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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历届党代会简介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简介

1921年6月初，共产国际代表马林
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克尔斯
基先后到达上海，并与上海的共产党
早期组织成员李达、李汉俊建立了联
系。经过几次交谈，他们一致认为应
尽快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
国共产党。李达、李汉俊同陈独秀、李
大钊通过书信商议，决定在上海召开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国内各地的党组织和旅日的党组
织共派出13名代表出席党的第一次全
国代表大会。他们是：上海的李达、李
汉俊，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长沙的
毛泽东、何叔衡，济南的王尽美、邓恩
铭，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广州的陈
公博，旅日的周佛海，以及由陈独秀指
定的代表包惠僧。他们代表着50多名
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
基出席大会。陈独秀、李大钊均因事
务繁忙，未出席会议。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于1921年7月23日晚上开幕。会场设
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现兴业路
76号）。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首先致词，对
中国共产党成立表示祝贺。他介绍了
共产国际的概况，并建议把会议的进
程及时报告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随
后，代表们具体商讨了大会的任务和
议程。

7 月 24 日，各地代表向大会报告
本地区党、团组织的情况。7 月 25 日
和26日，休会两天，由张国焘、李达、董
必武起草供会议讨论的党纲和今后实
际工作计划。7月27日、28日和29日，
连续三天举行三次会议，对党的纲领
和决议作了较为详尽的讨论。

7月30日晚，代表们正在开会时，
一名陌生的中年男子突然闯入会场，
环视一周后又匆忙离去。共产国际代
表马林建议马上中止会议。大部分代
表迅速转移。十几分钟后，法租界巡
捕包围和搜查会场。由于活动已受到
监视，会议无法继续在上海举行。代
表们分批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在一
艘游船上召开了最后一天的会议。

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
领，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规
定党的纲领是：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
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承
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
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消灭资
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
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联合
共产国际。纲领明确提出要把工人、
农民和士兵组织起来，并确定党的根
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

党的一大通过的纲领，表明中国
共产党从建党开始就旗帜鲜明地把实
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
斗目标。中国的先进分子经过长时期
的艰苦探索，找到马克思主义这个正
确的革命理论，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
共产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对中国革
命问题认识的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
飞跃。

党的一大决定暂不成立中央执行
委员会，只设立中央局作为中央的临
时领导机构。大会选举陈独秀、张国
焘、李达组成中央局，选举陈独秀担任
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工作，李达负责
宣传工作。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从此，在

古老落后的中国出现了完全新式的，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的，以
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
的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这是中国历
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件。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近代中国革
命历史上划时代的里程碑。自从有了
中国共产党，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有
了可以信赖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中国
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力量。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简介

1922 年 7 月 16 日至 23 日，中国共
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南成
都路辅德里 625 号召开。出席会议的
代表共 12 名（有一名代表姓名不详），
代表全国195名党员。这些代表是：中
央局委员陈独秀、张国焘、李达，上海
的杨明斋，北京的罗章龙，山东的王尽
美，湖北的许白昊，湖南的蔡和森，广
州的谭平山，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代
表李震瀛，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
中央局代表施存统。

鉴于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遭到法
国巡捕破坏的教训，“二大”采取了
较为严格的保密措施。大会决定以小
型的分组会为主，尽量减少全体会议
的次数，每次会议都要更换地址。大
会共进行了 8 天，举行了三次全体会
议。陈独秀主持大会，并代表中央局
向大会作一年来的工作报告；张国焘
报告出席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
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经过以及第一
次全国劳动大会的情况；施存统报告
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的情况。

大会根据列宁关于殖民地半殖民
地的学说和远东大会的精神，分析了
国际形势和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状况，
讨论了党的任务，通过了《中国共产党
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国共
产党章程》以及《关于“世界大势与中
国共产党”的议决案》、《关于“国际帝
国主义与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决议
案》、《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
案》、《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
案》、《关于议会行动议决案》、《关于

“工会运动与共产党”的议决案》、《关
于少年运动问题的决议案》、《关于妇
女运动的决议案》、《关于共产党的组
织章程决议案》等9个决议案。大会选
举产生了中央执行委员会，陈独秀、邓
中夏、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为中央
执行委员会委员，另选出三名候补执
行委员。陈独秀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
会委员长，蔡和森、张国焘分别负责党
的宣传和组织工作。

大会根据世界革命形势和中国政
治经济状况，制定了党的最高纲领和
最低纲领。大会宣言指出，中国共产
党是中国无产阶级政党，它的目的是
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
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
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
会。这是党的最终奋斗目标，是党的
最高纲领。为了实现党的最高纲领，
大会提出在目前历史条件下的最低纲
领，这就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
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
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
真正的民主共和国。

中共二大正确地分析了中国的社
会性质，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
和前途，指出了中国革命要分两步走，
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
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
为中国各民族人民的革命斗争指明了
方向，对中国革命具有重大的深远的
意义。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简介

1923 年 6 月 12 日至 20 日，中国共
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东山
恤孤院 31 号（现恤孤院路 3 号）召开。
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蔡和森、陈潭
秋、恽代英、瞿秋白、张国焘、李立三、
项英等来自全国各地及莫斯科的代表
近 40 人出席大会，他们代表了全国
420 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参加
了会议。陈独秀主持会议并代表第二
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作报告。

大会的主要议程有三项：一、讨论
党纲草案；二、讨论同国民党建立革命
统一战线问题；三、选举党的中央执行
委员会。

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与国民党
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问题。陈
独秀在报告中，着重说明了中国共产
党决定和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
依据和过程。代表们就共产党员以个
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
线的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经过讨论，大会接受了共产国际
关于中国共产党同中国国民党进行合
作的指示，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
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中国共产党
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 等文件。
这些文件的中心思想是，党在现阶段

“应该以国民革命运动为中心工作”，
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采
取党内合作的形式，同国民党建立联
合战线，以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
命的重要任务。文件还规定了要保持
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的独立性的一些
原则。

大会选举陈独秀、蔡和森、李大
钊、谭平山、王荷波、毛泽东、朱少连、
项英、罗章龙等9人为中央委员，邓培、
张连光、徐梅坤、李汉俊、邓中夏5人为
候补中央委员，由陈独秀、蔡和森、毛
泽东、罗章龙、谭平山（后由于谭调职，
改为王荷波）5 人组成中央局，陈独秀
为委员长，毛泽东为秘书，罗章龙担任
会计，负责中央日常工作。

党的三大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策略原则和共产国际的指示，结合中
国革命的具体情况，充分发扬民主，在
分析中国社会矛盾和明确中国革命性
质的基础上，正确解决了建党初期党
内在国共合作问题上存在的重大分
歧，统一了全党的认识，正式确定了共
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与国
民党进行党内合作的策略方针，使党
能够团结一切可能联合的力量，共同
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

党的三大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
推动下，孙中山先生对国民党进行了
改组，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
三大政策，召开了国共合作的国民党
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国共合
作正式建立，全国掀起了声势浩大、轰
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群众运
动，胜利地举行了北伐战争，促进了中
国革命的高涨。但是，大会对于无产
阶级领导权问题、农民问题和军队问
题没有给以应有的重视。

党的三大结束的当天，代表们来
到黄花岗烈士墓前，在瞿秋白同志的
指挥下高唱国际歌。中国共产党第三
次代表大会，就在雄壮有力的国际歌
声中胜利闭幕了。

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简介

国民党一大的召开，标志着第一
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此后，工人
运动逐渐恢复，农民运动日益兴起，全

国革命形势迅速高涨，形成了以广州
为中心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
革命新局面。

但是，国共合作并非一帆风顺，在
波澜壮阔的大革命洪流中也潜伏着令
人不安的暗流。1924 年 6 月，国民党
内的右派分子邓泽如、张继、谢持向国
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弹劾共产
党案》，声称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于
本党之生存发展，有重大妨害”，“绝对
不宜党中有党”。8 月，张继等又抛出
所谓《护党宣言》，诬蔑共产党员加入
国民党的目的是消灭国民党。

面对国民党右派的进攻，中共中
央于7月1日发出党内通告，要求各级
党组织坚决揭露国民党右派的反动活
动。陈独秀、恽代英、瞿秋白、蔡和森
等连续发表文章，痛斥国民党右派违
背国民党一大政纲、破坏革命队伍内
部团结的反动言行。此刻，摆在共产
党人面前的重要问题是：在这场日益
高涨的大革命浪潮中，共产党人是应
当在国民党的旗帜下为了国民革命运
动去组织中国工人、农民以及青年，还
是应当由共产党直接去组织群众？

为了总结国共合作一年来的经
验，加强对革命运动的领导，回答党所
面临的许多新问题，1925 年 1 月 11 日
至 22 日，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
大会在上海召开。出席大会的有陈独
秀、蔡和森、瞿秋白、谭平山、周恩来、
彭述之、张太雷、陈潭秋、李维汉、李立
三、王荷波、项英、向警予等20人，代表
着全国 994 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维
经斯基参加了大会。陈独秀代表第三
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作了工作报告。

大会围绕当前的中心工作，通过
了《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等
11个议决案，并选出了新的中央执行
委员会。新当选的中央执行委员共 9
人：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
焘、项英、瞿秋白、彭述之、谭平
山、李维汉；候补执行委员 5 人：邓
培、王荷波、罗章龙、张太雷、朱锦
堂。在随后举行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
一次会议上，陈独秀当选为中央总书
记兼中央组织部主任，彭述之任中央
宣传部主任，张国焘任中央工农部主
任，蔡和森、瞿秋白任中央宣传部委
员，以上5人组成中央局。

党的四大最重要的贡献是第一次
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
领导权和工农联盟问题。《对于民族革
命运动之议决案》明确指出：“无产阶
级的政党应该知道无产阶级参加民族
运动，不是附属资产阶级而参加，乃
以自己阶级独立的地位与目的参加”。

“无产阶级是最有革命性的阶级”。所
以，民主革命“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
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
位，才能够得到胜利”。关于工农联
盟，《对于农民运动的议决案》阐明了
农民是无产阶级同盟军的原理，强调
了农民在中国民族革命中的重要地
位，指出：如果不发动农民起来斗
争，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和中国革命
的成功是不可能取得的。此外，大会
对中国民主革命的内容作了较完整的
规定，指出在“反对国际帝国主义”
的同时，既要“反对封建的军阀政
治”，又要“反对封建的经济关系”，
这表明，此时党已把新民主主义革命
基本思想的要点提出来了。

党的四大作出的各项正确决策，
为大革命高潮的到来作了政治上、思
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此后，全国的
革命形势迅速发展，工人运动风起云
涌，农民运动轰轰烈烈，大革命的高潮
来临了。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简介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
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
大革命遭到了局部的严重失败。此
后，全国形成了三个政权，即原来的北
洋军阀政府，上海、南京的蒋介石反革
命政权和武汉国民政府。面对错综复
杂的矛盾和尖锐激烈的斗争，需要中
国共产党对形势有清醒的认识并采取
果断行动，才能挽救革命。党的五大
就是在这种非常状态下召开的。全体
党员期望这次大会能正确判断当前局
势，回答大家最为关注的如何从危急
中挽救革命的问题。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国
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
开。出席大会的代表有：陈独秀、蔡和
森、瞿秋白、毛泽东、任弼时、刘少奇、
邓中夏、张国焘、张太雷、李立三、李维
汉、陈延年、彭湃、方志敏、恽代英、罗
亦农、项英、董必武、陈潭秋、苏兆征、
向警予、蔡畅、向忠发、罗章龙、贺昌、
阮啸仙、王荷波、彭述之等 82 人，代表
着57967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罗易、
鲍罗廷、维经斯基等出席了大会。

陈独秀代表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
会向大会作了《政治与组织的报告》，
涉及中国各阶级、土地、无产阶级领导
权、军事、国共两党关系等 11 个问题。
报告既没有正确总结经验教训，又没
有提出挽救时局的方针政策，反而为
过去的错误进行辩护，继续提出一些
错误主张。

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罗易作了题
为《中国革命问题和无产阶级的作用》
的讲话。代表们对陈独秀的错误进行
了批评。会前，瞿秋白针对陈独秀、彭
述之等的机会主义理论和政策，写成
了《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一书，着
重论述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领
导权问题。会上他把该书发给大家，
并作了系统发言。针对陈独秀报告关
于统一战线上的错误，蔡和森在发言
中指出：中国小资产阶级政党（国民
党）过去之弱点及现在动摇，说明能领
导革命到底并取得胜利的只有无产阶
级政党。我们应以坚决的无产阶级的
领导去制胜小资产阶级的动摇与犹
疑。毛泽东批评了陈独秀在对待农民
问题上的错误，主张把农民组织和武
装起来，迅速加强农民的斗争。

大会通过了《政治形势与党的任
务议决案》《土地问题议决案》等，选出
了由 31 名正式委员和 14 名候补委员
组成的党的中央委员会。随后举行的
五届一中全会选举陈独秀、蔡和森、李
维汉、瞿秋白、张国焘、谭平山、李立
三、周恩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苏兆
征、张太雷等为候补委员；选举陈独
秀、张国焘、蔡和森为中央政治局常务
委员会委员，陈独秀为总书记。大会
第一次选举产生了中央监察委员会，
由正式委员7人、候补委员3人组成。

党的五大虽然批评了陈独秀的错
误，但对无产阶级如何争取领导权，如
何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如何对待
武汉国民政府和国民党，特别是如何
建立党的革命武装等迫在眉睫的重大
问题，都未能作出切实可行的回答，因
此，难以承担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
挽救大革命的重任。而真正结束中央
所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制定正确
的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方针，是在3个
月后的八七会议上完成的。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简介

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
党开始走上了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道

路。在关于中国社会性质以及革命性
质、对象、动力、前途等关系革命成败
的重大问题上，迫切需要召开一次党
的全国代表大会认真加以解决。由于
国内当时正处在极为严重的白色恐怖
中，很难找到一个安全的开会地点，加
上1928年春夏间将相继在莫斯科召开
赤色职工第四次大会、共产国际第六
次大会和少共国际第五次大会，考虑
到届时中国共产党都将派代表出席这
几个大会，而且中共中央也迫切希望
能够得到共产国际的及时指导，遂决
定党的六大在莫斯科召开。

1928年3月，共产国际来电同意中
共六大在苏联境内召开。4月2日，中
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开会研究召
开六大的问题，决定李维汉、任弼时留
守，负责中央日常工作，邓小平为留守
中央秘书长。1928 年 4 月下旬起，瞿
秋白、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和100多位
参加六大的代表相继分批秘密前往莫
斯科。

1928 年 6 月 18 日至 7 月 11 日，中
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
科近郊兹维尼果罗德镇“银色别墅”秘
密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共142人，其
中有表决权的正式代表为84人。

瞿秋白代表第五届中央委员会作
《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的政治报告，周
恩来作了组织报告和军事报告，李立
三作农民问题报告，向忠发作了职工
运动报告，共产国际代表布哈林作了

《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的报
告。大会通过了关于政治、军事、组
织、苏维埃政权、农民、土地、职工、宣
传、民族、妇女、青年团等问题的决议，
以及经过修改的《中国共产党党章》。

六大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委员
会：中央委员 23 人，候补中央委员 13
人。随后召开的六届一中全会选举苏
兆征、项英、周恩来、向忠发、瞿秋白、
蔡和森、张国焘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关
向应、李立三、罗登贤、彭湃、杨殷、卢
福坦、徐锡根为政治局候补委员；选举
苏兆征、向忠发、项英、周恩来、蔡和森
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委员，李立三、杨
殷、徐锡根为常委会候补委员。六届
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选举向忠发为
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委会
主席，周恩来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秘
书长。

党的六大是在特定历史时期和历
史条件下召开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
会议。六大认真地总结了大革命失败
以来的经验教训，对有关中国革命的
一系列存在严重争论的根本问题，作
出了基本正确的回答。它集中解决了
当时困扰党的两大问题：一是在中国
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问题上，指出现
阶段的中国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
会，引起中国革命的基本矛盾一个也
没有解决，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依然是
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主义革命。二是
在革命形势和党的任务问题上，明确
了革命处于低潮，党的总路线是争取
群众，党的中心工作不是千方百计地
组织暴动，而是做艰苦的群众工作，积
蓄力量。这两个重要问题的解决，基
本上统一了全党思想，对克服党内存
在的“左”倾情绪，实现工作的转变，起
了积极的作用。

由于历史发展的局限性，党的六
大对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中
心问题、中国革命的敌人、党的工作重
心等问题认识不足，但这仍然不能掩
盖党的六大本身主要方面和路线的正
确性。

(节选自学习强国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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