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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書原來是電視理論系列片的解說詞。一個整體謀篇佈局﹐

文字表述﹐不能不跟著被採訪人的口述和鏡頭畫面走。2002 年電

視片製作完成之後﹐本書文字經過多次修改﹐又與原稿有了許多

差別。 
按本意﹐是想以通俗易懂的方式﹐探討建設新中國的理論問

題。為了這個探討﹐1969 年﹐父親被關押迫害致死﹐全家飽受磨

難。作為後代親人﹐很難做到視角絕對不失偏頗﹐筆端完全不帶

感情。始料不及的是﹐電視片和劇本在小範圍徵求意見﹐各種反

饋極其強烈﹐令人感動不已。“死而不亡者壽”。30 多年時間過

                                     
1 本文是劉源著《劉少奇與新中國》一書寫〈作者的話〉﹐寫於 2005 年 10 月 1
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56 週年。《劉少奇與新中國》一書並十集電視理論系列

片光盤﹐由香港大風出版社 2005 年 12 月出版。 



去﹐不同角度的強烈反響﹐使我再次清楚地認識到﹐老一輩全身

心投入的偉大實踐﹐屬於中國共產黨﹐屬於經歷過反右﹑大躍進﹑

四清﹑文化大革命和改革開放的中國人民。書中涉及一些重大理

論問題﹐具有迫切的現實意義。為此﹐就出版之際﹐補充幾點意

見。 
 

 
 

王小強說﹐“捲旗不繳槍”是鄧英淘對改革開放的經典概括。 
在建國以前的歷史上﹐毛澤東和劉少奇在黨內的形象一直偏

“右”。在“左”傾路線使革命事業遭受巨大損失的時候﹐毛﹑

劉兩人分別吃盡了被左派鬥爭的苦頭。在黨內長期政治鬥爭中﹐

毛﹑劉結合成紅區﹑白區正確路線的代表﹐包括劉少奇在“七大”

概括的“毛澤東思想”精髓﹐都是堅持表面上貌似偏“右”的實

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毛澤東思想成為全黨的統一思想﹐在意識形

態上﹐擺脫蘇聯指手畫腳﹔在統一戰線中﹐打破國民黨政府“一

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的束縛﹔2 為日後三年內戰推翻

美帝全力扶持的蔣家王朝﹐建立新中國﹐奠定了勝利的基礎。 
值得強調指出﹐這個實事求是的“右”﹐不僅與言必稱馬列

的“左”相對立﹐而且與陳獨秀﹑王明繳械投降的機會主義﹐具

有本質區別。1927 年寧漢分裂﹐為了團結汪精衛堅決反蔣﹐舒緩

對共產黨的戒心﹐陳獨秀命令劉少奇將武漢三千工人武裝解散或

                                     
2 開羅會議﹐中國名列“世界四強”﹐廢除滿清簽訂的不平等條約﹐全民統一抗戰。

蘇聯希望中國抗戰拖住日本﹐王明提出“一切服從統一戰線”。國民黨針對共產

黨的獨立自主﹐以及其他民主黨派發展﹐提出“一個主義（三民主義）﹑一個政

黨（國民黨）﹑一個領袖（蔣總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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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給國民黨左派政府。劉少奇不同意﹐又必須執行﹐結果交了幾

條破槍敷衍了事﹐精銳部隊連人帶槍﹐送到賀龍和葉挺的部隊﹐

成為後來南昌起義的主要力量。這件事的處理﹐表現出劉少奇之

“右”﹐與陳獨秀之右的原則區別 — 捲旗不繳槍。 
抗日戰爭期間﹐紅軍改編成八路軍﹐應當是捲旗不繳槍的經

典之作。從形態上說﹐紅軍與白匪殺得血海深仇﹐摘下紅五星﹑

紅領章﹐換上青天白日滿地紅﹐“出賣原則”再過分也不過如此。

把古人說的“反經合道為權”﹐用到了極致﹗事情做到如此程度﹐

一片“蔣委員長萬歲”的歡呼聲中﹐毛澤東也罷﹐蔣介石也罷﹐

誰對誰都不可能再存有一絲一毫的幻想了。“右”得無以復加﹐

體現出“左”得無比堅定。這就是辯證法﹐也是產生“61 個叛徒

集團”的路線背景。相比之下﹐韓信的胯下之辱﹐劉邦的“分一

杯羹”﹐簡直是不值一提的小兒科了。 
毛﹑劉絕不投降的堅定信仰﹐建國之後﹐在探索如何建設社

會主義新中國的進程中﹐面對一系列新問題﹐黨內黨外新的各種

意見的“左右”之爭。張春橋概括修正主義有“兩個投降”﹕在

國際上向帝國主義投降﹐在國內向資產階級投降。毛澤東高舉繼

續革命的大旗﹐反右而後大躍進﹐“四清”而後文化大革命﹐最

後仍然得面對現實﹐“抓革命促生產”﹐起用鄧小平﹐歡迎尼克

松。三年困難時期﹐劉少奇大力推行“三自一包”﹐經濟剛剛恢

復﹐馬上發動“四清”運動。在“一大二公”﹑普遍饑荒的農村

基層引進市場機制﹐許多幹部多吃多佔﹐以權謀私﹐脫离群眾﹐

作威作福。“桃園經驗”證明﹐一般的調查研究不夠了。經歷了

一系列政治運動﹐弄虛作假成風﹐有當地官員前簇後擁﹐老百姓

不敢說實話。必須背靠背“扎根串聯”﹐才能解除群眾顧慮﹐瞭

解真實情況。不論從現象還是程度上﹐那時的“多吃多佔”比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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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之腐敗蔓延﹐恐怕是小巫見大魔了。同樣道理﹐今天恐怕連

“扎根串聯”都不夠了﹐祇有深入持久的民主法制﹐才能約束執

政黨幹部以權謀私。同樣出於對貪官污吏的深惡痛絕﹐毛澤東當

時得出判斷﹐資本主義復辟很容易﹐根子在黨內的“走資本主義

道路的當權派”﹐必須全面發動群眾造反的大民主。 
一意孤行的理想追求也好﹐死不改悔的實事求是也好﹐同源於

一個無比堅定的政治信仰。毛澤東的理想追求﹐更多基於農業社會

主義的深厚土壤﹐政治鬥爭不擇手段。從為人民服務的願望出發﹐

搞到發生大面積餓死人的慘劇﹐無論如何不能說服人。劉少奇的實

事求是﹐更多來自一線工作的具體實踐﹐經濟要運轉﹐人民要吃飯﹐

大躍進﹑文化大革命都無法改變這個基本事實。但是﹐從劉少奇對

幹部欺壓百姓的疾言厲色﹐從劉少奇發動和領導的“四清”運動﹐

從建國以後劉少奇一次又一次真誠檢討“右”﹐一次又一次真誠希

望跟上毛澤東﹐可以清楚地看出劉少奇實事求是的所謂“退”﹑所

謂“退夠”﹐與國際上向帝國主義投降﹑國內向資產階級投降﹐不

可同日而語。務實而求真。劉少奇堅持的實事求是﹐仍然是“捲旗

不繳槍”的堅定政治信仰。正是因為不僅理解而且認同毛澤東鮮明

的愛憎﹐為人民謀利益的急迫心情﹐才能理解為什麼劉少奇從來不

反毛澤東﹔才能理解黨內高級幹部對不正常的家長作風﹑理想主義

的浪漫激進﹐為什麼一再遷就﹑退讓﹑姑息﹐直至釀成文化大革命。 
 

 
 

毛澤東去世以後﹐鄧小平改革開放。近 30 年時間﹐中國經濟

持續高速增長﹐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與

此同時﹐貧富分化﹑物慾橫流﹑貪腐遍地﹑犯罪猖獗﹑崇尚利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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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危機﹐帝國主義張牙舞爪﹐分裂勢力明火執仗。“六四”風

波創巨痛深﹐黃賭毒黑變本加厲﹐法輪功呼風喚雨﹐陳水扁沐猴

而冠﹐似曾相識的內憂外患紛來沓至。屬於“黨和國家領導人”

的成克傑﹐居然成了十惡不赦的貪污犯﹐問題的性質似乎已經超

出簡單的反腐敗範疇。無庸諱言﹐當年毛澤東不擇手段所要防止

的資本主義復辟﹐許多現象已經預言式的出現了。 
早在改革開放之初﹐1979 年﹐鄧小平提出“四個堅持”的政

治原則﹐當時針對的是徹底否定建國以後毛澤東思想的潮流。接

著﹐鄧小平又先後提出“清除精神污染”和“兩手都要硬”。有

多硬﹖連“黨和國家領導人（成克傑）”都槍斃﹐還能怎麼硬﹖

難道祇能“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回到文化

大革命“造反有理”﹐全國人民都穿清一色的藍制服﹐祇看八個

樣板戲﹐農村三分之一人口餓飯﹐城裡人吃飯穿衣憑票限量供應﹐

粗糧細米﹑肉蛋禽魚﹑油奶醬茶﹑黃花木耳﹑花椒大料﹑糖果布

匹﹑花生瓜子概莫能外﹐自行車要票﹐縫紉機要票﹐手表要票﹐

火柴﹑肥皂都要票﹖ 
充分經歷了左右兩個方向的徹底實踐﹐可以理解﹐“兩手都

要硬”﹐是不能走偏鋒﹐求極端﹐要的是中華文化的最高境界﹐

左右適度的中庸之道。“治大國如烹小鮮”﹐此之謂也。拿捏火

候的分寸﹐過一點老了﹐缺一點夾生。電視片中有人感慨當年的

“三自一包”﹐說如果能夠從 60 年代一路堅持下來﹐農民的生活

注定比今天更富裕。值得思索的問題是如何堅持下來﹖當年經濟

剛剛恢復﹐劉少奇就發動“四清”運動﹐放到今天﹐豈不是典型

的“老左反改革”﹖比起“大躍進”後期的浮腫病﹐廣大農民的

生活水平今非昔比。但是﹐統計數據顯示﹐打上每年的物價指數﹐

從 1985 年以後﹐農村居民的收入增長幾乎停滯不前了。200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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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富得流油的大邱莊﹑小劉莊﹑華西村﹑韓村河﹑長江三角洲﹑

珠江三角洲﹐加上賣煤賣地“農家樂”﹐中國農村人均收入 2936
元。按一美元兌 8.1 元人民幣的匯率折算﹐與國際慣例接軌﹐全體

屬於日均不到一美元的赤貧人口。 
中庸之道不等於沒有無比堅定的政治方向。窮人或相對而言

的窮人﹐永遠是人口中的大多數。每一個共產黨員﹐都是面對鐮

刀斧頭宣過誓的。共產黨執政的天下﹐工人﹑農民淪為無助的“弱

勢群體”﹐明顯具有挑戰性的理論意義。回顧老一輩革命者靠人

民的支持奪取政權﹐建設新中國的經驗﹐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人

民需要工資收入祇抽得起“大前門”香煙的“平民主席”。學習

踐行“三個代表”﹐共產黨必須為民執政﹐代表廣大人民的根本

利益。否則﹐按劉少奇的話﹕“革命不是白革了﹖” 
 

 
 

在民族振興的問題上﹐“發展是硬道理”不等於說“掙錢是硬

道理”﹐“發家致富是硬道理”。中國積弱﹐一盤散沙。過去歷史

上﹐可能的和平環境裡﹐勤勞節儉的中國人﹐開餐館都能過得小日

子殷實富裕。風調雨順﹐無為而治﹐天下太平。鴉片戰爭以後﹐再

也沒有這樣的可能了。李鴻章大聲疾呼“數千年來未有之變局”﹐

提出躋身世界民族之林﹐非強國無以存活的歷史任務。3

從 156 個大項目到電視片裡所有振奮人心的產品鏡頭﹐除了

房地產煥發出來的高樓大廈（靠國家貸款）﹐統統不是民營﹑私

營﹑合資企業以及跨國公司市場調節的偉大成果。電視片裡有劉

                                     
3 李鴻章﹕〈籌議海防折〉﹐石泉﹕《甲午戰爭前後之晚清政局》﹐三聯書店 1997
年﹐第 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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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奇 70 年代組建托拉斯試點的故事。成立大企業集團﹐開展企業

之間的競爭﹐比部門行政管理更貼近經濟實際﹐是劉少奇考慮問

題的一個出發點。同時﹐更具意義的時代背景是﹐歐洲國家戰略

產業的國有化浪潮和蘇聯東歐的托拉斯浪潮﹐目的都是擴大企業

規模﹐發揮規模效益﹐與美國大企業的效率優勢相抗衡。 
實踐證明﹐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適合中國傳統的小農經濟。

飯館﹑理髮店﹑修鞋店﹑小商店等服務性行業﹐沒有必要統統國

有國營。縣辦國營﹑街道辦集體企業的改革﹐完全可以多種形式。

但是﹐軍工﹑石油﹑大化工﹑鐵路﹑造船﹑航空等等這些過去沒

有的戰略產業﹐在帝國主義列強瓜分全球資源﹐割地賠款沒完沒

了的背景下﹐靠民營企業市場調節﹐是調節不出來的。所以﹐156
個大項目﹐自主開發的兩彈一星﹐是共產黨鬧革命的歷史合法性

依據。否則﹐理論邏輯上﹐共產黨就成了簡單的殺富濟貧﹐這段

歷史就成為多餘的彎路﹐當初就應當繳械投降﹐幫忙蔣家王朝搞

好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臺灣的“經濟奇蹟”證明﹐衹要條件改變﹐

國民黨也能搞土改。“平均地權﹑節制資本”﹐本來是三民主義

的題中應有之意。祇有共產黨領導中國走社會主義道路﹐發揮出

史無前例的動員力量﹐不僅推翻三座大山﹐而且用最短時間實現

了工業化﹐完成私營企業市場調節（包括臺灣的“經濟奇蹟”）

無法企及的歷史任務。 
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今天﹐軍工﹑石油等戰略產業﹐就是在

美國﹐也一刻離不開國家的導向﹑扶持﹑輸血和管控﹐仍然是政

府高度介入的“國計”。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像日本﹑南韓一

樣﹐需要政府在更廣泛的產業領域深入參與。更何況﹐中國從來

不是列強刻意幫助的國家﹐而是“巴統”嚴密防範的對手。如今﹐

割地賠款的國際環境並沒有發生本質變化。東歐易幟﹑蘇聯解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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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共產黨中國面臨史無前例的挑戰。不抓強國﹐單講富民﹐

注定走不了多遠。東部沿海“兩頭在外”大進大出﹐參與國際分

工﹐石油﹑鐵礦等高度政治化的傳統資源越來越依賴進口﹐13 億

人口的中華民族﹐和平崛起不可避免触及到列強的既得利益﹐尤

其是爭奪壟斷性戰略資源和國際市場的緊張關係。不強國﹐人家

早晚都琢磨著把你給分了﹗ 
這 20 多年﹐西方軍工和重化工業技術進步突飛猛進﹐企業規

模越兼併越大﹐戰略產業高度集中﹐研究開發大規模投入。連波

音和麥道都合併起來﹐阿爾斯通也出入兼併大潮﹐電腦﹑IT 產業﹑

銀行的合縱連橫就更不足為奇了。市場競爭全球化﹐企業兼併全

球化﹐中國市場化改革開放﹐組建大企業集團﹐振興軍工和戰略

產業﹐是生死存亡的緊迫任務。老一輩辛辛苦苦建立的重工業基

礎﹐包括軍工﹑重型機械﹑造船﹑航空﹑航太﹑大型設備等等一

般發展中國家難以企及的生產能力﹐應當發展壯大。在放活民生

的同時﹐狠抓戰略產業之“國計”﹐是經濟建設方針上﹐捲旗不

繳槍的標誌性體現。 
 

 
 

當前﹐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幾乎所有辦公室裡﹐都掛著毛澤東

的題詞﹕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艱苦樸素的工作作風﹐靈活機動

的戰略戰術。4 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是求真﹐靈活機動的戰略戰

術是務實﹐艱苦朴素的工作作風是本色。求真的政治方向越堅定﹐

可能採取的戰略戰術越靈活﹔戰略戰術越靈活﹐越要堅定求真的

                                     
4 1938 年 6 月﹐毛澤東為抗大寫的題詞（《毛澤東手書真跡》上卷﹐西苑出版社

1998 年﹐第 433 頁）。 

 8



政治方向。越王勾踐臥薪嚐膽﹐低三下四到給夫差嚐大便的程度﹐

反而煥發出強國富民的同仇敵愾。共產黨人所求之真﹐是為人民

謀利益。韜光養晦﹐是為了有所作為。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目

的﹐是廣大人民共同富裕﹐實現中華民族強國富民的偉大振興。 
在這個政治方向的實踐探索中﹐過分理想主義﹐容易浪漫激

進﹐— 偏左﹔過分實用主義﹐可能拉車不看路﹐— 偏右。艱難

複雜的實踐探索中﹐無論左右﹐真理往任何一個方向多走一步﹐

都可能變成謬誤。務實忘了求真﹐定會遷就迷失方向的投降﹔求

真忽略務實﹐勢必遭受事與願違的挫折﹐甚至讓人民付出慘痛代

價。 
在第一線實踐決策加理論探索﹐搞得不好﹐很容易兩頭不落

好﹐裡外得罪人﹐不僅需要大公無私﹑敢於承擔責任的勇氣﹐而

且需要政策界線拿捏得恰到好處的智慧﹐這就離不開屈己從人﹑

任勞任怨的境界修養。正所謂惟大英雄能本色﹐極高明而道中庸。

中國共產黨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中庸之道﹐不能裝糊塗﹐打哈哈﹐

和稀泥﹐當老好人﹐而是兩手都要硬 — 左右開弓﹐既防“左”

又反“右”﹐“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5

回顧建國以後﹐劉少奇傾全力推動全面工作的同時﹐一方面

狠抓 156 個大項目﹑兩彈一星﹑大托拉斯﹐用國家政權的力量﹐

建立和壯大戰略產業；一方面在城市安撫資本家開工生產﹐在農

村大搞“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用市場經濟的辦法﹐解決

老百姓吃飯穿衣；一方面扎根串聯﹐四清四不清﹐嚴懲奸商投機

倒把﹐反對幹部多吃多佔﹔一方面反復提倡黨內民主﹐積極推動

社會法制建設……。 
                                     
5“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

其斯以為舜乎”（《中庸》右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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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少奇的主張和實踐﹐反映出兩手都要硬的客觀要求。這可

能是劉少奇建國實踐中﹐時而表現出“左”﹑時而表現出“右”

的根本原因。也是文化大革命期間﹐過去偏“左”偏“右”的老

幹部﹐絕大多數站在劉少奇一邊的根本原因。是天災人禍餓殍遍

野﹐讓劉少奇痛心疾首﹐下定決心﹐死不改悔﹐堅持實事求是的

思想路線。6 同樣﹐是十年浩劫滿目瘡痍﹐讓中國人民痛定思痛﹐

毅然決然﹐一百年不動搖﹐堅定求真務實的指導原則﹐走向新時

代﹗ 
究竟什麼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抽象概念化的理論爭論曲

折婉轉。從建設新中國的直觀看問題﹐能夠帶來民族振興的產品﹐

是軍工﹑石油﹑三峽﹑大化工﹑飛機﹑造船﹑重型機械﹑大型電

網電廠﹐是鐵路﹑航運﹑電訊﹑環保等遍及各地的大型基礎設施﹐

是由南水北調全面展開的西部大開發。日本﹑南韓的經濟振興﹐

靠的是政府扶持的大企業。雖然已是不同於西方的東亞模式﹐畢

竟還是資本主義私有產權。中國戰略產業的脊梁骨幹﹐從蘇聯援

建 156 個大項目開始﹐發展到“兩彈一星”為代表的完整體系﹐

靠的是國有國營的自主開發﹐靠的是“有條件要上﹐沒有條件創

造條件也要上”的鐵人精神。在取得巨大經濟成功﹑人均 GDP 已

六七倍於昨天的今天﹐我們在繼續提高效率之時﹐是否要給付出

巨大代价的“弱勢群体”和流血流汗的勞苦大眾“分分紅利”了

呢﹖在公平致富之中﹐我們是否需要給改革的主導中堅 — 國有

大企業“擴擴股份”了﹖深化改革﹐以民為本﹐建立 13 億人共同

                                     
6 包括發動扎根串聯的反對腐敗的“四清”運動﹐成為文化革命的序曲。在真理多

走一步的關口﹐毛﹑劉之間發生了有史以來最嚴重的一次公開對抗。在以後打倒

劉少奇的運動過程中﹐除了極少數名不見經傳的投機分子﹐絕大多數老幹部跟不

上形勢﹐統統被打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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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康的和諧社會﹐恐怕沒有比這更突出﹑更重要的內容了。 
一大二公﹐普遍貧窮﹐不是社會主義。一盤散沙﹐唯利是圖﹐

也不是社會主義。在市場經濟搞活民生的基礎上﹐在對外開放的

國際競爭中﹐煥發國有大企業的新生﹐就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捲旗不繳槍還是繳械投降﹐淪落成胡傳魁式“有槍便是草頭王”

的實用主義﹐這就是試金石。求真務實﹐堅定為人民服務的政治

方向﹐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一手放活“民生”﹐一手狠抓

“國計”﹐強國富民的歷史任務統籌兼顧﹐是我們應當持續探索

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 
 
感謝張木生為本書寫〈引子〉﹐7 並提供 1981 年的文章作為

〈序言〉。8 感謝王小強﹐同意把 1979 年的文章當成本書的〈後

記〉。9 張﹑王二位﹐曾為改革開放的先鋒“智囊”。在那時的

政治气候中﹐他們“右”得夠嗆﹐現在似乎又“左傾”了﹐我想

這完全符合歷史的辯証法。用張木生的話說﹐無論當時文章寫得

怎樣﹐我們獻身改革開放﹐不是向帝國主義和資本家投降﹔我們

參與撥亂返正﹐不是返回蔣家王朝﹑美帝慣例﹐而是重返馬克思

列宁主義毛澤東思想之正﹔我們倡導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昨天

的初衷﹐今天的目的﹐始終一貫﹐都是要堅定為人民服務的政治

方向。恐怕沒有人會撿回文革的口號和大棒。我們今天的“左

傾”﹐是為了深化改革﹑完善制度﹐繼續中國社會主義道路的探

索﹐在“左”的方向上防止重演文革悲劇﹐在“右”的方向上避

免重蹈蘇聯東歐解體易幟的大災難﹗ 

                                     
7 張木生﹕〈劉少奇的新民主主義階段論與列寧的過渡學說〉。 
8 張木生﹕〈學習列寧的過渡學說﹐肅清左傾流毒〉。 
9 王小強﹕〈農業社會主義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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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片的製作和這本書的寫作修改﹐從頭到尾﹐是一個集體參

與的創作過程。衷心感謝何家棟（原工人出版社副社長）為電視片

和劇本的寫作﹐投入巨大精力﹐並為本書寫了〈校閱後記〉。10 衷
心感謝薄一波（原中央顧問委員會副主任）﹑谷牧（原國務院副總

理）﹑劉傑（原二機部部長）﹑楊波（原輕工業部部長）﹑吳冷西

（原新華社社長）﹑于光遠（原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等與父親

在不同時期共過事的老同志﹐和身邊工作人員。衷心感謝全國人大

常委會副委員長王漢斌﹑中央聯絡部部長戴秉國等在任領導（當時）

和史學界﹑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的老師們﹑同志們。衷心感謝《中

國青年報》記者郭家寬﹑部隊作家海波﹑武警出版社副社長李安東﹑

武警影視中心周家戎和幾家劉少奇紀念館的朋友們﹐積極參與和投

入本書寫作與電視製作。 
本書的寫作修改﹐認真學習和參考了楊尚昆（原國家主席）﹑

薄一波（原中央顧問委員會副主任）﹑鄧力群（原中共中央書記

處書記）等許多老一輩的回憶和評述﹐在此表示衷心感謝。 
感謝香港東海集團董事長黃楚標獨家贊助電視片製作。感謝

香港大風出版社為本書出版所做的編輯工作。 
 

                                     
10 何家棟﹕〈《劉少奇與新中國》校閱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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