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27年 9月袁起义军主力潮汕失利后袁一部分主
力进入海陆丰地区袁另一部分主力由起义军第 9军副
军长朱德率领第 25师和第 9军教导团袁血战三河坝袁
转战粤闽赣边区遥 起义部队不时遭到地主武装尧反动
民团的袭扰遥 加上缺吃少穿袁疾病流行袁军官思想混
乱袁士兵纪律松懈袁部队严重减员遥这些问题如果得不
到及时解决袁部队将难以经受住考验袁如何保存革命
火种成为现实考验遥

10月 23日袁起义部队进入信丰新田圩后袁朱德在
信丰的新田大屋下袁主持召开了排以上军官会议袁研究
整顿部队纪律袁成立没收委员会袁开展打土豪活动袁解
决部队给养问题袁史称野信丰整纪冶遥 10月 25日袁针对
部队进入信丰县城后袁 仍有少数人进饭馆大吃大喝不
给钱袁还有的士兵跑进布店把布抢到街上等纪律涣散尧
骚扰百姓的情况袁朱德尧陈毅当机立断袁把部队带离县
城袁在信丰西牛源和丫叉桥的一个山坳里袁召开全体军
人大会袁决定整顿部队纪律遥会上袁陈毅满脸愤怒地说院
野我们是革命的队伍袁是人民的武装袁我们的政策是保
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遥 可是袁在我们队伍里袁有人竟
敢无视军纪袁光天化日之下袁公开抢劫当铺遥 这哪里是
革命战士袁简直就像土匪一样浴我们要执行严肃的革命
纪律浴 冶接着袁陈毅语重心长地说院野我们共产党领导的
革命武装袁不是军阀部队袁也不是国民党的部队遥 我们
要有铁一般的纪律袁有了这样的纪律袁人民才会拥护我
们袁革命才能胜利遥 否则袁我们一刻也难以生存遥 冶

朱德的发言诚恳而严肃袁他说袁野我只讲一点袁革命离
不开纪律遥革命纪律是铁面无私的袁如果我朱德违反了纪
律袁 大家同样可以拿我问罪遥 革命军队的纪律是铁的纪
律袁任何人违反纪律都要受处罚浴 冶这时袁会场上响起了一
阵热烈掌声遥 至此袁这次违纪事件得到了圆满处理遥

正是由于加强了纪律建设袁革命才一次次化险为
夷袁焕发出无穷生机遥 1928年 4月袁朱德发动湘南起
义后袁 率部与毛泽东在井冈山实现历史性的会师袁拉
开了中国革命崭新序幕遥

回顾南昌起义这段历史袁我们不难看出袁人民军
队由弱小到强大尧从苦难到辉煌袁一个重要法宝就是
不断加强纪律建设袁 靠严明的纪律和规矩统一意志尧
规范行动尧凝聚力量遥 纪念历史袁是为了不忘初心尧继
续前进遥 无论何时袁我们都不能放松更不能放弃纪律
建设遥 严明党的纪律袁这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
国梦的根本前提和可靠保证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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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91年前袁震惊中外的南昌起义以其独特的历
史功勋袁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袁意
味着中国革命翻开了全新篇章遥

南昌起义具有四大夺目的野亮点冶院打响了武装
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袁创建了一支人民军队袁
走上了一条正确道路要要要井冈山革命道路袁 造就了
一批杰出将帅遥

透过南昌起义袁 我们可以看到一条纪律建设的
清晰脉络遥 在这场伟大战斗中袁纪律建设起到了至关
重要的作用遥

1927年袁蒋介石尧汪精卫先后背叛革命袁残酷屠
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袁成千上万的革命者倒在血
泊之中袁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惨遭失败遥 在此
危难之际袁为挽救革命袁7月 24日袁中央临时常委会
和共产国际代表分析了敌我形势袁均表示赞同在南
昌举行起义袁并决定以周恩来为书记袁恽代英尧李立
三尧彭湃为委员组成前敌委员会袁组织和领导南昌
起义遥 严格遵守保密纪律的精神品质袁在周恩来身
上体现得淋漓尽致遥 7月 25日袁周恩来从武汉动身
去九江袁临行之前袁他对邓颖超同样守口如瓶遥 邓颖
超后来回忆说院野周恩来直到要离开武汉的时候袁在
晚饭前后才告诉我袁他当晚就要动身去九江遥 去干
啥袁呆多久袁什么也没有讲遥 我对保密已成习惯袁什
么也没有问遥 当时袁大敌当前袁大家都满腔仇恨遥 我
们只是在无言中紧紧握手告别遥 冶一直到 8月初袁邓
颖超在国民党的报纸看到了南昌起义的消息袁才得
知周恩来去了南昌遥 周恩来尧邓颖超把没有说的话
埋藏在各自的心底袁成为遵守纪律的模范标杆遥

特殊的斗争形势袁更需要把严守保密纪律放在
首位遥 那时军队党的组织是极秘密的袁对于保证战
斗的突然性和秘密性袁 作了周密而具体的安排袁即
便在临近起义的前几天仍保持高度警戒遥 7月 30日
下午 2时左右袁在南昌百花洲畔一栋教学楼内的第
11军第 24师师部袁 叶挺召集营以上军官开会袁野会
场是临时布置的袁远处有卫兵站岗警戒袁闲人一个
也不许进来袁看来会议很机密冶遥 与此同时袁驻扎在
子固路江西省圣公会的宏道中学和教堂内的第 20
军指挥部袁贺龙也召开了团长以上军官会议遥 为防
止泄露机密袁会场高度戒备遥 而获悉起义计划后的
团尧 营级军官同样做到严守机密遥 时任第 24师 72
团 3营营长的袁也烈曾这样考虑院野在我们这个营
的军官中袁副营长是国民党员袁连长尧指导员中有 3
个国民党员袁排长中国民多于共产党员遥 这些国民
党也虽然被认为是进步的袁 可能跟着共产党走袁但
对国民党军作战的坚决程度袁尚待考验遥 特别是因
为他们有许多黄埔同学在对方袁有意无意地送个消
息是很可能的遥 为了严守军事秘密袁保证战斗的胜
利袁我便亲自去组织战前的准备工作遥 冶

命令是逐级下达的袁野而连的干部一直到队伍
出发之前袁才接到战斗任务袁得知今晚这一震天动
地的行动袁现在袁大家只剩下一件心事院计算什么时
候把任务传达给排长和全体战士冶遥 而对于士兵袁则
在临近起义打响时才宣布军事行动袁在此之前则未
透露任何关于军事行动的意图遥南昌起义时任第 20
军教导团战士的涂国林后来曾回忆说院野起义前一
天才突然接到命令袁要我们移驻小营盘遥 当晚睡下
不久袁上边就来了通知袁我们一个个耳传着院耶喂袁注
意浴今晚恐怕有事浴 爷睡梦中被叫醒袁奉命紧急集合遥
队长宣布进入战斗袁任务是消灭附近敌军遥 冶而对于
非作战人员袁很多人则是在战斗打响之后才得知起
义了袁 起义时在军事参谋团工作的女兵胡毓秀回
忆院野当天晚上袁我和志元正在睡梦中袁忽然听到四
面炮声隆隆遥 直到天明袁我们终于得到了令人欣喜
欲狂的消息院耶我们的军队已经起义了浴 爷冶

8月 1日凌晨 2点袁 起义各部队按预先侦察好
的道路尧方向尧目标袁对没有准备的敌军进行突袭袁
敌军不知所措袁迅速瓦解遥 显而易见袁这与起义前党
出色的保密工作是分不开的遥

南昌起义中的纪律建设
阴戴和杰 何剑芳

严守保密纪律是
打响南昌起义的先决条件1

南昌起义是中共中央根据时局的突变所决定的袁
起义全过程呈现了野听党指挥冶的定势与格局遥以周恩
来为书记的党的前敌委员会袁临危受命袁积极主动地
负责组织和领导南昌起义袁牢牢把握起义部队的政治
方向袁成了起义军坚强的领导核心遥参加起义的军队袁
大多是在党掌握和影响下的武装力量遥

起义军主要军事将领贺龙尧叶挺尧朱德尧刘伯承坚
决野听党指挥冶遥 周恩来在征询贺龙意见时袁贺龙表示
野甚为热烈冶袁当时他还不是共产党员袁但他坚定地表
示院野完全听共产党的命令袁要我怎样干就怎样干浴 冶起
义前一天召开的营以上军官会议上袁贺龙说院野国民党
已经死了遥 我们今天要重新树起革命的旗帜袁愿跟我
走的袁我们一起革命袁不愿跟我走的袁可以离开部队遥
我们今后要听共产党的领导袁 绝对服从共产党的命
令遥 冶在整个起义过程中袁以总指挥贺龙为代表的在党
影响下的进步武装力量和国民党左派人士袁始终听从
党的指挥袁牢牢团结在党的前委的周围遥贺龙尧郭沫若
在南下广东抵达瑞金时袁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遥 他们
都是在最危险的时候坚定地站在中国共产党这边遥以
前委为代表的党的领导袁具有强大的凝聚力袁是南昌
起义取胜的根本原因遥

听党指挥是
南昌起义胜利的根本保证2

一支军队的纲领和宣言就是一面旗帜遥南昌起义发
布的系列文告袁不仅让全体官兵明白此次革命的伟大意
义及光明前景袁极大鼓舞了士气袁也要求全体官兵共同
接受党纪军纪的约束遥 如叶兼代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
总指挥贺龙告全体官兵书曳就昭告世人院野我们既然明白
我们是为自己革命袁为自己牺牲袁我们对于民众尤其是
对于一般贫苦工农大众袁应加以保护袁反对拉夫袁对于商
民也应该切实保护袁不应该强行买卖遥 冶叶国民革命军第
二方面军总指挥贺示曳宣告院野对于民众团体袁保护十分
严谨遥 对于商界同胞袁买卖尤属公平遥 士兵如有骚扰袁准
其捆送来营遥 本军纪律森严袁重惩决不姑徇遥 冶

8月 18日袁 起义军到达广昌遥 当晚全军召开大
会遥 贺龙简短总结了十多天的行军情况袁然后严厉地
说院野老百姓有反映袁很多士兵到池塘里洗澡尧摸鱼袁这
是很不好的浴冶一些士兵听了很不安遥野还有些官兵袁自
己不愿意扛枪袁就抓夫袁让别人挑枪浴 冶野从现在起袁不
准下老百姓的池塘洗澡尧摸鱼袁不准抓挑夫袁行军锅一
律自己背上遥 我们是干革命的军队袁不能像国民党反
革命军队那样袁不替老百姓着想遥同时打扫宿营地遥烧
水尧煮饭一律在外面袁这有点麻烦袁要革命袁就不要怕
麻烦遥 冶大家都在议论着袁感觉说得挺新鲜遥

而身为副军长的朱德严格要求自己袁过着同士兵
一样的简朴生活袁和士兵一样吃大锅饭袁一样穿灰色
粗布军装遥行军时袁他有马不骑袁和士兵一样肩上扛着
步枪袁背着背包袁有时还搀扶着伤病员遥 他的一言一
行袁深深地感染着大家遥 恽代英有坐骑袁但他不骑袁让
给伤病员骑袁一直坚持步行遥

8月下旬起义军到达江西瑞金后袁前委专门召开
会议袁分析了革命形势及部队思想状况袁印发了叶兼代
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告全体官兵书曳袁
重申起义军的严明纪律和保护商人的政策遥

严明纪律是
南昌起义军南征广东的有力保障3

整顿纪律是巩固起义军余部、
保存革命火种的必要举措4

绎谢美英持有的瑞金市被征地农民证遗失袁证
号院ZD01070877袁特此声明遥

绎瑞金市公安局签发的第 36078119960306592X
号渊陈海云冤身份证遗失袁特此声明遥

绎瑞金市亚恒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公章壹枚遗
失袁特此声明作废遥

绎瑞金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工会委员会公章及印
鉴(赖凤鸣)因不慎遗失袁特登报声明作废遥

绎瑞金市公安局核发的户主毛六娣 (身份证:
362102196106051025冤户口簿遗失袁户主院毛六娣遥 成
员院杨志明尧李荷花尧李雨静袁特此声明遥

绎南京财经大学红山学院 14级审计 1451班刘
恩宏袁高校毕业生就业协议书及就业推荐表遗失遥 丢
失协议书编号院201868762417曰丢失就业推荐表编号院
68762417袁声明作废袁特此公示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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