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辛亥革命萬歲！ 

──學習中共中央關於紀念辛亥革命 30 週年決定的體會 
 

毛 磊∗

 

 

1941 年 10 月 6 日，為紀念辛亥革命 30 週年，中

共中央作出了《關於紀念今年雙十節的決定》(以下簡

稱《決定》)。1 這在中共 90 年的歷史上是獨一無二

的。在《決定》中，提出了“辛亥革命萬歲！”的口

號，這在中共 90 年的歷史上也是很突出的。因而研究

此《決定》就有着重大的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 
 
 

一、為紀念辛亥革命 30 週年專門作出《決定》
是中共史上惟一的一次 

 
根據現有的歷史資料，中共在 90 年的歷史中，發

出了不少的文件。這些文件按其重要性可分為很多

類。第一類是“通知”，即以中共中央名義發出通知，

如 1966 年 5 月 16 日，中共中央發出的《通知》，簡稱

《五一六通知》。第二類是《告民眾書》。如 1927 年

10 月 10 日發表的《中國共產黨為辛亥革命紀念告民

眾書》。第三類是《宣言》。如 1937 年 7 月 15 日發佈

的《中共中央為公佈國共合作宣言》。第四類是“指

示”，如 1938 年 5 月 22 日發出的《中央關於徐州失

守後華中工作的指示》，第五類為“提議”，如 1938
年 3 月 1 日發出的《中共中央對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

會議的提議》，第六類為“綱領”，如 1921 年中共成

立時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綱領》，1937 年 8 月

15 日公佈的《中國共產黨抗日救國十大綱領》，第七

類為“決議”，如 1945 年中共中央通過的《關於若干

歷史問題的決議》，第八類為“決定”等，還有一些形

式，如“章程”、“聲明”、“報告”、“函電”等

等，不再一一列舉。至少在十種以上。 
羅列以上中共中央文件的許多種類，主要想說明

一個問題，就是：在上述十多種文件中，除“綱領”

“章程”為黨內帶有根本性的文件外，如果以對某個

歷史事件、某個重大問題、某個人作出結論或作出決

策時，以“決定”為最高檔次。就是說中共中央如果

對某件事或人作出了《決定》，那全黨就要堅決執行，

其權威性是最高的。當然，“決議”、“指示”等，

全黨都要執行，但與《決定》相比較，後者的肯定性

就更高些。從這個角度出發，中共中央於 1941 年 10
月 6 日作出的紀念辛亥革命 30 週年的《決定》，全黨

就必須堅決執行，沒有回旋的餘地。說明中共中央對

辛亥革命的高度重視。自此以後，中共中央雖然對紀

念辛亥“逢十”時也很重視，如 1981 年紀念辛亥革命

70 週年時，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在北京人民

大會堂的紀念大會上作了長篇重要講話。1991 年和

2001 年，江澤民在紀念辛亥革命 80 週年和 90 週年的

大會上都作了重要的講話。與此同時，中共中央也作

出了紀念活動的通知。但都不是專門作為一個《決

定》。因而 1941 年的《決定》在中共 90 年歷史上是惟

一的一次，值得認真研究。 
 
 

二、中共中央提出的“辛亥革命萬歲！”是
對辛亥革命的最高評價 

 
《決定》對辛亥革命的評價是很高的。特別是在

《決定》結束時提出：“辛亥革命萬歲！”的口號，

這在中共中央的文件中還是第一次。為了使讀者對這

個評價有全面的瞭解，現把《決定》中對辛亥革命的

評價部份作詳細的摘錄如下： 
“今年十月十日是辛亥革命的三十週年紀念日，

全國各地應當舉行熱烈的慶祝與紀念。各地共產黨員

應向人民作廣泛的解釋，使每個中華民族的男女一致

明白，十月十日這一天……是我們偉大中華民族幾千

年生活中有着偉大歷史意義的一天。雖然由於種種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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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特別是由於當時革命陣營中包藏者投降袁世凱的

妥協分子，……致使當時轟轟烈烈的武昌和全國各地

的革命起義遭遇着極大的挫折，使這次革命在實際上

歸於失敗了，但是幾千年來的君主專制政治是已經被

推翻，而中華民主共和國的國體是已經被確立了。中

國人民為民族解放與民權自由的偉大鬥爭，從此進入

了一個新階段。從此以後，中國人民的民族民主鬥爭，

乃能因國際國內新因素的成長(蘇聯社會主義革命的

勝利，中國民族資本與無產階級的發展)而發展到明確

的反帝國主義與反封建制度的階段。於是乃有五四運

動和中國共產黨的產生，乃有國民黨的改組，國共合

作的實現與孫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的執行，乃有北伐

革命戰爭和紅軍的英勇奮鬥，乃有今天全民族的偉大

抗日戰爭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國人民沿着辛亥革

命的道路，為民族民主革命堅持不懈，百折不撓，三

十年如一日。我們共產黨人和全國一切真誠的革命志

士，都是辛亥革命最忠實的繼承者。對於辛亥革命未

竟的事業，我們共產黨人誓與全國一切革命真誠志士

一道，誓與全國人民一道，繼續奮鬥，不達目的，決

不休止。對於孫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義，一定要使

之徹底實現於全中國。對於孫中山先生和當時無數視

死如歸的英雄豪傑，以及三十年來一切為民族解放與

民權自由而奮鬥的愛國志士與愛國人民，我們謹致深

切的敬意”。2

從上述中共中央對辛亥革命的評價中，給我們有

許多的啟示，內容是很豐富的，這裏只提出以下兩點

值得我們很好的學習與研究。 
 
(一) 如何正確看待辛亥革命的成功與失敗 
這是一百年來爭論不休的問題，但中共中央的這

個《決定》卻早在 1941 年就作出科學的答案。即正確

回答了這個問題。《決定》的行文是很科學的。即一開

頭就明確提出 1911 年 10 月 10 日是我們偉大中華民族

幾千年生活中有着偉大歷史意義的一天。這是一個前

提，就是說首先肯定辛亥革命有着偉大的歷史意義，

在中華民族五千年歷史，共有 180 萬天，1911 年 10
月 10 日這一天有着特別重要的意義。這就把辛亥革命

武昌起義這一天放在整個中華民族五千年歷史中重要

的一天的地位。這是辛亥革命最主要的意義。《決定》

接着說：“雖然由於種種原因，特別是由於當時革命

陣營中包藏着投降袁世凱的妥協分子……致使當時轟

轟烈烈的武昌和全國各地的革命起義遭遇着極大的挫

折，使這次革命在實際上歸於失敗了，但是幾千年來

的君主專制政治是已經被推翻，而中華民主共和國的

國體是已經被確立了。中國人民為民族解放與民權自

由的偉大鬥爭，從此進入了一個新階段”。 
這段話對辛亥革命的成功與失敗兩者之間的關係

作了科學的回答。即“成功”是主要的，是主流，而

“失敗”是次要的，是支流。這是《決定》的真實內

涵。不僅開宗明義指出辛亥革命在中華民族五千年歷

史上的偉大意義，而對失敗只用“雖然”失敗了，接

着卻用“但是”這個詞，即筆鋒一轉，立即指出辛亥

革命開闢了中國革命的一個新階段。即結束君主專制

而建立了民主共和的國體。一個“國體”的轉變，是

一個國家劃時代的歷史進程。中國由專制國體向共和

國體的轉變，是中國幾千年歷史上最為重要的偉大歷

史轉折。有人對於這個偉大的歷史事件看不到它的主

流，而只抓着一些支流，強調其失敗的一面，這就是

沒有從本質上，主流上看問題的結果。 
本來在 1941 年中共中央的《決定》已解決了這個

問題，但在隨後的時間裏，卻不斷有人對辛亥革命的

成功與失敗之間的關係作出不恰當的評述。最突出的

就是在“兩分法”中把“成功”與“失敗”並列。不

分主次。這方面的代表作是胡繩主編的《中國共產黨

的七十年》一書。該書第一章第一節的標題就是“辛

亥革命的成功和失敗”。作者一方面指出辛亥革命的

意義在於：“它不僅推翻了清皇朝、而且使幾千年來

的君主專制制度從此結束，使民主共和的觀念從此深

入人心。這對推動中國社會進步、促進中國人民思想

解放所起的作用是不能低估的。……從而為此後革命

鬥爭的發展開闢了道路。從這個意義上說，辛亥革命

取得的勝利是巨大的。”這個肯定的評價是很中肯

的，是符合歷史事實的。但作者另一方面卻認為辛亥

革命是失敗的一次革命。即“辛亥革命以同舊勢力妥

協告終。……中國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依然處

在極端貧窮落後的狀態。……從這個意義上說，它又

是失敗了。”3 這個分析的本身也沒有錯。因為辛亥

革命後，孫中山看到袁世凱的倒行道施，看到人民的

困苦，他曾沉痛地說：“政治上、社會上種種黑暗腐

敗比前清更甚，人民困苦日甚一日。”既然“兩分法”

能全面評價辛亥革命，既看到它的勝利，又看到它的

失敗，而且有根有據，言之有理，持之有故，為甚麼

又說這種“兩分法”不妥當呢？問題發生在那裏呢？ 
本人認為“兩分法”本身並沒有甚麼不對的地

方，關鍵問題是為甚麼要強調辛亥革命失敗的一面

呢？特別是書的第一章第一節的大標題把成功與失敗

相提並論，使人感到辛亥革命的價值並不那麼高，辛

亥革命只不過趕走了一個皇帝而已，而且這個末代皇

@ DGJ @ 



《“一國兩制”研究》第 9 期 
 

帝是一個三歲的小孩子。說明辛亥革命的意義並不重

大。相反的從中得出結論是：辛亥革命的失敗教訓更

重要。這就是“兩分法”引伸出來的不良後果。 
本人說“兩分法”本身沒有錯，是指辛亥革命的

確未從根本上改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性質。這個

失敗是客觀存在的。但為甚麼又說“兩分法”不妥

呢？這是因為古今中外的任何一次革命性變革。都會

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而後人卻沒有因為其有失敗的

方面而降低對其評價。如法國的大革命是很徹底的一

次資產階級革命 。但革命後仍有多次復辟與反復辟的

鬥爭。人們並未因此而否定法國大革命的歷史意義，

而且史書也沒有更多的強調其失敗的方面。沒有說法

國大革命既是成功的也是失敗的。也就是沒有對法國

大革命採取“兩分法”。 
在這裏，要介紹胡錦濤關於中國三次革命的理論

來印證中共中央《決定》的科學性，即胡錦濤總書記

於 2008 年 12 月 18 日在紀念改革開放 30 週年大會上

的講話中指出：“近一個世紀以來，中國先後發生了

三次偉大革命。第一次是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辛亥革

命，推翻了統治中國幾千年的君主專制制度，為中國

的進步打開了閘門。第二次革命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

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推翻了帝國主義，

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在中國的統治，建立了社會

主義制度，為當代中國一切發展進步奠定了根本政治

前提和制度基礎。第三次革命是我們黨領導的改革開

放這場新的偉大革命，引領中國人民走上了中國特色

社會主義廣闊道路，迎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光明前

景。”4 用此理論中國 1956 年完成社會主義革命的成

就與不足，也可以說明“兩分法”是不妥的。按胡錦

濤三次革命的理論，即第二次革命包括新民主主義革

命和社會主義革命。而三大改造的成功是“確立了社

會主義制度。”這個成功也是了不起的。在一個數億

人口經濟落後的大國，不經過流血鬥爭就由私有制社

會變成公有制社會。到 1975 年時，更由於“割資本尾

巴”的加快，公有制經濟佔全國國民經濟的 98%以

上，私有經濟在整個經濟中只佔不到百分之一左右。

這是一個偉大的勝利，社會主義制度在中國確立了。

人民走上了金光大道。對於這次革命的另一面，即不

足的方面，中共中央用四句話加以概括，即在合作化

運動中要求過急、工作過粗、速度過快、形式過於簡

單劃一。這些不足只是一些枝節問題，並沒有提出社

會主義革命失敗的問題。這裏可以提出一個問題。1956
年社會主義革命之所以取得偉大勝利，就是指的消滅

了私有制。工作上的“四個過於”只不過是美中不足

罷了。但據 2008 年的不完全統計，在整個國民經濟

中，民有經濟(實質上就是私有制)已佔有一半以上。

而且這個比重還將繼續增長。有人會問：既然 1956
年社會主義革命取得偉大勝利，這個勝利的內容就是

消滅了私有制，而現在的私有制在全國的經濟中已超

過半壁江山，而且還要繼續發展。這不是從事實上否

定 1956 年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成果嗎？ 
如何回答這個問題呢？本人認為應歷史地看待此

問題。1956 年三大改造完成後，社會主義制度在中國

確立了。這是一個偉大的勝利。隨着時間的推移，到

了 20 世紀 70 年代末，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確

立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為探索中國社

會主義的發展道路提供了前提條件。在此正確路線的

指引下，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民經過正反兩方面的

經驗與教訓的洗禮，終於找到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

道路。其中重要內容就是經濟成分不能過於簡單劃

一，而應發揮各種經濟成分的積極性。因而決定以公

有制經濟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是中國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一項基本經濟制度。所謂公有制

為主體，不一定要求在數量上佔大多數。這個經濟制

度是符合經濟發展規律的。正因為 1956 年確立了以公

有制為主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到上世紀 80、90 年

代，才可能發展非公有制經濟。沒有 1956 年社會主義

經濟制度的確立，就不會有今天的多種經濟成分的發

展。只要公有制佔主體地位就不怕非公有制經濟的發

展，所以不能以此否定 1956 年三大改造的成就。也就

是說不能對中國社會主義革命採取“兩分法”，說它

即是成功的，也是失敗的。失敗的表現就是私有制不

僅又恢復了而且大大發展了。這是不可取的。 
問題又發生了。既然在第二次革命中的社會主義

革命勝利後又出現大量的私有經濟而沒有說它是失敗

的。而對第一次革命成功後遺留問題也很多，也不應

強調它的失敗方面。不應有兩個標準。而應對三次革

命採取同一的評價標準。因為胡錦濤已把這三次革命

不分彼此的排列在一起，就是要求人們以同等的標準

去觀察這三次革命。第三次革命正在進行中，前兩次

革命均擔負着自己應完成的歷史使命，只要把應負的

歷史使命完成了，就應該說它是成功的。第一次革命

要完成的任務就是結束幾千年的君主專制制度，打開

中國進步的閘門，只要完成這個任務就是勝利。不應

該也不可能要求它把中國所有的問題都一次解決，

“畢其功於一役”是不現實的。不能因此而說它是失

敗的。中國社會主義革命的任務就是要在中國確立社

會主義制度，只要完成此任務就是勝利，至於中國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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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如何發展社會主義，那是第三次革命要完成的任

務。不能因為 1956 年沒有解決如何發展社會主義的問

題而說三大改造是失敗的。我們應以歷史唯物主義的

態度去對待第一次與第二次革命。當然，在當前進行

的第三次革命已取得驚人的成就，中國發生翻天覆地

的震驚世界的變化。但也發生過諸多問題，有些問題

還相當嚴重。1989 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風波就使黨和國

家面臨生死存亡的問題。鄧小平果斷地處理了這次風

波，使黨和國家沿着第三次革命的道路闊步前進。當

前仍存在許多嚴重的問題。不能以此而否定第三次革

命的偉大成就。歷史就是在曲折中前進的，決不會像

北京東西長安街那樣筆直和平坦。這就是歷史的辯證

法。 
中國共產黨是與時俱進的政黨。1997 年在黨的

“十五”大上，江澤民指出三次巨變和產生三個偉人

的論斷後，人們對辛亥革命的認識又前進了一步。如

2002 年由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的《中國共產黨歷

史》第一卷上冊中，關於辛亥革命的標題就沒有用

1991 年版的標題：“辛亥革命的成功和失敗”，而是

用“辛亥革命及其後的中國政治”。5 這就是在江澤

民的“巨變論”發表後產生的積極影響。儘管該書也

用了辛亥革命“失敗”的詞句，但卻沒有鮮明的“兩

分法”的提法。表明中央黨史研究室的領導人是緊跟

黨中央的。這個改變體現了中國共產黨人與時俱進的

精神。 
 
(二) 關於辛亥革命與中共成立的關係問題 
《決定》對此有明確的表述，即有了辛亥革命，

才有中共的誕生。即辛亥革命催生了中國共產黨。主

要從以下三方面去認識。 
1. 辛亥革命為中共創始人接受馬列主義創造思

想上的條件 
中共最初的五十多名黨員及其創始人，原來都是

民主主義者。只有民主主義者才能轉變為馬克思主義

者。滿腦子封建思想的人決不能接受馬克思主義，更

不能轉變為馬克思主義者。而他們為甚麼成為激進民

主主義者呢？主要原因就是辛亥革命對他們的影響。

中共五十多名黨員中，有少數參加了辛亥革命，而大

多數則是青少年，還是受教育的青年學生。而此時，

他們受到的正是民主思潮的深刻影響。中國共產黨創

始人毛澤東就深受辛亥革命的影響。當他從《民立報》

看到廣州起義失敗的報道時，毛澤東說：“我深為這

個故事所感動，並且還發現《民立報》充滿了激動人

心的內容。”說明毛澤東到長沙就被孫中山領導的革

命所吸引，辛亥革命的爆發更是引起毛澤東的激動，

他決定“參加革命”並參加了湖南革命軍。時間雖然

不長但說明辛亥革命對毛澤東的影響之深。在隨後的

日子裏，毛澤東一直追隨孫中山的足跡前進，正如他

在紀念孫中山 90 誕辰的文章中所說的：“孫先生是一

個謙虛的人。我聽過他多次講演，感到他有一種宏偉

的氣魄。”再看中共另一位創始人之一的陳潭秋。陳

潭秋的五哥陳樹三是共進會成員。參加武昌起義後隨

黃興前往南京。在南京臨時政府陸軍部任職，不幸以

身殉職。這對年僅 16 歲的陳潭秋幼小的心靈是個極大

的刺激。他決心繼承兄長的遺志從事民主革命。在新

文化運動中，陳潭秋如饑似渴地閱讀《新青年》、《每

週評論》，成為激進的民主主義者，為轉變成為馬克思

主義者奠定了基礎。大批知識分子從封建思想的桎梏

中解放出來，造成一大批現代的知識分子。這是辛亥

革命帶來的一次思想大解放運動的結果。在辛亥革命

前，皇帝在人們心中是至高無上的，這種封建思想統

治中國幾千年。但是，辛亥革命發揚“捨得一身刮，

敢把皇帝拉下馬”的精神，把皇帝打倒在地。既然神

聖不可侵犯的皇帝可以被打倒。那麼，還有甚麼腐朽

的東西不能打破呢？所以說，辛亥革命把思想的閘門

一經打開，這股思想解放的潮流就像長江之水，洶湧

澎湃奔騰向前，是任何力量也阻擋不了的。新文化運

動的氣勢磅礴就是辛亥革命在思想上的成果。十月革

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列主義，只有具有民主

主義思想的人，才有可能接受馬列主義，才可能在中

國傳播馬列主義。從這個意義上說：辛亥革命為馬列

主義在中國的傳播提供了思想條件。 
2. 辛亥革命為中國共產黨成立提供了階級基礎 
中國共產黨是工人階級的政黨，沒有工人階級作

基礎，黨就是空中樓閣，就不可能產生共產黨。在辛

亥革命前，中國工人階級的總人數約 50 萬人左右。可

以說數量不多，還沒有形成為階級。但是辛亥革命後，

在孫中山“振興實業”的號召下，出現了興辦近代工

廠的新的熱潮。加之 1914-1918 年第一次世界大戰期

間，西方國家忙於在歐洲戰場上廝殺，中國的民族資

本主義經濟在此期間得到了相當的發展。1914-1919
年的 6 年間新設廠礦 379 個，平均每年增設 63 個。從

投資工業的資金來看，1917 年工業投資超過前 50 年

工業投資的總和。伴隨而來的就是中國工人階級和民

族資產階級的力量進一步發展和壯大起來。五四運動

前夕，中國產業工人已達 200 萬左右，成為一支日益

重要的社會力量，勞動和資本間的矛盾，成為人們日

益關注的重大問題。五四運動進入第二階段，即六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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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時，工人階級就作為一支獨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

中國的政治舞台。中國工人階級已由“自在階級”向

“自為階級”的轉變邁出了關鍵性的一步，中國工人

階級的鬥爭已由零星的分散的、經濟的發展成為“全

國性的鬥爭”、“滙合成階級鬥爭”。沒有辛亥革命，

就不可能在五四運動前形成中國工人階級隊伍的壯

大。這就為中國接受馬列主義提供了客觀的階級基

礎，為黨成立準備了階級基礎。 
3. 辛亥革命為中共創始人提供了寶貴歷史經驗

與教訓 
辛亥革命也有它的重要弱點，就是沒有從恨本上

改變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制度。孫中山曾痛苦

地說：“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但是，這

個失敗的教訓，卻是中華民族一份極為珍貴的歷史遺

產。中共創始人正是在接受這些教訓的基礎上，才創

立了中國共產黨。 
辛亥革命的根本教訓是甚麼呢？主要在於革命黨

本身存在着嚴重的問題。同盟會的組織本來是十分鬆

散的，辛亥革命很快取得了勝利，更使許多會員感到

心滿意足，急於享受已經得到的那麼一點果實，因而

內部的爭權奪利就開始了。孫中山雖然看到這個問

題，把同盟會改組成國民黨後，只是表面上擴大了組

織，卻掩蓋不住內部的渙散、混亂、政客與軍閥的混

入。這個黨雖然提出了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張的

三民主義，確實抓住了近代中國的三個要害問題，具

有重大意義。但是，要把它變為現實，必須徹底地反

對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但同盟會在這方面卻表現的

十分軟弱。這樣的黨，要戰勝異常強大的敵人是不可

能的。要在複雜的環境中領導革命繼續乘勝前進，也

是辦不到的。這個教訓告訴我們：要想從根本上摧毀

根深蒂固的反動勢力，在中國建立一個光明的社會，

實現國家的獨立和富強：完成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務，

就需要有一個能夠正確地把握前進航向的堅強有力的

革命政黨，作為革命的引路人，作為團結廣大群眾萬

眾一心地進行鬥爭的核心。 
辛亥革命提供的這個歷史教訓是極為重要的，正

是這個教訓，啟發了許多先進人們去探索建立一個能

領導中國人民把反帝反封建的鬥爭進行到底的革命政

黨。中國共產黨就是在這個歷史教訓的啟發下產生

的。中共創始人認識到要把辛亥革命的事業繼承並發

展下去，就必須建立一個堅強的無產階級政黨。從毛

澤東與蔡和森的通信中就明顯看出他們主張建立一個

共產黨以達到“改造中國與世界”的目的。蔡和森在

信中說：“我對於中國將來的改造，以為完全適用於

社會主義的原理與方法……我以為先要組織共產黨，

因為他是革命運動的發動者、宣傳者、先鋒隊、作戰

部。”而毛澤東在信中表示：“於和森的主張，表示

深切地贊同。”董必武在回憶為甚麼要建立共產黨時

曾說：我們過去和孫中山一起搞革命，但“革命發展

了，孫中山掌握不住。結果叫別人搞去了。於是我們

就開始研究俄國的方式”，開始讀馬克思主義，從而

按馬克思主義組織共產黨。吳玉章在回憶為甚麼要建

立共產黨時說，他從辛亥革命以來的實踐中認識到

“從前的一套革命老辦法非改不可”，而“通過十月

革命和五四運動的教育，必須依靠下層人民，必須走

俄國人的道路，這種思想在我頭腦中日益強烈、日益

明確了。”這就是說，中共早期黨員是從辛亥革命的

失敗中清醒過來的，接受它失敗的教訓，只有組織無

產階級的先鋒隊，才能領導中國人民取得民族民主革

命的勝利。 
另外，耐人尋味的是：中共“一大”是在辛亥革

命元老人物李書城寓所舉行的。武昌起義後，李書城

任漢陽總司令部參謀長，是黃興的得力助手，其弟李

漢俊，是中共創始人之一，說明中國共產黨不僅是辛

亥革命發展的必然結果，甚至在細節上也可以找到兩

者的關係。 
總之，辛亥革命客觀上為中共的成立作了以上幾

方面的準備。十年後即成立了中國共產黨，這是辛亥

革命為中國人民解放事業所作出的又一大貢獻。 
 
 

三、各抗日民主根據地堅決執行中央的決定 
 
中共中央的決定於 1941 年 10 月 7 日在《解放日

報》上發表後，各級黨組織熱烈響應，堅決貫徹執行。 
 
(一) 中共中央西北局首先響應 
設在延安的中共中央西北局首先即作出幾項決

定：第一，延安各團體、機關、部隊、學校與各級黨

組織應很好學習中央的《決定》。第二，延安市放假三

天(10 月 9、10、11 日)以示慶祝。第三，延安的各交

通要道皆搭起高大的彩樓，懸掛布制的大標語，其內

容為“辛亥革命萬歲！”、“中華民族的獨立解放萬

歲！”、“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萬歲！”、“孫中

山先生的革命精神萬歲！”等。 
 
(二) 延安召開三萬人參加的慶祝大會 
1941 年 10 月 10 日，延安各界三萬多人在延安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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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體育場集會，隆重紀念辛亥革命 30 週年。大會推舉

朱德、林伯渠、吳玉章、徐特立及國民政府軍委會聯

絡參謀陳宏謨等為主席團。大會追憶孫中山締造共和

的豐功偉績，強調繼承孫中山先生的遺志，堅持團結

把抗戰進行到底。最後大會向全國軍民發出通電，誓

為保衛祖國而戰。晚間，延安四大禮堂舉行晚會，可

以說延安紀念辛亥革命的盛況空前熱烈。加上延安市

數區的參議員也在這一天進行選舉，民主氣氛更加熱

烈。自晨至晚，整個延安浸沉在盛大節日的歡樂中，

充分說明解放區人民響應中共中央紀念辛亥革命 30
週年的號召，對孫中山和辛亥志士們所建立偉大功勳

的崇高敬意！6

 
(三) 各解放區堅決執行中共中央的《決定》 
新四軍軍部執行中共中央的《決定》，於 1941 年

10 月 10 日在蘇北某地舉行紀念辛亥革命 30 週年的大

會。雖然會場距離日本侵略軍只有數十里，但新四軍

作了嚴密和佈置，確保會場安全。大會會場佈置莊嚴，

孫中山遺像及大幅標語琳瑯滿目，到會人員上萬人，

情緒熱烈，盛況空前，附近軍民張燈結綵，鑼鼓喧天，

人群熙熙攘攘。說明中國人民不畏強敵，在敵人的威

脅下，仍隆重紀念辛亥革命 30 週年，這在中華民族的

歷史上可算是光輝的一頁。也說明中國共產黨人是冒

着生命危險去紀念辛亥革命 30 週年。這在中共 90 年

歷史上也是值得大書特書的。更是國共關係史上的一

段佳話。 
晉察冀邊區於 1941 年 10 月 10 日召開的紀念辛亥

革命 30 週年大會的特點是與五台大捷收復阜平縣的

慶功大會合併舉行。這也是按照中共中央《決定》精

神進行的。《決定》明確指出：“我們應號召全國軍民

慶祝蘇北、五台、長沙三次大捷”。這裏所說的五台

大捷是指 1941 年秋日偽軍七萬餘人多路出動，對晉察

冀邊區進行“掃蕩”，企圖對邊區黨政機關和主力部

隊進行“鐵壁合圍”後加以消滅之。邊區部隊留一部

分兵力與民兵結合，在內線遲滯、消耗敵人，而邊區

黨政軍領導機關迅速轉移到安全地帶，主力部隊則按

計劃到鐵路沿線和日軍的側後，打擊敵人，使“掃蕩”

之敵連連撲空，疲於奔命。與此同時，晉西北、太行、

太岳、冀南、冀中等區軍民也積極攻擊當面之敵，配

合北嶽和平西軍民的反“掃蕩”。9 月末，日偽軍被

迫撤退。晉察冀軍民乘機集中力量開展襲擊、伏擊和

迫擊作戰。在歷時兩個月的作戰中，殲敵五千五百餘

人，粉碎了日軍摧毀北嶽、平西抗日根據地的企圖。

是為“五台大捷”。晉察冀邊區黨政軍領導遵照中共

中央《決定》把紀念辛亥革命 30 週年與慶祝五台大捷

結合進行的要求。在大會主席台前陳列此次大捷所獲

戰利品多件。到會人員更加興奮。大會開始後，首先

向辛亥革命 30 年來為中華民族復興殉難的烈士及此

次反“掃蕩”中殉國的勇士們致衰。接着舉行了隆重

的武裝檢閱，表示堅持抗戰，驅逐敵寇，以完成辛亥

革命未竟的事業。這也是按照中共中央《決定》進行

的。《決定》明確指出有了辛亥革命“乃有今天全民族

的偉大抗日戰爭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國人民沿着

辛亥革命的道路，為民族民主革命堅持不懈，百折不

撓，三十年如一日”。這段話說的很清楚，即沒有辛

亥革命就沒有全民族的抗日戰爭，也沒有抗日民族統

一戰線。因而，晉察冀邊區把紀念辛亥革命與祝捷大

會結合進行，是中國共產黨人繼承辛亥革命的一個典

範。7

在晉冀魯豫邊區。不僅邊區政府所在地熱烈隆重

的舉行了紀念辛亥革命 30 週年的大會，而且在所屬的

所有縣政府所在地也同樣舉行了紀念大會。這在中共

的歷史上也是空前的。邊區各縣的抗日團體也組織宣

傳隊，向人民群眾說明紀念辛亥革命的意義。這是執

行中共中央《決定》的具體表現。因為《決定》明確

要求：“各地共產黨員應向人民作廣泛的解釋，使每

個中華民族的男女一致明白，十月十日這一天……是

我們中華民族幾千年生活中有着偉大歷史意義的一

天”。晉冀魯豫邊區各級黨政機關堅決執行中央的《決

定》，向邊區人民廣泛宣傳辛亥革命的偉大意義。在

1941 年抗日戰爭處於艱難階段的時刻，邊區政府能作

到向人民廣泛宣傳辛亥革命的偉大意義，充分說明中

共對辛亥革命的高度尊重。 
 
(四)《解放日報》開闢紀念辛亥革命週年特刊 
為了向全國人民廣泛宣傳辛亥革命的偉大意義，

《解放日報》於 1941 年 10 月 13 日，開闢了一個特刊。

其中，把時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的雙

十演講全文轉載外，還特別刊登了林伯渠、朱德、吳

玉章等辛亥元老人物的文章。他們在文章中除高度評

價孫中山及其領導的辛亥革命的歷史性功績外，特別

提出要繼承孫中山先生的遺志，就是要堅持團結、堅

持抗戰，把日本侵略者趕出中國去，以實現中華民族

的偉大復興。 
總之，中共中央的《決定》發出後，全黨堅決執

行，在解放區形成了一個慶祝辛亥革命 30 週年的熱

潮。為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堅持抗戰作出了重大

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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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幾點啟示 
 
中共中央關於紀念辛亥革命 30 週年的《決定》已

經過去 70 年了。現在讀起來仍然使人興奮，發人深

省，給我們很多啟示。 
 
(一)《決定》表明中國共產黨人是孫中山及其

領導的辛亥革命事業的繼承者、支持者、合作者 
在抗日戰爭處於艱苦階段的 1941 年，中共中央仍

然能作出《決定》，在全黨開展紀念辛亥革命 30 週年

的各項活動。這本身就表明中共對辛亥革命的高度重

視。把此項活動作為黨的一項重要任務去完成，當作

自己的事情去辦，而且用《決定》的形式要求全黨紀

念辛亥革命 30 週年。這在中共 90 年歷史上是惟一的

一次，值得我們重視對此文獻的研究。本文這裏只是

抛磚引玉，希望更多學者深入研究這個歷史文獻。 
 
(二) 早在 70 年前中共中央就提出“辛亥革命

萬歲”的口號 
70 年前中共提出“辛亥革命萬歲！”的口號，在

紀念辛亥革命一百週年時，更加使人感到中國共產黨

人的高度歷史責任感和使命感，使人深深感到中國共

產黨人尊重歷史，尊重創造的高尚氣慨。吳玉章在

1941 年 10 月 13 日的文章中也以“辛亥革命萬歲！”

作為他的結束語。說明中共對辛亥革命的評價是很高

的。但我們對此卻缺乏研究，更沒有加以宣傳。以致

後來有人降低對辛亥革命的評價，“溫故而知新”。

在紀念辛亥革命百年時，我們重新學習中共中央提出

的“辛亥革命萬歲！”這個響亮的口號，有着很重要

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 
 
(三) 中共中央《決定》把紀念辛亥革命與現實

的鬥爭結合起來的典範 
中共中央認為當時的抗日戰爭是辛亥革命的繼

續，是完成孫中山未竟事業的重要階段。辛亥革命與

抗日戰爭這兩者有着內在的聯繫。不僅沒有矛盾，而

且關係極為密切。以紀念辛亥革命去推動抗日戰爭也

是時代的要求。各解放區舉行各種活動紀念辛亥革命

30 週年，有力地推動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鞏固與發

展，從而推動全國軍民團結一致的把日本侵略者趕出

中國去的抗日事業向前發展。這個結合做的很好。值

得今天借鑒！ 
 
(四) 中共中央《決定》在全黨執行表明了國共

兩黨合則兩利，分則兩損 
《決定》在各解放區得到了很好的落實。因而有

力地推動了抗日戰爭的勝利進行。各解放區以此為契

機，勇猛地打擊日寇，度過了抗日戰爭最艱苦的階段。

並於 1945 年 8 月取得了最後的勝利。 
可以說抗日戰爭勝利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勝

利，是國共合作的結果。這個鐵一般的歷史事實說明：

國共兩黨合作，不僅對中華民族有利，對於兩黨的自

身發展也是有利的。國共兩黨只應合作，不應分裂與

對抗。 
 
 

 
註釋： 
                                                 
1 《中央關於紀念今年雙十節的決定》，載於《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 11 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8 年，第

747 頁。 
2 同上註。 
3 胡繩：《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 年，第 5 頁。 
4 胡錦濤：《在紀念改革開放 30 週年大會上的講話》，載於《人民日報》，2008 年 12 月 19 日，第一版。 
5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上冊)，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2 年，第 18 頁。 
6 見《解放日報》，1941 年 10 月 11 日。 
7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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