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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3月5日
毛泽东撰写的《湖南农民

运动考察报告》一文，本日起
在中共湖南区委机关刊物《战
士》周报连载。报告回答党内
外对农民革命斗争的责难，明
确指出革命党人要极端重视
农民斗争，支持农民的革命举
动，特别提出贫农大群众是革
命的先锋、中坚和元勋，肯定
湖南农民所做的十四件大事
都是革命的行动和完成民主
革命的措施。报告指出：农民
的主要攻击目标是土豪劣绅，
不法地主，旁及各种宗法的思
想和制度，城里的贪官污吏，
乡村的恶劣习惯。这个攻击
的形势，简直是急风暴雨，顺
之者存，违之者灭。其结果，
把几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权，打
得个落花流水。孙中山先生
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
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
个月内做到了。这是四十年
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
勋。这是好得很。国民革命
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
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
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
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报
告还指出：要推翻地主武装，
建立农民武装。同时对农村
革命后的建设也提出了一些
积极的主张。

这篇报告先后在一些刊
物转载，并出版单行本。瞿秋
白为单行本作序指出：“中国
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
毛泽东这本书”。布哈林看了
俄文版的报告评价说：“文字精
炼，耐人寻味”。这篇考察报告
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1949年3月5日—13日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西

柏坡召开。全会听取并讨论

毛泽东的报告，批准由中国共
产党发起的关于召开新的政
治协商会议及成立民主联合
政府的建议，批准毛泽东关于
以八项条件作为与南京政府
进行和平谈判的基础的声
明。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报告
通过相应决议。

毛泽东的报告规定了在
全国胜利以后，党在政治、经
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
政策，特别着重地分析了当时
中国经济各种成分的状况和
党所必须采取的正确政策，指
出了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
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
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方
向。报告指出：从现在起，我
们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
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在城
市斗争中，我们必须全心全意
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
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
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
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
表人物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使
他们保持中立，以便向帝国主
义者、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
作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文化
斗争，并向帝国主义者作外交
斗争。同时，要立即开始着手
建设事业，一步一步地学会管
理城市，并将恢复和发展城市
中的生产作为中心任务。城
市中其他的工作，都必须围绕
着生产建设这个中心工作并
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报告
还指出：实行对内的节制资本
和对外的统制贸易，是我国在
经济斗争中的两个基本政
策。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
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中国
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矛盾，第
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
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
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
家的矛盾。我们要建立一个
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
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

家。报告强调指出：夺取全国
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
第一步，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
短小的序幕。序幕还不是高
潮。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
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
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
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
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
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
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
作风。

毛泽东的报告和毛泽东
在同年六月所写的《论人民民
主专政》一文，构成了为中国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
体会议所通过的、在新中国成
立初期曾经起了临时宪法作
用的《共同纲领》的政策基
础。毛泽东的报告收入《毛泽
东选集》第四卷。

1963年3月5日
《人民日报》刊登毛泽东

“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
这个题词是应《中国青年》杂
志社要求，于二月二十日为该
刊学习雷锋专辑题写的，三月
二日出版。《解放军报》三月六
日发表了刘少奇的题词“学习
雷锋同志平凡而伟大的共产
主义精神”；周恩来的题词“向
雷锋同志学习憎爱分明的阶
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
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
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
志”；朱德的题词“学习雷锋，
做毛主席的好战士”；邓小平
的题词“谁愿当一个真正的共
产主义者，就应该向雷锋同志
的品德和风格学习”。陈云七
月八日为雷锋题词：“雷锋同
志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大家
向他学习。”

1986年3月5日
邓小平对王大珩、王淦

昌、杨嘉墀、陈芳允四位科学
家三月三日向中央提出的关

于跟踪高科技发展的建议作
批示：“这个建议十分重要”，

“找些专家和有关负责同志讨
论，提出意见，以凭决策。此
事宜速作决断，不可拖延”。
根据邓小平的批示，有关部门
邀请部分科学家进行座谈讨
论，讨论中对选择高技术项目
是以发展国民经济为主还是
以增强军事实力为主，产生了
不同意见。对此，邓小平四月
六日作出批示：“我赞成‘军民
结合，以民为主’的方针。”十
月六日，他在关于高新技术研
究发展计划的报告上批示：

“我建议，可以这样定下来，并
立即组织实施。如有缺点或
不足，在实施中可以修改和补
充。”在邓小平的支持和推动
下，同年十一月，中共中央、国
务院批准了《高新技术研究发
展计划纲要》，又称“八六三”
计划。

1949年
3月 5日－13日 中国共

产党在西柏坡举行七届二中
全会。毛泽东向全会作了报
告。会议集中讨论彻底摧
毁国民党统治，夺取全国胜
利，在新形势下党的工作重
心实行战略转移，即从乡村
转到城市的问题。会议着
重研究和规定了党在全国
胜利后，在政治、经济、外交
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

分析当时中国经济成分的状
况和党所必须采取的正确政
策，指出中国由农业国转变
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
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
展方向。

1963年
3月 5日《人民日报》刊

登毛泽东的题词“向雷锋同志
学习”。全国掀起学习雷锋先
进事迹的热潮。

2015年
3月 5日 习近平在参加

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
海代表团审议时讲话指出，创
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适应和引领我国经济发展新
常态，关键是要依靠科技创新
转换发展动力。

2018年
3月 5日－20日 十三届

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会
议选举习近平为国家主席、国
家中央军委主席，栗战书为全
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决定李
克强为国务院总理。会议通
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
案》，确立科学发展观、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
的指导地位；通过《中华人民
共和国监察法》。23日，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家监察委员会
在北京揭牌。

来源：中央党史和文献
研究院网站

2021年3月5日

重要论述

党史回眸

近日，太钢冷轧硅钢厂工会
在花园体育中心组织主题为“立
足岗位，勇于担当，落实责任，再
铸辉煌”员工拓展训练活动。活
动增强了团队凝聚力，增进了员
工之间的沟通交流，调动广大员
工保障生产任务的工作积极性，
培养员工积极向上、团结协作、
勇于挑战的意志品质，增强员工
主人翁意识。

巩 鑫 摄

本报讯（记者 郝晋凯 通讯员
王 兴）每年3月3日，是世界听力
日，也是全国爱耳日。今年的爱耳
日主题为：人人享有听力健康。太
钢总医院（山医大六院）耳鼻喉科
全体医护人员积极响应号召，通过
扫描微信二维码建立义诊科普微
信群，进行耳鼻喉科相关疾病线上
义诊科普活动。

听力障碍影响人的一生，分
为轻度、中度、重度、极重度。听力
每下降10分贝，认知能力可能“早

衰”4年。在65岁以上老人中，每
3位就有1位患有老年性耳聋。而
且，重度听力损失患老年痴呆的概
率是正常听力老人的5倍。佩戴
助听器可使老年痴呆的患病过程
最多延缓75%。噪音环境、耳机
及自身的身体变化和用药，可以引
起听力障碍。如出现突发性耳聋、
噪音性耳聋、老年性耳聋，则需要
及时就诊采取干预措施。对于无
法通过药物治疗恢复听力的患者，
需尽快选择合适的助听设备。一

般认为，不能恢复的中度以上听力
障碍患者，应首选配助听器。助听
器无法获得满意的效果时，可考虑
植入人工耳蜗。

通过线上义诊活动，太钢总
医院耳鼻喉科医护人员对广大患
者进行了宣传和普及耳科知识，引
导大家正确认识耳聋，解开患者和
家属对耳聋的疑惑，近二百名患者
及家属足不出户即可寻医问诊，拉
近了医护患之间的距离，提升了患
者的就医获得感、满足感。

太钢总医院（山医大六院）开展爱耳日义诊活动 （上接第一版）

协同保障，做优服务

磨辊作业区作为生产准备作业区，提升生
产、技术服务保障意识显得尤为重要。雷功作
为磨辊技术员，对生产工序提出的各类需求从
来没有找理由推脱，用实际行动践行着“太钢的
事就是自己的事”。

解决平整工序难题，行业首创平整辊复合
辊型的曲线设计与磨削研究，创新性地实现平
整辊工作面中间和边部位置采用不同凸度来匹
配带钢中部和边部延伸率差异性，解决了平整
工序复合板型问题。平整工序重平率从5.0%
降低至0.35%，一次平合率提升4.65%，平整效
率提升7.9%。

不锈钢轧制过程中，粗面辊起到防止打滑
和提升原料表面粗糙度均匀性的作用，由于粗
面辊磨削过程中往往使用大进刀量、大电流的
磨削艺，造成其表面螺旋纹、振纹严重，只能应
用于首道次。他创新性地优化粗面辊磨削工
艺，通过工艺技术的革新，磨削出可用于成品道
次的优质粗面辊，应用于400系不锈钢面板的
生产过程中，该类产品年产量约占冷板总产量
的25%以上。产品表面质量等级和市场评价提
升显著。

作为不锈冷轧厂“双良传人”的优秀代表，
他将在今后的工作中一如既往地不畏艰难、努
力奋斗，继续传承双良精神，为把太钢建设成为
中国宝武旗下全球最具竞争力不锈钢全产业链
企业贡献更大力量。（太钢不锈冷轧厂团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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