即向中共中央汇报。

周恩来在武汉首先得到
了李立三的报告，中共中央
立即展开讨论，最后同意举
行起义，但认为理想的起义
地点是九江南浔。李立三不
同意把起义地点设在南浔，
因为九江地区的军阀部队已
经聚集，对起义不利。同时，
准备起义的叶挺、贺龙部队
已经陆续开往南昌，在南昌
起义势在必行！

李立三说服了周恩来，
起义地点确定为南昌，起义
时间定为 1927 年 7 月 30 日
晚上。再次干扰了起义按时
举行的是张国焘。7月 27日
晨，张国焘抵达九江，带来了
中央的最新意见。张国焘曲
解了党中央关于“起义要慎

重”的意见，提出应该争得国
民政府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
发奎的同意，要求重新讨论
起义。

第一个拍案而起的是李
立三，周恩来也拍案而起，周
恩来事后对别人说，这是他
一生中第一次拍桌子！当
时，知道起义秘密的人过百，
一些起义部队正在调动，起
义如箭在弦，已经无法阻止。

最终，张国焘只得服从
多数。于是，起义时间最后
定为1927年8月1日凌晨。

那是共产党人最为困难
的日子。毛泽东描述自己当
时“心情苍凉，一时不知如何
是好”。李立三在此時刻，决
然提出并果断坚持南昌起
义，贡献巨大。

群英荟萃的暴动

南昌起义中，走出了一
大批后来的人民解放军将
帅。1955 年授衔的将帅中，
有8位元帅、4位大将都与南
昌起义紧紧相连，这还不算
未被授予军衔的周恩来等中
共重要领导人。

这8位元帅和4位大将，
并非都是直接参战。

1927年8月1日凌晨，在
南 昌 指 挥 起 义 作 战 的 有 3
位：第二十军军长贺龙；指挥
部参谋团参谋长刘伯承；第
三军军官教育团团长兼南昌

市公安局局长朱德。
8月 2日拂晓，从回马岭

又赶回了两位：前军委书记
聂荣臻；第四军 25 师 73 团 3
营7连连长林彪。

8月10日，时任武汉中央
军事政治学校政治部准尉文
书的陈毅从九江赶过来。起
义时，在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
内，还有两位后来的解放军元
帅——叶剑英和徐向前。起
义前，徐向前没能和党组织联
系上。起义爆发后，张发奎集
合指挥部军官宣布：“共产党
分子三天以内保护，三天以外
不负责任！”当天晚上，徐向前
就悄悄离开九江，去寻找党组
织，从此结束了他在国民革命
军的生涯。

相比在南昌城头指挥作
战的元帅们，叶剑英对于“八
一”南昌起义的贡献是秘密
的，以至多年来很少为人所
知。起义发动前，时任张发
奎第二方面军第四军参谋长
的叶剑英，利用与张发奎等
人的关系，探知贺龙、叶挺等
人将要被扣留，解除兵权。
他马上约了叶挺、贺龙等人
到甘棠湖划船。正是在这艘
小船上，叶挺、贺龙得知了自
己的危险处境，最终定下了
起义的决心。南昌起义中还
走出 4位大将：陈赓大将、粟
裕大将、许光达大将、张云逸
大将。 佚名

1948 年冬，在解放
战争即将取得全国胜
利之时，中共中央军委
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
领导人在河北西柏坡提
出了统一军旗、军徽的
问题，确定由时任军委
副主席周恩来主持设计
军旗、军徽工作。

1949 年 6 月 15 日，
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
委员会开幕，会上，以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

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
席朱德、刘少奇、周恩
来、彭德怀”的名义，发
布了《关于公布中国人
民解放军军旗军徽样
式》的命令。命令中指
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
徽样式为镶有金黄色
边之五角红星，中嵌金
黄色“八一”两字。红
星象征中国人民获得
解放，“八一”表示 1927
年 8 月 1 日中国共产党

人发动南昌起义，人民
军队由此诞生。

1951 年，中央人民
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
会总参谋部颁发的《中
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
令（草案）》中，曾附录
了陆军军徽、海军军徽
和空军军徽样式。海
军、空军的军徽也以“八
一”军徽为主体。其中
海军军徽为藏蓝色底，
衬以银灰色铁锚。空军
军徽为天蓝色底，衬以
金黄色飞鹰两翼。凯歌

“八一”军徽的来历

链接

你所不知道的南昌起义

1933年6月30日，中
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

《关于决定“八一”为中国
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
第二天，以毛泽东为主席
的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
决定：“以每年‘八一’为
中国工农红军纪念日。
并于今年‘八一’纪念节
授予战旗于红军的各团，
同时授予奖章于领导南
昌起义的负责同志及红
军中有特殊功勋的指挥
员和战斗员。”

1949年，毛泽东在中
国人民解放军制定军旗
时指出：军旗要有“八一”
二字，表示 1927 年 8 月 1
日是中国人民举行南昌
起义反对国民党反动派
的历史节日。“文革”初
期，有人提出要将建军节
日期改为 9 月 9 日，即秋
收起义的时间，毛泽东坚
决反对。1967年，毛泽东
对中国人民解放军代理
总参谋长杨成武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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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
要杨成武将这段话的内
容向周恩来汇报。

1969 年 6 月 28 至 30
日，毛泽东在湖南、江西
与当地党政军负责人的
谈话中，肯定了“八一”南
昌起义的历史作用和周
恩来等的历史功绩。所
以 从 20 世 纪 70 年 代 以
来，史学界在评价南昌起
义时，都采用“打响了反
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
枪”的提法。 杨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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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一南昌起
义，人民军队的起
点。重提这个熟
得不能再熟的话
题，许多人或许会
认为又要讲老故
事了。然而，读过
本文，你就会发
现，在南昌起义
中，依然有着许多
鲜为人知的
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