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武昌宾阳
门。正是在这
里，粟裕完成从
学生到革命战
士的转变。

1926年，
刘伯承加入中
国共产党，次
年赴武汉。

1927年8月，
陈毅离开武汉后，
在江西抚州追上南
昌起义部队。图为
陈毅1929年照。

1932年6月，
许光达到达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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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最早的一张照
片，原藏莫斯科国
家社会政治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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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 荣 桓
来武汉之前，
曾在青岛求
学 ，图 为
1924 年他在
山东私立青
岛大学留影。 青年粟裕

武汉大智
门车站。1927
年 7 月，黄克
诚在此附近住
下，天天上街
寻找党组织。

许光达在
黄埔军校武汉
分校的毕业
证，当时他叫
许德华。

将帅后人寄语英雄之城武汉

愿英雄之城安宁健壮，人民生活更加美好
武汉一直就是一座英雄之城，希望武汉越来越好！7月30

日，开国十大元帅、十大将的后人们通过长江日报，寄语武汉取
得更大成就，生活更加美好。

朱德元帅之孙朱和平：

从中国近代历史来看，每当中华民族到了关键时期、关
键时刻、重要节点，武汉这个城市、武汉人民都发挥了重要
作用。

今年以来，我一直关注着武汉。武汉人民为疫情防控作出
了重大贡献、巨大牺牲。没有武汉人民的付出，这场疫情的后
果将不堪设想。希望英雄的武汉人民能够继续保持自己的光
荣传统，保持这种文化和精神传承。相信这座英雄的城市一定
能战胜各种困难，越来越辉煌。

彭德怀元帅侄外孙张峰：

武汉是一个英雄的城市，我们的先辈在这里聚集，建立初
心，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立，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前赴
后继。武汉是一个英雄的城市，武汉有着英雄的人民，在刚刚
经历的疫情中，你们不忘初心、万众一心。时代呼唤爱国主义
精神，时代需要爱国主义精神，武汉人民为全国人民做出了榜
样，我衷心地祝愿武汉繁荣、人民幸福。

陈赓大将之子陈知建：

经历了这次疫情阻击战，我更加敬佩英雄的武汉人民。这
半年多的事情表明，武汉这座英雄城市有着一贯的英雄传统，
千万武汉人民表现优异，听党的话，纪律性和战斗力都很强，作

风严谨。我很敬佩，很感动，武汉人民了不起！

罗瑞卿大将之子罗箭：

我父亲 1927 年进入武汉黄埔军校，从此走上革命的道
路。与此同时，还有许多将领也从武汉走上革命道路。可
以说，武汉是座革命的城市，英雄的城市。今年，在抗击新
冠病毒和抗击洪水灾害的斗争中，人民军队为武汉作岀了
自己的贡献，这是回报武汉人民的养育之恩！军民团结如
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祝武汉人民取得更大的成就，生活
更加美好！

谭政大将之子谭竞先：

这次武汉“封城”抗疫，牵动人心。这种牺牲自己、确保四

方的大无畏精神，又为武汉这座英雄之城增添了新的荣光。在
没有硝烟的战场，生命依然闪光，肩负不凡的使命，斗志永远昂
扬。祝三军将士节日快乐！愿英雄之城安宁健壮！

肖劲光大将之女肖凯：

听说在武汉之前，从没有一个上百万人口的城市“封城”抗
击疫情，但是武汉做到了，而且是一座人口过千万人的城市，这
得是多大的勇气？要面对多少从来未遇过的困难？上次习近
平总书记到武汉，说要感谢武汉人民，这说出了大家的心里
话。武汉牺牲自己，为全国人民赢得了与病毒赛跑的时间；武
汉沉着应战，为全国摸索出了宝贵的抗击疫情的经验。武汉，
不愧为一座让人起敬的英雄之城！

（长江日报记者欧阳春艳 禹宏 刘功虎 罗京 万建辉）

今年6月30日，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旧址，武汉人民艺术剧院的演员们表演大型原创革命话剧。 余倩 摄

武汉人民从来没有被艰难险阻压垮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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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

“十大元帅十大将”
汇聚武汉

1927年是中国革命史上具有特殊意义的一年。北伐革命因
国民党反动势力叛变而失败，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发动“四一二”

“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中国革命处于危急关头。
风雷激荡之际，风云人物会聚武汉，包括后来成为新中国的

开国十大元帅和十位大将。当时，他们有的是中共早期党员，有
的是国民革命军高级将领，有的是普通一兵、年轻学生，他们在
历史激烈动荡的时刻，在各种思想、主义的冲突中，苦苦寻求救
国救民、强国强民的答案。同一年，他们都从武汉出发，走向中
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道路，成为各地武装暴动的中坚力量
或骨干。

“1927年，我的父亲谭政还未满21岁，受妻兄陈赓的引导，他
投笔从戎，来汉参加武汉国民革命军。22年后，他又率军于1949
年5月16日解放武汉，并任武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因此武
汉这座城对父亲尤其重要、亲切。”谭竞先回忆说道。

据专家梳理，在我国的开国将领中，除了十大元帅十大将，
还有7位上将、11位中将、8位少将，都曾于1926年至1927年在
武汉风云际会。他们此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创建人民军
队的武装起义，之后又在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
功勋卓著。

南昌起义前

“开国将帅们”在汉
作出重要抉择

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揭开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
争和创建革命军队的序幕。南昌起义部队之所以能坚持下来，
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们有着坚定不移跟党走的信念。这一信念
是在武汉形成的。

在武汉，这些未来的开国将领们作出了人生最重要的抉
择。危急时刻，他们坚定选择跟共产党走、坚持革命，选择流血
牺牲。1926年9月，国民革命军少将参谋长张云逸秘密加入中国
共产党；1927年7月，叶剑英以国民革命军第4军中将参谋长身
份与蒋、汪决裂。在大革命失败、共产党处于危难之际，叶剑英
在武昌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6月，尚是普通一兵的粟裕
在武汉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所在的队伍，后来成为南昌起义前敌
委员会的警卫队。

由于出众的战功和能力，贺龙当时是各方争取的对象。面
对蒋、汪的百般拉拢，他信念不渝，驻防武汉期间至南昌起义之
前，几十次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贺龙率领的第20军驻扎武汉
时并不直接由共产党掌握，但这是一支受共产党影响的部队。
共产党对这支部队进行了改造：派驻宣传队对官兵进行政治培
训，在官兵中发展党员；把党培养的工农骨干派到部队中，改变
部队的成分；派干部帮他们组建新的部队。

为什么抛弃高官厚禄，甘冒掉脑袋危险，也要投身处于危难
之际的中国共产党？张云逸之子张光东问过父亲这个问题，张云
逸回答，“你不知道当时的社会多黑暗，我是为了解放劳动人民才
来入党的”。张光东说，“改变中国”这个信仰支持了父亲的一生。

从武汉出发

将帅们走上
党领导的武装斗争

事实上，不仅举行南昌起义的主力部队、革命将领都是从武
汉出发的，举行南昌起义的决策也是在武汉确定的，武汉是人民
军队建军的出发之城。

1927年7月24日或25日，在武汉召开的中共临时中央常委
会议，作出了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的建军决策。会议结束当晚，
周恩来以前敌委员会书记的身份，在陈赓护送下，从武汉连夜赶
往南昌领导起义。

在此之前，中国共产党已经开始在武汉采用不同方式扩充
军事实力，形成自己的主力部队。1927年春，通过时任国民革命
军24师师长叶挺等人的多方努力，中共军事力量从最初的1个
团迅速扩充为6个团，成为南昌起义的主力部队。

与此同时，由毛泽东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员们，以
“打野外”为名离开武昌，乘船东下，到九江编入了贺龙的第20军
教导团，参加南昌起义；武汉中央政治军事学校的师生，也从武
汉出发赶到南昌参加起义……

开国上将萧克在回忆录中用1万多字详细记录了自己在武
汉的这段历史。他回忆，6月21日，他随北伐部队回到汉口刘家
庙，在长江边露营。此后他又在武汉住了大约一个月，每天进行
军事训练。不久，他所在部队接到出发命令，从武昌乘船去九
江。这时，九江里里外外已经住满了军队，除了24师，还有黄琪
翔的第4军、贺龙的第20军以及朱培德的部队。

有关专家研究认为，当时由中共掌握并从武汉出发的军队
在15个团左右，人数2万～3万，他们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最重要
的武装力量，也是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秋收起义的主力部队。

萧克长孙萧云志说：“爷爷从武汉出发的时候，并不知道自
己即将要参加一场决定中国革命命运的伟大行动——南昌起
义。但他觉得，能够以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继续
高举革命旗帜，说明中国共产党当之无愧地肩负着领导中国革
命的重任。” （长江日报记者欧阳春艳）

英雄之城武汉：1927，“开国将帅”出发地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奋斗历程中，武汉这座
城市英雄辈出。1927年，十大元帅十位大将不约而同在这
里留下传奇足迹，走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道路。”
7月27日，知名党史专家、原市委党史研究室副研究员李
婉霞接受长江日报记者专访时这样说。

全国革命的中心

中国历史在这里转折
1926年秋，北伐战争胜利进展到长江流域后，两湖的

工农运动蓬勃兴起，革命潮流空前高涨，国民党中央、国民
政府、中共中央先后迁至武汉，武汉成为全国革命中心。

然而，正当大革命如火如荼的时候，国民党反动派背
叛革命、背叛人民，向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举起了屠
刀。中国共产党面临被赶尽杀绝的危险，中国革命处于命
悬一线的关头。

1927年，中国革命史上具有特殊意义的一年，北伐战
争因国民党反动势力叛变而失败，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发
动“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中国革命处于危难关
头。

风雷激荡之际，一批风云人物会聚武汉，其中包括参
与创建人民军队的开国十大元帅和十位大将。

李婉霞说，1927年十大元帅和十位大将齐聚武汉，这
在党史、军史上具有独特性、罕见性、珍贵性，其对中国革
命的进程影响深远。

“1926年至1927年，中国共产党在武汉经历了反帝反
封建的北伐战争，以及大革命失败后向土地革命战争和独
立领导武装斗争的转变。在这伟大的时代潮流中，涌现了
党的大批军事骨干。党在武汉为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
争、解放战争、新中国的国防做了军事干部的准备，细数起
来，各个革命战争时期的领军人物、中坚战将，大多数都是
当年从武汉出发走向革命战争的。”李婉霞说。

召开八七会议的城市

三大起义主力在此形成
“大革命高潮时期，十大元帅十大将风云际会武汉；大

革命失败后，在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转变中，十大元帅
十大将响应党的号召，从武汉出发，勇立党领导的革命战
争潮头。”李婉霞说。

在大革命失败的危急关头，在严酷的斗争和血的教训
中，我们党深刻认识到，没有革命的武装就无法战胜武装
的反革命，就无法担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就无法夺取
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无法改变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命
运。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了八七会议，确立了实行土地革
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中国革命从此开始由大革命失败到
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毛泽东“枪杆子里面出
政权”的著名论断，就是在这次紧急会议上提出的。

1927年7月中旬，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军事部部长周恩
来在汉口贯中里的一间宅子里，和朱德、刘伯承等人召集
秘密会议。朱德根据他在江西工作半年了解到的情况，邀
请同志们“到江西去”，在那里发展革命军事力量。7月21
日，朱德离开武汉到达南昌，10天后南昌起义爆发。

同年，刘伯承在武汉临危受命，赶赴南昌参与指挥南
昌起义。

李婉霞说，武汉不仅是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的策源地，
也与广州起义密切相关。中国共产党在国民革命军中苦
心经营，为南昌起义奠定了重要军事基础；1927年9月发
动秋收起义以及同年12月发动广州起义的主力部队，均在
武汉组建。这三大起义的主力部队在武汉形成，并从武汉
出发。

都府堤的一条小巷

缩影了大革命的风云
掩映在一片清末民初风格建筑群中的武昌都府堤，是

一条铺着青石板的小巷。武汉革命博物馆馆长高万娥介
绍，中共五大会址、陈潭秋烈士早期革命活动旧址都在都
府堤20号。“都府堤20号是徐海东大将1925年4月8日入
党的地方，也是陈潭秋烈士1922年到1927年开展早期革
命活动的旧址，还是中共五大开幕式的举办地，它的斜对
面就是武昌毛泽东旧居，距此不远是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
习所。”

都府堤见证了在中国革命史上风云变幻的1927年的
武汉，这个城市成为对中国革命影响重大的红色圣土，缩
影了大革命时期党在武汉奋斗发展的历程。

高万娥认为，无论是武昌农讲所在此扎根，还是毛泽
东在这里安家，这一切都并非偶然。正是由于陈潭秋等一
批革命者在此多年耕耘和培育，打下了牢固的革命基础，
在中国革命处于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中国共产党才会选
择在这里召开中共五大。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在武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
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
个纪律检查机关——中央监察委员会，即中纪委的前身。

“1927年的武汉，毫无疑义是全国大革命的中心。”高
万娥说。这一年，武汉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青年运动和
妇女运动蓬勃开展，武汉成为全国各地青年学生向往的地
方，很多有志之士、优秀人才都来到武汉，经过学习、培训、
工作、战斗、淬炼，又从武汉出发，奔向全国各地的革命斗
争一线。

“祝三军将士节日快乐！愿英雄之城安宁健壮！”7月30日，谭政大将次子谭竞先通过长江日报，寄语武汉。

开国大将肖劲光之女肖凯也一直关注着武汉。今年3月，81岁的她捐出画家丈夫李海涛生前的代表画作《恋海》，并通过儿子及好友帮助募集100万元善款，捐助给奋战在武汉战疫一线的白衣天使和他们的子女。

这些开国功勋的子女们格外关注武汉，缘于其父辈与这座英雄之城有着一段非同一般的“缘分”。1927年，后来成为新中国的十大元帅十大将在奔赴南昌起义、各地武装起义之初，曾汇聚于武汉，武汉是他们走上党领导的武装斗争的出发地。

1927年，武汉风雷激荡

革命者重新出发
长江日报记者黄征

统筹：兰家兴 倪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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粟裕
1927年5月，从常德来到武昌参加国

民革命军，加入中国共产党。7月中旬，离
开武汉赴九江、南昌，参加南昌起义。

徐海东
1927年6月，根据党组织指示离开武

汉，前往大别山开展农民军事斗争。

黄克诚
1927年11月，从武汉回到湖南永兴，

秘密从事农运工作。

陈赓
1927年7月下旬，随周恩来离汉经九

江到南昌，参加南昌起义。

谭政
1927年7月后，离开武汉，在湘赣边界

参加秋收起义。

萧劲光
1927年8月前后，受党组织派遣，离开

武汉后几经辗转，赴苏联留学。

张云逸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脱离国民党部

队，从武汉赴上海、广州等地从事革命工
作。

罗瑞卿
1927年，离开武汉到湖南常德寻找党

组织。

王树声
1927年4月，从武汉带领“中央农民运

动讲习所”300位学生兵返回麻城，平息当
地反革命暴乱。

许光达
1927年7月，从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毕

业后，离开武汉赴九江，后奉命赴南昌参
加起义。

朱德

1927年7月中旬，在汉口秘密会议
上受命“到江西去”,在那里发展革命军
事力量。7月21日，离开武汉到达南昌，
10天后南昌起义爆发。

彭德怀
1927 年前后，在武昌城下“找到了

中国共产党”。1928年7月22日与滕代
远、黄公略等领导平江起义。

刘伯承
1927年7月下旬，从武汉乘船前往

江西九江，参与策划南昌起义，8月1日，
与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等领导南昌
起义。

贺龙
1927年7月，在汉与周恩来首次见

面，下定决心跟党走。7月底率部到九
江，后到南昌接受周恩来代表前委委任
为起义军总指挥职务。他率领的部队
成为南昌起义主力。

陈毅
1927年8月初，乘船离汉经九江赶

到南昌，7日找到率领起义军的周恩来、
刘伯承等。

罗荣桓
1927年4月来汉，不久加入中国共

产党。7月初，受党组织派遣赴湖北通
城开展农运工作。

徐向前
1927 年 3 月，在汉加入中国共产

党。7月赴九江，后到上海找党中央。

聂荣臻
1927年7月中旬，离开武汉赴江西

九江、南昌。

叶剑英
1927年7月离开武汉赴江西九江，

密会贺龙、叶挺，当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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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毛泽东到武汉主持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先
后发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著作。8月7日，中共
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提出“枪杆子里
出政权”的著名思想。会后，毛泽东到湘赣边界发动和领
导秋收起义，建立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后率部
上井冈山，建立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毛泽东是中国
人民解放军的主要缔造者。

1927年，毛泽东在武汉参加了“八七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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