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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1949 年中国共产党对辛亥革命的阐释
要基于党报纪念文本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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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辛亥革命是中国革命历史中重要的政治事件袁任何政治力量都以继承这笔革命遗产为政治目标遥 1937要

1949 年袁基于政治生存环境和自身实力袁中国共产党将辛亥革命纳入到自身革命历史逻辑中袁通过阐释辛亥革命史
事尧败因和继承者等问题袁强调自身与辛亥革命的关联袁论证其继承辛亥革命事业的合法性袁从而获取辛亥革命话语
权遥 这为中国共产党由革命性向执政型政党转变提供了法理基础袁也是其高超政治智慧的一个侧证遥
关键词院中国共产党革命曰辛亥革命曰话语曰纪念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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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政治现代化的过程中袁政府或政党极为

辛亥革命的纪念文本为研究对象袁通过解读尧挖掘

重视建构属于自身的政治文化体系袁重大历史事件

纪念文本背后的主观意图袁探究中国共产党是如何

因其特殊的价值备受重视遥 纵观 20 世纪的中国革

将自身与辛亥革命事业联接在一起袁且取得辛亥革

命袁辛亥革命无疑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性质的重大历

命阐释话语权的袁这或许有助于我们管窥中国共产

史事件袁中华民国成立后袁北京政府更是将武昌首

党纪念辛亥革命的政治意蕴袁揭示政治力量操控话

义日渊10 月 10 日冤定为国庆日渊野双十节冶冤遥 对于各

语权力的运行机制遥

种政治力量而言袁辛亥革命的最大价值在于其革命

一尧辛亥革命史事的阐释

正统性和政权合法性遥 因此袁一旦掌握了阐释辛亥

抗日战争爆发后袁暂时弱化了政治分歧的国共

革命的话语权袁 便意味占据了这一正统性和合法

两党携手对外袁按照政治协商框架袁双方统一于中

性遥 遗憾的是袁辛亥革命爆发时袁中国共产党尚未诞

华民国统治体系之中遥 此种政治情势下袁象征中华

生袁先天性地丧失了掌控话语权的有利时机袁中国

民国的野双十节冶被纳进中国共产党根据地的节庆

国民党则长期以正统自居袁独自享用辛亥革命事业

序列中袁受到边区政府的高度重视遥 每逢节日袁中国

的政治遗产遥 那么袁中国共产党如何利用辛亥革命

共产党都会组织庆祝活动袁通过党报刊登关于辛亥

这一政治资源为自己的政治任务服务钥 依托政治生

革命的社论尧宣传大纲尧领袖讲话等不同文体的纪

存环境重新深度阐释辛亥革命袁从而将自身革命目

念文本遥 然而袁重大历史事件纪念日野是要再现革命

标与辛亥革命事业联接是其中关键所在遥 为此袁本

往事的情景袁而这种出于崇敬的再现意味着回忆原

文拟以 1937要1949 年中国共产党党报刊发的有关

先的情景袁而不是仅仅为了纪念遥 冶[1]因此袁基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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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政治文化体系的纪念文本不仅要通过回忆
和讲述再现辛亥革命的历史情景袁还要从中寻求自
身政权与辛亥革命的关联袁最终达到感化社会群体
的历史认知尧获取政治认同的政治功能遥

1938 年野双十节冶是国共政治关系理顺后的第

山冶等英烈袁突出强调野革命党人冶的作用遥 比如袁
1945 年野双十节冶袁叶抗战日报曳刊登了一篇纪念文章袁
文中指出院野武昌起义是由革命党人策动下的新军
的一部分要要
要工程营首先发动的遥 [5]那么袁为何要强
调野革命党人冶呢钥 文中表述到院野革命党人冶不仅包

一个国庆日袁重现辛亥革命的历史场景成为中国共

括野资产阶级尧华侨资本家尧商人以及一部分同情革

产党各种纪念文本的开场语遥 一份纪念宣传大纲较

命的新官僚冶袁更重要的是袁还包括野广大的下层群

为详细地描述了辛亥革命的史事院野从前的满清政

众尧工人尧农民尧手工业者尧贫民冶袁正是这些群体组

府袁是帝国主义压迫与剥削中国民众的工具袁是最

成了野参加革命的三合会尧哥老会和新军冶袁这就是

腐化的一种官僚机关曰在它的黑暗野蛮的专制统治

说袁野下层群体冶也是发动辛亥革命的主力军遥 [6]此种

下袁出卖了不少的民族利益袁榨取了大量的民众血

阐释最大的不同是引入了符合中国共产党政治属

汗袁使得国势日危袁民不聊生遥 因此袁于 1911 年 10
月 10 日袁在孙中山先生所组织的同盟会领导下袁新

性的阶级话语袁更加注重辛亥革命的发动者袁突出
革命中的阶级因素袁将辛亥革命发动者进行阶级分

军的一部分首先起义于武昌袁 接着各省纷纷响应袁

层袁不再只限于资产阶级袁还有下层劳动阶级袁而下

不及一月袁革命军已占有十余省袁满清政权即随之

层劳动阶级与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属性相吻合遥 通过

瓦解袁后即于南京成立临时政府袁选孙中山先生为
临时大总统袁中华民国即由此出现于世界遥 冶[2]上述

野革命策动者冶 将自身革命事业与辛亥革命联结起
来袁自是表明中国共产党与辛亥革命的历史渊源遥

描述基本上界定了辛亥革命发生的历史过程袁集中

二尧辛亥革命失败原因的阐释

表现出两层意涵院一是强调辛亥革命发生的民族因

节日纪念过程中袁阐述纪念对象的目的在于突

素袁将民族危机视为革命发生的原因所在袁视辛亥

出其意义袁而这种意义总是服务于纪念活动组织者

革命为挽救民族尧推翻外来侵略的革命袁将满清政

的政治需要遥 如果说中国共产党阐释辛亥革命史事

府斥为 野帝国主义压迫与剥削中国民众的工具冶和

是从历史渊源上将自身与辛亥革命联系在一起的

出卖民族利益的野最腐化的官僚机关冶曰二是强调孙

话袁那么阐释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则是进一步的逻

中山的革命领袖地位袁 不仅将其视为革命力量的

辑推演遥

野领导者冶袁还突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野领袖地
位冶遥 这样的史事阐释有意识地突出辛亥革命中的

野民族矛盾冶袁弱化其他矛盾袁显然与正在进行的抗

关于辛亥革命的结果袁 各种纪念文本阐述一
致袁均是成败参半遥 对于成功和失败的认识袁文本的
描述也较为一致院成功之处是野推翻满清冶尧野建立民

日战争紧密相关袁实质是借助野民族矛盾冶将辛亥革

国冶曰失败之处是野革命任务尚未完成冶尧野民国有名

命事业与抗战事业联结起来袁暗含从事抗战就是延

无实冶遥 然而袁纪念文本对于辛亥革命失败原因的阐

续辛亥事业遥 同时袁对孙中山领袖形象的阐释表露

述前后变化明显遥

出此时的中国共产党虽是南京政府统治下的合法

抗战初期袁在统一战线的旗帜下袁边区政府均

政党袁但认同的是以孙中山为中心的辛亥革命遥 在

会隆重地纪念野双十节冶袁其中袁总结辛亥失败原因尧

这种阐释体系下袁此后在中国共产党党报上发表的

吸取教训是纪念活动应有之义遥 此时期的中国共产

各种纪念文本对辛亥革命史事的描述基本延续了

党最重要的政治任务是维护统一战线尧开展政治动

此种精神袁只是文字表述详略有所差别袁比如对辛

员工作袁 辛亥革命败因的阐述也围绕这一任务展

亥革命发动者的表述袁不是沿用野孙中山先生所组
织的同盟会冶这一说法袁而是或使用野孙中山先生等
[3]

先烈冶袁 或使用野孙中山先生冶遥

[4]

1940 年 2 月袁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发表了

叶新民主主义论曳袁 受此影响袁中国共产党党报上的
淤

纪念文本对辛亥革命史事的阐述有了新的变化袁主
要集中在革命策动者的描述上袁暂时弱化了野孙中

开遥 1938 年 10 月 5 日袁叶新中华报曳刊载了叶野双十

节冶国庆纪念宣传大纲曳袁称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有
两个院一是野统一战线的破裂冶曰一是野没有认真地去
组织与领导广大民众到革命运动中来冶遥

1939 年

[2]

野双十节冶袁在日军战略调整的大背景下袁国民党统
治集团中的投降份子日渐增多袁国共统一战线也由
于两党摩擦出现裂痕袁纪念文本对辛亥革命败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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阐释又集中到反对破坏统一战线的分裂份子上来遥

露遥 野当时人民的不觉悟袁 还没有工人阶级的政

于 野革命阵营中某些分子与反革命势力妥协冶袁[3]同

了推翻帝制外袁并没有摧毁帝国主义和封建这两个

叶新华日报曳 的一篇纪念社论直言辛亥革命败因在
样袁在中国共产党庆祝野双十节冶的大会上袁领导人
朱德发表演说袁进一步阐述此种认识袁认为失败原
因在于野帝国主义力量之强大和一部分革命势力在
帝国主义面前的软化冶遥

叶新民主主义论曳发表后袁

[6]

对辛亥革命败因的阐释有了新的认识袁1940 年 野双
十节冶袁 许多纪念文本将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归结

为 野中国的无产阶级在当时还未形成为独立的力
量冶袁 野更没有无产阶级政党来领导冶遥 只是这种认
[7]

[8]

党要要
要共产党曰它由资产阶级领导的袁所以结果除
反革命势力遥 冶 [5]由此看来袁经历过野反革命势力冶尧

野妥协投降份子冶和野国民党冶等文本阐释后袁中国共

产党将辛亥革命败因最终归结到革命领导权上袁认
为正是由于缺乏中国共产党这样的先进阶级政党袁
辛亥革命才会失败遥 换言之袁中国共产党才是真正
能够避免革命失败的执行者袁才是真正能完成辛亥
革命任务的领导者遥 在此种解释体系下袁中国共产
党自身与辛亥革命的关联显然易见袁而中国国民党

识并没有成为此后纪念文本普遍使用的阐释模式袁

不仅被排除在辛亥革命领导者行列外袁其继承辛亥

待到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生存环境好转时袁才逐渐成

革命事业的合法性也受到挑战遥

为较为固定的言说模式遥

三尧辛亥事业继承者的阐释

囿于抗战大局和政治局势袁抗战初期中国共产

辛亥革命是中国革命历史中重要的政治事件袁

党对辛亥革命败因的解读袁有意识地突出统一战线

也是中华民国宝贵的革命遗产袁更是中国政治舞台

和时政大局遥 但是袁1941 年野双十节冶后袁国共关系日

上珍贵的历史资源袁任何政治力量都以继承这笔革

益紧张袁此时的中国共产党在阐释辛亥革命败因时

命遗产为政治目标遥 如果说纪念文本阐释史事尧败

将焦点逐渐指向统治集团要要
要中国国民党遥 曾是国
民党核心政治领袖而后公开叛国投敌的汪精卫是
最先被挞伐的对象遥 在关于纪念 1941 年野双十节冶的
决定中袁中共中央指出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袁就是

因是突出中国共产党自身与辛亥革命关联的话袁对
辛亥革命事业继承者的阐释则是逻辑推演的最终
归宿遥
抗战初期袁各种纪念文本对辛亥革命事业继承

野由于当时革命阵营中包藏着投降袁世凯的妥协份

者的阐释都肯定了中国国民党的合法地位遥 1938 年

且又被国民党除名袁所以各种纪念文本在讨伐汪精

伐与抗战曳的讲话袁认为野历史的任务要求国民党恢

子袁例如汪精卫之流遥 冶 汪精卫毕竟背有投敌罪名袁
[9]

卫时虽涉及到国民党袁但并不直接遥
随着战局的发展和政治生存环境的变化袁国共
双方间的政治裂隙愈来愈大袁纪念文本中开始出现

将辛亥革命失败归于国民党的言论遥 1944 年野双十
节冶袁 边区政府在延安筹备纪念会上指出院野是那时

的豪绅买办出身的国民党人中途与袁世凯辈妥协袁
[10]

野双十节冶袁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周恩来发表叶辛亥尧北
复辛亥及北伐的精神袁来完成辛亥革命以来未竟的

事业浴 冶表示野我们共产党人袁愿追随国民党之后袁号
召全国人民帮助国民党袁一致地为战胜日寇袁建立

三民主义的新中国而奋斗到底浴 冶[12]在肯定中国国民
党的同时袁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忘记强调自身的合法
性袁正如有的纪念文本公开呼吁的院野在我们华北敌

致使革命失败冶遥 一位边区政府的副主席在国庆座

后坚持抗战的抗日军队袁却是高度地发挥了辛亥革

谈会上发表演讲时袁甚至指出辛亥革命失败就在于

命殉国诸烈士的奋勇精神冶遥

野国民党内的大地主尧大资产阶级袁不断和北洋军阀

等封建余孽妥协遥 冶 辛亥革命是中国国民党取得政
[11]

[13]

此外袁在阐述中国国

民党政治主张的时候袁各种纪念文本总是将中国共
产党政治主张一同阐述袁彰显国共两党政治主张的

权合法性的政治象征袁纪念文本将辛亥革命败因归

一致性遥 比如袁一篇纪念社论如此描述院野今年耶九一

于国民党无疑会削弱这种政治合法性袁无形中是对

八爷蒋委员长昭告国人院耶誓死恢复我们东北失地爷曰

中国国民党独霸辛亥革命政治遗产资格的审判袁尤

中国共产党历次号召院坚持抗战到底袁打到鸭绿江

其是当此种认识得到普遍的社会认同后遥 当然袁此

边冶袁野蒋委员长耶九一八爷耶自立抗战爷和耶自力更生爷

种阐释还有更深层次的意图袁 这在 1945 年 野双十
节冶的一篇宣传辛亥革命的历史知识材料中有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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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的号召袁更是渡过难关袁积极准备反攻的不二法

门遥 冶[14]由此可见袁此时期的纪念文本对中国国民党

奉劝国民党野要有放下屠刀袁立地成佛的决心冶遥

[19]

解放战争时期袁各种纪念文本不仅继续强化中

继承辛亥革命事业表现出了政治认同袁同时也强调

国共产党继承辛亥事业的合法性袁 还强调唯一性袁

中国共产党自身在中国民族革命中的作用袁将辛亥

公开批判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国国民党统治集团继

革命视为国共两党共同拥有的政治资源遥
抗战中后期袁中国共产党对辛亥革命事业继承
者的阐释袁注重突出自身继承的合法性袁弱化中国
国民党的继承地位遥 在各种纪念文本的思想逻辑框
架上袁中国共产党开始强调抗战事业与辛亥革命事
业的一致性遥 如叶抗战日报曳的一篇纪念社论指出院
野辛亥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冶袁野今日的抗
战与辛亥革命是一脉相承袁不能分开的遥 冶[15]同时强

承的合法性遥 1947 年野双十节冶袁叶新华日报曳的一篇

纪念文章公开呼吁院卖国贼蒋介石所作所为袁完全
背叛了总理袁侮辱了三民主义袁玷污了革命遥

[20]

中国

共产党军队的纪念宣言中也明确指出院 早在 1927

年袁蒋介石就忘恩负义地背叛了国共两党的革命联
盟袁背叛了孙中山的革命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遥 [21]类
似的纪念言论在此时期中国共产党党报上较为常
见遥 与此不同的是袁纪念文本中关于中国共产党继

调袁抗战开始后袁只有抗日根据地继承和发展了辛

承辛亥事业合法性的言论增多遥 曾任民主建国军第

亥革命事业袁认为野壤地虽小袁却因为发动了民众袁

一军军长的范龙章指出院野辛亥之役袁孙中山先生领

实行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尧经济与文化政策袁却表

导人民推翻满清袁 现在我们要反对法西斯独裁袁赶

现了极大的抗日力量遥 冶 在中国革命历史逻辑的推
[16]

走美帝国主义军队袁这个希望就寄托在人民领袖毛
[22]

演上袁中国共产党开始将辛亥革命纳入属于自身革

泽东和朱德司令的领导上遥

命历程的言说模式中袁以中国共产党自身发展历程

元老也纷纷表示院野只有出现了中国共产党和毛主

为逻辑点推演中国革命进程遥 1941 年野双十节冶袁中

共中央指出院 中国革命进入反帝反封的新阶段后袁
才有了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诞生袁然后就有了与
国民党合作袁共同进行北伐革命战争和红军的英勇
奋斗袁才有了现今国共两党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袁野我们共产党人和全国一切真诚的革命志士袁都
是辛亥革命的最忠实的继承者袁对于辛亥革命未竟
的事业袁我们共产党人誓与全国一切真诚革命志士
一道继续奋斗冶遥

1942 年野双十节冶袁叶解放日报曳刊

[9]

发纪念社论袁吸收和运用了叶新民主主义论曳中关于

辛亥革命的理论分析袁 认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袁

诸如徐特立等同盟会

席袁 百年来中国人民的革命运动才有正确的领导袁
辛亥革命的未竟事业袁也就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区

域得到彻底的实现冶袁[23]野真正继承辛亥革命精神的
只是中国共产党而非其它袁同志们袁中国的解放历
史任务袁过去辛亥革命未完成的任务袁是落在我们
的肩上了浴 冶[24]甚至莫斯科广播电台评论员马西努也
表示院野中共实现了孙中山对他们的希望袁当他逝世
后袁国民党领导机关被反动份子夺取袁和他的学说
被放弃时袁 中国共产党把执行三民主义的事业袁拿
到了自己的手中遥 冶[25]

综上所述袁中国共产党纪念言论对辛亥事业继

中国共产党才是辛亥革命遗产唯一的继承者袁又指

承者的阐释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袁即由国民党独

出辛亥时期的志士如朱德尧林伯渠尧吴玉章尧董必

自继承袁到国共两党共同继承袁再到中国共产党独

武尧 李六如等同志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先驱

自继承的话语转变遥 这种阐释体系的变化袁固然与

[17]

中国共产党渐趋成熟的话语操控能力有关袁也与中

者袁而且有不少在今天还是我党的干部和领导者遥

在论证自身继承合法性的同时袁各种纪念文本开始

质疑中国国民党的继承者身份遥 1944 年野双十节冶袁
叶解放日报曳 的纪念社论将国民党当局与满清政权

国共产党力量的日益壮大密不可分遥
四尧结语
话语是政治权力进入社会层面的重要载体袁权

相提并论袁认为野今天的国民党当局和辛亥渊革命冤

力只有进入特定的话语系统后才能发挥出政治效

时的满清政府袁在其压迫人民尧危害国家和顽固不

力遥 因此袁对于重大历史事件而言袁谁掌控话语权袁

化的程度上袁 既不说是超过袁 至少也是 耶何其神
似爷遥 冶[18]辛亥元老续范亭发文明言院野今天中国这一

副危急存亡的重担子袁国民党实在早已担不动了冶袁

就意味着拥有一笔宝贵的政治资源遥 至于辛亥革命
的话语权袁中国国民党长期以辛亥革命事业继承者
自居袁无论是在政治威望上袁还是在社会舆论中袁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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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得天独厚的政治优势遥 而处于弱势的中国共产
党要想得到广泛的政治认同袁击败远远强于自己的
政治对手袁获取辛亥革命话语权绝非易事袁这不仅
需要强化自身与辛亥革命的逻辑关联袁还需要削弱
国民党与辛亥革命的法理基础遥 为此袁中国共产党
要努力构建一套符合自身政治文化思维的辛亥革
命阐释体系遥 具体来说袁主要是通过对辛亥革命史
事尧败因和继承者等问题的阐述袁强调中国共产党
自身与辛亥革命的关联袁 推演中国共产党继承辛亥
事业的合法性遥 当然袁该体系也是与中国共产党所处
政治环境和政治力量密切相连的遥 正是基于这个原
因袁中国共产党对辛亥革命的阐释在不同时期有所
侧重袁处于一个变化的状态中袁表现出抗战初期强
调民族革命尧突出统一战线袁中期注重将辛亥革命
纳入到自身意识形态模式中进行解释袁后期强调政
治革命尧论证继承辛亥事业的唯一性等特征遥
应该指出袁野从纪念文本话语中再现历史的记
[26]

忆袁并不是简单的材料组合和粘贴冶袁 因为纪念文
本不仅是一定政治语境下的具体产物袁还是文本作
者思想意图的集中表达遥 通过分析可以发现袁为满
足中国共产党现实政治需要袁各种纪念文本在阐释
辛亥革命的过程中袁总会表现出一种对史事有所选
择尧提炼和裁剪的阐释方式袁这种话语权的阐释看
似没有战场胜利来得畅快袁却在无形中塑造出一种
符合中国共产党革命叙事的舆论氛围袁当所处生存
环境逐渐好转并最终取得革命胜利时袁中国共产党
已然获得了掌控辛亥革命的话语权袁这就为中国共
产党由革命性向执政型政党转变提供了法理基础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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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pretation on the Revolution of 1911 of CPC (1937要1949)
要Based on The Text Analysis of the Party Newspaper Memorial
要要
LI Jun-q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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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volution of 1911 is an important political event in Chinese revolutionary history, any political will to in鄄
herit the revolutionary heritage for political objectives. Form 1937 to 1949, based on the political living environments and own
strength, the CPC interpret the Revolution of 1911 by myself revolutionary logic, through historical events, The causes of the
failure and the right of inheritance, emphasize on association with revolution, legitimate argument inheritance, in order to ob鄄
tain discourse right of 1911 revolution. This is not only the legal basis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CPC from revolutionary rule
to political party, but also one side of the card on superb political wisdom.
Key words: revolution led by the CPC; the revolution of 1911; discourse; memorial 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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