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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

今年是人民政协成立 70周年。1949年 9
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
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召开。
会议通过了“人民政协组织法”“人民政府组
织法”和新中国的国都、纪年、国旗、国歌 4个
议案以及“共同纲领”。“共同纲领”和“人民政
协组织法”对人民政协长期存在的必要性，及
其性质定位、职能作用等作了规定，标志着具
有中国特色制度安排的人民政协正式创立。

随着我党在军事上转入战略反攻，
毛泽东号召“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

1946年3月和4月，国民党不顾全国人民
和平建国的强烈愿望，出尔反尔，否定重庆政
治协商会议达成的组建由中共和民盟参加的
临时联合政府的决议，派军队大举进攻解放
区，我军被迫进行自卫反击。1947年下半年，
我党在军事上转入战略反攻，革命形势迅猛
发展。1948年春，陈嘉庚和沈钧儒建议中共
尽快成立联合政府，以对抗国民党的伪国大，
引起毛泽东高度重视。4月25日，毛泽东提议
召开书记处会议，其中议题之一就是邀请各
民主党派和群众团体代表到解放区，商讨召
开人民代表大会并成立临时中央政府问题。
4月 30日深夜，经毛泽东审改后的“五一口
号”，由新华社正式向外发布，号召“各民主党
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
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
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个号召是毛泽东提出
来的，充分考虑到了建立民主国家的合法程
序。“五一口号”将反动派排除在政治协商会
议之外，得到了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积极
响应。

毛泽东在 1949年元旦献词中，把召开政
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组成
共和国的中央政府，作为当年的主要任务。1

月22日，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等55
位民主人士发表《我们对于时局的意见》，声
明愿在中共领导下，期待革命迅速成功，独
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早日实现。

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承担着完成
“协商建国”的特殊历史使命

我们说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担负着特殊
历史使命，是因为它在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职权的同时，又行使政治协商的重要职能，
完成协商建国的历史使命。为了完成特殊历
史使命，1948年下半年，中共中央即开始筹备
新政协，1949年 3月，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
上说，中国第一次由我党领导下的政协会议
即将召开，民主联合政府即将成立。6月15日
晚上，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新政协筹备会第
一次全体会议，决定成立常务委员会，毛泽东
被推选为主任，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
若、陈叔通为副主任，李维汉为秘书长，下设6
个小组，筹备工作进入冲刺阶段。

在此前后，在周恩来指挥下，民主人士陆
续安全地到达北平并受到礼遇，毛泽东在香
山双清别墅住处亲切接见了司徒美堂、柳亚
子等大批民主人士，到正阳门火车站迎接宋
庆龄与程潜。共产党人宽阔的胸襟、谦虚的
态度赢得了民主人士的高度赞誉，陈叔通感
慨地说，我看到的历代最高统治者，都有一种
不可一世的傲气，惟独毛泽东不是如此。

筹备工作最难的是协商参加新政协的人
选名单和“共同纲领”的起草。李维汉负责的
小组经过和民主人士多次协商，最终确定新
政协代表662人，其中特邀代表75人，从而使
新政协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毛泽东看到周恩
来送来的参加新政协的人选名单时幽默地
说：“这就是一本天书嘛”。

“共同纲领”是共产党领导的民主联合政

府的施政纲领，起到临时宪法的作用，中共中
央对此高度重视。周恩来负责起草工作，
1948年10月下旬写出了第一稿，名曰《中国人
民民主革命纲领草案》。在讨论过程中，民主
人士章伯钧、蔡廷锴等人根据形势发展需要，
建议由新政协行使人民代表会议职权，产生
临时中央政府。这个提议被中共中央采纳。
1949年春，随着江南大片地区被解放，《中国
人民民主革命纲领草案》已经不能适应新的
形势，需要重新制定。周恩来把自己关在中
南海勤政殿一周时间，八易其稿，经毛泽东审
阅，命名为《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其中

“新政治协商会议”也改成“中国人民政治协
商会议”（简称人民政协）。进入 9月，又根据
迅速发展的形势，再一次重新起草“共同纲
领”，定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
领》。

毛泽东、周恩来为制定“共同纲领”呕心
沥血，仅对第三次起草的“共同纲领”，毛泽东
就修改了 200多处，周恩来修改了 100余处，
至少十易其稿。“共同纲领”三次起草过程，均
广泛吸收了民主人士的政治纲领或主张。周
恩来感慨地说，“共同纲领”是各党派共同千
斟万酌的结果。民主建国会代表章乃器深有
感触地说，在讨论“共同纲领”时，“做到了多
数起了决定作用，少数心悦诚服。这才是真
正的、彻底的民主。”

由于准备工作太过繁重，中国人民政治
协商会议的召开时间由8月初改为9月10日，
后又改成9月21日。毛泽东在开幕词中以诗
人般的气质豪迈地宣布：“中国人从此站立起
来了”！并高呼“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
立”！中国的历史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人民政协成立对我国政治制度产
生了深远影响

人民政协和由国民党主导的旧政协相比

有着本质的不同。人民政协虽然沿用了旧的
政治协商会议的名称，但从其组织和性质来
说，绝不是发源于旧政协。旧政协是反动派
做主体的，是带有妥协性的；人民政协是共产
党领导的，参加者是一切民主阶级和阶层的
代表，一切反动派都被排除在外。还有，人民
政协是长期存在的、固定的统一战线组织。
因此，人民政协的成立对我国的政治制度产
生了深远的影响。

其一，人民政协作为统一战线重要组织
长期存在被确立下来。在新政协筹备会第四
次常委会上，周恩来向各民主党派阐述了共
产党的主张，即人民民主国家需要统一战
线，政协是统一战线组织，不应该开一次会
议就结束，而应该长期存在。人民政协是个
长期性的组织，即使在社会主义时期，仍然
要有统一战线。毛泽东说，政协全体会议闭
幕后，要有一个经常性的组织，这个组织的
名称要固定一下，就叫作中国人民政治协商
会议。刘少奇代表中国共产党在政协第一届
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人民政协

“将长期地继续在中国存在，并将在一切必
要的地方建立它的地方组织。”中共中央的
上述主张，反映到“共同纲领”和“人民政
协组织法”中，以立法形式确立了人民政协
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使其长期
存在下来。

其二，人民政协不是权力机关，而是协
商机构。“共同纲领”“人民政协组织法”都规
定，国家最高政权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人民政协是统一战线组织，在人民代表大会
召开之前，代行人大职权，在人大召开以后，
人民政协还可以就国家建设的根本大计及其
重要措施，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央人民
政府提出建议案，仍有建议权。就政府来说，
国家大政方针，都要经过人民政协进行协
商。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行人大职权，拥
有立法权、选举权和决议权，所以成员叫“代

表”；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闭幕后，因为权力
已授予中央人民政府，政协就不再行使权力
了，变成专门协商机构，由政协第一届全体会
议选举产生的政协全国委员会的成员则称

“委员”。
其三，人民政协的成立标志着共产党领

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确立，这种
新型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
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伟大政治创造。塞
缪尔·亨廷顿通过对世界政党的研究认为，
一党制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秩序要明显优于多
党制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
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不仅具有一党制
的优势，且能和其他政党同舟共济，共创
美好未来。“共同纲领”中表明了共产党和
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团结合作的组织形式
是人民政协。民主党派不再是在野党，而是
和共产党通力合作的参政党；无党派人士是
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支重要力量。至此，中
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确
立下来。

从“五一口号”发布，到人民政协成立，政
协的长期存在、性质定位和职能作用等问题
基本上得到解决，且载入“共同纲领”和“人民
政协组织法”，整个过程就是人民政协作为中
国特色制度安排的过程，这种既不同于西方
国家议会制，又有别于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
国家统一战线政策和政党制的制度安排对我
国政治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 □赵连稳

毛泽东曾赠诗“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
将军”。彭德怀同志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
家、政治家和军事家，是我们党、国家和军队
的杰出领导人。

（一）

起超同志：
来信收到，知道你们情况，甚慰。我没有

分配日常事务工作，很清闲，身体还好，感到
有力无处使！其他大体与北路门时相差不远。

……
共产党人是有成分论者，无产阶级是最

革命的，这是基本的观点。因此，我们看问题
必须坚持阶级观点。同时，我们又不是唯成分
论者，这就是说，要看到每一个人的政治表现、
言论和行动是否一致，这就要对每一个具体的
人作具体分析……学习毛泽东思想是十分重
要的！因为国际尚处在大动荡、大混乱、大改
组织时期，国内也处在一个大改造时期……将
会由最革命的毛泽东思想统一起来。

在思想上工作上应向高标准看齐，经常
去找差距，就会感到自己比不上别人，就会虚
心，就会不断进步。生活上要向低标准看，主
要是向五亿多农民去看，这样就会感到满
足。以此共勉。

祝你们好！

清宗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日午

这封信是彭德怀在成都时写给侄儿彭起超
的最后一封信。如今在湖南省湘潭市湘潭县彭
德怀纪念馆，陈列的是由中央档案馆提供的复
制件。

当年 11月上旬，彭德怀接到侄儿彭起超的来
信，在食品公司上班的彭起超对本单位的相关部门
组织看不惯，认为这个群众组织的头头在出身等方
面是有问题的。当时，社会上的“反动血统论”泛
滥成灾，“老子英雄儿子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
的荒诞逻辑在年轻学生中仍有市场，彭德怀对此颇
感忧虑，于是他给彭起超写了这样的一封回信。

其中“思想上工作上应向高标准看齐”“生活
上要向低标准看”，体现出老一辈革命家对后辈的
谆谆教诲，也是彭德怀自己身体力行、终生不渝的
人生准则。

彭德怀对侄儿彭起超无微不至的关心就像暖
阳，吹进了从小便失去父亲陪伴的彭起超心中。侄
儿彭起超是彭德怀的弟弟彭荣华烈士的孩子，在彭
荣华为革命牺牲后，彭德怀不止在生活上照顾着侄
儿侄女们，更是关心他们的工作，时刻鞭策、悉心教
导，让他们成为对社会有用之人。

这封信的署名为清宗，这是彭德怀父亲根据宗

字辈分替他起的
大名，含义是将来
长大了有出息，有
了荣华富贵，还要清清白白做人，对得起祖
宗。彭德怀为人刚正不阿，对自己要求严
格，对侄儿侄女更是亦然。他的不谋私利、
克己奉公是一种极高境界的自觉，有制度约
束是如此，没有制度约束也仍然如此，他的
清正廉洁如同水晶般纯净剔透。

（二）

报委同志：
湘潭报从创刊号起即按期收到，使我对

于了解故乡情况和增加农村生产知识，深为
感谢！从收到的几期报纸看，对于介绍生产
中的先进经验、宣传中心工作，都起了重大
作用。对于勤俭办社、民主办社、克服困难、
以社为家的宣传，特别是这类典型介绍，似
乎还不够多，我的看法不知是否合乎实际，
请原谅！

此致
同志之礼！

彭德怀
一九五七年七月廿六日

这是彭德怀收到中共湘潭县委机关报
报委寄给他的几期《湘潭报》后，于 1957
年7月26日写给湘潭报委的亲笔信。《湘潭
报》于 1957年 8月 1日以《“八一”前夕
彭德怀元帅来信对本报作了重要指示》为
题报道并刊登该信，指导和推动了全县各
项工作的顺利开展。

1961年 5月 8日 《湘潭报》 停办后，
这封信随同报社的档案资料被移交到湘潭
县档案馆。

《湘潭报》是中共湘潭县委机关报，其任
务是面向农村、面向农民，宣传党的路线、方
针、政策，指导和推动全县各项工作。创刊
于 1956年 3月 12日，初期为 8开小报，每周
星期五出版，发行量为 2万份。1957年 7月
1日，扩大为 4开报。后曾改周双报、双日
报。1961年5月8日停办。

《湘潭报》报道彭德怀来信后，报社领导
班子根据该信的建议，进一步加强勤俭办社、民主办
社、以社为家的宣传，开辟“细心话”言论专栏，加大
对各类先进典型的深入挖掘和报道，深受广大干部
群众喜爱，有效推进了湘潭县经济社会建设。该信
表达了彭德怀对国家建设的关心，对农村、农业、农
民的关心，也蕴含了他对故乡的特殊感情；同时，也
反映了他勤俭节约、发扬民主、爱国爱民的思想和
作风，体现了他对新闻宣传的方法论，以及谦谦君
子之风。细读此信，更能感受到彭德怀为民、务实、
清廉的精神与深刻内涵。 □许心星 张娜 谢伦炳

■人物春秋

1949年10月10日出版的《中国人民
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邓宝珊与陕西靖国军邓宝珊与陕西靖国军邓宝珊与陕西靖国军邓宝珊与陕西靖国军邓宝珊与陕西靖国军邓宝珊与陕西靖国军邓宝珊与陕西靖国军邓宝珊与陕西靖国军邓宝珊与陕西靖国军邓宝珊与陕西靖国军邓宝珊与陕西靖国军邓宝珊与陕西靖国军邓宝珊与陕西靖国军邓宝珊与陕西靖国军邓宝珊与陕西靖国军邓宝珊与陕西靖国军邓宝珊与陕西靖国军邓宝珊与陕西靖国军邓宝珊与陕西靖国军邓宝珊与陕西靖国军邓宝珊与陕西靖国军邓宝珊与陕西靖国军邓宝珊与陕西靖国军邓宝珊与陕西靖国军邓宝珊与陕西靖国军邓宝珊与陕西靖国军邓宝珊与陕西靖国军邓宝珊与陕西靖国军邓宝珊与陕西靖国军邓宝珊与陕西靖国军邓宝珊与陕西靖国军
第三、四届民革中央副主席，著名爱国将领邓宝珊将军，

少年参加新军，远戍伊犁；在风云激荡的革命民主思潮影响

下，他怀着爱国之志，毅然加入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从

此走上了为振兴中华而奋斗的人生旅程。他长期在陕西从事

革命活动，三秦大地上留下了他的历史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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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德怀写给湘潭报委的书信原件

彭德怀写给侄儿彭起超的家书复制件

华山聚义，共商讨袁大计

邓宝珊出身贫苦，15岁时投身军
旅，立志报效祖国。1910年 7月，在新
疆伊犁“新军”中当兵时，加入了同盟
会。次年，辛亥革命爆发，伊犁革命党
人积极响应。1912年1月7日，发动了
伊犁起义，在参加攻打清政府伊犁将
军署的统领衙门惠远城的战斗中，邓
宝珊勇立战功。袁世凯窃取民国大总
统宝座后，千方百计地分化瓦解伊犁
临时革命政权。起义总指挥冯特民和
李辅黄等一大批同志惨遭暗杀，邓宝
珊也被列入通缉名单。1913年初夏，
正在将弁堂学习的邓宝珊潜出伊犁，
经西伯利亚回到故乡。他辗转回国途
经西伯利亚时，巧遇被沙俄流放的斯
大林。交谈之间，斯大林对邓宝珊欣
赏有加。

邓宝珊回到天水不久，便赴陕西
关中寻找革命同志。1914年夏秋之
季，聚集在陕西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人
士，激于大义，相互结纳到华山脚下玉
泉院，以“讲学”为名，共商讨袁大计，
史称“华山聚义”。主要成员有：陕西
郭希仁、井勿幕、胡景翼、张义安、董振
武、高世英、刘守中、史宗法、刘霭如、
岳维峻，山西续桐溪、李岐山、续范亭，
福建何遂，河北孙岳，甘肃邓宝珊等。
此后，革命党人以陕西三原为中心，开
展武装斗争。袁世凯称帝，陕西讨袁
护国军成立，胡景翼任第一旅二团团
长，邓宝珊任该团“十大连”中之第七
连连长。1917年 9月，孙中山在广州
成立护法军政府，陕西革命党人起而
响应。靖国军时期，孙中山曾致信邓
宝珊，“藉问劳苦，并以为勖”，鼓励他

“坚持初志，百折不挠”。
华山聚义，是北方革命党人自发

进行的一次革命联络活动，也是一次
凝结北方民主革命政治军事力量的聚
会。虽然没有制定具体行动纲领和计
划，但实质上形成了一个政治军事集
团，确定了立足陕西，扼关中出潼
关，会同全国革命党人为推翻袁世凯
政权，打倒北洋军阀政府而奋斗的基
本目标。后来，华山聚义的大多数成
员，都成为国民革命军的重要组成部
分——陕军的骨干力量。

三原起义，讨陈护法

1916年 6月袁世凯忧惧而死，接
管“北洋军阀政府”大权的段祺瑞，任
命陈树藩为汉武将军，督办陕西军
务。陈树藩督陕后，残酷屠杀革命党
人，激起陕西革命党人和爱国志士群
起反对。

1918年 1月，邓宝珊、张义安等部
驻防陕西三原时早已蓄意反陈。当陈
树藩剿杀陕西民党人士郭坚、高峻等
部时，邓宝珊、张义安认为“三原要地
也，得之不可失”。他们明里张罗部署
东进，邓宝珊暗中与张义安、董振五等
人积极准备发动起义。1月 25日，大
雪飞舞，邓、张、董一声令下，备补营

“乘雪夜兴兵”“声势激雷电”，三原起
义终于爆发。经两昼夜激战，邓、张、
董等部全歼陈树藩的亲信旅长曾继
贤、团长严飞龙部，曾、严二人仓惶逃
匿。战事结束后，胡景翼、曹世英受邓
宝珊、张义安、董振五等之请，分别由
富平、耀县赶到三原树起陕西靖国军
大旗，发表讨陈檄文，有力地配合了南
方孙中山等领导的护法斗争。

邓宝珊与张义安、董振五发动的
“三原起义”，树起了“陕西靖国军”义
旗，推胡景翼为右翼总司令、曹世英为
左翼总司令，推动了中国近代民主革
命的发展。

英勇善战，被誉为靖国军“三员战将”

1917年后，邓宝珊将军曾任陕西
靖国军右翼胡景翼部总指挥，靖国军
第四路胡景翼部营长、团长，他与杨虎
城、张义安被时人并称为靖国军“三员
战将”。

邓因足智多谋，被誉为“小诸
葛”。当时靖国军内部产生分歧，加之
张义安在陕西户县作战牺牲，部队陷
入困境。于右任接受邀请从上海抵达
三原老家，整编部队，就任总司令。邓
宝珊善战多谋，被任命为第四路军胡
景翼部团长。孙中山电令西南诸省靖
国军出兵援陕，此时，邓宝珊与云南靖
国军第八军军长叶荃结下了深厚的革
命情谊。

1919年 1月，邓宝珊与靖国军董
振五、冯子明、杨虎城等部驻大王村一
带，在大王村东与奉军鏖战，奉军败
退。1月 27日陕西靖国军第四路军总

指挥董振五牺牲，时年 26岁。民国元
老、陕西靖国军总司令于右任在《陕西
靖国军董振五少将墓志铭》中说：“勿
幕不独文，义安不独武，后起之英，厥
惟振五。大雪漫漫，周原膴膴，遗恨难
忘，河山金鼓。大王村之血，白龙坛之
庑，关西壶浆之遗民，渭北薪胆之旧
部。祝英灵兮归来，问来归兮否否。
水火深矣，哀哀三辅！碧血青山，皇天
后土。”

邓宝珊看重革命的同志情谊。解
放后，原陕西靖国军总司令部军械处
长、靖国军第四路军械处长高又明
卧病在床期间，时任甘肃省省长的
邓宝珊和辛亥时期陕西都督、陕西
省副省长张凤翙等曾前往亲自探
视，嘘寒问暖。

北京政变，史册昭昭

1924年，邓宝珊参与冯玉祥、胡景
翼、孙岳等领导的“北京政变”（又称

“首都革命”），通电欢迎孙中山先生北
上主持国是，从此显露头角于中国政
治舞台。邓宝珊对孙中山先生领导的
革命事业，可谓忠贞不二，史册昭昭。

北京政变前夕，受胡景翼之命，邓
宝珊、李纪才直奔京津，在丰台、玉田、
滦州一线布防，与留守通州的李虎臣
一起，策应冯玉祥进京，有力地配合了
冯玉祥回师北京的军事行动。

北京政变中，邓宝珊按胡景翼的
安排，到古北口见冯玉祥，通报了情
况。冯玉祥决定立即班师回京。

北京政变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大江
南北、长城内外。这时，吴佩孚才如梦
初醒。他得到北京政变的消息，急忙
挥师天津，以曹锟的名义，电令江苏、
湖北各军火速北上增援，讨伐冯玉祥、
胡景翼、孙岳。

李虎臣、李纪才、张之江、刘郁
芬等受命聚集在杨村以西，准备向吴
佩孚发动进攻。岳维峻、邓宝珊已占
领了唐山。兵临城下的吴佩孚，困兽
犹斗，拒不投降。胡景翼下令总攻
击，取得了杨村战役的胜利。吴佩孚
看大势已去，只好从塘沽下海，向南
逃窜。胡景翼进驻天津，讨吴战争宣
告正式结束。

北京政变，迫使曹锟下台，消灭了
吴佩孚，把溥仪赶出了皇宫，为中国旧
民主主义革命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马萌

■钩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