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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5日－28日 中共中央在陕
北米脂杨家沟召开扩大会议（十二月会
议）。会议通过毛泽东提交的《目前形势
和我们的任务》书面报告。报告阐明党
的最基本的政治纲领和新民主主义革命
的三大经济纲领，提出十大军事原则。

冬－翌年秋 解放军利用战斗间
隙，从阶级教育入手，运用诉苦（诉旧社
会和反动派给予劳动人民之苦）、“三查”
（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三整”（整顿
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等方法，普遍
开展新式整军运动。

1948年

3月23日 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
率中央机关和解放军总部东渡黄河，与
中央后方委员会会合，后到达西柏坡，与
中央工作委员会会合。中央工作委员会
和中央后方委员会即行撤销。

4月30日 中共中央发出纪念五
一国际劳动节口号，号召召开新的政治
协商会议，筹建民主联合政府。各民主
党派、各阶层代表人士热烈响应，通过
各种渠道纷纷进入解放区，在共产党领
导下，参与筹备召开新政协、建立新中
国的工作。

5月9日 中共中央决定将晋察冀
和晋冀鲁豫两个解放区及其领导机构合
并，组成华北局（刘少奇兼任第一书记）、
华北联合行政委员会。9月26日，华北
人民政府正式成立，董必武任主席。

6月 《人民日报》创刊。1949年8
月正式成为中共中央机关报。

8月－翌年9月 中共中央香港分
局和香港工委组织护送民主人士北上达
20多次。沈钧儒、李济深、张澜、黄炎
培、章伯钧等350多人，加上党内干部共
1000多人，辗转到达北平，为新政协会
议的召开提供了重要保证。

9月8日－13日 中央政治局扩大
会议在西柏坡召开。会议提出建设500
万解放军，用五年左右时间（从1946年7
月算起）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统治
的战略任务。

9月12日－11月2日 林彪、罗荣
桓率东北野战军主力和地方武装进行辽
沈战役。东北全境解放。到11月，解放
军的总兵力增加到310万人，国民党军
队的总兵力下降到290万人。从此，解
放军不但在质量上占有优势，而且在数
量上也取得优势。中国人民革命的军事
形势达到一个新的转折点。

9月16日－24日 华东野战军进
行济南战役，解放济南。

9月20日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健全
党委制的决定，指出党委制是保证集体
领导、防止个人包办的重要制度，要建立
健全的党委会议制度。

秋－翌年夏 在共产党领导下，中
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中华全国文学
艺术界联合会等人民团体纷纷建立和扩
大。

11月1日 中央军委发出《关于统
一全军组织及部队番号的规定》，要求团
和分区以上各部队番号均冠以“中国人
民解放军”字样。

11月 6日－翌年1月10日 由刘
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组成，
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敌委员会，率华
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及部分地方武装
进行淮海战役。长江中下游以北广大地
区解放。

11 月 29 日－翌年 1 月 31 日 林
彪、罗荣桓、聂荣臻等率东北野战军和华
北军区第二、第三兵团以及华北、东北军
区地方部队进行平津战役。华北全境基
本解放。其间，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
平解放。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是
解放军与国民党军主力进行的战略决
战，共歼敌154万余人。至此，蒋介石赖
以维护其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被基本消
灭，解放军进抵长江，全国处于革命胜利
的前夜。

12月1日 中国人民银行成立并发
行人民币。

12月30日 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
《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

本年 中共中央连续发出指示，要
求在全党各级组织中建立请示报告制
度，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1949年

1月15日 中央军委进一步作出关
于全军组织编制、番号的决定：西北、中
原、华东、东北野战军依次改为第一、第
二、第三、第四野战军。同月，华北军区
主力部队直属解放军总部。在南方坚持
游击战争的人民武装，相继整编为闽粤
赣边纵队、粤赣湘边纵队、桂滇黔边纵
队、闽浙赣边纵队等。其他游击队也陆
续进行整编。到渡江战役前夕，南方游
击部队包括长期坚持海南岛斗争的琼崖
纵队发展到5万多人。

1月31日－2月7日 毛泽东、刘少
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与抵达西柏

坡的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举
行多次会谈，阐明中国革命发展形势、新
中国的政权性质及内政外交政策，争取
苏联对中国革命的理解和支持。毛泽东
在会见米高扬时提出“打扫干净屋子再
请客”的方针，在此前后还提出“另起炉
灶”和“一边倒”的方针，由此奠定了新中
国外交政策的基础。

3月5日－13日 中共七届二中全
会在西柏坡召开。全会规定党在全国胜
利后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
基本政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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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会讨论确定了党
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的问题。
毛泽东在全会上提出“两个务必”思想，
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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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23日 毛泽东率领中央机关离
开西柏坡，向北平进发。毛泽东对周恩
来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进京“赶考”
去。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
个好成绩。25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
与中央机关、人民解放军总部进驻北平。

4月1日 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
表团同国民党政府代表团在北平进行和
平谈判。经过协商，中共代表团于15日
提出《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并
宣布4月20日为最后签字时间。国民党
政府拒绝接受。解放军遂发起渡江战
役，国民党政府“划江而治”的图谋破产。

4月21日 毛泽东、朱德发布《向全
国进军的命令》。20日夜至21日，由刘
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组成的
总前敌委员会（邓小平为书记）指挥的第
二、第三野战军，在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
和中原军区部队配合下，发起渡江战
役。百万雄师强渡长江。23日解放南
京，延续22年的国民党统治宣告覆灭。
5月27日解放上海。第四野战军先遣兵
团于5月横渡长江，解放武汉三镇。随
后，解放军各路大军继续向东南、中南、
西北、西南进军。

6月30日 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
主专政》一文，公开阐明中国共产党在建
立新中国问题上的主张，指出人民民主
专政需要工人阶级的领导。

6月－8月 刘少奇率中共代表团
秘密访问苏联，会见联共（布）领导人斯
大林、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米高扬等，向
联共（布）中央通报中国革命战争即将取
得胜利并将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
立联合政府。双方就将来的外交关系、
苏联对中国经济和国防建设的援助等问
题交换意见，初步达成部分协议。

8月14日－9月16日 毛泽东连续
为新华社撰写《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等
五篇评论，揭露美国对华政策的帝国主
义本质，批评国内一部分人对帝国主义
不切实际的幻想，并对中国革命的发生
和胜利的原因作理论上的说明。

9月21日－30日 中国人民政治
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举行。
出席会议的代表共662人。会议通过起
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议共同纲领》以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
政府组织法》等文件。会议决定国都定
于北平，北平改名为北京；纪年采用公
元；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国旗为
五星红旗。会议选举出中央人民政府委
员会，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
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
为副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举
行，标志着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争取民
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运动取得了历史性的
伟大胜利，标志着爱国统一战线和全国
人民大团结在组织上完全形成，标志着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
制度正式确立。毛泽东在开幕词中向全
世界宣告：“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
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10月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
民政府成立。下午2时，中央人民政府
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一致决议接受
《共同纲领》为施政纲领，任命周恩来为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
长，毛泽东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朱德为人民解放军总司令。下午3时，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
典礼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毛泽
东宣告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之后，举行
盛大阅兵仪式和群众游行。12月2日，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决定，
每年的10月1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彻底结束
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
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彻
底废除了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
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实现了
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
的伟大飞跃，实现了中国高度统一和各
民族空前团结，中华民族发展进步从此
开启新纪元。中国共产党成为在全国范
围执掌政权的党。

10月2日 苏联政府决定同新中国
建立外交关系。3日，周恩来复电表示，

欢迎立即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之
间的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1964年1
月27日，中国同法国建交。法国成为第
一个与新中国正式建交的西方大国。到
2021年6月，中国已同180个国家建立
外交关系。

10月9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举行。会
议选举毛泽东为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
主席。

10月21日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
成立。

10月25日 中央人民政府海关总
署成立。1950年1月6日，北京市军事
管制委员会颁发布告，宣布收回在京的
外国兵营地产，征用兵营及其他建筑。
天津、上海等地也先后收回、征用外国兵
营地产。1950年7月，政务院财政经济
委员会发布关于统一航运管理的指示。
外国在中国大陆的军事特权和经济特权
全部被取消。

11月9日 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
及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朱德兼任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同日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在中央
人民政府内组织中国共产党党委会的决
定》和《关于在中央人民政府内建立中国
共产党党组的决定》。各级政府机关普
遍建立党的组织，加强党的领导。

11月11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
领导机构成立。在此前后，海军、炮兵等
军兵种部队及领导机构成立。

11月21日 北京市第二届各界人
民代表会议通过封闭妓院的决议。随
后，全国各地相继采取行动封闭妓院。
1950年2月24日，政务院发布《关于严
禁鸦片烟毒的通令》，禁止贩运制造及售
卖、吸食烟毒。人民政府还开展了严禁
赌博的斗争。经过三年左右的努力，曾
在旧中国屡禁不止的娼、毒、赌等社会顽
疾基本禁绝。

12月2日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
四次会议决定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
分别通过省、市、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
织通则。地方各级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先
后由各地人民政府召开，代行人民代表
大会职权，成为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前的
一种过渡形式。

12月6日 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
成立办理留学生回国事务委员会。
1949年8月至1955年11月，李四光、华
罗庚、钱学森等共计1536名高级知识分
子从海外回国参加建设。

12月23日－31日 第一次全国教
育工作会议召开。会议提出教育必须为
国家建设服务，学校必须为工农开门。
1950年9月，第一次全国工农教育会议
召开，提出“推行识字教育，逐步减少文
盲”的口号。1952年11月，中央人民政
府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成立。群众性的
扫盲运动有计划、有步骤地在全国大规
模展开。

1950年

2月14日 中国同苏联签订《中苏
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有关协定。1949
年12月至1950年2月，毛泽东对苏联进
行为期两个多月的访问。

3月3日 政务院作出《关于统一国
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以遏制通货膨
胀，稳定物价，实现国家财政收支平衡。

5月1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全
党全军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全党开
展以提高干部和一般党员的思想水平和
政治水平，克服工作中所犯的错误，克服
居功自傲和官僚主义、命令主义，改善党
和人民的关系为主要任务的整风运动。
年底，整风运动结束。

同日 新中国成立后制定的第一部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公布
施行，规定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
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
利益的新婚姻制度。

同日 人民解放军解放海南岛。新
中国成立后，人民解放军向华南、西南等
地和沿海岛屿的国民党军队残余力量展
开最后的围歼。到1950年6月，解放了
除西藏、台湾和部分沿海岛屿以外的广
大国土。

6月6日－9日 中共七届三中全会
召开。毛泽东提交《为争取国家财政经
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书面报告，并
发表《不要四面出击》讲话。

6月29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
法》公布施行。

6月30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
改革法》公布施行。到1952年底，除一
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外，土地改革在中国
大陆基本完成，封建土地所有制被彻底
摧毁。

8月7日－19日 第一届全国卫生
会议召开。会议确定“面向工农兵”、“预
防为主”、“团结中西医”为新中国卫生工
作三大原则。

10月上旬 应朝鲜党和政府的请
求，中共中央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
战略决策。10月8日，毛泽东发布命令，

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彭德怀为司令员
兼政治委员。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进
入朝鲜战场。25日，志愿军与敌军遭
遇，打响出国作战的第一次战役。全国
掀起大规模抗美援朝运动。1953年7月
27日，《关于朝鲜军事停战的协定》签
署。到1958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
分三批全部撤出朝鲜回国。抗美援朝战
争伟大胜利，是中国人民站起来后屹立
于世界东方的宣言书，是中华民族走向
伟大复兴的重要里程碑。抗美援朝战争
中，英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始终发扬祖
国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为了祖国和民
族的尊严而奋不顾身的爱国主义精神，
英勇顽强、舍生忘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
神，不畏艰难困苦、始终保持高昂士气的
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为完成祖国和人民
赋予的使命、慷慨奉献自己一切的革命
忠诚精神，为了人类和平与正义事业而
奋斗的国际主义精神，锻造了伟大抗美
援朝精神。

10月10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镇
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到1951年10
月底，全国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基本
结束。

10月14日 政务院作出《关于治理
淮河的决定》。1951年，毛泽东题词“一
定要把淮河修好”。到1957年冬，治淮
工程初见成效。

11月3日 政务院发出《关于加强
人民司法工作的指示》，要求在全国范围
内逐步建立和健全人民司法制度。

11月24日 政务院第六十次政务
会议批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试行方案》
和《筹办中央民族学院试行方案》。
1951年6月，中央民族学院开学。

1951年

3月5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积极
推进宗教革新运动的指示》，强调贯彻党
的宗教政策，团结宗教界最大多数，发展
和巩固全国宗教界的统一战线。

3月28日－4月9日 中共中央召
开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会议通过
《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整党
从1951年下半年开始，到1954年春基
本结束。

5月23日 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
方政府在北京签订《关于和平解放西藏
办法的协议》（“十七条协议”），宣告西藏
和平解放。10月26日，人民解放军进藏
部队进驻拉萨。

9月20日－30日 中共中央召开
全国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会议通过
《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
案）》。会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很
快开展起来。经过一年多的试点，1953
年2月15日，中共中央将决议草案通过
为正式决议。

9月29日 周恩来在北京、天津高
等学校教师学习会上作《关于知识分子
的改造问题》报告。11月30日，中共中
央发出《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
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知识分子思想
改造运动广泛开展起来，到1952年秋基
本结束。

10 月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出
版。第二至第四卷分别于1952年、1953
年、1960年出版。

12月1日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
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
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三反”运
动在全国展开，到1952年 10月结束。
运动中抓住重大典型案件严肃处理，先
后任天津地委书记的刘青山、张子善被
查处并判处死刑。

1952年

1月26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首
先在大中城市开展“五反”斗争的指示》，
要求在全国大中城市向违法的资本家开
展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
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
情报的斗争。“五反”运动到1952年10
月结束。

4月5日 治理开发长江的第一个
大型工程——荆江分洪第一期工程全面
开工。到1978年底，新安江水电站、黄
河三门峡水利枢纽、黄河青铜峡水利枢
纽、丹江口水利枢纽、黄河刘家峡水利枢
纽等一批水利工程陆续建成。

4月2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
贪污条例》公布施行。

6月10日 毛泽东为中华全国体育
总会成立大会题词“发展体育运动，增强
人民体质”。1954年1月8日，中共中央
批转中央人民政府体育运动委员会党组
《关于加强人民体育运动工作的报告》，
指出：“改善人民的健康状况，增强人民
体质，是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

7月1日 成渝铁路建成通车。这
是新中国成立后完全采用国产材料自行
修建的第一条铁路干线。到1978年底，
宝成、鹰厦、包兰、兰新、成昆、湘黔等铁
路陆续建成。

8月9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

域自治实施纲要》公布施行，对民族自治
地方的建立、自治机关的组成和自治权
利等重要问题作出明确规定。此前，成
立于1947年5月1日的内蒙古自治政府
于1949年12月2日改称内蒙古自治区
人民政府。1955年10月1日，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成立。1958年3月5日，广西
僮族自治区成立（1965年10月12日改
称广西壮族自治区）。1958年10月25
日，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1965年9月
9日，西藏自治区成立。

年底 国民经济获得全面恢复和初
步增长。工农业总产值810亿元，按可
比价格计算，比1949年增长77.6%。

1953年

3月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选举法》公布施行。经过一年多的工
作，全国进行基层选举的单位为21.4万
余个，登记选民总数为3.23亿多人，选
举出基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逐级召
开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在此基础
上，选举产生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
代表。

4月3日 政务院发出《为准备普选
进行全国人口调查登记的指示》。以
1953年6月30日24时为标准时间，全
国开展人口调查登记。1954年11月1
日公布调查登记结果，全国人口总数为
601938035人。

5月15日 中苏两国政府签订《关
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援助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发展中国
国民经济的协定》，规定苏联援助中国建
设91个工业项目。加上1950年已确定
的50项和1954年增加的15项，共156
项。后多次调整，确定154项，实际施工
150项。因156项公布在先，仍称“156
项工程”。

6月15日 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会议确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利用、
限制和改造的方针。毛泽东第一次比较
完整地阐述了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和总
任务的基本内容。12月28日，中共中央
批转中央宣传部《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
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
斗争——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
习和宣传提纲》。

10月16日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
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
议》。11月15日，作出《关于在全国实行
计划收购油料的决定》。1954年9月，政
务院下达对棉布实行计划收购和计划供
应、对棉花实行计划收购的命令。国家
对粮食等主要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政
策，并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
逐步取消。

11月24日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加
强干部管理工作的决定》，对党管干部原
则作出明确规定。

12月7日－翌年1月26日 全国军
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召开。会议根
据毛泽东的指示，明确提出建设优良的
现代化的革命军队的总方针总任务。

12月26日 鞍山钢铁公司三大工
程——大型轧钢厂、无缝钢管厂、七号炼
铁炉举行开工生产典礼。到1978年底，
武汉钢铁联合企业、包头钢铁公司、攀枝
花钢铁公司等钢铁企业陆续建成。

本年 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工作
基本完成。调整后的高等院校大幅度扩
大招生，适应了工业化建设对专业人才
的急迫需要。

本年 我国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
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到2021年6月，共
编制执行十四个五年计划、规划。

1954年

2月6日－10日 中共七届四中全
会召开。全会通过《关于增强党的团结
的决议》。

4月15日 中共中央、中央人民政
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颁布新中国成立
后第一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
例（草案）》。

4月26日－7月21日 周恩来率中
国代表团参加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
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日内瓦会议。
这是新中国首次作为五大国之一参加重
要国际会议。

6月28日、29日 周恩来在访问印
度、缅甸期间，分别与印度总理尼赫鲁和
缅甸总理吴努发表《联合声明》，共同倡
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此前，1953年12
月31日，周恩来在接见参加中印有关问
题谈判的印度代表团时首次提出和平共
处五项原则。

6月－9月 长江、淮河流域发生百
年未遇的大水灾。灾区党委和政府迅速
动员，组织群众转移，开展以工代赈、生
产自救，取得抗洪斗争的胜利。

7月 南昌飞机制造厂试制成功初
教－5教练机。到1978年底，新中国先
后试制成功歼－5型、运－5型、直－5
型、轰－5型飞机等。

9月15日－28日 一届全国人大
一次会议举行。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
和国宪法》；选举毛泽东为国家主席，刘
少奇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决定周
恩来为国务院总理；决定设立国防委员
会，毛泽东兼任国防委员会主席。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人民代表
大会制度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来。

9月28日 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
成立党的军事委员会的决议》。毛泽东
任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彭德怀主持军
委日常工作。

10月7日 新疆军区遵照军委总参
谋部8月6日的批复公布成立新疆军区
生产建设兵团。1975年3月，兵团撤销，
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垦总局。
1981年12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
央军委作出《关于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的决定》。

12月21日－25日 全国政协二届
一次会议举行。周恩来作政治报告，指
出，由于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已经召
开，政协代行全国人大职权的政权机关
的作用已经失去，但政协本身的统一战
线作用仍然存在。会议推举毛泽东为全
国政协名誉主席，选举周恩来为主席；通
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

12月25日 康藏（后改为川藏）公
路和青藏公路全线通车。此前，毛泽东
题词：“庆贺康藏、青藏两公路的通车，巩
固各民族人民的团结，建设祖国！”此后，
新藏、滇藏等公路陆续建成。

1955年

1月15日 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召
开，作出中国要发展原子能事业的战略
决策。

1月18日 人民解放军解放一江山
岛。2月13日至26日，解放大陈岛及外
围列岛。至此，浙江沿海岛屿全部解放。

3月21日－31日 中国共产党全
国代表会议举行。会议通过《关于成立
党的中央和地方监察委员会的决议》
等。董必武任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原
有的中央及地方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
会撤销。

4月18日－24日 周恩来率中国
代表团出席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的有
29个国家参加的亚非会议。中国代表
团本着“求同存异”的方针，同其他与会
国家一起，共同倡导形成“万隆精神”。
通过这次会议，中国打开了与亚非国家
广泛交往的大门。

5月13日 周恩来在一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第十五次扩大会议上作《关于亚
非会议的报告》，指出，中国人民愿意在
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
台湾。

7月30日 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
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人民解
放军由志愿兵役制改为义务兵役制。此
前，自1955年1月起，人民解放军开始
实行军官薪金制。

9月 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实行军
衔制度。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
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
英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到
1965年取消军衔制度止，共授元帅10
名、大将10名、上将57名、中将177名、
少将1360名。

12月 《列宁全集》中文第一版第
一卷出版。到1963年2月，共39卷陆续
出版。

1956年

1月 14日－20日 中共中央召开
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周恩来代表
中共中央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
告》，充分肯定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
中的作用，宣布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已
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提出制定科学
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的任务，向全国人民
发出“向现代科学进军”的号召。毛泽东
在会议最后一天讲话，号召全党努力学
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
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

1月15日 北京各界20多万人在
天安门广场举行大会，庆祝北京市农业、
手工业全部实现合作化和在全国第一个
实现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全行业公私合
营。到年底，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
义改造取得决定性胜利。

1月23日 中央政治局提出《1956
年到 1967 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
案）》。后经多次变动和修改，1960年4
月正式通过并公布。

1月27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文
字改革工作问题的指示》。28日，国务
院第二十三次全体会议通过《国务院关
于公布汉字简化方案的决议》、《国务院
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2月9日，中
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发表《汉语拼音方案
（草案）》。

3月6日－15日 中央军委召开扩
大会议，首次明确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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