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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 11月 7日至 20日袁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叶坪谢氏宗祠召开袁定都瑞金的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由此宣告成立袁中国共产党带领苏区军民开始了治国安邦的伟大实践遥 今年
11月 7日袁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 87周年的纪念日袁让我们翻开历史袁重温那段光辉岁月遥

“一苏大”的筹备
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发展袁 为 野一苏大

会冶的召开和建立全国性红色政权具备了条
件遥 到 1930年上半年袁召开野一苏大会冶的
时机日趋成熟袁2月 15日袁中共中央和全国
总工会发表宣言袁要求各苏区尧红军部和游
击队袁 派代表出席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
会袁讨论尧研究召开野一苏大会冶各项工作遥

1930年 5月袁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
会在上海秘密召开袁大会通过了叶苏维埃
组织法曳尧叶土地暂行法曳尧叶劳动保护法曳等
法律草案袁开始野一苏大会冶的筹备工作遥

9月 12日袁 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
会中央准备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上海
举行袁正式成立了中央准备委员会渊简称野中
准会冶冤遥鉴于野一苏大会冶的准备工作尚未完
全就绪袁会议决定院原定于 1930年 11月 7
日在上海召开的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
会推迟到 12月 11日广州暴动纪念日召开袁
开会地点移至朱毛红军活动的江西苏区遥

正在这时袁 蒋介石结束了中原大战袁
并从中原抽调兵力南下湘尧鄂尧赣三省袁准
备对三省苏区进行大规模军事野围剿冶遥 面
对国内军事形势的变化袁10月 18日袁野中
准会冶召集上海 12家革命团体代表大会袁
决定野一苏大会冶推迟到 1931年 2月 7日
召开袁野一苏大会冶又一次延期遥
中央苏区第一次反野围剿冶胜利后袁项

英从上海来到中央苏区袁 组建了中共苏区
中央局和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
会遥 这时袁毛泽东尧朱德等才从项英处得知
1931年 2月 7日要在中央苏区召开野一苏
大会冶的消息遥由于野中准会冶秘书长林育南
因前往苏区途中受阻被迫返回上海不久袁
就被国民党当局和公共租界巡捕逮捕袁在
1931年 2月 7日被国民党杀害遥 野一苏大
会冶的筹备工作被迫停顿袁只好再次延期遥 4
月袁 蒋介石向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二次 野围
剿冶袁当务之急是集中精力打破敌人的军事
野围剿冶袁野一苏大会冶 的筹备工作自然被耽
搁下来遥

中央苏区第二次反野围剿冶胜利后袁中
共苏区中央局发布了叶为第一次全国苏维
埃代表大会宣言曳袁 宣布于 8月 1日召开
野一苏大会冶袁成立中央政府袁要求各级做
好准备工作遥

中共苏区中央局发表叶宣言曳不久袁蒋介
石对苏区发动了更大规模的第三次野围剿冶袁
原定 8月 1日召开的野一苏大会冶袁又无法如
期举行遥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于
6月 20日发布第十四号通令袁 将 野一苏大
会冶 改在十月革命纪念日袁渊即公历 1931年
11月 7日冤召开袁野一苏大会冶第四次延期遥

1931年 9月袁 红军连续取得了三次反
野围剿冶的胜利袁为野一苏大会冶的召开和中华
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创造了条件遥建国的日期
已定袁摆在面前的首要任务是建都地点的确
定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缘何选择定都瑞金

1931年 9月底袁 红军按部署由
兴国尧永丰东移至石城尧长汀尧于都尧
会昌等县袁 中共苏区中央局和红军
驻瑞金叶坪居中指挥遥 这一行动袁表
明毛泽东尧朱德尧项英尧任弼时等红
军领导人袁 已选定瑞金作为即将成
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都遥

那么袁 他们为什么会选定瑞金
为首都呢钥 首先是瑞金的地理位置
所决定的遥 瑞金位于江西省东南端袁
坐落在赣尧闽尧粤三省接壤要冲袁地
域居中袁物产丰富遥 东出 80华里即
至长汀袁顺汀江南流可直下龙岩尧上
杭尧永定袁直达广州潮汕出海曰往南
顺绵江水道直通赣江袁 既可直达赣
州尧南昌尧九江袁又可与赣南各县沟
通水路交通袁运输便利袁同时在军事
上也便于机动袁居中指挥遥

第二袁红军第三次反野围剿冶结
束后敌我态势所决定遥 在当时袁赣州
驻有国民党第 19路军两个师曰宁都
县城驻有国民党第 26 路军近两万
人曰 吉安至泰和赣江沿岸驻有国民

党重兵袁兴国县虽没有敌兵袁但离兴
国不远的吉安富田袁还驻有国民党军
两个师曰毗邻瑞金的石城县南部地主
武装势力还比较强大袁会昌县城还没
有被红军占领曰于都县城虽然解放袁
但离赣州较近袁汀州城早已赤化袁但
地处中央苏区一隅遥 只有瑞金即是
中央苏区中心袁又距离国民党军队较
远袁受敌威胁较小袁相对来说较为稳
固安全遥

第三是瑞金的革命基础较好遥
早在 1927年 8月袁周恩来尧朱德等领
导八一南昌起义部队经过瑞金时袁曾
帮助瑞金建立了党组织遥 1929年上
半年毛泽东尧朱德等袁曾先后三次率
红四军来到瑞金袁 特别是这年 2月
11日袁 红四军在大柏地获得了下井
冈山后的第一个大胜仗袁在瑞金当地
影响极大遥 1930年袁瑞金成立中共县
委尧县苏维埃政府和红军第 24纵队袁

1930年初已实现全面赤化袁 同年 8
月以谢唯俊为书记的中共赣东特委
机关也从宁都县迁驻瑞金县城遥

第四是与邓小平在瑞金的出色
工作分不开遥 1931年夏秋间袁时任中
共瑞金县委书记的李添富在全县大
肃所谓的野社会民主党冶袁肆无忌惮地
制造大量冤假错案袁半年之内错杀党
员干部和革命群众 435人袁致使全县
处于一片惊慌与恐怖之中袁各级党组
织几乎全部瘫痪遥危急时刻袁刚从上海
来到中央苏区的邓小平根据一些地方
党组织领导人的推举袁担任了瑞金县
委书记袁他与金维映等一起冒着风险
深入瑞金城乡调查研究袁查清了李添
富乱肃野社党冶的事实与严重恶果袁随
后采取果断措施迅速纠正了这一错
案袁 放出了被无辜关押的干部群众
300余人遥在邓小平领导下袁瑞金全县
各级党政领导机构迅速恢复健全袁局
势迅速稳定袁各项工作逐步走向正轨袁
这就为野一苏大会冶在瑞金召开尧苏维
埃共和国定都瑞金创造了有利条件遥

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后袁第一次全
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于 1931年 11月
7日至 20日在瑞金叶坪村的谢氏宗
祠隆重召开遥来自中央苏区尧湘赣尧湘
鄂赣尧赣东北尧湘鄂西尧琼崖等苏区以
及白区尧红军尧全国总工会尧海员总工
会和朝鲜族的代表袁共 610人出席了
大会遥 大会秘书处创办了叶一苏大会
日刊曳袁对大会进行及时报道遥为了确
保大会安全袁大会秘书处还在长汀设
置了一个假会场来迷惑敌人遥

野一苏大会冶上选举产生了 63人
组成的中央执行委员会袁中央执行委
员会下设中央人民委员会袁 由外交尧
军事尧土地尧内务尧财政尧教育尧司法尧
劳动尧工农检察和国家政治保卫局组
成野九部一局冶遥 大会历时十四天袁在
完成各项议程后于 20日胜利闭幕遥

1931年 11月 25日袁 成立了隶

属临时中央政府管辖的中华苏维
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袁简
称野中革军委冶袁朱德为主席袁王稼
祥尧彭德怀为副主席遥 中央执行委
员会扩大会议亦于 11 月 27 日在
叶坪的一个小树林里召开袁参加会
议的有毛泽东尧朱德尧项英等共十
五人袁会上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执行
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主席袁野毛主
席冶这一响亮的称呼就是从瑞金叶
坪开始喊起的遥

1931年 11月 7 日袁在野一苏大
会冶召开的当天早上袁在叶坪红军广
场上举行了隆重的阅兵典礼遥 这次
阅兵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举
行的第一次正规的阅兵典礼袁3万余

名红军战士健步走入红军广场接受
领导的检阅袁 站在检阅台上的三位
领导人分别是毛泽东尧朱德尧项英袁
他们看着威武的红军战士袁 想到自
己为之奋斗的苏维埃共和国即将诞
生袁心情异常激动袁频频地向战士们
挥手致意遥

为了庆祝野一苏大会冶的胜利召
开袁 时任县委书记的邓小平亲自组
织了万人提灯庆祝晚会遥 当时瑞金
军民尧 各苏区代表挑着土特产尧花
生袁提着各式灯笼袁举着火把走进会
场欢庆大会的胜利召开遥

大会结束后袁 新生的中央政府
将野一苏大冶会址用木板隔成十五个
小房间作为九部的办公室和住室遥
这块小小天地成为中国历史上最精
干高效的政府袁 造就了一批革命精
英袁创造了一个个人间奇迹遥

定都瑞金

苏区时期的毛主席遥

“开国大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