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性。对于研究者来说，这是绝好的研究样本。
不过，依照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理论，苏区革命就是一个犹如爆炸的 “事件”，“爆炸掀起的烟雾

充满了当时人们的头脑，但爆炸本身却很短促，火光一闪即已过去”①，这一事件也是深层振荡中翻
起的浪花和尘埃，对历史不起重大作用。确实，苏区革命不过短短十年，它只是时间长河的 “结
构”中的一个 “点”。然而，漫长的人类历史，不正是由众多的 “点”构成的吗? “点”的变化、
“点”与 “点”之间复杂的交互影响乃至 “局势”的形成和变化、“结构”的深层影响和作用等，
不正是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和旨趣吗? 将战时环境、人性和长时段引入苏区史研究，正
是在时间长河的 “结构” ( 长时段) 中观察其中一个 “点” ( 苏区革命) 的变化，探讨其因何而变、
变了什么、怎样改变、变的结果和影响等。这样的长焦距和短聚焦相结合的苏区史研究，无疑是值
得探索的、有价值的，也是可行的、需要坚持的。

总之，虽然 “史无定法”，但应知 “法外无法”，治史必有法。只有在兼采各学科理论和方法优
长的基础上，做到 “法”在心中、融会贯通，才能如庖丁解牛般得心应手、运用自如，最后如鱼得
水、无往而不利。就苏区史研究来说，战时环境、人性和长时段等多维视角的采用，不仅可能开辟
出诸多尚未开垦的课题，而且可以更为准确地认识苏区革命，提升苏区史研究的水准。

( 本文作者 浙江工商大学中国共产党与现代中国研究中心、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组织的血脉:党内交通研究的再检视

周 俊

组织沟通的建立是整合组织资源、实现组织目标、形塑组织文化的基本前提之一。对于作为一
种革命组织的中国共产党而言，同样如此。在革命实践的进程中，中共实现组织沟通的具体方法便
是通过党内交通这一物理性质的传输手段传递文件、信息，输送干部、物资②。简而言之，信息、
人、物的传输是党内交通的基本功能③。早在建党初期，中共中央便已认识到党内交通的重要性:
“这种工作在组织上的重要，等于人身上的血脉，血脉之流滞，影响于人的生死。”④ 党内交通之所
以如此重要，是因为这一传输网络可以帮助中共测知内外环境的变化，整合组织资源，从而维系和
发展自身的组织力量。就此而言，党内交通能否正常运转，事关组织的兴衰存亡。然而，直到目前
为止，党内交通研究的意义没有得到历史学界的足够重视，研究思路也存在若干局限，因而该领域
的研究进展较为缓慢，至少存在以下五方面问题或不足。

第一，概述、回忆性质的文章偏多，实证性质的研究较少。概述性的文章多为机要部门相关人
员撰写，重点往往在于陈述过程和总结经验，而非学术性质的假设与求证。此类文章虽提供了许多
重要信息，但由于没有明示史料出处，使得历史学者在使用此类史料时颇感棘手。回忆性的文章
( 主要是集体写作性质的回忆录集) 虽然为数不少，但内容非常零碎，关键信息很难收集。更令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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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著，顾良、张慧君译: 《资本主义论丛》，第 176页。
卢琦德: 《党内交通发展述略》，《秘书工作》2014年第 1期。
“党内交通”在不同时期也被称为“地下交通”“政治交通”“秘密交通”“机要交通”“机要通信”等。1949 年新中
国成立后，党内交通主要负责机要文件的传输，不再承担干部与物资的输送工作。
《中共中央通告第二十八号》 ( 1925 年 4 月 30 日) ，中共山西省委办公厅机要交通处: 《中共党内交通工作历史文件汇
编 ( 1923—1993) 》，1996年印行，第 6页。



者感到困扰的问题是，由于党内交通往往被认为涉及党的秘密工作，因此负责党内交通工作的重要
人物一般没有出版回忆录或文集。同时，相比于其他主题，党内交通主题的史料汇编也相对较少。
显然，实证性的研究成果较少，很大程度上是受制于目前的史料条件。必须要说明的是，相关史料
只是相对较少，并非到了无法研究的程度。尽管党内交通研究的史料分布较为零散，但历史学者仍
然可以灵活地运用邮政、地方革命文献、地方志以及军史的通信兵等方面的资料。

第二，地区个案研究逐渐增加，勾勒全局的通史性著作尚未面世。尽管资料方面存在较大限
制，但仍有不少学者致力于推动党内交通的实证性研究。目前，研究的增长点主要体现在地区个案
的积累，而非整体性、长时段的专题性通史书写。在地区个案的研究中，已有学者开始穿透历史表
层，注意到 “人”的属性与 “结构”的因素。例如，有研究者在考察冀中区的案例时，就注意到交
通员的性别、党派身份、籍贯等属性特征①。笔者认为，交通员的属性是影响党内交通运转质量的
关键要素。因为工作性质的关系，党内交通一般采用单线联系的方式。同时，交通员常年来回奔
波，且需要在活动区域内建立有效的社会关系。可以想象，对党组织来说，交通员并不是容易发
展、管理的对象。而从个人角度而言，交通员在当时似乎不是受欢迎的职业选择②。这无疑增加了
党内交通建设的难度。在革命战争的特殊背景之下，党组织是如何吸收、管理、教育交通员的? 目
前学界对这一问题仍缺乏讨论。

另外，有研究者注意到党内交通与邮政、发行工作之间的结构性关系，以及各分立的体系实现
“三位一体”组织形式的过程与曲折之处③。无疑，这种结构性的分析视角对深化党内交通研究将
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但是，此类研究仍聚焦于革命根据地的个案，面临案例代表性的问题。也就
是说，所谓 “邮、交、发”三位一体的构造是局部个案，还不是具有历史普遍性的问题④。在这种
情况之下，个案之间的对照比较以及勾勒全局的专题性通史著作的必要性就得以凸显。然而，管见
所及，目前尚鲜见超越地区个案的实证性研究著作⑤。当然，通史著作的形成需要个案研究的丰富
积累，个案研究也需要通史著作般的大局观照，此为目前党史学界面临的共同问题，此处不再
赘述。

第三，以 1949 年为界线，相关研究成果存在显著断层。众所周知，近年来的党史学界逐渐开
始跨越 1949 年这一时间鸿沟，试图从历史的整体性与连续性视角解读中国革命。同理，党内交通
研究也应延伸至 1949 年以后的历史时期，继续完善这一研究课题的学术体系。但是，从党内交通
研究来看，无论是概述性、回忆性的文章还是既有的相关历史研究，主要的说明对象都是 1949 年
以前的时期。实际上，党内交通的发展在 1949 年前后存在着很强的连续性。相关材料显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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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乾: 《抗战时期冀中区的秘密交通研究》，《党史研究与教学》2019 年第 1 期; 何薇、尚恩怡: 《对 1933 年由成都进
入川陕苏区秘密交通线的辨析》，《苏区研究》2019年第 6期。按: 这些研究以及一些相关回忆录都提及，有些关键位
置的交通员实际上是十二三岁的少年。
例如山东省的报告就谈及，“交通、发行、邮务工作，都同样的遭受了被人轻视的命运，许多人不愿干也不安心这个工
作”。参见《山东省战时邮政建设概况》 ( 1945年 8月) ，《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 15 辑，山东人民出版社，
1984年，第 310页。
参见范连生: 《论抗战时期山东革命根据地的战邮工作》，《抗战史料研究》2014 年第 2 辑，团结出版社，2014 年，第
25—35 页; 王士花: 《抗战时期中共在山东的交通工作》，《史学月刊》2018年第 12 期; 张坷: 《抗日战争时期太行根
据地交通工作的创建与发展》，《南京邮电大学学报》2020年第 4期。
例如，华北局在 1949年 3月就曾指出: “自日寇投降……有的将党内交通组织撤销，改用邮局，有的将党内交通和邮
局合并，有的虽保存交通组织，亦不够健全。”参见《华北局关于加强党内交通工作的指示》 ( 1949年 3月) ，《华北解
放区交通邮政史料汇编 ( 晋冀鲁豫边区卷) 》，人民邮电出版社，1993年，第 160页。
目前学界的专著大部分都聚焦于地区个案，且由于缺乏学术性引用规范，接近纪实类的作品较多。参见梁文玺: 《黑龙
江抗日战争时期地下交通》，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1992 年; 袁树森: 《平西红色交通线》，团结出版社，2013 年;
《中央红色交通线研究》，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年; 《中共广西机要交通史》，2018 年印行; 于洪涛、高洪伟: 《鸡西
红色交通线调查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9年; 刘朋、李宇博: 《中央秘密交通线》，广东人民出版社，2021 年;
等等。



1948 年间，中共中央及其直属机构发出十几次关于请示报告制度的指示①。同时，“为了保证报告
请示制度的顺畅实施”，中央办公厅在 1948 年 11 月召开党内交通工作会议，试图对这一传输网络
进行全面整合②。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内交通的组织结构经过了数次全国性的调整 ( 例如划归军邮
系统，后又划出) ，最终于 1957 年确定了在邮电部门内分设机要通信的组织结构，这种结构设置延
续至今③。以上情况说明，党内交通的系统性整合，也是中共建政的重要环节之一。然而，1949 年
以后党内交通的组织结构、人员配置以及运行机制等具体细节，几乎不为人所知。

第四，缺乏跨学科的理论对话。历史学者一般倾心于描述史实并作出解释，而对形而上的理论
建构往往敬而远之。因此，缺乏理论关怀，常被认为是历史学者的通病。笔者认为，跨学科的理论
对话 ( 并非套用理论) 对历史学的发展甚为有益，因为对话的形式有助于各学科相互刺激、相互借
鉴，从而产生化学反应，形成新的研究思路。例如，1948 年，美国的应用数学家诺伯特·维纳
( Norbert Wiener) 提出了对后世社会科学产生了重大影响的控制论 ( Cybernetics) ④。控制论的基本
观点认为，一个自动控制系统必须根据周围环境的变化，调整自身的运动，以此确保自身的灵活性
和适应性。此后，伊斯顿 ( David Easton) 与多伊奇 ( Karl．W．Deutsch) 等学者将控制论导入政治学
科，逐步形成了政治沟通理论⑤。政治沟通理论认为，信息沟通机制的功能强弱是政权测知、适应
环境变化并延续自身生命的重要指标。这种理论解释实际上与党内交通研究的逻辑异曲同工。另
外，随着政治学与传播学的学科交叉深化，信息沟通机制的研究在中国逐渐被重视理论建构的政治
传播学所吸收⑥。此类研究的对象虽然较为偏重古代史，但为中共党内交通研究提供了不少可供对
比的素材。

第五，跨学科研究手法的导入不足。目前的党内交通研究过于依赖文字史料的解释，忽视了跨
学科研究手法的运用。笔者认为，运用地理信息系统 (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GIS) 的可视
化技术是重要的突破方法之一⑦。因为党内交通研究包含了地点、路线、距离等众多空间要素，GIS
可以将这些抽象的空间要素以可视的形式直观地呈现出来，其所附带的点距测算功能还能计算出交
通线的直线距离。在此基础上，研究者如果将人口分布与交通线分布的相关性纳入考量范围，或许
可以发现从文字史料中无法察觉的规律或因果关系。举例而言，有研究者对 1942 年刘少奇返回延
安之行的过程、路径做了十分翔实的考证⑧。该文展示了 “护送刘少奇过平汉铁路线示意图”这一
局部地图。根据引用说明，可知该图复制于 1988 年，也就是 33 年前出版的 《华北交通邮政史料选
编 ( 1937—1949) 》第 4 辑中的手绘图。由于此图为手绘作品，并且仅展现了平汉铁路线附近的局
部空间，因此令读者特别是后进学者无法从该图中获取更多的有效信息。实际上，如果使用 GIS 技
术，刘少奇返回延安之行的全程路径就可以跃然纸上，还可以测算出路径的直线距离。这种制图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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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工作文件选编 ( 1945．8—1949．9) 》，1980年印行，第 94—129页。
《交通会议纪要》 ( 1948年 11月) ，《中共党内交通工作历史文件汇编 ( 1923—1993) 》，第 44—46页。
秉泽: 《红色血脉———党的秘密交通工作的前世今生》，《保密工作》2019年第 3期。
Norbert Wiener，Cybernetics: Or Control and Communication in the Animal and the Machine，Massachusetts: The MIT Press，1948．
David Easton，The Political System: An Inquiry into the State of Political Science，New York: Alfred A． Knopf，1953． Karl W．
Deutsch，The Nerves of Government: Models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and Control with a New Introduction，New York: The Free
Press of Glencoe，1963．
代表性研究有李元书: 《政治体系中的信息沟通: 政治传播学的分析视角》，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 年; 谢岳: 《当代
中国政治沟通》，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年; 殷晓元: 《中国共产党政治传播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2012 年; 荆学
民: 《当代中国政治传播研究丛书》全 6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2016年; 等等。
在将地理空间的概念引入党史研究的问题上，霍夫亨兹与应星等学者作出了有益尝试。参见 Ｒ．Hofheinz，The Ecology of
Chinese Communist Success: Ｒural Influence Patterns，1923－1945，in A．Doak Barnett．ed，Chinese Communist Politics in Action，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69; 应星、荣思恒: 《中共革命及其组织的地理学视角 ( 1921—1945) 》，《中共
党史研究》2020年第 3期。
参见王峰: 《1942年刘少奇返回延安之行》，《党的文献》2020年第 6 期。按: 刘少奇此行，正是在党内交通的护送之
下完成的。



业本身就是在为后进学者提供重要的参考资料。如果添加同时代的人口、铁路、水路等要素，分析
其与刘少奇行动路线的相关性，或许可以发现党内交通暗含的内在逻辑。这种尝试不一定会成功，
但大胆的实验很可能带来新的发现。需要说明的是，苛责历史学者对各项新技术的掌握不足并非笔
者本意，因为这个问题实际上可以通过共同研究的形式和途径来解决。

当然，党内交通研究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主题，应当将其置于党史研究的大背景之下进行思考，
由此可以更为精准地理解党内交通研究的学术价值。

第一，深化党内交通研究有助于理解革命政党的组织统合过程。众所周知，近 20 年来，党史
研究领域出现了地域化的倾向，聚焦地方个案的研究大量增加，历史叙事 “碎片化”的问题逐步浮
上水面。因此，有学者呼吁，并不是要让地方史摆脱大历史而进入小历史的孤独碎片，而恰恰是要
以大关怀去拼接这些碎片，从而去改写大历史①。《中共党史研究》2017 年第 10 期、2018 年第 5 期
还持续开设了 “地域史研究的回顾、反思与展望”笔谈栏目，对此学术倾向从多方面进行了深入探
讨。在此之前，海外的中国近现代史学界也有类似反思。

随着党史研究的着眼点由中央转向地方、由政策内容转向实践过程，革命进程中的地域差别以
及政策与实践的错位自然会受到更多关注。然而，笔者认为，探讨党内交通是理解这一问题的基本
前提。有学者曾经指出，革命根据地之间的关系史研究一直较为薄弱②。实际上，中央的意志能否
通畅地传达到每一层级的组织，各级党组织的活动信息能否及时反馈给上级党部，党组织是否具有
较强的生存和应变能力，都与党内交通是否敏捷通畅密切相关③。如果了解在革命与战争的特殊环
境下党内交通的运转状况，就可以进一步理解革命进程中的地域差别以及政策与实践错位的内在
含义。

目前，很多研究者更为关注的是党内交通的曲折之处。例如，高橋伸夫通过 20 世纪 30 年代闽
西、豫鄂皖等根据地的案例分析，发现中共党组织内的信息、文件的传递在垂直方向以及水平方向
都存在极大的障碍④。同样聚焦于 30 年代前后的李里也认为，受到革命环境和组织结构的影响，中
共的文件下发往往积压在中央、省委所在地，并呈现由近及远、向外趋弱的趋势⑤。相反，应星则
认为，党中央与各地方根据地之间的信息沟通不畅，反而有助于各级组织展开高度灵活的游击战
争，因为地方军事将领能够在具体战役的决策上享有高度的自由裁量权⑥。换言之，党内交通的曲
折之处既反映了革命组织早期的不成熟，也为灵活、机动、分散的游击战的形成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二，深化党内交通研究有助于理解信息在历史现场的动态作用。历史学者往往将文件视为历
史研究的工具，并时常以今人之环境与条件作为前提，将历史人物 ( 特别是政策决定者) 假设为掌
握足够信息的理性人。殊不知，历史人物因受到同时代的技术条件、时局环境等影响，在很多时候
无法及时获取准确有效的信息。忽视这一问题，就会对历史人物的判断与动机作出不恰当的解释。
笔者认为，深化党内交通研究有助于理解信息在历史现场的作用。因为在具体的革命实践中，除了
电报的形式以外，中共组织之间以及与外界的大部分信息沟通主要是通过党内交通完成的。

举例而言，在 1934 年初召开的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博古等人在未通知共产国际及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情况下，就以张闻天取代毛泽东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人
民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大约半年之后的 1934 年8 月，在莫斯科的王明写信给中共中央政治局批评
道: “关于选举名单，我们还没有得到”，“此地同志都感觉到关于苏维埃政府的选举和改组这类的
重大问题。事先没有能够通知此地，作意见的交换，事后许久不能得到确切的消息，不能不是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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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济顺: 《新革命史与 1950年代上海研究的新叙事》，《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 2期。
李金铮: 《抗日根据地的“关系”史研究》，《抗日战争研究》2016年第 2期。
王奇生: 《革命与反革命: 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 183页。
高橋伸夫: 《党と農民》，研文出版，2006年，36—43，117—121頁。
李里: 《中共文件印发机制探析 ( 1927—1931) 》，《中共党史研究》2020年第 6期。
应星: 《军事发包制》，《社会》2020年第 5 期。



当中一个大的缺陷”①。王明感到不满的理由，不仅仅是因为莫斯科的权威受到了藐视，更是因为在
选举之前，王明等人已将毛泽东作为中国苏维埃革命的象征在莫斯科进行宣传②。关键在于，此时
中共中央与莫斯科的联系是技术性问题导致的中断，还是博古等人故意没有派人前去联系?③ 这个
问题的导向不同，解释就会完全不一样。

换言之，如果当事人是信息或文件的发出方，有意不发和虽然发出但因为传输渠道受限实际没
有送达造成的问题导向显然是不同的。同样，如果当事人是信息或文件的接收方，其作出的某个决
定是发生在接收信息前还是在接收后，也会形成不同的解释。然而，管见所及，在讨论领导人决
策、政治运动、历史事件等问题时，考虑到信息以及文件在同时代的当事人或组织之间的流转细节
的研究并不多④。

第三，深化党内交通研究有助于理解人、物的流通在历史中所产生的作用。除了传递文件与信
息，输送干部与物资也是党内交通的重要功能。首先说输送干部的问题。我们知道，重要人物出现
或未出现在某个重要历史现场 ( 如某重要会议) 是一个极其关键的问题。例如，1942 年，刘少奇
通过党内交通的渠道，历时 9 个月才从华中回到延安参加整风。毛泽东对刘少奇的行止非常关注，
因为刘少奇如果能够及时回到延安，将会更有效地帮助开展整风运动。事实上，也正是抵达延安后
的刘少奇推动了 《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从而进一步提高了毛泽东在党内的
领导权威。因此，刘少奇出现在延安这件事本身就对党内格局的变化有着重大影响。然而，从微观
的角度而言，党内交通工作的运转情况甚至交通员的个人判断，又对刘少奇的行止具有关键性影
响。因为根据党内交通的工作规定，过路干部的一切行动，必须绝对服从交通站及护送人的指导⑤。
也就是说，如果党内交通运转不良或交通员作出不恰当的判断，刘少奇或许要在更晚的时间才能返
回延安，更或者无法返回延安。这种情况下，党内格局又可能产生新的变化。这个问题提醒相关研
究者，需要注意党内交通所带来的微妙影响，而不能以后见之明的态度将历史人物在合适的时机出
现在重要历史现场这一问题假设为理所应当。

关于党内交通输送物资的问题同样如此。1936 年鲁迅通过交通员给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送金华
火腿的事当属典型。此事历来有不同说法，但鲁迅第一次送的火腿因在传递途中丢失而没有送抵，
应属无疑。在上海具体操办此事的冯雪峰认为是负责党内交通的刘鼎截留了物资。他在给中央的报
告中写道: “刘常将我送去之人与物随意延搁，我今始知将鲁送给兄等之火腿随便扣留。”⑥ 考虑到
当时鲁迅的影响力，赠送火腿之事自然具有非凡的政治意义。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其中的波折确是
因党内交通工作而起。以此类推，如果从细节处入手，重新梳理党内交通输送药品、无线电零部
件、食盐、汽油、布匹等物资器材的具体过程及影响，或许可以发现新的问题。

综上所述，笔者从组织统合以及信息、人、物流通的角度，简略阐述了党内交通研究的重要意
义。显然，作为隐藏在组织内的 “血脉”，党内交通工作绝非单纯的技术问题，而是牵一发而动全
身的关键问题。关于这一点，中共中央在 1930 年就曾经明确指出: “红军中的采访与交通，绝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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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康生致中央政治局诸同志的信》 ( 1934年 8 月 3 日) ，转引自杨奎松: 《民国人物过眼录》，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9年，第 257—258页。
〔日〕石川祯浩著，袁广泉译: 《“红星”———世界是如何知道毛泽东的》，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 73页。
此时，上海中央局与共产国际、中共中央的无线电通信已经中断，但派遣交通员的方法仍然可行。参见孙伟: 《中共中
央与共产国际电台联络的中断和恢复》，《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19年第 4期。
杨奎松在分析解放战争时期的土改运动时，十分细心地注意到信息流转与政策转变之间的关系。参见杨奎松: 《中共土
改政策变动的历史考察 ( 1946—1948) : 有关中共土改史的一个争论问题》，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东方学
报》第 81册 ( 2007年 9月) 。
《中共中央北方局关于交通工作的指示》 ( 1942年 9 月 8 日) ，《中共山西党内交通历史资料选编 ( 1924—1949) 》，山
西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 87页。聂荣臻在回忆录中也提及: “我们和秘密交通站接上头以后，一切行动都听向导的，
不该问的，什么都不能问，你问他，他也不会告诉你。”参见《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第 106页。
史纪辛: 《鲁迅托送金华火腿慰问中共领导人史实再考》，《鲁迅研究月刊》2003年第 10期。



技术问题，在今天更成为严重的问题。”①

因为种种原因，党内交通研究这一领域仍存在诸多空白之处。笔者认为，填补这些空白具有重
要的学术意义。正如前文所述，无论是在理解中共组织统合的问题上，还是在理解信息、人、物在
历史现场的内在联系的问题上，党内交通研究都是一条重要的 “求解辅助线”。如果说重大历史事
件、领导人的决策以及政治运动是党史研究中极受瞩目的 “点”，那么党内交通所涵盖的信息、人、
物的流动则更像是隐于暗处的 “线”。尽管这条 “线”在很多时候不易被察觉，却是使 “点”与
“点”发生联系的重要媒介。

( 本文作者 日本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特任研究员)
( 责任编辑 吴志军)

① 《中央政治局关于苏维埃区域目前工作计划》 ( 1930年 10月 24日)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6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
社，1989年，第 462页。按: 该引文中的“采访”意指收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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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第 23 页) 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
怎样理解这个 “决定性意义”? 全党和中央有政治领导核心，全党有成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理论的指导，党的领导才可能有力量，才能是坚强的。邓小平 1989 年 6 月 16 日在同几位中央负责
同志谈话时指出: “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第一代领导
集体的核心是毛主席。因为有毛主席作领导核心，‘文化大革命’就没有把共产党打倒。第二代实
际上我是核心。因为有这个核心，即使发生了两个领导人的变动，都没有影响我们党的领导，党的
领导始终是稳定的。”

从历史经验看，在遵义会议以前，由于党内没有形成领导核心、缺少成熟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理论的指导，党是不成熟的。遵义会议后逐步走向成熟，最终在 1943 年 3 月，中央正式决定毛泽
东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并且有最后决定之权。由此实至名归，毛泽东的核
心地位确立了。也是在这一年，党内领导同志正式提出 “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并确认它为中国
革命的指导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从那以后，党领导的事业
真是从胜利走向胜利。

改革开放初期，如果不形成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要开创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事业，是难以想象的。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时期，如果不形成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要取得那么大的成就，也是难以想象的。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如果没有 “两个确立”，要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
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 13 个方面的伟大成就，是难以想象的。同样，在新的 “赶考”路上，要继
续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也是难以想象的。所以说，“两个确立”是以史为鉴、开创未
来最根本的政治保证，也是党未来经受各种风险挑战考验的坚强保证，更是始终保持全面的、坚强
的党的领导的根本保证。

( 本文作者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原院务委员、研究员)
( 责任编辑 薛 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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