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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了 《中央
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
八个五年规划 （2021—2025 年）》，并发出
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
落实。

《规划》 指出，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引
领全民普法工作。主要目标是到 2025 年，
公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显著提
升，全民普法工作体系更加健全；公民对法
律法规的知晓度、法治精神的认同度、法治
实践的参与度显著提高，全社会尊法、学
法、守法、用法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显著增
强；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深入推进，全社
会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
解矛盾靠法的法治环境显著改善；全民普法
制度完备、实施精准、评价科学、责任落实
的工作体系基本形成。

《规划》 明确，要以坚持党的全面领
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服务大局、坚
持与法治实践深度融合为工作原则，突出学
习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突出宣传宪法，突
出宣传民法典，深入宣传与推动高质量发展
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深入宣传与社会治理
现代化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深入宣传党内
法规。

《规划》 还就持续提升公民法治素养、
加强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推进普法与依
法治理有机融合、着力提高普法针对性实效
性作出具体部署。

《规划》 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更加注
重系统观念、法治思维，把推进全民普法和
守法摆上重要工作日程，科学制定本地区本
系统五年规划，加强
制度建设，全面落实
普法责任制，强化基
层基础工作，加强评
估检查，确保普法工
作有声有色、有力有
效 开 展 。（据央视
《新闻联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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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习近平法治思想
引领全民普法工作

新华社上海6月15日电
记者 姜微 杨金志 吴振东 郭敬丹

上海，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
会纪念馆，一幅苍劲有力的书法作品静静陈
列——

“作始也简 将毕也钜”。
落款：“董必武 一九五六年二月”。
是年 2 月，中共一大代表董必武来到一

大会址，在帮助工作人员回忆了相关历史细
节后，年届七旬的董必武感慨万千，挥毫写
下这8个大字。

“这幅字是我们的‘镇馆之宝’。党和人民
的事业越是向前发展，我们就越能感受到这
句话的分量。”中共一大纪念馆馆长薛峰说。

“作始也简，将毕也钜”源自《庄子》，原
文“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人们把其
含义引申为：任何具有远大前程的事业，哪
怕在初创时微不足道，等到将要完成时也必
然发展得非常巨大。

许多历史事件正是如此。
站在当下，回望百年，我们把历史的长

镜头对准1921年。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这个在寻常日子召开的、在当时报纸上没有
一点报道的会议，无声，却有力地，在风雨如
晦的中国大地炸响了开天辟地的惊雷，为波
澜壮阔的奋斗史诗写下了光辉的起笔。

在旧报章里，在泛黄的档案资料里，在
亲历者的回忆里，我们还原那些曾经模糊的
细节，探寻历经百年愈加清晰的大义。

（一）“天井里有些烧剩的纸
灰”

1921 年 7 月 23 日，大暑，上海空气濡湿
闷热。

入夜，法租界里一幢民居亮起昏黄的灯
光。屋内，31岁的李汉俊正等着他的客人。

这幢位于望志路 106 号、有着青色砖墙
和红色窗棂的石库门房子，是李书城、李汉
俊兄弟俩一年前租下的，外界称其为“李公
馆”。在李书城爱人薛文淑印象里，弟弟汉俊
每天都很忙，常有朋友找他，搬来这里后，朋
友来得更多了，时常还有外国人。

李汉俊身边，一张条桌上摆放着十几只
雕花茶杯、一只紫铜烟缸和一只粉色花瓶，
桌子四周围有一圈圆凳，东、西墙边又各放
置了一只茶几和两张椅子。这样的布置，使
这间屋子略显局促。

过了一会儿，客人陆续来了，多是年轻
模样，但打扮各不相同，有穿长衫的，有穿中
山装的，有穿西装的，有人留着八字胡须，也
有人一脸稚气⋯⋯另有两名外国人，高鼻
梁、目光敏锐。

石库门外，夜色之下，“远东第一大城
市”上海看起来沉滞如常。各色洋人和达官
贵人依旧纸醉金迷，市井百姓一如既往地辛
苦劳作。翻开《申报》，《粤桂最近之战局》等
军阀争斗的消息日日“连载”，占据国内新闻
的大幅版面。国际上，美国主导的“太平洋会
议”（即华盛顿会议）即将开幕。当日，报上一
则《太平洋会议与中国》的消息，描绘了一些
人对这次会议的企盼和“乐观”——“舆情对
于美国邀中国与会，大为兴奋”。

之后几天，同样的人又来了“李公馆”几
回，其间他们还发生了多次“有力的争论”，
但再见面时看不出什么不愉快。

直到 7月 30日晚，李汉俊和朋友们的聚
会，因一名陌生男子突然闯入而就此打断。

“我只是记得有一天，我回到家，一进门
就发现天井里有些烧剩的纸灰，厨师老廖告
诉我说，有法国巡捕来搜查过二先生（指汉
俊）的房间，并说没有抓人。”薛文淑后来在
回忆录中写道。

风起于青萍之末，浪成于微澜之间。
当时的绝大多数上海市民、中国民众决

不会想到，在自己陷于艰辛困顿之际，一群
平均年龄 28 岁的志士，已经悄然成立了一
个政党。这个政党，将彻底改变这座城市、这
个国家，乃至今后的世界大格局。

（二）“偕行者润之，赴全国
○○○○○之招”

百年沧海桑田。当年“李公馆”所在的地
界，早已从洋人的“国中之国”变成人民城市
的新天地，是上海极具特色的商业街区。

百年薪火相传。梧桐掩映下，那幢古朴
庄重的小楼模样未改，乌漆大门上的铜环熠
熠生辉，越来越多年轻人专程而来，感悟赤
诚初心。

“看到会址外流光溢彩的街景、衣着时
尚的行人，有时也觉得反差巨大。但再一想，
这现代化的城市、安居乐业的人民，不正是
建党先驱们朝思暮想的景象吗？”一位青年
参观者感慨。

真挚的情感穿越百年，与彼时的青年产
生共鸣。

1921 年，23 岁的王瑞俊写下《肇在造化
——赠友人》：“贫富阶级见疆场，尽善尽美唯
解放。潍水泥沙统入海，乔有麓下看沧桑。”

怀揣这份憧憬，他把自己的名字改为王
尽美，志在实现国家和民族的“尽善尽美”。

他寄予希望的方式，是唤醒劳工，通过
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

1921 年 6 月，湘江之畔，28 岁的毛泽东
接到一份“开会通知”，其中要求各地共产党
早期组织各派代表两人，尽快到上海开会。

毛泽东兴奋不已，立即与何叔衡谋划秘
密启程。

“午后六时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润之，赴
全国○○○○○之招。”与何叔衡在《湖南通
俗报》共事的谢觉哉在日记里这样写道。

谢觉哉后来解释，5个圆圈指“共产主义
者”，因怕泄密，故用圆圈代替。

发出这份“开会通知”的，是上海共产党
早期组织，这是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
于 1920 年 8 月在上海老渔阳里 2 号（今南昌
路100弄2号）成立，陈独秀为书记。

“这不是上海地方性的党组织，而是中
国共产党发起组，面向全国、面向世界上有
中国劳动群众的地方，通过写信联系、派人
指导等方式，积极推动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
立。”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会长忻平说。

一封封信函由上海发出、一个个“使者”
从上海走出，革命的火种散播开去。此后一年
时间里，武汉、长沙、济南、广州、东京、巴黎等
地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陆续成立。这既为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写下了生动续章，更为
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奠定了重要基础。

上海的“邀请”，得到四面八方的响应。
1921 年 6 月末至 7 月中旬，9 位外地代表陆
续抵沪。他们以“北京大学暑期旅行团”的名
义秘密租住在白尔路 389 号(今太仓路 127
号)的博文女校，和衣睡在空教室的地铺上。
此地，距“李公馆”步行只要几分钟；此刻，闷
热的空气中正酝酿着惊雷。

从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到 1921年中国
共产党正式成立，近百年时间里，中国国运
一路衰颓，已然深陷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
泥沼，无数仁人志士的强国梦想看上去愈加
遥不可及。

1921 年 8 月 3 日，英文报纸《字林西报》
刊载一则《大坝决堤：大片乡村变成汪洋，数
百村庄被淹》的报道：“近年来中国接连发生
各类自然灾害，包括地震、洪水、干旱，以及在
人和牲畜间传播的瘟疫⋯⋯当权者应该清醒
起来，开始行动，为这个国家做些什么吧。”

当权者不会清醒，他们正在装睡。热血
的青年，主动扛起国家前行的重任。中共一
大召开的 3 个月前，李汉俊面对来访的日本
作家芥川龙之介，直抒胸臆：“种子在手，唯
万里荒芜。或惧力不可逮。吾人肉躯堪当此
劳否？此不得不忧者也。”言毕，眉头紧锁。

虽担心力有不逮，却仍要一往无前。面对
灾难深重的局面，这批马克思主义的年轻追
随者，即便舍弃生命，也要让种子发出芽来！

6年后的 1927 年，那位曾经“眉头紧锁”
的李汉俊、当时年仅 37 岁的李汉俊，倒在了
反动军阀的屠刀下。

“在这批最早的中国共产党人身上，集
中体现了那一代中国青年爱国奋斗、为民造
福的担当精神，开天辟地、锐意进取的创新
精神。”忻平说。

（三）“你这一封信见地极
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

“衣无冬夏，仅破麻袋一片，遮其下体。
夏则赤腘蓬头，各以破袋一只复其首，若富
翁之戴风帽然⋯⋯有终日不得一饱者，亦有
兼日而食者，饥饿难忍，则潜至巷尾常于垃
圾堆中，拾取人家所弃之腐鱼臭肉⋯⋯”
1920 年 9 月，陈潭秋在《汉口苦力状况》一文
中悲悯地写道。次年，陈潭秋作为武汉代表
参加了中共一大。

这是一个国运衰微、苦难深重的中国。
到底，路在何方？
1918 年 11 月，天安门广场，李大钊发表

《庶民的胜利》演说。他热情洋溢地告诉世
人：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是民主主义的胜
利，是社会主义的胜利！

没有人生来就信仰马克思主义，但十月
革命的胜利，让苦苦寻路的中国先进知识分
子，真切地看到一幅充满希望的图景。

1920年9月出版的《新青年》8卷1号上，
陈独秀发表《谈政治》一文。文末，他庄严宣
告：“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
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
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

学者认为，这篇文章是陈独秀思想的分

水岭。此后，这位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彻
底从一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
主义者。

参加中共一大前的几年间，20来岁的毛
泽东在家乡看到了人民的艰难、官僚的麻
木，立志要改造这一切。他创办《湘江评论》，
在创刊宣言中发出振聋发聩的呐喊：“世界
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
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

在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影响下，毛泽东
于 1920 年夏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
义的信仰，认定这是“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
通了”的最后选择。

1921 年 1 月，毛泽东复信蔡和森，对其
提出的“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
党”的主张，明确表示：“你这一封信见地极
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

对这批青年来说，掌握了马克思主义，
就如同找到一盏看清时事迷局的“探照灯”、
一把解剖沉疴痼疾的“手术刀”。正当时人对

“太平洋会议”抱有幻想时，李汉俊 1921 年 7
月在《共产党》月刊上一针见血地指出，其实
质不过是日英美三国分赃中国的会议。他号
召同胞：“不要希望什么太平洋会议，速行社
会革命罢！”

在中国知识分子思想发生转变之时，中
国的社会结构也在变化。五四运动前夕，中
国工人总数 200 余万人，仅上海就有 56 万
人。严重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锻造了上
海工人阶级极强的反抗性。

1920年末，《共产党》月刊对当时正在兴
起的工人运动作出乐观预见：“照这样发展
下去，不出三五年，上海劳动界，必定能够演
出惊天动地打倒资本制度的事业来的。”

历史证明，这是一个极具先见的判断
——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工人阶级，一旦与代
表先进文化的马克思主义结合，必将迸发出
无比巨大的力量！

（四）“那座桥才是我们的真
生命”

1921 年 7 月在上海召开的这个秘密会
议，四周暗流涌动。

参加会议的包惠僧回忆，7 月 30 日晚，
宣布开会不到半个钟点，一个陌生的中年男
子闯进了会场。“我们问他干什么？他把我们
看了一眼说：‘对不起，我找错了地方’，就匆
忙下楼去了。马林则很机警地说：‘一定是包
打听，我们马上解散，再定期开会。’”

果然，十几分钟后，法租界巡捕包围了
会场。

因担心住处遭到搜查，代表们立即前往
《新青年》编辑部暂避。大约过了两个钟点，
包惠僧放心不下“留守”的李汉俊、陈公博，
返回“李公馆”探看。李汉俊告诉他，写字桌
抽屉内就有一份党的纲领，没有被发现，很
侥幸！

研究者认为，这一变故与租界警方对共
产国际参会代表马林的监控有关。

至此，上海的会议不得不告一段落，代
表们从石库门出发，登上嘉兴南湖的一艘游
船，大会在紧张气氛下继续进行⋯⋯

开会时，李达代表的夫人王会悟一直坐
在船头，但她全无赏景的闲情。“假如有船靠
近，我就叩击船舱门，提醒他们停止开会。”
王会悟晚年回忆道。为了掩护，她甚至在会
议桌上预先摆放了一副麻将牌。

从上海到嘉兴，一周多时间里，代表们
操着天南地北的口音，热烈探讨改造国家的
办法。会场内外，两个中国，一个昏暗、痛苦，
一个则宣示着她的青春、梦想。

1921年 7月 27日的《民国日报》上，登载
了上海浦东英美烟草公司华工罢工的消息。
文中列着工人提出的条件：撤换虐待工人的
监工；以后不准虐待工人；无论如何，不准开
除工人的代表⋯⋯

正是在这天，代表们开始讨论《中国共
产党第一个纲领》。纲领第一条即旗帜鲜明：

“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
阶级的政权，必须支援工人阶级，直到社会

阶级区分消除的时候。”
再看 7 月 28 日的《民国日报》，一则《安

徽省选之奇奇怪怪》的新闻，直指资产阶级
政府“城墙坍倒办选举”“百余人轮流投票千
余张”的虚伪行径。作者直言：“长此以往，选
政何堪设想？”

代表们决心与这样的弊政划清界限，使
自己的党成为一个目标明确、组织严密的无
产阶级政党。他们在纲领中明确：“候补党员
必须接受其所在地的委员会的考察，考察期
限至少为两个月。考察期满后，经多数党员
同意，始得为正式党员⋯⋯”

多位代表日后回忆，会场内发生多次
“有力的争论”。例如，在关于是否支持党员
经党特别允许后可担任政府委员或国会议
员的问题上，纲领在注释中留了个尾巴：“此
条款引起激烈争论，最后留至 1922 年第二
次会议再作决定。”

分歧与争论，折射政党初创时期的真实
状态。13位代表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有人
主张“实业救国”，有人信奉“改良主义”，还有
人宣扬“无政府主义”，即使后来接受了马克
思主义，每个人的理解程度也不尽相同。

更深层次的原因，是这些年轻人时不我
待地扛起了救亡图强的责任。“一经掌握马
克思主义，就想马上用于改造世界。”中共上
海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徐建刚说，中国共产
党人的一个鲜明特性，就是永远追求真理、
勇于修正错误，最终使党从幼稚走向成熟。

把目光再次聚焦这群年轻人——13 位
代表中，8 人有大学学历，其中 4 人留学日
本、3 人就读于北京大学，而在当时，全国能
接受现代教育的人口不到1%。

显然，以他们的学识，足可衣食无忧。参
与建党，投身革命，乃至牺牲生命，他们追求的
不是个人命运的改变，而是苦难民族的新生。

正如 1920 年陈独秀在《欢迎湖南人底
精神》一文中关于生命的探讨：“你见过蝗
虫，他们怎样渡河么？第一个走下水边，被水
冲去了，于是第二个又来，于是第三个，于是
第四个；到后来，他们的死骸堆积起来，成了
一座桥，其余的便过去了。那过去底人不是
我们的真生命，那座桥才是我们的真生命，
永远的生命！”

（五）尾声：因为相信，所以
看见

1921年元旦，作家沈禹钟在《申报》副刊
《自由谭》上发文“祝民国十年”，他语带希冀
地写道：“谋国之福，胥在执政者之稍具人心
⋯⋯毋纵而欲，毋贰而心，毋逞小念以乱大谋
⋯⋯若是，则我国转弱为强将由此发轫焉。”

同年岁末，同样是《自由谭》，作家许一
鸥却忙不迭“送民国十年”：“你今年借了多
少外债，丧失多少权利，替百姓增多少负担，
也当交代个清楚，组阁组阁组了一年组出什
么阁来。”字里行间，失望透顶。

他们并不知道，地火在地下奔涌，即将
冲破地面；雨云在天边翻滚，即将炸响惊雷；
晦暗在黎明前挣扎，一轮崭新的红日就要喷
薄东方！

那幢石库门房子里发生的事情，除一度
遭到暗探和巡捕骚扰外，在当时并未引起社
会的多大注意，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长
条桌边的年轻人，文质彬彬，而内心火热，当
他们起身没入人海，没人想到，一股红色激
流就此改变了中华大地。

只有穿透历史的烟云，才能看清决定命
运的关键时刻——那一扇并不宽敞的木门，
开启了古老中国走向新生的壮阔征程；那一
叶吃水不深的红船，承载着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远大梦想。

站在“两个一百年”历史交汇点上，我们
应当缅怀，永远缅怀那些在沉沉黑夜中点燃
火种、献身光明的人。我们更应自信，这个走
过一百年的伟大政党，之所以彻底改变了中
国、深刻影响了世界，只因始终站在历史正
确的一边。

作始也简，将毕也钜。因为相信，所以看
见。

于 无 声 处 听 惊 雷
——中共一大百年回望

观众在中共一大纪念馆的“日出东方——从石库门到天安门”历史组画前参观 （6月8日摄）。 （新华社记者 刘颖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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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 6 月 15 日电 （记 者潘
洁 董雪） 针对七国集团峰会公报提及涉华
议题，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15 日表示，中
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涉疆、涉港、
台湾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部势力
干涉。

赵立坚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说，
中方注意到峰会公报提及涉华议题，就涉
港、涉疆、台湾、涉海等问题对中方蓄意污
蔑，干涉中国内政。此举严重违背 《联合国
宪章》 宗旨和原则，违背和平、发展、合
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暴露出美国等少数国
家人为制造对立隔阂、扩大分歧矛盾的不良
用心，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

“涉疆、涉港、台湾事务纯属中国内
政，不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中国维护国家
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决心坚定不移。”
赵立坚说。

外交部回应七国集团公报涉
华议题：

强烈不满 坚决反对

据新华社北京 6 月 15 日电 （记 者周
圆） 记者 15 日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为了持
续提升高速公路网通行效率，降低高速公路
出行成本，促进物流业降本增效，各地将全
面推广高速公路差异化收费。

根据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
政部近日联合印发的 《全面推广高速公路差
异化收费实施方案》，各地将充分考虑本地
公路网结构及运行特点等因素，选择适合的
差异化收费方式，创新服务模式，科学精准
制定差异化收费方案，全面推广差异化收
费。

方案指出，进一步优化完善分路段差异
化收费模式，实施灵活多样的差异化收费；
继续深化分车型 （类） 差异化优惠政策，对
不同车型 （类） 普通货车或国际标准集装箱
运输车辆、危险货物运输罐式车辆等专用运
输车辆实施差异化收费，提高专业运输效
率；重点针对交通量波峰波谷明显、承担较
多通勤功能的高速公路路段，在不同时段执
行差异化的收费标准；重点针对邻近港口和
大型工矿企业的高速公路出入口、交通量差
异较大的相邻平行路段、城市周边高速公路
项目等特定区间、特定出入口实施分出入口
差异化收费；重点针对资源省份货物单向运
输特征明显的高速公路，可对上行方向和下
行方向实施差异化收费；进一步完善 ETC

（电子不停车收费系统） 电子支付优惠模
式，加大 ETC 电子支付优惠力度。

三部门：

推广高速公路
差异化收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