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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力量来自组织，组织使力量倍增。”党的组织是实现党的领导、完成党的全部工作

的保证。中国共产党是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党原则、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起来的

统一整体，有着科学严密的组织体系，这也是党的传统和优势。自党成立以来，组织发展

始终是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抗日战争时期是党组织发展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组织发展

全面走向成熟，并且积累了丰富经验，迄今仍有重要指导意义。

历史方位；组织发展；党的一元化领导

“党的力量来自组织，组织使力量倍

增。”[1]党的组织是实现党的领导、完成党的全

部工作的保证。“正确的政治路线提出以后，

组织工作就决定一切，其中也决定政治路线本

身的命运，即决定它的实现或失败。”[2]抗日

战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发展承前启后的关键时

期，党在抗战时期达到全面成熟，成为全民族

抗战的中流砥柱，赢得了抗日战争的最终胜

利。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组织建设，为党领导

中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成为执

政党，奠定了坚实基础。总结党在抗日战争时

期组织建设的基本经验，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

组织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一、科学判断并准确把握党的历史方位

科学判断并准确把握党所处的历史方位，是

党制定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前提。党领导的中

国革命由土地革命战争向抗日战争转变，是中

国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转化的必然要求。如何

科学把握党所处的时代方位，正确认识中国社

会矛盾的变化，制定正确的政治方略，顺利实

现工作重心的转变，是检验党是否成熟、是否

有战斗力、是否能够驾驭中国革命航向的重要

尺度，这是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组织发展的一个

重要经验。

20世纪30年代，当国民党调动兵力大规模

“围剿”红军之际，日本帝国主义于1931年发

动蓄谋已久的九一八事变。随后在短短四个月

内，中国东北百万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沦于日

本侵略者的铁蹄之下。日本对东北的大规模侵

略，强烈震撼了中国社会，声势浩大的群众性

爱国运动严重冲击着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也激

化了国民党内各派系之间的矛盾。这表明，反

对日本侵略的民族革命斗争正成为中国各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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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的主要斗争。然而，当时党的领导人未能看

到时代的变化，未能顺应形势的发展、调整自

己的政策，而是继续推行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

方针，强调国民党政权同苏维埃政权的对立，

作出“目前中国政治形势的中心，是反革命与

革命的决裂斗争”[3]的错误判断，导致党非但

错失打开中国革命新局面的历史机遇，反而使

自己在国民党统治区和革命根据地的工作都遭

到程度不同的损失。特别是中央苏区第五次反

“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

移，中国革命遭遇严重挫折。总结经验教训，

在中国革命生死攸关的时刻，党中央于1935年

1月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着力解决

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改变了

中央领导特别是军事领导。会议依据民主集中

制的原则，独立自主地解决了党的组织问题，

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

治，“实际上变更了一条政治路线。过去的路

线在遵义会议后，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

都不能起作用了”[4]。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

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实际上也开始了

党的组织路线的转变。

1935年10月，党中央率领中央红军到达陕甘

地区，在民族危机不断加重的情形下，“成功

把解决生存危机同拯救民族希望联系在一起，

把长征的大方向同建立抗日前进阵地联系在一

起，实现了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

变”[5]。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的到来，表明中

国已处于政治形势大变动的前夜，将全国抗日

力量汇聚在一起、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

任，历史性地落到了中国共产党的肩上。

在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甘根据地前后，日本

侵略者策动所谓“华北自治运动”，整个华北

危在旦夕。随着中日民族矛盾的急遽上升，中

国共产党把握时代的脉搏、顺应时代的要求，

率先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主张。中共

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

于1935年8月1日草拟了《中华苏维埃政府、中

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

《八一宣言》），提出抗日救国的政治主张，

初步纠正了“左”倾关门主义，表明中国共产

党的政治策略开始发生转变。

在《八一宣言》公布之时，党中央和中央

红军尚在长征途中，在未获悉宣言内容的情况

下，从华北事变后民族危机加深的形势中，

敏锐认识到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性。

1935年10月22日，党中央在吴起镇召开政治局

扩大会议，毛泽东在报告中明确指出：“日本

帝国主义独占华北，反帝运动高涨，反帝革命

在全国酝酿。”[6]张闻天则更明确指出，到达陕

北苏区，长征的任务完成了，“一个历史时期

已经完结，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开始了”[7]。现在

新的任务是保卫与扩大这一苏区，变为直接的

民族革命战争。[8]党中央于1935年11月13日发布

《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

出卖中国宣言》，提出“在亡国灭种的紧急关

头，我们的出路，只有坚决的武装起来，开展

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革命战争，与打

倒卖国贼首蒋介石国民党的革命战争，以保卫

华北，与保卫中国，以争取中国民族的最后解

放”[9]。红军愿同一切抗日反蒋的中国人民与武

装队伍联合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期，党中央抓住了历

史机遇，审时度势，顺应时代要求，作出了战

略调整，于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在瓦窑堡召

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会

议科学分析了民族矛盾逐步上升为中国社会主

要矛盾的新特点，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

策略方针，解决了遵义会议未能解决的政治路

线问题。会议通过的《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

的任务的决议》明确指出：“目前政治形势已

经起了一个基本的变化，在中国革命史上划分

了一个新时期，这表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

为殖民地，中国革命准备进入全国性的大革

命。”[10]为此，“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

团聚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

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

蒋介石”。当前政治形势的基本特点是日本帝

国主义“正准备并吞全中国，把全中国从各帝

国主义的半殖民地，变为日本的殖民地”[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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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形势下，“一切不愿当亡国奴，不愿

充当汉奸的中国人，迫得走上一条唯一道路：

向着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汉奸卖国贼展开神

圣的民族战争”[12]。决议认为，民族革命的新

高潮推醒了工人阶级和农民中的落后阶层；广

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和知识分子已转入革命；

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许多乡村富农和小地

主，甚至一部分军阀也有对革命采取同情中立

的态度以至有参加的可能，因此“民族革命战

线是扩大了” [13]。党应采取各种适当的方法

与方式，去争取这些力量到反日战线中来。并

且认为，“‘左’的关门主义，是党内主要危

险”[14]。

瓦窑堡会议结束不久，即12月27日，毛泽东

根据瓦窑堡会议精神，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

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

报告批评党内存在的看不见民族资产阶级的两

重性及其变化，拒绝同其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的错误观点，深刻分析了日本侵略中国对中

国社会的影响，特别是中国反动营垒的分化，

认为“在地主买办阶级营垒中也不是完全统一

的”。为集中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

“我们要把敌人营垒中间的一切斗争、缺口、

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

之用”[15]。毛泽东认为党内“左”倾关门主

义者患了幼稚病，“革命的道路，同世界上一

切事物活动的道路一样，总是曲折的，不是笔

直的。革命和反革命的阵线可能变动，也同世

界上一切事物的可能变动一样”。因此，“组

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

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只有这样

的力量，才能把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打

垮”。“只有统一战线的策略才是马克思列宁

主义的策略。”“我们一定不要关门，我们要

的是制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死命的民族

革命统一战线”。[16]

毛泽东在报告中特别强调，战胜国内外敌人

的根本保证是共产党和红军在民族统一战线中

的领导。他提醒全党，大革命失败就是“缺乏

革命中心力量”[17]，为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

“共产党和红军不但在现在充当着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的发起人，而且在将来的抗日政府和抗

日军队中必然要成为坚强的台柱子”[18]。

瓦窑堡会议是全民族抗日战争兴起过程中

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它与之后毛泽东

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的报告，表明中国共

产党已经克服“左”倾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错

误，制定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策略，使

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即将到来之际掌握了政治上

的主动，系统解决了党的政治策略问题，并适

时完成组织路线的转变。

二、以党组织的大发展推进伟大的民族解放

斗争

全国抗战开始前，全国的共产党员只有4

万多，并且大多集中于红军和陕甘宁边区，

不少地区连党员也没有，更不用说党的组织，

“党的组织力量，在全国，一般地说来是微弱

的”[20]。党组织的这种状况同抗战形势和党所

担负的使命极不相称。之所以会这样，“一方

面由于国民党的控制和压迫的政策，另一方面

则是由于我们自己的没有工作或工作不足。这

是我党在现时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中的最基本的

弱点。不克服这个弱点，是不能战胜日本帝国

主义的”[21]。为此，毛泽东于1939年5月在延安

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特别强调，“担负着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立新中国的任务，需要

我们建设一个大党”，“一个独立的、有战斗

力的党”。[22]

（一）建设全国性的大党。瓦窑堡会议决

议指出，“目前政治形势已经起了一个基本上

的变化，在中国革命史上划分了一个新时期，

这表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殖民地，中国

革命准备进入全国性的大革命”[23]。“为了完

成中国共产党在伟大历史时期所负担的神圣任

务，必须在组织上扩大与巩固党。在新的大革

命中，共产党需要数十万至数百万能战斗的党

员，才能率领中国革命进入彻底的胜利。”[24]

为了扩大党员发展的群众基础，决议提出了

“两个先锋队”的论断，即：“中国共产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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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他应该大量吸收先进

的工人雇农入党，造成党内的工人骨干。同时

中国共产党又是全民族的先锋队，因此一切愿

意为着共产党的主张而奋斗的人，不问他们的

阶级出身如何，都可以加入共产党。”[25]据

此，决议明确了党员发展的基本标准，即“能

否为党所提出的主张而坚决奋斗，是党吸收新

党员的主要标准。社会成分是应该注意的，但

不是主要的标准。应该使党变为一个共产主义

的熔炉，把许多愿意为共产党主张而奋斗的新

党员，锻炼成为有最高阶级觉悟的布尔什维克

战士”[26]。1939年10月4日，毛泽东在为《共

产党人》杂志撰写发刊词时发出了“建设全国

性的大党”的号召，由于“党所处的环境，党

所担负的任务，现在和过去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有很大的不同，现在的环境是复杂得多，现在

的任务是艰巨得多了”[27]，“我们党已经走出

了狭隘的圈子，变成了全国性的大党” [28]。

党的建设的总目标、总任务，就是要“建设一

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

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

党”[29]，并将其称为“伟大的工程”。

随着国共合作抗战局面的形成，党的活动范

围进一步扩大。为了适应各方面工作的需要，

党中央于1938年3月作出《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

决议》。《决议》指出：“为了担负起扩大与

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彻底战胜日本帝国主

义的神圣任务，强大的党的组织是必要的。但

应该指出，目前党的组织力量，还远落在党的

政治影响之后，甚至许多重要的地区，尚无党

的组织，或非常狭小。因此大量的十百倍的发

展党员，成为党目前迫切与严重的任务。”[30]

为此，要“打破党内在发展党员中关门主义的

倾向”，“大胆向着积极的工人、雇农，城市

中与乡村中革命的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坚决

勇敢的下级官兵开门”，“特别注意在战区在

前线上大量的吸收新党员，建立强大的党组

织。在后方无党的组织的地区，当地党应有计划

的与迅速的去重新建立与发展党的组织”。[31]

从全国来看，到1940年，共产党员人数已

发展到80余万,到抗战结束时达到120多万人。

党员数量的大大增加，是党兴旺发达的重要表

现，也为党成为左右中国政局的决定性力量打

下了基础。

（二）加强党的干部队伍建设。“政治路线

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32]，这是毛

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中提出的一个十分重

要的论断。党的干部是党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是党的路线和政策的制定者、执行者，是实

现党的领导的组织保证，没坚强有力的干部队

伍，党的事业是不可能向前发展的。

瓦窑堡会议提出了“必须大数量的培养干

部”的要求，指出在“伟大斗争时期，党的干

部坚固的团结于党的领导机关的周围，是有

决定意义的。党要团结全党领导最广大群众走

上民族革命与土地革命的战争，没有很多的与

很好的干部作纽带，是不能成功的。正确的

组织路线与干部政策，是完成这个任务的前

提”[33]。

1937年5月，毛泽东在给党的全国代表会

议作结论时强调：“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

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中国共

产党早就是一个大政党，经过反动时期的损失

它依然是一个大政党，它有了许多好的领袖和

干部，但是还不够。我们党的组织要向全国发

展，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要有几百个

最好的群众领袖。”[34]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

全会上进一步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几

万万人的大民族中领导伟大革命斗争的党，没

有多数才德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其历

史任务的。十七年来，我们党已经培养了不少

的领导人材，军事、政治、文化、党务、民运

各方面，都有了我们的骨干，这是党的光荣，

也是全民族的光荣。但是，现有的骨干还不足

以支撑斗争的大厦，还须广大地培养人材。在

中国人民的伟大的斗争中，已经涌出并正在继

续涌出很多的积极分子，我们的责任，就在于

组织他们，培养他们，爱护他们，并善于使用

他们。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

素。因此，有计划地培养大批的新干部，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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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战斗任务。”[35]

在干部的选拔和使用上，党中央提出了“任

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和“德才兼备”的选拔使

用标准。要求干部必须“懂得马克思列宁主

义，有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

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

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36]；必须“坚

决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和群众有密

切的联系，有独立的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

谋私利”[37]。

从知识分子中选拔干部，是干部队伍建设

的重要方面。由于“左”的错误影响，党内存

在长期轻视甚至排斥知识分子的倾向。为了克

服这一倾向，1939年12月1日，党中央发出由

毛泽东起草的《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

决定指出：“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

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

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

线。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

能的。”“全党同志必须认识，对于知识分

子的正确的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

一。”[38]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于1939年6月专门发

出《关于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和培养新干部问题

的训令》，提出要大批吸收纯洁的革命知识分

子参加下层工作，不要歧视知识分子。[39]

大量知识分子成为党的干部，使得党政机关

和部队干部的文化水平、政治政策水平大大提

高，弥补了党的干部队伍建设的不足。

（三）建设“大而精”的党组织。抗战时

期党组织的大发展，是党领导民族解放斗争的

必然选择，是实现党的政治路线的客观需要。

然而，短时间内党员队伍的迅速扩大，不可避

免地会引起一些问题，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指

出：“这些新党员极大部分是散漫的小资产阶

级的成分。他们为追求真理，愿意为共产主义

奋斗，加入共产党，我们欢迎他们。但是，他

们之中的许多人还带着浓厚的非无产阶级思想

和习惯。”“这就需要引起我们极大的注意，

加强对新党员的思想意识的教育。”[40]

为克服党员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党中央于

1939年8月25日发出《关于巩固党的决定》。

《决定》认为，在中央作出大量发展党员的决

策后，党组织获得很大发展，“建立了全国的

群众性的布尔塞维克的党的基础” [41]，但也

存在“严重的错误与缺点”，这些错误与缺点

主要有：“某些地方党部为追求新党员的数目

字，便进行所谓发展党的突出运动，集体加入

与不经过个别的详细审查的征收党员。因此许

多普通抗日分子或党的暂时同路人，也加入了

党。异己分子，投机分子，以及奸细，也乘机

混入了党。使党的组织之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作

用和党的组织之巩固程度大大受到损害。使党

的组织与群众抗日团体之区别，在某些地方模

糊起来。使民族敌人与阶级敌人，有了一些机

会来进行破坏我党的阴谋。”[42]因此，“在思

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党，成为我们今天

极端严重的任务，成为完成的政治任务的决定

因素”[43]。

对于如何巩固党，中共中央政治局作了七

项决定：（1）停止发展党员，将整理、紧缩、

严密和巩固党的组织作为当前和今天一定时期

的中心任务；（2）详细审查党员成分，清刷混

入党内的异己分子、投机分子以及敌探奸细；

（3）加强党内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阶级教育

和党的教育；（4）加强对党的各级干部的教育

工作；（5）加强党的保卫工作和反对奸细的斗

争；（6）加强党的秘密工作，严格划分公开机

关和秘密组织；（7）加强党的纪律和党的团

结。[44]

事实上，对大量发展党员可能产生的问题，

党中央是清醒的，曾多次提出针对性的要求。

比如，“大量的发展党员，不是采用不经审查

的拉伕式的办法，新党员的入党，必须经过支

部一定党员的介绍与一定党部的审查”，“严

防汉奸、托派分子、阴谋家、投机家混入党

内”等。[45]

《关于巩固党的决定》发出后，各级党的组

织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停止发展党员，把巩

固党作为中心工作，通过大力整顿党的组织，

审查党员成分，清洗混入党内的敌对分子、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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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分子和投机分子，建立健全各种制度，使党

员的素质得到很大提高，党组织的战斗力大大

提升。

三、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不断增强党的

凝聚力和战斗力

中国共产党是按照马克思主义建党原则建立

起来的政党，历来高度重视组织的力量。抗战

时期，党以民主集中制为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

制度，从中央到地方党的组织形成科学严密的

体系，使全党成为统一的整体，党的组织优势

最大限度地得到发挥，确保党始终走在时代的

前列。

（一）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党政军民学，

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党在抗日战争

时期提出并实行一元化领导，是与党当时面临

的形势和实际工作的矛盾密切相关的。1942年

前后，中国抗日战争进入最困难的时期，除了

日本侵略者的“扫荡”封锁之外，国民党的反

共活动也十分猖獗。克服面临的困难，进一步

巩固并发展抗日根据地，壮大人民力量，是全

党面临的十分紧迫而严峻的问题。而当时党领

导的各抗日根据地处于分割状态，这种状况容

易造成令出多头、各自为政的局面。同时，党

的历史上形成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错误思

想认识还大量存在，某些根据地擅自发表有关

全局的意见或主张，造成全党认识上和行动上

的混乱，导致中央在一些政策上的被动。对于

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党中央认为是“由于

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遗毒，由于对某些政治

观点与组织关系还缺乏明确的了解与恰当的解

决，党政军民中（实际上是党政军民系统中党

员干部的关系），在某些地区，还存在着一些

不协调的现象。例如：统一精神不足，步伐不

齐，各自为政，军队尊重地方党、地方政权的

精神不够，党政不分，政权中党员干部对于党

的领导闹独立性，党员包办民众团体，本位主

义，门户之见等等。这些不协调的现象，妨害

了抗日根据地的坚持与建设，妨害我党进一步

布尔什维克化，[46]。要统筹全部工作，各根据

地必须实行一元化领导。

为实现党的一元化领导，中共中央政治局于

1942年9月1日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抗日

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

（通称“九一决定”）。《决定》指出：“党

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和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

式，他应该领导一切其他组织，如军队、政府

与民众团结。根据地领导的统一与一元化，应

当表现在每个根据地有一个统一的领导一切

的党的委员会（中央局、分局、区党委、地

委），因此，确定中央代表机关（中央局、分

局）及各级党委（区党委、地委）为各地区的

最高领导机关，统一各地区的党政军民工作的

领导，取消过去各地党政军委员会（党政军委

员会的设立，在根据地创立时期是必要的正确

的）。”[47]

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目的在于“加强各

抗日根据地领导的统一，是为了更顺利的进行

反对日寇的战争，‘一切服从战争’是统一领

导的最高原则” [48]。而对于如何实现党的一

元化领导，决定规定：“中央代表机关及区党

委地委决议、决定或指示，下级党委及同级政

府党团、军队军政委员会，军队政治部及民众

团体及党员，必须无条件执行。”“上级政府

的决定、命令、法令，上级军事领导的命令、

训令，上级民众团体的决定（以上文件之重要

者必须经过各该机关党员负责人交同级党员批

准，或事先商得党委负责人同意，然后颁发，

但不是一切都要批准），不仅下级政府、军

队、民众团体必须无条件执行，下级党委也必

须无条件执行。不得假借无上级党委指示而违

抗或搁置，下级党委对上级政府、军队、民

众团体之决定如有不同意见，可报告上级党

委。”[49]“九一决定”特别强调“下级服从上

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原则之严格执行，对于党

的统一领导，是有决定意义的”[50]。

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加强了党的集中统一

领导，协调了抗日根据地内党政军民之间的关

系，统一了根据地的工作，保证了党的方针政

策的落实，有力推动了根据地的建设和对敌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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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的开展。

（二）坚决维护党中央的权威。维护中央的

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

的重要原则，也是中国共产党历经长期革命实

践正反两个方面经验教训的科学总结。

维护中央的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原则，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作了基本规定。党的

二大通过的第一部党章规定，“全国代表大

会为本党最高机关。在全国大会闭会期间，中

央执行委员会为最高机关”，“全国大会及中

央执行委员会之议决，本党党员皆须绝对服从

之”。[51]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对此作了经典概

括：“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

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党的一切工作由中央

集中领导，是党在组织上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

则，各级党的委员会的委员必须无条件的执

行，成为一切党员与干部的模范。”[52]《关于

巩固党的决定》进一步强调，“为着巩固党，

必须提高党的纪律和加强党团结。必须在党内

开展正确的思想斗争，保证党内思想上的一致，

提高党的铁的纪律，保证党的行动上一致”[53]。

1941年3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题讨

论了如何加强党性的问题，将是否服从中央

的指挥，维护中央的权威，上升到党性的高

度。作为《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的起草人之

一，王稼祥指出了“党内独立主义的错误”的

表现、危害以及纠正的方法，在他看来，纠正

这些错误的根本办法就是“实行中央集权”，

“实行铁的纪律，对犯错误的干部必须实行纪

律与组织的制裁”。[54]陈云在发言中认为：

“下层虽有违反党性的，但头子愈大，危险愈

大，军队愈多，危险愈多。”“个人利益必须

服从党的利益，个人利益仅仅包含在党的利益

中。”“党的利益与个人利益是有矛盾的，但

个人利益必须以党的利益为前提。”[55]毛泽东

在发言中联系党的历史上的教训强调：“对干

部的错误要正面批评，不要姑息。我们党的组

织原则是团结全党，但同时必须进行斗争，斗

争是为团结。我们干部要做到虽受打击也要服

从组织，就在一个时期为上级所不解了，并且

孤立，都能够忍耐下去。要能上能下。”[56]7月

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了《关于增强党

性的决定》。决定发出后，“对于全党是起了

教育的作用，使党在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

比过去更加统一，一些象过去那种政治上随便

发表意见同党的主张对立的现象，最近是没有

看到了。这表现我们党在思想上政治上更加统

一了。在组织上也是一样，那些闹独立主义的

情形比较少了，能够把局部利益服从党的整个

利益，这表现了党的进步，表现了党比过去更

加巩固一些”[57]。中央政治局于1943年3月20

日通过的《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减的决定》

规定：“在两次中央全会之间，中央政治局担

负领导整个党工作的责任，有权决定一切重大

问题。政治局推定毛泽东为主席。政治局每月

应举行例会两次，必须时可召开临时会议。凡

重大的思想、政治、军事、政策和组织问题，

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通过。”[58]“书记

处是根据政治局所决定的方针处理日常工作的

办事机关，他在组织上服从政治局，但在政治

局方针下有权处理和决定一切日常性质的问

题。”[59]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由“毛泽东、

刘少奇、任弼时三同志组成，泽东同志为主

席”，中央书记处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

的决定权”。[60]这次重要的人事调整，毛泽东

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不仅在思想上而且在组织上

进一步得到确认。

为从制度上确保党的集中统一和中央的权

威，党中央在抗战时期还制定了多个党内法

规，如《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

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

《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

间关系的决定》《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

的决定》，党的七大把“四个服从”，即“党

员个人服从所属党的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

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部分组织统一服从中

央”[61]郑重写入党章。

总之，抗日战争时期是党组织建设在各个方

面达到成熟的历史时期，形成了组织建设的一

系正确的方针政策和做法，促进了党组织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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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使党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保证

了抗日战争和新民主义革命的胜利，其经验至

今仍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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