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講

奪取新民主主義革命 

偉大勝利
一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

主要任務、主要矛盾和

偉大歷程

二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

理論成果和歷史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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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是黨的百年奮鬥中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

興創造根本社會條件的歷史時期。《決議》闡明了這一時期黨面臨的

主要任務，總結黨領導人民在各個階段以革命的武裝推翻帝國主義、

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實現了

民族獨立、人民解放的偉大歷史成就，以及創立毛澤東思想、實施和

推進黨的建設的偉大工程的重大成就等。《決議》強調，新民主主義

革命的勝利，徹底結束了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歷史，徹底廢

除了列強強加給中國的不平等條約和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一切特權，實

現了中國從幾千年封建專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偉大飛躍。中國共產黨

和中國人民以英勇頑強的奮鬥向世界莊嚴宣告，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

了，中華民族任人宰割、飽受欺凌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

一、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主要任務、 

主要矛盾和偉大歷程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黨面臨的主要任務是，反對帝國主義、封

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爭取民族獨立、人民解放，為實現中華民族

偉大復興創造根本社會條件。

中華民族是世界上古老而偉大的民族，創造了綿延 5000 多年的

燦爛文明，為人類文明進步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1840 年鴉片戰爭

以後，由於西方列強入侵和封建統治腐敗，中國逐步成為半殖民地半

封建社會，國家蒙辱、人民蒙難、文明蒙塵，中華民族遭受了前所未

有的劫難。為了拯救民族危亡，中國人民奮起反抗，仁人志士奔走吶

喊，進行了可歌可泣的鬥爭。太平天國運動、洋務運動、戊戌變法、

義和團運動接連而起，各種救國方案輪番出台，但都以失敗告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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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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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封建主義和人民大眾的矛盾。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必須進

行反帝反封建鬥爭。

建黨之初和大革命時期，黨制定民主革命綱領，發動工人運動、

青年運動、農民運動、婦女運動，推進並幫助國民黨改組和國民革命

軍建立，領導全國反帝反封建偉大鬥爭，掀起大革命高潮。1927 年國

民黨內反動集團叛變革命，殘酷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人民，由於黨內

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思想發展為右傾機會主義錯誤並在黨的領導機

關中佔了統治地位，黨和人民不能組織有效抵抗，致使大革命在強大

的敵人突然襲擊下遭到慘重失敗。

大革命的失敗，從主觀方面說，是因為黨還處在幼年時期，缺乏

挽救民族危機、實現民族復興成為最迫切的任務

 中國迫切需要新的思想引領救亡運動和新的組織凝聚革命力量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

中國工人階級成為一支新興社會力量

 五四運動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

歷史
背景

偉大
歷史意義

深刻改變了近代以後中華民族發展的方向和進程

深刻改變了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前途和命運

深刻改變了世界發展的趨勢和格局

中國
共產黨成立的
歷史背景和偉大
歷史意義

但未能改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性質和中國人民的悲慘命運。

中國迫切需要新的思想引領救亡運動，迫切需要新的組織凝聚革命

力量。

從這時起，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成為全民族最偉大的夢想；爭

取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和實現國家富強、人民幸福，成為中國人民的

歷史任務。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五四運動促

進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在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偉大覺醒

中，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的緊密結合中，1921 年 7 月中

國共產黨應運而生。中國產生了共產黨，這是開天闢地的大事變，中

國革命的面貌從此煥然一新。

第一，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深刻改變了近代以後中華民族發展的方

向和進程。中國共產黨一經成立，就把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

族謀復興作為初心使命，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旗幟鮮明地把社

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作為自己的奮鬥目標，並堅持用革命手段實現這個

目標。從此，中國革命有了正確的前進方向，中國人民有了強大的凝

聚力量，中華民族有了光明的發展前景。

第二，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深刻改變了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前途

和命運。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導，找到了國家和民族的

出路，認清了中國的出路在於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

義的統治，並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從此，中國人民謀求民族獨

立、人民解放和國家富強、人民幸福的鬥爭就有了主心骨，中國人民

就從精神上由被動轉為主動。

第三，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深刻改變了世界發展的趨勢和格局。中

國共產黨的成立，壯大了世界社會主義革命陣營的力量，擴大了世界

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影響，改變了世界發展的趨勢和格局。

黨深刻認識到，近代中國社會主要矛盾是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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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適合中國國情的革命道路。

從進攻大城市轉為向農村進軍，是中國革命具有決定意義的新起

點。毛澤東同志領導軍民在井岡山建立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黨領

導人民打土豪、分田地。

之所以說大革命失敗後，集中體現中國革命正確方向的是毛澤東

同志、朱德同志領導的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鬥爭，是因為：一是井岡

山地區群眾基礎比較好，大革命時期湘贛邊界各縣曾建立黨的組織和

農民協會；二是這裏的部分舊式農民武裝，願意同工農革命軍聯合；

三是這裏地勢險要，易守難攻；四是周圍各縣有自給自足的農業經

濟，便於部隊籌款籌糧；五是井岡山地處湘贛邊界，距離國民黨統治

的中心比較遠，湘贛兩省軍閥之間存在矛盾，對這個地區的控制力量

比較薄弱。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建立，點燃了工農武裝割據的星星之

火，為中國革命探索出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這樣一條前人

沒有走過的正確革命道路。

古田會議確立思想建黨、政治建軍原則。隨著鬥爭發展，黨創建

了中央革命根據地和湘鄂西、海陸豐、鄂豫皖、瓊崖、閩浙贛、湘

鄂贛、湘贛、左右江、川陝、陝甘、湘鄂川黔等根據地。黨在國民黨

統治下的白區也發展了黨和其他革命組織，開展了群眾革命鬥爭。然

而，由於王明“左”傾教條主義在黨內的錯誤領導，中央革命根據地

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紅軍不得不進行戰略轉移，經過艱苦卓絕的

1919 -1921年
五四運動到建黨前

1927 -1937年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

1945 -1949年
解放戰爭時期

1921-1927年
建黨之初和大革命時期

1931-1945年
抗日戰爭時期

1949年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歷程

應對複雜環境的政治經驗，還不善於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革

命具體實際結合起來；從客觀方面講，是由於反革命力量強大，資產

階級發生嚴重動搖。大革命的歷史意義是不可磨滅的。經過大革命的

洗禮，黨從正反兩方面積累了深刻的經驗，開始在實踐中探索馬克思

主義中國化的途徑，初步提出無產階級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基本

思想，為把中國革命推進到一個新的階段——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準

備了必要的條件。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黨從殘酷的現實中認識到，沒有革命的武裝

就無法戰勝武裝的反革命，就無法奪取中國革命勝利，就無法改變中

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命運，必須以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南

昌起義打響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標誌著中國共產黨獨立

領導革命戰爭、創建人民軍隊和武裝奪取政權的開端。八七會議確定

實行土地革命和武裝起義的方針。黨領導舉行秋收起義、廣州起義和

其他許多地區起義，但由於敵我力量懸殊，這些起義大多數失敗了。

事實證明，在當時的客觀條件下，中國共產黨人不可能像俄國十月革

命那樣通過首先佔領中心城市來取得革命在全國的勝利，黨迫切需要

  權威評論

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辦公廳主

任）：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黨的百年奮鬥重

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系統總結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歷

史經驗，強調全黨要牢記中國共產黨是什麼、要幹什麼這個根本

問題，把握歷史發展大勢，堅定理想信念，牢記初心使命；要以

咬定青山不放鬆的執著奮力實現既定目標，以行百里者半九十的

清醒不懈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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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戰爭時期，九一八事變後，中日民族矛盾逐漸超越國內階級

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在日本帝國主義加緊侵略我國、民族危機空

前嚴重的關頭，黨率先高舉武裝抗日旗幟，廣泛開展抗日救亡運動，

促成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對推動國共再次合作、團結抗日起了重大歷

史作用。七七事變後，黨實行正確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堅持全

面抗戰路線，提出和實施持久戰的戰略總方針和一整套人民戰爭的戰

略戰術，開闢廣大敵後戰場和抗日根據地，領導八路軍、新四軍、東

北抗日聯軍和其他人民抗日武裝英勇作戰，成為全民族抗戰的中流砥

柱，直到取得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最後勝利。這是近代以來中國人民反

抗外敵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勝利的民族解放鬥爭，也是世界反法西斯

戰爭勝利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抗日戰爭時期，在民族危亡的歷史關頭，中國共產黨以卓越的

政治領導力和正確的戰略策略，指引了中國抗戰的前進方向，堅定不

移地推動全民族堅持抗戰、團結、進步，反對妥協、分裂、倒退。中

國共產黨高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旗幟，堅決維護、鞏固、發展統一

戰線，堅持獨立自主、團結抗戰，維護了團結抗戰大局。中國共產黨

在全民族抗戰中發揮了中流砥柱作用，這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取得完

全勝利的決定性因素。抗日戰爭的實踐表明，中國共產黨是領導中國

人民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的堅強核心。

解放戰爭時期，面對國民黨反動派悍然發動的全面內戰，黨領導

廣大軍民逐步由積極防禦轉向戰略進攻，打贏遼瀋、淮海、平津三大

戰役和渡江戰役，向中南、西北、西南勝利進軍，消滅國民黨反動派

800 萬軍隊，推翻國民黨反動政府，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

資本主義三座大山。黨領導的人民軍隊在人民支持下，以一往無前的

英雄氣概同窮兇極惡的敵人進行殊死鬥爭，為奪取新民主主義革命勝

利建立了歷史功勳。

在中國革命即將取得勝利的前夜，1949 年 3 月，黨的七屆二中全

長征轉戰到陝北。“左”傾路線的錯誤給革命根據地和白區革命力量

造成極大損失。

1935 年 1 月，中央政治局在長征途中舉行遵義會議，事實上確立

了毛澤東同志在黨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地位，開始確立以毛澤東同志為

主要代表的馬克思主義正確路線在黨中央的領導地位，開始形成以毛

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開啟了黨獨立自主解決

中國革命實際問題的新階段，在最危急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

挽救了中國革命，並且在這以後使黨能夠戰勝張國燾的分裂主義，勝

利完成長征，打開中國革命新局面。這在黨的歷史上是一個生死攸關

的轉折點。

在長征中，黨進一步認識到，只有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

革命具體實際結合起來，獨立自主解決中國革命的重大問題，才能把

革命事業引向勝利。這是在血的教訓和鬥爭考驗中得出的真理。長征

的勝利，極大地促進了黨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成熟。經過長征的千錘

百煉，黨實現了在追求真理、堅持真理的基礎上全黨的空前團結。

  延伸問答

問：為什麼說遵義會議在黨的歷史上是一個生死攸關的轉 

折點？

答：一是遵義會議是在中央革命根據地第五次反“圍剿”失

敗和長征初期嚴重受挫的歷史關頭召開的。二是遵義會議事實上

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黨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地位，在最危急的情況

下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三是遵義會議後在

新的中央領導的指揮下，中央紅軍以嶄新的姿態勝利完成了長征，

開創了中國革命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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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

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警惕資產階級“糖衣炮彈”的攻

擊。“兩個務必”思想包含著對中國幾千年治亂興衰歷史規律的深刻

把握，包含著對中國共產黨艱苦卓絕奮鬥歷程的深刻總結，包含著對

勝利了的政黨永葆先進性和純潔性、對即將誕生的人民政權實現長治

久安的深刻憂思，包含著對中國共產黨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根本

宗旨的深刻認識。“兩個務必”思想始終激勵全黨永遠保持艱苦奮鬥

的光榮傳統，永遠保持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繫。

二、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理論成果和 

歷史成就

在革命鬥爭中，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把馬

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對經過艱苦探索、付

出巨大犧牲積累的一系列獨創性經驗作了理論概括，開闢了農村包圍

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正確革命道路，創立了毛澤東思想，為奪取新

民主主義革命勝利指明了正確方向。

偉大建黨精神

堅持真理、堅守理想 踐行初心、擔當使命

不怕犧牲、英勇鬥爭 對黨忠誠、不負人民

會在河北西柏坡舉行。全會著重強調黨的工作重心的戰略轉移，指

出：黨著重在鄉村聚集力量、用鄉村包圍城市這樣一種時期已經完

結，從現在起，開始了由城市到鄉村並由城市領導鄉村的時期。黨要

立即開始著手建設事業，一步一步地學會管理城市，並將恢復和發展

城市中的生產作為中心任務。城市中的其他工作，都必須圍繞著生產

建設這個中心工作並為這個中心工作服務。

黨的七屆二中全會高度重視黨在全國範圍執政後的自身建設問

題。毛澤東同志提醒全黨同志進一步加強思想建設和作風建設，“務

作戰總次數  125165 次                                            解放人口  1.255 億

消滅日偽軍有生力量

斃傷日軍 520463人 斃傷偽軍 490130人

俘虜日軍 6213人 俘虜偽軍 512933人

投誠反正的日軍 746人 投誠反正的偽軍 183632人

繳獲 擊毀 

各種炮 1852門

長短槍 682831支

輕重機槍 11895挺

馬匹 30448匹

汽車、摩托車 347輛

飛機 57架

坦克 69輛

裝甲車 164輛

火車機車 301輛

汽車、摩托車 6080輛

抗擊關內侵華日軍的 58%-69%和幾乎全部偽軍，收復國土 104.8 萬餘平方公里，

殲敵合計 1714117人（日軍 527422人、偽軍 1186695人）

全民族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主要戰績統計

注：1. 材料時間：1937 年 9月至 1945 年 10 月 11 日。2. 材料內容：含八路軍、新四軍、
華南人民抗日游擊隊戰績。3. 統計時間：1945 年 12月（延安總部資料）

數據來源：中國共產黨歷史展覽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