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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6、7月间，在中国革命遭受严重挫折的关头，来

自全国各地的140多名中共代表，冒着生命危险，冲破重重

险阻，远涉万里来到莫斯科，召开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这

是中共历史上唯一一次在境外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具有重

大历史意义。我国早期工人运动的先驱苏兆征，是这次代表

大会的组织者和主持人之一。本文将详细叙述中共六大 的召

开背景、会议经过及历史意义，论述苏兆征在会议过程中的

活动及所起作用和贡献。

一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全国形势发生了巨大转变，中国

革命遭受严重挫折。中共党内在纠正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

错误后，又出现了“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并使保留下来

的革命力量再度遭受损失。因此，对于国内和党内的一些重

大问题，例如大革命失败后国内的政治形势和前途、当前中

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革命任务等等，急需进行正确的、

统一的认识，在此基础上，进而制定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路

线、方针和斗争策略，继续领导全国人民的革命斗争。这是

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一个急待解决的重大历史任务，而完

成此项任务，必须要召开一次新的党的代表大会。

为此，中共中央及时提出了筹备召开党的六大问题。作

为党中央主要领导人、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一的苏兆征，

积极参与了六大筹备及会前决策工作。在1927年8月召开的

八七会议上，苏兆征与其他代表们一致讨论并通过的《党的

组织问题决议案》中，明确提出了“中央临时政治局应在六

个月之内准备召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

会以前，中央临时政治局执行中央委员会之一切职权。”①

同年11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瞿秋

白、李维汉和苏兆征等中央领导人经过认真讨论，通过了

《关于第六次全党代表大会之决议》，计划“第六次全党代

表大会于1928年3月初至3月半之间召集”。《决议》对于代

表选举办法及会议议程等都作出了初步规定，内容大致如

下：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报告国际状况与共产国际的任务与

策略；中央的政治与党务报告；中国革命过去的分析及将来

之前途与党的任务及策略；土地问题；革命的工会之任务；

党的组织任务；共青团的工作；中央委员的选举和出席共产

国际六大代表团成员的选举，等等。

1928年1月18日，中央临时政治局召开第八次会议，瞿

秋白、苏兆征、任弼时、罗亦农、周恩来和邓中夏等人出席

了会议。会议强调“召开党的六次大会的必要性是很明显

的”，至于会议召开日期，大致定于本年3月间举行。会议

还进一步讨论了党的六大的各项筹备工作，并相应作出了一

系列决定。例如大会议程中，除了11月扩大会议所决定事项

之外，还决定增加一个“党纲问题”，由中央在两个星期之

内写出党纲草案大纲，征求各地意见；其他各项讨论大纲，

也需于近期发出征求意见。关于各个讨论大纲的起草工作，

也作了适当分工。党纲草案大纲，由瞿秋白、罗亦农负责起

草；工会运动问题大纲由工委负责起草；青年团问题大纲由

苏兆征与中共六大
（广东）禤倩红

【摘 要】党的六大于1928年6月在苏联莫斯科召开。苏兆征参加了会议筹备工作，是大会的组织者和主持者之一。本

文详细叙述六大的召开背景、会议经过及历史意义，论述苏兆征在会议过程中的活动及所起作用和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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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党的组织问题决议案》（1927年8月），《八七会

议》，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第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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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中央负责起草；农民土地问题大纲和政策问题大纲，由瞿

秋白负责起草，等等。

当时全国各地白色恐怖弥漫，在国内召开党的代表大会

极其困难。1928年2月中旬，经瞿秋白、苏兆征等中央主要

领导人研究，决定致函共产国际执委会，请求批准中共六大

在苏联境内召开，并要求共产国际执委代表团届时派员参加

六大。不久，共产国际复电，同意中国党的请求，大会可以

在苏联境内召开；同时对中共六大的议程及出席大会代表人

数等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意见；并提出六大可否在4月份举

行。

中共中央接共产国际复电后，认为4月间召开六大时间

比较仓促，但大会必须尽快召开，此次大会是“重造我们党

的大会”，为此应该加紧进行各项筹备工作，并应立即着手

准备各项报告。随后，中共中央发出了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

大会的通告，规定各地出席大会的代表人数，同时着手安排

各省出席大会代表的启程时间。中央还决定临时政治局常委

李维汉留守国内，与任弼时、罗登贤等组成常委会主持国内

工作。

二

由于1928年3月间要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赤色职工国际

第四次代表大会，2月间，苏兆征在上海先后主持召开了太

平洋劳动会议秘书处会议和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一次扩大会议

之后，便先行离开上海，前往苏联。他化装成到外地做生意

的商人模样，在海员掩护下，乘坐一艘外国客轮，秘密离开

了上海，辗转抵达海参崴，再转乘火车前往莫斯科。赤色职

工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于3月18日开幕。中国工会代表团由

15名代表组成，苏兆征担任团长，李震瀛为秘书长。在大会

开幕式上，苏兆征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他代表中国工会

代表团在大会上作了关于中国职工运动的报告，详细介绍了

中国工人阶级成长及其英勇斗争的历程，以及大革命失败后

中国工人阶级继续英勇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情况和经验

教训。苏兆征的报告引起了到会各国代表的重视。大会讨论

并通过了关于《中国职工运动的行动大纲》、《中国》等决

议。大会表示坚决支持中国劳动人民反对蒋介石、汪精卫反

动集团的斗争，号召世界各国革命工人从政治、经济各方面

给予中国人民大力支援。大会选举新的赤色职工国际执委

会，苏兆征被选举为执委会执行委员，直接参与国际职工运

动的领导工作。①

大会闭幕后，苏兆征留在苏联，具体参与中共六大的筹

备工作。4、5月间，参加六大的各省代表，按照中央安排，

先后经大连、海参崴等地，前往苏联。瞿秋白、周恩来等中

央领导人也于5月间启程前往苏联。至6月初，各省代表抵达

莫斯科的，已有五六十人。

6月7日，党中央在莫斯科召开了一次谈话会。苏兆征、

瞿秋白、周恩来、向忠发、李立三、邓颖超等人参加了会

议。会上讨论了关于农民土地问题等几个决议案的起草工

作，决定于6月12日成立大会秘书处和各个委员会，以进一

步做好大会的具体安排。

6月12日左右，斯大林会见了瞿秋白、苏兆征、周恩

来、邓中夏、蔡和森、李立三、项英、张国焘、向忠发及黄

平等同志，他认真倾听中国同志介绍关于中国国内革命斗争

形势与经验教训等情况，发表自己对于中国革命问题的看

法。他着重分析和论述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关于中国革命的

性质问题，另一个是关于当前中国革命的高潮与低潮问题。

他指出：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不是“不断革

命”，也不是社会主义革命。为了让大家更易于理解这一问

题，他还列举了俄国1917年二月革命的情况来加以说明。②

1928年6月14日至15日，瞿秋白、苏兆征、周恩来、蔡

和森、李立三、黄平、邓中夏、项英、向忠发、王若飞、关

向应、张国焘、夏曦等21人举行了一次实为预备会议性质的

政治谈话会，布哈林以国际代表身份参加。会议就中国革命

性质、任务、当前革命形势、党在今后的革命方针路线以及

城市、农村工作与工农运动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同时还研

究讨论了准备提交六大的政治报告。在两天的座谈会上，与

会者着重讨论诸如当前国内革命形势、党的机会主义错误的

发生、发展和形成的过程及其教训、八七会议后党的路线、

政策和方针以及党组织的改造与建设等问题。

6月17日，周恩来代表中央临时政治局召开了各代表团

书记联席会议。经过讨论，会议通过了中央临时政治局提

①邓中夏：《苏兆征同志传》，《苏兆征研究史料》，

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44页。

②《周恩来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5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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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大会主席团名单19名，其中包括苏兆征、瞿秋白、周恩

来、项英、关向应、向忠发、李立三、杨殷、邓中夏、蔡和

森等人以及国际代表斯大林、布哈林等；通过了大会秘书长

为周恩来、副秘书长为黄平、罗章龙；通过了代表资格审查

委员会委员为周恩来、苏兆征、杨殷、李子芬等7人，以苏

兆征为主席。当天晚上，瞿秋白主持召开了大会主席团第

一次会议，苏兆征等16人出席。会议审议了主席团的组成、

秘书长和副秘书长的人选、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组成等

问题。会议还具体讨论并通过了大会议程及大会会场规则、

议事细则等事项。在这次大会上，将有国际代表报告（布

哈林）、中央委员会报告（瞿秋白）、组织问题报告（周恩

来）、农民土地问题报告（李立三）、章程草案报告（邓

中夏）、苏维埃问题报告（苏兆征）、军事问题报告（周恩

来）、职工运动问题报告（向忠发）、宣传问题报告（蔡和

森）等，并准备就上述报告组织代表们进行讨论，相应通过

各项决议。当晚，瞿秋白继续主持召开大会预备会议，再次

审议了主席团的组成、秘书长和副秘书长的人选、大会议程

以及审查委员会的组成等问题。

三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

大会正式举行，会址位于苏联莫斯科近郊兹维尼果罗德镇附

近的一栋建筑物内，这里原是十月革命前当地贵族的一座别

墅。出席六大的代表共142名（其中正式代表84名），代表

全国4万多党员。出席大会的广东代表团共19人，苏兆征是

广东代表团的正式代表。

在开幕式上，瞿秋白代表第五届中央委员会致开幕词。

共产国际、赤色职工国际以及苏共等代表团亦参加了开幕

式，并在会上先后致辞。苏兆征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在会上

致辞。他回顾了党的五大以来我国工人阶级反抗蒋介石集团

屠杀政策的经过，并呼吁党要继续英勇地团结广大人民群众

进行革命斗争。他在发言中表达了全国工人阶级对六大召开

所寄予的厚望，坚持党要继续担负起领导全国人民完成中国

革命的伟大使命。

大会确认大革命失败后的中国社会依然是半殖民地半封

建社会，革命性质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革命的总任务

是建立反帝反封建的工农民主专政。明确当前阶段中国革命

的任务是：（一）驱逐帝国主义者，达到中国的真正统一；

（二）彻底的平民式的推翻地主阶级私有土地制度，实行土

地革命；（三）武装起义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和地主军阀及

资产阶级国民党的政权，建立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工农民主专

政。大会通过了《政治决议案》，指出：“中国革命现在阶

段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如认为中国革命目前阶段

已转变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这是错误的；同样，认为中

国现时革命为‘不断革命’也是不对的。”①

大会正确分析了当前的政治形势是处在两个革命高潮

之间的低潮，党在当前的总任务是争取群众，准备新的革命

高潮的到来。《政治决议案》指出：“要确定目前策略的路

线，首先要求对于目前形势之正确的估量。大会充分地分析

了这一问题，明显地指出旧的革命高潮已经过去，因为工农

受着极严重的失败；现时没有革命高潮，帝国主义地主资产

阶级现实比中国革命力量大，他们虽有剧烈矛盾，但对于压

迫革命是一致的；然反动统治根本没有消灭革命的能力”，

“所以新的革命高潮必然而不可避免地要到来，并且已有象

征”，“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党要用一切力量去加紧团

结收集统一无产阶级的群众，使他们围绕着党的主要口号，

做极巨大的组织工作，以巩固革命工会、农民协会，尽可能

地领导日常经济政治斗争，以发展工农群众组织。”②

大会认真总结了前段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展开了两条

路线的斗争，对党内存在的错误倾向展开了批判。一方面，

代表们进一步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另一方

面，也批判了“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指出党内当前的主

要危险是脱离群众的盲动主义、军事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

大会对党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问题也进行了热烈讨论，提

出要加强党的无产阶级基础，大力发扬党内民主和加强集体

领导的意见；认为如果不重新创造无产阶级的基础，党的布

尔什维克的根基就无法建立。大会还指出党内存在的形形色

色的非无产阶级意识，正是党在政治路线上发生错误的一个

重要原因，全党应该坚决起来奋斗，肃清一切非无产阶级的

意识，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

①六大《政治决议案》，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

第二次至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81

年，第211页。

②六大《政治决议案》，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

第二次至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2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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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大会的组织者和主持人之一的苏兆征，会议进行期

间，工作活动十分繁重。为了引导会议有序和高效地进行，

大会决定将主席团成员划分为五个组，每天上、下午各由一

个组主持会议进行。其中布哈林、斯大林、苏兆征、项英和

王凤飞共五人编为第一小组。苏兆征主持了大会期间的一些

会议，他就大会所作政治报告、职工运动问题、广州起义问

题等，在会上作了多次发言。在6月19日召开的主席团第二

次会议上，苏兆征以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在会

上作了关于出席代表情况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指出：出席六

大的代表可分为：一、各省选出的正式代表（84名）；二、

中央指定参加的代表（53名）；三、第五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4名）；四、特约代表（1名）。84名正式代表的成份是：

工人44名，农民6名，知识分子34名。关于代表权问题，代

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决定，各省正式代表有发言权及表决权，

中央委员、参加代表及特约代表只有发言权，等等。会议同

意苏兆征的报告。

大会进行期间，为了便于深入研究有关问题，取得积

极成果，成立了政治委员会、组织委员会、宣传委员会、职

工运动委员会、苏维埃运动委员会、青年委员会、妇女委员

会、军事委员会、财政审查委员会、广州暴动委员会、湖北

问题委员会以及农民土地问题委员会等。苏兆征参加了政治

委员会、职工运动委员会、苏维埃委员会、青年委员会、妇

女委员会和财政审查委员会等的工作，且担任苏维埃运动委

员会、广州暴动委员会的召集人，主持相关活动。

苏兆征亲自主持广州起义委员会的讨论，并在会上发

表了看法。他详细叙述了广州起义的经过、广州苏维埃政权

的运作情况以及工农兵群众在起义斗争中的英勇表现，深刻

分析了广州起义的历史意义。经讨论，大会认为“南昌武装

起义，秋收武装起义，尤其是广州武装起义，在政策上决非

盲动主义的政策”；认为“广州武装起义是必要的英勇的尝

试，是为保持革命胜利的斗争，是使革命深入，直接创造苏

维埃政权的斗争；不过在客观上，广州武装起义是革命退却

时的‘退兵战’”。大会也提出，广州起义过程中，起义领

导机关主要错误是发动工农群众及起义的准备工作“尚未充

分”；起义失败后没有及时从直接的武装起义，“转变到加

紧组织和动员群众的日常工作的方向来”。大会根据代表们

的提议，全体通过把广州起义的时间，“每年十二月十一

日，党要纪念它，要号召千百万劳动群众纪念它。”①《政

治决议案》明确“广州武装起义的意义是非常伟大的。大会

特别号召各级党部，要详细研究广州无产阶级英勇斗争的丰

富的经验”，②同时“去研究它的教训，去完成它的伟大历

史事业。”③

苏兆征坚决拥护大会的正确路线，积极参与关于党在前

阶段领导革命经验教训的总结，赞成大会对于中国社会性质

和革命性质的正确论断，同意大会关于中国革命任务、动力

和前途等问题的深刻分析，拥护大会所制定的基本方针策略

和党的组织建设、思想建设等方面的有关决定。他还态度鲜

明地批判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和“左”倾盲动主义错误，

并虚心检查了自己在中央临时政治局工作期间以及领导中华

全国总工会工作过程中受到“左”倾思想的影响。邓中夏回

忆：“苏兆征在‘六大’上曾与右倾的观点和盲动的情绪作

了激烈的斗争。兆征同志在此次大会中拥护国际正确路线屹

然不稍动摇，言辞十分激切。因此右倾者说他有肝气病，实

则兆征同志为了政治主张，故对一切非布尔什维克的言论不

稍宽假也。”④

最后大会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选举之前，大会成

立了选举委员会，由苏兆征、蔡和森、李立三、瞿秋白、项

英、余茂怀及一名国际代表组成，负责主持选举工作。经代

表们认真酝酿，苏兆征、任弼时、周恩来、毛泽东、彭湃、

杨殷、蔡和森、项英、瞿秋白、李立三、张国焘、向忠发等

23人当选为六届中央委员，邓中夏、史文彬等13人为候补中

央委员。7月11日，大会举行闭幕式，苏兆征代表新当选的

中央委员会在闭幕会上致辞。他阐述了大会召开的历史意

义，强调大会所确定的中国社会性质、革命性质和革命任

务，明确当前中国革命性质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他

说，过去的错误，大会把它收集起来埋藏了，我们得到了新

的正确的路线。我们相信一定能够沿着这条路线继续得到胜

①六大关于《定广州暴动为固定的纪念日的决议》，中

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二次至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

汇编》，第278页。

②六大《政治决议案》，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

第二次至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211页。

③六大关于《定广州暴动为固定的纪念日的决议》，中

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二次至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

汇编》，第278页。

④邓中夏：《苏兆征同志传》，《苏兆征研究史料》，

第3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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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现在中国革命处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我们一定要

争取成千上万的群众团结在党中央周围，武装起来，投入新

的战斗，努力实现六大所制定的方针路线和策略，努力完成

中国革命的历史任务。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制胜敌人，夺取

革命的最后胜利！

7月19日，新的中央委员会召开六届一中全会，选举苏

兆征、项英、周恩来、蔡和森、瞿秋白、向忠发、张国焘共

7人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关向应、李立三、罗登贤、彭湃、

杨殷、卢福坦、徐锡根共7人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苏兆

征与项英均获得22票，在7名正式委员中排第一位。会议还

选举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8人，其中正式常务委员5人，即

苏兆征、向忠发、项英、周恩来、蔡和森，候补常务委员3

人，即李立三、徐锡根、杨殷。

7月20日，新的中央政治局召开第一次会议，讨论关于

中央常委和各部的组织与分工等问题，决定由向忠发担任中

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常委主席，周恩来为中央常委秘书长

兼中央组织部部长，蔡和森为中央宣传部部长兼中央党报主

笔，杨殷为军事部部长，李立三为中央农委书记，张金保为

中央妇委书记，苏兆征担任中央工委书记职务。

六大期间，代表们还选出了苏兆征、瞿秋白、周恩来等

20人为出席即将举行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的代表，由

苏兆征担任代表团书记。①

7月15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五次代表大会亦在莫

斯科举行。苏兆征代表党中央并以名誉团员的身份出席了大

会，向大会致辞，“中国青年工农在过去革命阶段中曾表现

出很大的力量，往后中国青年工农群众的革命作用还要增

长。这是他们的悲惨的社会地位决定他们的。所以中国共青

团应该了解自己的使命，应该艰苦的训练并领导广大青年工

农群众一致走上革命道路。为此，党员必须对团有更多的指

导。”②

党的六大，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大会

制定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对后来中国革命的发展起到了

积极的作用。作为大会的组织者和主持人之一的苏兆征，对

于党的六大的胜利召开，作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

（作者系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

①向忠发：《悼苏兆征同志》，《红旗》第15期，1929

年3月9日。

②转引自少峰：《悼念苏兆征同志》，《列宁青年》第1

卷12期，1929年4月1日。

情，开始了理论联系实际的道路，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

的实际相结合，逐步认清了中国革命的性质、革命的对象、

以及革命的最根本的问题是土地问题和农民问题，实现了对

于中国实际情况的正确把握。这也启示我们要将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不断进行理论创

新。

（二）在中央苏区的调查研究促使他开始了思想的转

变，由过去执行与宣传“左”倾冒险路线逐步转变到反对

“左”倾、坚持真理的道路上来，在一定程度上抵制“左”

倾错误，促进了教条宗派集团的分裂，在一些具体的工作中

执行了正确的思想路线。这也为他在遵义会议中转变到反对

“左”倾军事路线一边，从“左”倾错误的桎梏中解脱出

来，完成思想上质的飞跃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在中央苏区的调查研究得出的一些观点对于中国

共产党以后的革命建设道路有一定的启示与借鉴作用。比如

张闻天在政权建设思想中重视处理好党政关系的观点、对私

人资本主义利用、限制、竞争、斗争的政策、对于中国革命

长期性和不平衡性的认识、对于群众武装斗争的认识、对群

众路线的认识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

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都起到了重要的借鉴作用。

在中央苏区的调查研究工作，对张闻天由脱离中国实际

逐渐走向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转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左”倾错误，在后来遵义会议上发挥

了重大作用，推动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逐步走向成

熟，走上正确的道路，因此对张闻天在中央苏区的调查研究

进行探究依然具有重要的意义。

（作者系山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中共党史硕

士研究生）

（上接第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