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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毛泽 东在七届二 中全会的会 议结论中 ,将二中 全会的性 质界定为党 的代表会 议 ,其

原因主要有二: 一是党中央在西柏坡时 期 ,根据全 国党组织发展的状 况 ,多次要求 各级党组织召开
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 ,研究新的形势和 任务。 二是二中全会的 议程和内容属于未 来国家和社会发
展的一系列基本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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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 3月 5日至 13日 ,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
坡召 开的七届二 中全会 ,是中 国共产 党在新 中国建

〔文章编号〕 1000-5587( 1999) 03-0100-03
泽东把这次会议性质定为党的代 表会议原因是什么
呢? 本文略作探讨。

立前夕举行的一次重要的中央全 会。 出席会议的中
央委员有 34人 ,候补中央委员 19人 ,列席会议的各

第一 ,西 柏坡时期 党的组 织和政 治建设 发展的
要求

部门负责人 11人。会议开幕时 ,毛泽东作了《在中国

1948年 5月 ,中 共中央和 人民解放军 总部移驻

共 产党 第七 届中 央委 员会 第二 次全 体会 议上 的报

西 柏坡 村时 ,解 放区 的面 积急 速扩 大 ,人口 不 断增

告》 ,会议结束时 ,毛泽东又代表党中央作了《在中共

加 ,党员和党的组织不断发展。 面对这种情 况 ,中央

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总结》。 《毛泽东 选集》第四 卷 ,收

政治局于 1948年 9月召开扩大会议 ,毛泽东在会议

录了 开幕时的 报告和会议 总结的 第二部 分《即党委

报告中专门就发展党内民主讲了 意见: “实现党内民

会的 工作方法》 ,其他部 分始终 沉睡在历 史档案 中 ,

主的办法 ,是实行代表大会及代表会议的制度。我们

时隔 近半个世纪 , 1996年出版 的《毛 泽东文集》第五

党 内是 有民 主的 ,但 是还 不足 或者 缺乏 ,现 在 要增

卷 ,收录 了总结的 三、四、五、六、九等 五个部分 的内

加 ,办法是用代表大会、代表会议代 替干部会议。” ①

容。 其中 ,在第九部分《人民代表会议 制度和党的代

其后中共 中央 在《政 治局 九 月会 议基 本 决议 》中指

表会 议制度》里 ,对七届 二中全 会的性质 ,毛 泽东有

出: “发展党内民主 ,在巩固区域 ,实 施党的各级代表

一个 鲜为人知 的明确判 断: “这 次二中全 会 ,按其性

大 会和代 表会议 制度。” ② 九 月会议 通过的 《中 共中

质来说就是一次党的代表会议”。把一次中央全会性

央关 于召开党 的各级代表 大会和 代表会 议的决 议》

质界 定为一次党 的全国 代表会 议 ,这 在中共 党史上

中 ,明确规定: “在一切巩固的解放区 ,党的各级委员

可以说是唯一的。 由于毛泽东七届二 中全会上的结

会 ,必须遵照党章的规定 ,从现在起 定期召开党的各

论长期被保存在国家档案中 ,未与世人见面 ,党史界

级代 表大会及代 表会议 ,讨论 中央的 指示和 各种工

理论 界对这一判 断都较 为陌生 ,它在 社会上 传播的

作 ,并选举和补选党的各级委员会。这种代表大会及

机会就更少了。 笔者在七届二中全会 召开五十周年

代表会议 ,在以后不得用普通的干部会议去代替。而

之际 ,惊喜地发现这一重要历史结论 ,兴奋异常。 毛

必须按期召开”。③ 1949年 1月 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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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的《目前 形 势和 党在 一 九四 九年 的 任务 》决议

平解放后 ,必须召集第七届第二次中央全体会议。这

中 ,谈到党在 1949年的任务时指出: “在各主要解放

次会议的 任务 是: ( 1)分析 目前 形 势和 规定 党 的任

区内 建立党委制 ,召开 党的各 级代表 大会及 代表会

务 ; ( 2)通过准备提交政治协商会议 的共同纲领的草

议。”④ 由此可以看 出党中央要求各级 党组织召开代

案 ; ( 3)通过组成 中央人 民政府 的主要 成份的草 案 ;

表会 议或代表 大会 ,“讨 论中央 的指示和 各种工 作 ,

( 4)批准军事计 划 ; ( 5)决定 经济建设 方针 ; ( 6)决定

并选举和补选党的各级委员会” ,是当 时政治形势和

外交政策 ; ( 7)其 他事项。” ⑥ 从这一 议程可以看出这

革命任务发展的需要 ,是党的组织建设发展的 需要。

次 会议 决定 着事 关未 来国 家和 社会 发展 方向 和命

根据 中央的安排 部署 ,各解放 区党委 陆续召 开了党

运 ,是为新中国奠定千秋基业的会议。

的代表会议。 例如 , 1948年 底 ,中共晋绥分局在兴县

这次会议的主要理论和政策 成果都集中体现在

召 开了党 的代 表会议 , 1949年 2月 ,中共 察哈 尔省

毛泽 东在七届 二中全会开 幕时的 报告和 《中 国共产

委在张家口召开了代表会议 ,中共冀南区委、冀中区

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 会议决议》⑦ 中。它

委分别在威县、保定召开了代表会议。

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党 的七大 党章规 定 ,“党的 全国代表 大会 ,由中

( 1)提出 了促进革 命迅速 取得全 国胜利 和组织

央委员会决定召集之。在通 常情况下 ,每三年召集一

这个胜利的各项方针。这主要是指如何解决“分布在

次。在特殊情况下 ,由中央委员会决定延期或提前召

新疆 到台湾的 广大的地区 内和漫 长的战 线上”的剩

集。”据 此 , 1949年 4月 ,本 该举 行党 的第 八次 全国

余一 百多万 人的国 民党军队。 会议提 出以天津 、北

代表大会了。 毛泽东在 1955年 3月 31日举行的中

平、绥远三种方式去解决。并依据人民解放军是一个

国共 产党全国代 表会议 的结论 中 ,当 谈到推 迟召开

“巨大的干部学校”的精神 ,在部队南下后 ,把二百一

八大原因时说: “党的代表大会 ,十年没有开了。当然

十万野战军全部地转化为工作队 ,以接管城市。

头五年不应当开 ,因为兵荒马乱 ,… … 后五年可以开

( 2)确立了全党工作重心根本转移的方略。毛泽

而没有开。”⑤ 从 1947年 6、 7月起 ,中国 军事形势发

东说 : “从一九二 七年到 现在 ,我们工 作重点 是在乡

生一 个根本变化 ,人民 解放军 一方面 由战略 防御转

村 ,在乡村 聚集力 量 ,用 乡村包 围城市 ,然后 取得城

入战 略进攻 ,另一方 面 ,由数量 上的劣势 转为优 势。

市 ,采取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现在已经完结。从

中国革命成功和中国和平的实现 已经迫近。 形势不

现在 起 ,开 始了由城市 到乡村 并由城 市领导 乡村的

但要 求各级地方 党的组 织加强 党的组织 建设 ,民主

时期。 党的工作 重心由乡村移到了 城市。”⑧ 这里的

讨论 和决定各地 面临的 重大问 题 ,而 且要求 党中央

“由乡 村移到了城 市”的 “移 ” ,是党的 工作地 域方位

坐下来 ,集中全党智慧 ,民主讨论和决 定全国的重大

的变迁。 这个历史性的转移带来了 党和国家工作中

问题 ,以统一全党的思想和行动。但是当时中国革命

心或根本任务的转变 ,即: 由过去的 武装斗争转变为

又处在紧要关头。 毛泽东和党中央先 是把主要精力

生产建设。

放在决定中国命运的辽沈、准海、平津 三大战役的决

( 3)落后的农业、少量的现代工 业的基本国情是

战上 ,其后是将革命进行到底 ,指挥人 民解放军打过

革命 胜利后“一个相 当长的时 期内一 切问题 的基本

长江 ,推翻国民党南京政府 ,消灭长江 以南的国民党

出发点”。⑨ 这是我们采取这样的政 策而不采取别样

军队 ,解放全中国。此时 ,即 1949年春天 ,正值“兵荒

政 策的依据。 必 然“建立独 立的完 整的工 业体系” ,

马乱 ” ,不易召开 全国代 表大会 或全国代 表会议 ,只

“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 ,把中国建设

能 利用两场战 争 (三 大战役 和渡江战 役 )的间隙 ,举

0 “对 内的节 制资
成 为一个 伟大的 社会主 义国家。”1

行中央全会 ,讨论党面临的重大军事、政治等一系列

本和 对外的统制 贸易 ,是这个 国家在 经济斗 争中的

基本问题。因此 ,毛泽东把这次全会性质界定为党的

两个基本政策”。1

全国 代表会议 ,把原 则性、灵活 性统一了 起来 ,是很

( 4)提出了以国 营经 济为领 导 ,合作 经济、私人

时宜的英明之举 ,它得到全会认同 ,受到全党欢迎 。

资本主义、个体经济、国家资本主义 等经济成分并存

第二 ,会议 的议程 和重要 内容决 定对会 议性质

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结构。 国营经 济必须掌握国家

的升华

的经济命脉。 一切对国民经济有利 的城乡资本主义

早在 1949年 1月中 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 《目前

成份 ,都容 许其存 在和发 展 ,但 也应受 到一定限 制 ,

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中 ,曾明确规定: “北

2 即 不像资 本主义 国家那
这 一限 制是“中国型 的”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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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不受限制 ,也不像东欧民主国家那样限制太死。
( 5)要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政治制度。国家实行

的作风 ,务必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各级党委在新形
势下必须注意工作方法。

人 民代表大会 制度和“党领 导下的政 治协商 ”制 度 ,

( 8)全党要大兴学习之风 ,必须 围绕生产建设这

实行 人民民主专 政的国 家体制 ,工人 阶级是 人民民

个中心 ,用极大努力去学习各种知识: 学习生产的技

主专 政的领导力 量 ,农 民阶级 和革命 知识分 子是这

术和 管理的方 法 ,学习商 业、银 行工作 ,学习 党的组

个专政的基础力量。

织工 作、政 权机关 的工作、工会 的工作、其他 各种民

( 6)按照平等原则与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取

众团 体的工作、文 化教育 方面的工 作、肃反工作 、通

消帝 国主义在华 特权 ,帝国主 义一天 不改变 敌视我

讯社报纸广播电台的工作 ,学习马克思主义 理论 ,全

们的态度 ,我们就一天不给他们在中国的合法 地位。

面提高干部的素质。

不承 认国民党政 府与各 国建立 的外交关 系 ,不受过

七大党章曾规定: “在前后两届 全国代表大会期

去 任何屈辱的 外交传统 的束缚 ,简言 之“另起炉 灶”

间 ,中央委 员会得召集 各地方 党委代 表举行 党的全

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 同一切国家做生意。

国代 表会议若干 次 ,讨 论并决 定当前 的党的 政策问

( 7)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 ,是国家

题。”七 届二中全 会所提 出的以 上八方 面政策 ,是属

的领导者。党必须全心全意 地依靠工人阶级 ,团结其

于未 来国家和社 会发展 的一系 列基本 政策 ,是具有

他劳动群众 ,争取知识分子 ,争取尽可 能多的同我们

全局 性、根 本性、长远性 的政策 ,关系 到国家 的长治

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 物。 党同党外民主

久安和党的生机、活力。 党通过这次历史性 的会议 ,

人士 长期合作 ,要培养 一批同 我们合 作的有 威信的

把它们确立下来 ,是党的划时代的丰碑。 因 此 ,毛泽

党外民主人士。党执政后 ,党内权力腐败和糖衣裹着

东 把在 历史 转折 时期 举行 的这 次形 式上 的中 央全

的“炮弹”将成为无产阶级政党的主要危险。为了“预

会 ,介定为一次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性质 ,表明了它的

防”这种 情况 ,全党必 须保持 谦虚、谨慎、不骄、不躁

特殊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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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In t he co nculsi on o f seco nd plenany sessio n of sev enth cont ra l commi t tee,
Mao Zedong defined Seco nd Pl enary Session o f sev enth cont ral commi t tee as pa rty
representiv e conference because of t w o mai n reasons:
Ⅰ . During Xi baipo Period , accordi ng t o t he part y o rgani zatio n’ s dev elopi ng co ndi tio n in
the w hole co unt ry , the pa rty central commi t tee had asked part y o rg ani za ti ons t o co nv ene
Part y cong ress o r representiv e conference many tim es t o st udy new st ua ti on and tasks.
Ⅱ . The ag enda and centent of t he Second Plena ry Sessi on are a seri es o f f undemant l
policies f or the develo pment of the na tion and fut ure soci 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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