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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人口思想研究
˯ঔۤົࡊጯੰགྷᑻࡁտٙ!!ୖ̚ૅ!
毛澤東人口思想是毛澤東關於中國人口問題的理論和觀點的概括。近現
代以來﹐任何尋求有關中國人口問題的解決途徑﹐都離不開如何認識中國社
會性質﹑中國向何處去以及如何解決中國社會問題和中國如何發展等基本問
題。所以﹐毛澤東人口思想首先是作為一種歷史觀出現的﹐是毛澤東運用馬
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在解決中國革命和建設問題的實踐過程中產生的。毛澤東
人口思想具有十分豐富的內容﹐是毛澤東思想整體不可分割的部分。毛澤東
思想是馬克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產物。研究和理解毛澤東人口思想﹐
既不能與毛澤東思想整體割裂開來﹐也不能離開毛澤東在革命和建設實踐中
探索的具體歷史背景。由於歷史發展的原因﹐我們過去對毛澤東人口思想的
學習和認識﹐一方面要受到對毛澤東思想整體的評價和認識的局限﹐另一方
面往往只能接觸到毛澤東人口思想的一些孤立的話語片段而不得不語錄式地
學習﹐所以對其整體的研究和認識都是很不夠的。近十幾年來﹐隨著國家經
濟社會的鉅大發展﹐人們對新中國自己的歷史和毛澤東思想的認識都更為客
觀和深入了﹐相繼產生了一大批研究毛澤東歷史和毛澤東思想的新成果。特
別是一些毛澤東的文稿﹑文集和有關毛澤東的一些文獻的相繼出版﹐再現出

許多過去無法瞭解的歷史情節﹐使得我們有了一定的條件能夠回到具體的歷
史中去研究毛澤東人口思想。

˘ďдࢭ၁ኹ̚ᒔҹޥཌྷˠ˾நኢ!
毛澤東早期革命活動就十分注意和重視人口問題。毛澤東起草的 20 年代
末到 30 年代初期的紅色根據地的許多政策性文件和其他各類文獻﹐都有對人
口狀況進行具體的分析。1 這一時期的毛澤東十分重視農村調查﹐先後進行
了尋烏﹑湘潭﹑湘鄉﹑衡山﹑醴陵﹑長沙﹑永新﹑寧岡等一些比較系統的調
查。譬如在尋烏的調查中就有“人口的成分和他們在政治上的地位”﹑“農
村人口成分”等方面的內容。2 在〈長岡鄉調查〉中﹐首先就向讀者交代了
該鄉的“政治區劃和戶口”。3 1931 年﹐毛澤東起草文件通知﹐要求紅軍各
政治部﹑地方各級政府調查人口和土地狀況。4 在長期革命鬥爭中﹐毛澤東
運用馬克思主義觀察和分析問題﹐寫下許多不朽的論著﹐其中也包括運用馬
克思主義人口理論形成的論著﹐如 1926 年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1927
年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1933 年的〈怎樣分析農村階級〉﹑1939
年的〈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1940 年的〈新民主主義論〉﹑1949 年的〈在
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等﹐5 都是這方面
的代表作。但是﹐一直到中國革命即將在全國範圍取得勝利的幾十年裡﹐則
很少有能夠全面反映毛澤東人口思想的文獻。1949 年 8 月﹐美國政府面臨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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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毛澤東的〈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1929 年 12 月）﹐
其中有對婦女和青年人口佔總人口比例的數據說明（〈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
大會決議案〉﹐《毛澤東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第 98﹑9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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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烏調查〉（1930 年 5 月）﹐《毛澤東文集》第一卷﹐第 169﹑17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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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岡鄉調查〉（1933 年 11 月）﹐《毛澤東文集》第一卷﹐第 277 頁。
4
〈總政治部關於調查人口和土地狀況的通知〉（1931 年 4 月 2 日）﹐《毛澤東農村調查
文集》﹐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第 12 頁。
5
〈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1926 年 3 月）﹐《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1951
年﹔〈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1927 年 3 月）﹐《毛澤東選集》第一卷﹔〈怎樣分析農
村階級〉（1933 年 10 月）﹐《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1939
年 12 月）﹐《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1952 年﹔〈新民主主義論〉（1940 年 1
月）﹐《毛澤東選集》第二卷﹔〈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報
告〉（1949 年 3 月 5 日）﹐《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 196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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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華政策的失敗﹐需要回答反對黨的指責﹐從而發表了題為〈美國與中國關
係〉白皮書和美國國務卿艾奇遜致美國總統杜魯門的信。這兩個文件﹐披露
了一些過去難以見到的內幕材料。毛澤東抓住機遇﹐連續發表了五篇評論文
章。6 尤其最後一篇〈唯心歷史觀的破產〉﹐以歷史唯物論觀點回答了中國
革命的必然性以及最終取得勝利的根本原因。由於美國政府白皮書和艾奇遜
的信件用馬爾薩斯人口論的觀點闡釋中國革命和中國社會發展問題﹐這就為
毛澤東提供了全面闡述自己人口思想的機會。
艾奇遜在給杜魯門的信中說﹐中國人口在 18﹑19 兩個世紀裡增加了一倍﹐
因此使土地受到不堪負擔的壓力。人民的吃飯問題是每個中國政府必然碰到
的第一個問題。一直到現在沒有一個政府使這個問題得到了解決。中共宣傳
的內容﹐一大部分是他們決心解決土地問題的諾言。7
按照艾奇遜的觀點﹐中國人口太多了﹐飯少了﹐所以發生革命。過去的
政府都沒有解決這個問題﹐共產黨也不一定能夠解決這個問題。根據艾奇遜
這一觀點和邏輯﹐中國已有四﹑五億的人口﹐是一種“不堪負擔的壓力”﹐
誰也無法解決的吃飯問題決定了中國要繼續發生戰爭﹐繼續亂下去。這是赤
裸裸地搬弄馬爾薩斯主義的觀點。毛澤東用包括美國獨立戰爭等革命事件在
內的大量中外歷史說明﹐革命爆發的原因不是人口過多﹐而是由於社會制度
的不合理。接著﹐毛澤東反駁說﹕“中國人口眾多是一件大好事。再增加多
少倍人口也完全有辦法﹐這辦法就是生產。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如像馬爾
薩斯者流所謂食物增加趕不上人口增加的一套謬論﹐不但被馬克思主義者早
已從理論上駁斥得乾乾淨淨﹐而且已被革命後的蘇聯和中國解放區的事實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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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的五篇文章最初是以新華社編輯部的社論形式出現的。1949 年 8 月 12 日﹐新華
社編發了由胡喬木執筆的第一篇評論〈無可奈何的供狀〉﹐14 日開始分別發表毛澤東寫的
〈二評白皮書〉﹐以及三評﹑四評等共計六篇評論。1960 年﹐由毛澤東執筆撰寫的五篇評
論編入《毛澤東選集》第四卷出版時的題目分別改為〈丟掉幻想﹐準備鬥爭〉（1949 年 8
月 14 日）﹑〈別了﹐司徒雷登〉（1949 年 8 月 18 日）﹐〈為什麼要討論白皮書〉（1949
年 8 月 28 日）﹐〈“友誼”﹐還是侵略〉（1949 年 8 月 30 日）﹑〈唯心歷史觀的破產〉
（1949 年 9 月 16 日）（逄先知主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下）﹐中央文獻出
版社 2005 年﹐第 548~549﹑551﹑559﹑561﹑572~573 頁。《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人民
出版社 1994 年﹐第 472~47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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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心歷史觀的破產〉﹐《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第 151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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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駁倒。”8 毛澤東在批判中還從歷史經驗提煉出一個十分著名的命題 —
“革命加生產即能解決吃飯問題”﹐並由此寫下了一段膾炙人口的文章﹕
͵ม˘̷ְ̚ۏĎˠߏௐ˘Ξᚗෳ۞ĄдВயᛨᅳጱ˭ĎΪࢋѣ˞ˠ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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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心歷史觀的破產〉一文的篇幅雖然不長﹐卻是研究和領會毛澤東人
口思想的最為重要的文獻。首先﹐毛澤東不是通過對〈唯心歷史觀的破產〉
的寫作才產生或形成了馬克思主義唯物歷史觀的人口思想﹐而是在這篇文章
裡比較全面和系統地闡述了自己的人口思想。毛澤東在早期的革命活動和革
命鬥爭中﹐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在指導其偉大的革命實踐中產生
和形成了後來被稱之為毛澤東思想的理論體系。如果從文獻上來研究﹐〈中
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等文章表明﹐20 年代的毛澤東已經具有極為深厚的馬
克思主義理論水平。在寫作〈唯心歷史觀的破產〉一文時﹐早已經完成了由
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向無產階級革命家的轉變﹐已經是一位成熟的馬克思主義
理論家﹑思想家和通過幾十年艱苦鬥爭即將在一個人口大國取得政權的中國
共產黨的領袖。毛澤東在〈唯心歷史觀的破產〉中嫺熟地運用馬克思主義的
唯物歷史觀對美國政府和艾奇遜所依據的馬爾薩斯主義批判﹐僅僅是比較集
中地體現了自己所持有的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和人口思想。在一定程度來說﹐
毛澤東在這篇文章中只是把自己已有的一些思想和觀點提煉得更為概括和精
闢了﹐把馬克思主義的一些基本原理更為通俗化了。如果從思想發展史的角
度進行研究﹐毛澤東在這篇文章中創新的思想並不多。
其次﹐與大多數人狹隘地將人口理論和人口思想簡單地歸納為主張增加
或減少人口的認識不同﹐毛澤東十分敏銳地首先將人口思想歸結為一定的歷
史觀﹐把造成舊中國貧窮落後和絕大多數中國人吃不飽穿不暖的原因歸結為
腐朽的社會經濟制度和帝國主義的侵略﹐而把用馬爾薩斯主義解釋中國革命
和人口問題的觀點歸結為唯心歷史觀。毛澤東的這一認識和觀點的重要意義
在於﹐這是理解中國社會問題和中國人口問題的本質所在。因為﹐對中國革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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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心歷史觀的破產〉﹐《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第 1515 頁。
〈唯心歷史觀的破產〉﹐《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第 151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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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和人口問題的認識是與對中國社會問題和人口問題的性質的認識﹐對解決
中國社會問題的方法﹑道路﹑路線及方針﹑政策﹐都聯繫在一起的。如果根
據毛澤東的這一思想翻檢和研究人口學的歷史﹐人口理論從其產生以來就是
要回答這一社會根本問題的。馬爾薩斯的人口論既不是提倡節制生育﹐也不
是主張減少人口的。馬爾薩斯匿名出版《人口論》的時候﹐僅僅是一位剛從
神學院畢業的年輕神父﹐那時的教會都是反對節育的。馬爾薩斯在其著作中
就坦率地道出了《人口論》的實質是反對社會的改革和改良。他說﹕“本書
的目的﹐與其說是在提出改進社會的新計劃﹐不如說是在教育人們必須安於
一部分早已按照自然之道在進行的改進方式﹐並且必須不去阻礙否則就要如
此去做的進展。……具有最普通的理解力的人都能領會到由人口因素產生的
下列真理﹕（一）貧困的主要和最難消除的原因是與政府的形式或財產的不
平等分配沒有多大關係或沒有任何直接關係的﹔（二）因為有錢的人實在沒
有能力為窮人們找到工作並維持其生活﹐所以﹐照情理說﹐窮人們也就沒有
權利向富人們需索這些東西。十分明顯﹐如果下層階級的人都知道這些真理﹐
那麼他們就會以更大的耐心來忍受他們可能遭受到的困苦﹐就不會由於自己
的貧困而對政府和上層社會感到那麼不滿和忿恨了﹐在一切場合裡也不至於
那麼容易擺出反抗的姿態或發生騷亂了……”10 不難理解﹐馬爾薩斯是在做
一位神父應該做的對窮人的安撫工作。但是﹐貧窮仍然是那時英國的普遍現
象﹐年輕的馬爾薩斯還不具有從歷史哲學上回答問題的能力﹐就把人的生育
和穀物的繁殖能力放在一起進行比較﹐杜撰了一個人口是按照幾何級數增長
和穀物按照算術級數增長的“兩個公理”﹐然後將貧窮﹑飢餓﹑瘟疫和戰爭
等社會現象解釋為“自然法則”要求兩個級數保持相對平衡的手段。這就自
然地把窮人的生育當作產生社會問題的替罪羊﹐把人口因素當作阻礙社會進
步的根源﹐從而陷入了唯心主義歷史觀的巢臼。毛澤東敏銳地抓住美國政府
所持的馬爾薩斯主義﹐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人口決定論所代表的唯心歷史觀﹐
清晰地闡述了馬克思主義從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矛盾統
一關係方面尋找人口問題根源的經濟決定論的唯物歷史觀。
第三﹐美國政府和艾奇遜認為﹐中國所以發生革命是因為人口太多和西
方思想的傳入。這又是用外部因素來解釋社會歷史的轉變。馬克思批判馬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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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爾薩斯﹕《人口原理》﹐商務印書館 1961 年﹐第 550~552 頁。
5

薩斯時就說﹕“馬爾薩斯撇開了人口運動的這些一定的歷史規律。這些規律
由於是人類本性的歷史﹐所以是自然的規律﹐但僅僅是在一定生產力水平的
一定歷史發展階段上的人的自然規律﹐而這種生產力的發展水平則是受人類
本身歷史過程制約的。”11 毛澤東堅持唯物辯證法的內因論觀點﹐認為中國
社會發展是其自身﹑內在因素作用的結果﹐中國社會問題和人口問題的發生
是中國當時的經濟社會制度落後於歷史發展的反映﹐解決了阻礙中國社會發
展的制度障礙﹐也就解決了中國的人口問題。所以﹐即使馬克思主義這樣的
客觀真理也是因中國社會發展的需要才起作用的。毛澤東說﹕“馬克思列寧
主義來到中國之所以發生這樣大的作用﹐是因為中國社會條件有了這種需要﹐
是因為同中國人民革命的實踐發生了聯繫﹐是因為被中國人民所掌握了。任
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觀的實際的事物相聯繫﹐如果沒有客觀存在的需要﹐如
果不為人民群眾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東西﹐即使是馬克思列寧主義﹐也是
不起作用的。我們是反對歷史唯心論的歷史唯物論者。”12
第四﹐與美國政府和艾奇遜等人所代表的資產階級把勞動人民當作負擔﹑
累贅﹑包袱的觀點相反﹐毛澤東十分推崇人的價值﹐提出了“世間一切事物
中﹐人是第一可寶貴的”等思想﹐充分體現了馬克思主義哲學關於個人存在
是人類歷史的前提﹑13 人是社會歷史的主人﹑14 勞動人口是一切生產力的條
件等觀點﹐15 以及人民創造歷史﹑人民群眾是歷史的真正英雄等歷史唯物主
義的核心思想和基本原理﹐反映了無產階級革命政黨特有的“人為貴”﹑“以
人為本”的基本原則和為人民服務的革命宗旨。馬克思主義的這一唯物歷史
觀是支配毛澤東一生的基本思想理念﹐也是其一生革命的出發點和立足點。
正是從這一點出發﹐毛澤東在革命實踐中又總結制定出黨的群眾路線。相信
11

〈經濟學手稿（1857~1858 年）〉﹐《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下冊）﹐人民出版
社 1980 年﹐第 107 頁。
12
〈唯心歷史觀的破產〉﹐《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第 519 頁。
13
“任何人類歷史的第一個前提無疑是有生命的個人的存在”（〈德意志意識形態〉﹐《馬
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60 年﹐第 23 頁）。
14
“有了人﹐我們就開始有了歷史”（〈《自然辯證法》導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
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73 年﹐第 457 頁）。
15
“……資本的存在所達到的規模﹐是以勞動人口的規模﹐以本身就是一切生產力的條件
的大量人口為前提的”（〈經濟學手稿（1857~1858 年草稿）〉﹐《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46 卷（下冊）﹐第 285 頁）。
6

群眾﹐信任群眾﹐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
不僅是毛澤東領導中國革命實行人民戰爭取得勝利的基本法寶﹐也是經濟建
設時期的基本工作方法。
毛澤東認為﹐對人的尊重﹑崇尚人的價值等人民性的唯物主義歷史觀﹐不
僅是個認識問題﹐而且首先是對待人﹑對待人民群眾的感情和態度問題。1938
年﹐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中就將取得抗日戰爭勝利的根本性因素歸結到人民
性方面﹐提出“兵民是勝利之本”﹐“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於民
眾之中”。毛澤東說﹐這不是方法問題﹐“是根本態度（或根本總旨）問題﹐
這態度就是尊重士兵和尊重人民。從這態度出發﹐於是有各種的政策﹑方法﹑
方式。”黨的一切原則要實行有效﹐“都須從尊重士兵﹑尊重人民和尊重已經
放下武器的敵軍俘虜的人格這種根本態度出發”。16 在〈論聯合政府〉中﹐
毛澤東又進一步總結提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
力。”17 這是中國共產黨為什麼能夠經過抗日戰爭迅速發展壯大的根本所在。
戰爭年代如此﹐建設時期的毛澤東也是如此。1956 年﹐毛澤東說﹕“天
上的空氣﹐地上的森林﹐地下的寶藏﹐都是建設社會主義所需要的重要因素﹐
而一切物質因素只有通過人的因素﹐才能加以開發利用。”18 毛澤東還說﹕
“生產力是最革命的因素。生產力發展了﹐總是要革命的。生產力有兩項﹐
一項是人﹐一項是工具。工具是人創造的。工具要革命﹐它會通過人來講話﹐
通過勞動者來講話﹐破壞舊的生產關係﹐破壞舊的社會關係。”19 “人民群
眾有無限的創造力。他們可以組織起來﹐向一切可以發揮自己力量的地方和
部門進軍﹐向生產的深度和廣度進軍﹐替自己創造日益增多的福利事業。”20
正是由於毛澤東基於對人﹑對人民的這一崇高敬仰和尊重的理念﹐將新取得
政權的國家命名為人民共和國﹐政府稱之為人民政府﹐並為其制定了一切屬
16

〈論持久戰〉（1938 年 5 月）﹐《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 474~475 頁。
〈論聯合政府〉（1945 年 4 月 24 日）﹐《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53 年﹐
第 1031 頁。
18
〈論十大關係〉（1956 年 4 月 25 日）﹐《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 1977 年﹐
第 278 頁。
19
〈在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1956 年 11 月 15 日）﹐
《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 319 頁。
20
中共中央辦公廳編﹕〈多餘勞動力找到了出路〉（1955 年）﹐《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
潮》（中冊）﹐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第 57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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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人民﹑一切為了人民和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的宗旨。
“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21 是毛澤東的認識和信仰﹐也是世
界觀。這是理解毛澤東﹑毛澤東思想和毛澤東人口思想的鑰匙和樞紐。理解
了這一點﹐才能理解毛澤東說的“中國人口眾多是一件大好事。再增加多少
倍人口也完全有辦法……”既不是吹牛皮﹑說大話﹐也不是“從政治鬥爭的
需要”才要說的。22 這是只有像毛澤東這樣對人民無限信仰和忠誠的人才配
具有的一種世界觀和大無畏的氣概﹗
第五﹐毛澤東提出的“革命加生產即能解決吃飯問題”﹐集中概括和形
象地表述了馬克思主義關於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之間關
係的唯物歷史觀和人口理論。馬克思論述過剩人口問題時說﹕“社會的條件
只能適應一定數量的人口。另一方面﹐如果說有一定形式的生產條件的擴展
能力所設定的人口限制﹐隨生產條件而變化﹐收縮或擴大﹐……人口究竟能
超出它的限度多少﹐這是由限度本身決定的﹐或者確切些說﹐是由設定這個
限度的那同一個基礎決定的。”23 所以﹐人口的容量或人口過剩之類的問題
都是相對於一定的社會制度或經濟體制而言的。毛澤東有一次解釋歷史辯證
法關係時說﹕“將來全世界的帝國主義都打倒了﹐階級消滅了﹐你們講﹐那
個時候還有沒有革命﹖我看還是要革命的。社會制度還要改革﹐還會用‘革
命’這個詞。當然﹐那時革命的性質不同於階級鬥爭時代的革命。那個時候
還有生產關係同生產力的矛盾﹐上層建築同經濟基礎的矛盾。生產關係搞得
不對頭﹐就要把它推翻。上層建築（其中包括思想﹑輿論）要是保護人民不
喜歡的那種生產關係﹐人民就要改革它。生產力是最革命的因素。生產力發
展了﹐總是要革命的。”24 人口問題﹐其本質都是一定社會時期的生產關係
對生產力的束縛和上層建築落後於經濟基礎的結果。堅持社會革命和推動社
會改革﹐變革經濟制度和改善經濟政策﹐調整過時的生產關係和落後的上層
21

〈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1958 年 5 月 18﹑20 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
第七冊﹐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2 年﹐第 236 頁。
22
學術界有將毛澤東〈唯心歷史觀的破產〉中毛澤東人口思想僅僅看作是毛澤東當時“從
政治鬥爭的需要”講述的一些觀點（郭志儀﹕〈毛澤東的人口思想與我國五六十年代的計
劃生育政策反思〉﹐《西北人口》2003 年第四期）。
23
〈經濟學手稿（1857~1858 年）〉﹐《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下冊）﹐第 105 頁。
24
〈在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毛澤東選集》第五卷﹐
第 318~31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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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就能夠解決一定歷史階段的人口問題。這既是毛
澤東歷史唯物主義世界觀的基本原理﹐也是毛澤東人口思想的理論基礎。

˟ď̍ຽன̼ޙనˠϔ۞ֈҋᝋӀ!
回應西方國家工業革命和現代化的挑戰﹐改變舊中國落後的經濟面貌﹑
強國富民和趕上西方發達國家﹐是從晚清時期開始的幾代有抱負的中國人的
志願。20 世紀 40 年代末﹐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即將在全國
取得勝利的時候﹐像蘇聯那樣走社會主義道路﹐包括實行計劃經濟﹐推進工
業化和選擇優先發展重工業的發展戰略﹐都是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決
心將中國這艘航船引向經濟﹑文化和政治等社會全面現代化航程的早已確定
了的路線和目標﹐也是毛澤東認為帶領人口眾多的中國人民走上富裕之路和
實踐自己歷史唯物論的人口思想的必然選擇。
新中國是在一個相當落後的基點上開始工業建設的。毛澤東曾經在一次
會議上很形象地說﹕“現在我們能造什麼﹖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壺﹐
能種糧食﹐還能磨成麵粉﹐還能造紙﹐但是﹐一輛汽車﹑一架飛機﹑一輛坦
克﹑一輛拖拉機都不能造。”25 所以﹐從建國後恢復國民經濟開始到制定經
濟發展計劃﹐中央政府都把建設的重心放在建設一個比較獨立的重工業體系
方面。從 1950 年毛澤東訪蘇確定蘇聯援助建設東北 50 個工業項目開始﹐“一
五”計劃投資 250 億元﹐確定和實施的工業建設項目總計達到一萬多個﹐其
中大中型項目 921 個。在大中型建設項目中﹐蘇聯援建 156 個﹐民主德國﹑
捷克﹑匈牙利等東歐社會主義國家援建項目 68 個。一個擁有煤炭和電力及石
油等能源工業﹑冶金工業﹑化學工業﹑機械製造工業﹑航空工業﹑電子工業﹑
兵器工業﹑航天工業﹑船舶工業等現代工業體系的建設在全國大地上全面鋪
開。隨著工業建設的發展﹐軍人脫下軍裝轉到了地方﹐年富力強的農民被招
進了工廠。至於青年學生和稍有文化的知識分子﹐更是國家機關﹑企業和服
務行業爭聘的對象。大規模的工業化建設很快改變了舊中國那種毫無生氣﹑
沒有活力的社會面貌。已經脫離傳統農業的一代新人理所當然地要求和嚮往
著與工業化相適應的新生活。中國農業社會創造的傳統的生活方式已經動
25

〈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1954 年 6 月 14 日）﹐《毛澤東文集》第六卷﹐人民
出版社 1999 年﹐第 32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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搖。經濟變革和包括家庭傳統婚姻制度及生育習俗在內的社會變革是這一時
期新生政權必然遇到的重大課題。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十分自然地站在
社會變革的前列﹐國家政權以鮮明的態度積極扶植新生事物﹐支持社會變革﹐
使得一個在經濟﹑文化和風俗習慣等各個方面都非常保守的國家﹐在一個較
短的時間裡就能以一種全新的面貌展現在世界面前。
廢除舊的婚姻制度具有反封建的性質。所以﹐早在共產黨領導的民主主
義革命時期就已經開始了。1931 年 12 月﹐毛澤東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主席
的名義簽署的《婚姻條例》中提出﹐“確定婚姻以自由為原則﹐而廢除一切
封建的包辦﹑強迫與買賣的婚姻制度”。26 後來的各抗日根據地和解放區﹐
也都有相類似的新婚姻法規定。1950 年 4 月﹐毛澤東主持中央人民政府委員
會通過並頒佈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徹底廢除了舊的婚姻制度。這
是新中國最早頒佈的法律法規之一。1950~1953 年﹐毛澤東直接領導黨和政
府在全國進行了一場深入持久地宣傳﹑貫徹和執行新婚姻法的運動﹐對全民
族的新的自由婚姻觀的樹立和形成﹐起到極大的推動作用。通過新婚姻法的
頒佈和貫徹宣傳﹐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很快都成為我國社會的新風尚。
節制生育是工業現代化的一個必然結果。建國之初﹐國家有關政策和法
律依據傳統都是限制避孕和節育的。1950 年 4 月由中央人民政府衛生部﹑人
民革命軍事委員會衛生部和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聯合頒發的
〈機關部隊婦女打胎限制辦法〉﹐1952 年 5 月由中央人民政府衛生部制定的
〈限制節育墮胎暫行辦法〉和〈婚前健康檢查實施辦法〉﹐對墮胎和節育用
具的使用﹑銷售﹐都有嚴格的限制規定。這些規定首先與城市青年的生活發
生衝突﹐給城市青年的學習和工作帶來不便。所以﹐人民群眾紛紛給黨和政
府機關反映這一問題。1954 年﹐衛生部在〈關於改進避孕及人工流產問題的
通報〉中就說﹕“本部對於節育問題﹐過去一直採取嚴格限制的方針﹐……
自實施上項管制辦法以來﹐各地機關幹部﹑工廠工人以及城市市民因子女過
多﹐影響到生活工作和學習﹐紛紛提出反對意見……”27 1955 年 2 月﹐衛生
部黨組在給中央的報告中也說﹕“幾年來﹐我們曾接到許多人民來信﹐其中
主要是機關幹部﹑工礦企業的職工﹐他們對節育問題提出了迫切的要求﹐認
26

逄先知主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第 361 頁。
中華人民共和國計劃生育委員會編﹕〈關於改進避孕及人工流產問題的通報〉﹐《計劃
生育文件彙編（1950~1981.3）》﹐第 108 頁（內部﹐未發行）。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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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子女多﹐對工作﹑學習﹑生活以及第二代的教育均有很大困難……”28
由於資料的限制﹐我們無法確定毛澤東和中央政府最早是在什麼時候開
始回應群眾這一要求的。根據 1957 年 3 月 24 日《人民日報》刊登的袁安全﹑
楊振國的文章和 1955 年 2 月中央衛生部黨組〈關於節制生育問題向黨中央的
報告〉﹐鄧小平於 1953 年 8 月就曾指示有關部門改正禁止和限制海關進口避
孕藥具的做法﹐督促下發〈避孕及人工流產辦法〉﹐放寬對避孕和墮胎的限
制。1954 年 5 月 27 日﹐全國婦聯副主席鄧穎超又給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副
總理﹑中共中央秘書長鄧小平寫信﹐要求國家機關制訂辦法﹐幫助解決群眾
的避孕問題。第二天﹐鄧小平即給分管衛生部的政務院秘書長兼中央人民政
府文化教育委員會辦公室主任的習仲勳批示說﹕“我認為避孕是完全必要的
和有益的﹐衛生部對此似乎是不很積極的﹐請文委同衛生部討論一下﹐問問
他們對此問題的意見﹐如他們同意﹐就應採取一些有效的措施。”29 這次批
示很快就有了效果﹐7 月 20 日﹐衛生部下發了經政務院批准的修訂避孕及人
工流產辦法。30 11 月 10 日﹐衛生部又下達了〈關於改進避孕及人工流產問
題的通報〉。該通報“擬訂改進辦法”﹐提出“避孕節育一律不加限制﹐……
凡請求避孕者﹐醫療衛生機關應予以正確的節育指導。”“一切避孕用具和
藥品均可以在市場銷售﹐不加限制。”31
1954 年 12 月 27 日﹐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劉少
奇召集國務院第二（文教）辦公室﹑衛生部﹑輕工業部﹑商業部﹑中央宣傳
部﹑全國婦聯等單位負責人座談節制生育問題。劉少奇說﹕
ᙯ༼ٺֈયᗟĎԧࣇᛨďԧࣇ۞Ϡ፟ᙯ็ކ፟ᙯĎߏ೩࣍ᔘߏ
ͅ၆Ĕѣֱˠߏͅ၆۞Ďѣ۞ˠᔘᆷ˞ͅ၆͛ౢĄனдԧࣇࢋ˘ؠۺᕇĎ
ᛨߏᙒј༼ֈ۞Ą
28

中華人民共和國計劃生育委員會﹕〈中共中央對衛生部黨組關於節制生育問題的報告的
批示〉﹐《計劃生育文件彙編（1950~1981.3）》﹐第 2 頁。
29
彭珮雲主編﹕〈鄧小平對鄧穎超來信的批示（1954 年 5 月 28 日）〉﹐《中國計劃生育
全書》﹐中國人口出版社 1997 年﹐第 146 頁。
30
彭珮雲主編﹕〈中共中央對衛生部黨組關於節制生育問題的報告的批示〉﹐《中國計劃
生育全書》﹐第 2 頁。
31
中華人民共和國計劃生育委員會﹕〈關於改進避孕及人工流產問題的通報〉﹐《計劃生
育文件彙編》（1950~1981.3）﹐第 10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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ᔖθᘽݡᄃጡֻ۞ᑕĎ̙ࢋଂથຽયᗟ˯ீĎߏ࣎ˠϔᅮࢋ
۞߆ඉّ۞યᗟĄથຽొܝϠயొࢋౌܝӅ˧ֻᑕĎ˧Ր႕֖ĎႽ
ΞਕઇрĄ32
劉少奇主持的這次座談會﹐極大地推動了節制生育活動在全國的開展。
1955 年 2 月﹐衛生部黨組向中央遞交了〈關於節制生育問題向黨中央的報
告〉。報告中檢討了衛生部以前對節制生育問題的消極態度﹐提出了整改的
意見和辦法。3 月 1 日﹐中央對該報告作了重要批示。這是迄今發現的我們
黨和國家同意和提倡節制生育的第一份正式文件。中央在批示中說﹕
༼טϠֈߏᙯܼᇃ̂ˠϔϠ߿۞˘ีࢦ̂߆ඉّ۞યᗟĄд༊݈۞።
Ϋ୧І˭Ďࠎ˞઼छďछलາϠ˘۞ӀৈĎԧࣇᛨߏᙒјዋ༊г༼ט
Ϡֈ۞ĄЧгᛨ؎ᑕдొˠϔཏி̚Ğ͌ᇴϔгડੵγğĎዋ༊г
็ކᛨ۞ี߆ඉĎֹˠϔཏி၆༼טϠֈયᗟѣ˘࣎ϒቁ۞ᄮᙊĄ33
1956 年 8 月﹐衛生部的〈關於避孕工作的指示〉不僅對於黨和政府支持
群眾避孕和節育的目的講得更為清楚﹐而且進一步指出“避孕是人民民主權
利﹐應由人民自由使用”﹐並規定了政府在這一問題上的責任和義務。34
我們還缺少 1956 年以前﹐毛澤東對待避孕和節育問題的具體意見。但是﹐
據記載﹐早在 1954 年﹐鄧小平就向衛生部黨組書記﹑副部長賀誠和黨組副書
記﹑副部長徐運北傳達過毛澤東有關節制生育的指示。35 如果這一記載屬實﹐
熟悉毛澤東早期領導下的黨和國家的工作規則的人都知道﹐沒有毛澤東的同
意﹐即使毛澤東對節育問題曾經有所表示﹐那也是不得隨意向下傳達與擴散
的。鄧小平的傳達﹐表明毛澤東早在此之前已經對節育問題有了肯定和支持
的明確意見。其次﹐從這一時期衛生部和其他國家機關對節育態度的轉變以
及相關活動的安排﹐可以推測毛澤東在這一問題上的態度和作用。按照黨的
紀律﹐凡屬中央日常工作和一些重大問題的處理﹐都須經過毛澤東的批准同

32

〈提倡節育〉﹐《劉少奇選集》（下）﹐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第 171~173 頁。
彭珮雲主編﹕〈中共中央對衛生部黨組關於節制生育問題的報告的批示〉﹐《中國計劃
生育全書》﹐第 1 頁。
34
彭珮雲主編﹕〈關於避孕工作的指示〉﹐《中國計劃生育全書》﹐第 891 頁。
35
彭珮雲主編﹕〈中國計劃生育紀事〉﹐《中國計劃生育全書》﹐第 1406 頁。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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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36 所以﹐根據劉少奇在座談會上說“現在我們要肯定一點﹐黨是贊成節
育的”判斷﹐這一肯定性的意見應該是由毛澤東決定並代表毛澤東的。而且﹐
這次涉及中央許多機關和部門參加的節制生育工作座談會﹐很可能就是由毛
澤東決定並委託劉少奇主持召開的。倘若再推而廣之﹐如果不是得到毛澤東
的意見﹐尚未擔任中央政治局委員的鄧小平也不會接二連三和如此執著地要
求並不由他分管的中央人民政府衛生部改正原先對節育和避孕所作的限制規
定。同樣﹐按照這一邏輯推論﹐我們至少可以把中共中央 1954 年 3 月 1 日關
於節制生育的批示﹐直接當作毛澤東的意見。
由於毛澤東領導下的黨和政府的推動﹐那些在西方國家的民眾需要經過
長期鬥爭才能爭取到的婚姻自主和有關避孕與節育自由的民主權利﹐新中國
之後不久我們國家都順利地實現了。從 1954 年開始﹐全國各大城市已經廣泛
開展了節制生育和避孕方法的宣傳。1955 年﹐衛生部在北京舉辦的一次關於
避孕的宣傳報告會﹐發出七百張聽講票﹐竟有兩千人到場。人民衛生出版社
出版的《避孕常識》﹐不到一年的時間﹐在北京﹑重慶九次印刷﹐銷售 102
萬冊。37 1956 年 10 月﹐地處西部的西寧市舉辦過兩次節育﹑避孕的知識展
覽﹐參觀者 2.75 萬人次﹐印發宣傳材料五千多冊。據青海省醫藥公司統計﹐
該年全省出售避孕套 76233 個﹐避孕帽 2141 個﹐避孕拴 2252 盒﹐避孕膏 3372
支。38 也是在這一年﹐江蘇和廣州﹑天津等地開始生產避孕藥具。

ˬďଂņࢭΐϠயŇזņ̙ᕝࢭŇ!
ņயล৺߆˭۞ᚶᜈࢭŇ!
馬克思說﹕“社會經濟形態的發展是一種自然過程。”39 所以﹐凡是遵
36

1953 年 5 月 19 日﹐毛澤東曾就嚴格執行這一紀律兩次寫信和批示劉少奇﹑楊尚昆等人。
“嗣後﹐凡用中央名義發出的文件﹑電報﹐均需經我看後方能發出﹐否則無效。請注意。”
“過去數次中央會議決議不經我看﹐擅自發出﹐是錯誤的﹐是破壞紀律的”（〈關於用中
央名義發文件﹑電報問題的信和批語〉（1953 年 5 月 19 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
第四冊﹐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0 年﹐第 229﹑230 頁﹔《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 80 頁）。
原文“否則無效”四個字下用黑點標示。
37
〈進行避孕知識的宣傳和指導〉﹐《健康報》1956 年 6 月 15 日。
38
《中國計劃生育年鑒（1986）》﹐人民衛生出版社 1987 年﹐第 112﹑250﹑257﹑183~184 頁。
39
〈《資本論》第一版序言〉﹐《資本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第 1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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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和順應社會發展自然過程的革命﹑改革和改良﹐就能夠促進生產力的發展﹐
促進社會進步和有利於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毛澤東的“革命加生產即能解
決吃飯問題”﹐十分形象地概括了馬克思主義的唯物歷史觀的人口理論。新
中國建立後﹐1950~1957 年﹐全國社會總產值由 683 億元增長到 1606 億元﹐
七年增長 2.4 倍﹔其中工農業總產值由 575 億元增長到 1241 億元﹐增長 2.2
倍。40 1950~1956 年﹐按照全部人口計算的人均國民收入由 78 元提高到 142
元﹐平均每年增長 10.5％。41 如果以 1952 年居民消費水平為 100﹐到 1956
年﹐全國居民消費水平達到 124.5﹐其中農村居民為 116.7﹐城市居民為
131.8。42 這樣的增長和提高水平﹐在歷史上是非常罕見的。但是﹐真理都
是有條件的。毛澤東過於相信精神對物質的反作用﹐提出“不斷革命論”﹐
用群眾運動的方式搞經濟建設。1958 年 1 月﹐毛澤東在一個文件中說﹕
̙ᕝࢭĄԧࣇ۞ࢭ࣎˘ߏତ˘࣎۞Ąଂ 1949 ѐдБ઼ቑಛ̰
ဳ߆פᝋฟؕĎତಶߏͅ˿۞ޙދгԼࢭĎ˿гԼࢭ˘Ԇјಶฟؕྺ
ຽЪү̼Ďତ˫ߏռᒉ̍થຽ̍͘ຽ۞ۤົཌྷԼౄĄۤົཌྷˬ
̂ԼౄĎӈϠயྤफ़ٙѣົۤ۞ࢬ͞טཌྷࢭĎд 1956 ѐૄώԆјĎ
ତ˫дΝѐซҖ߆ڼጼቢ˯ޥຐጼቢ˯۞ۤົཌྷࢭĄ࣎ࢭ
д̫ѐ 7 ͡ 1 ͟ͽ݈Ξͽૄώ˯Ә˘߱རĄҭߏયᗟ՟ѣԆඕĎ̫࠹ޢ
༊࣎˘۞ܜॡഇ̰ՏѐౌࢋϡᆀٸፋԼ۞͞ڱᚶᜈྋՙ˘͞ࢬ۞ય
ᗟĄனдࢋֽ˘࣎ԫఙࢭĎͽܮд 15 ѐٕ۰Հк۞˘ᕇॡม̰ᅁ˯
࿅ࡻ઼Ą઼̚གྷᑻརޢĎۏኳૄᖂᓠऴĎֹԧࣇҌ̫ᔘд˘జજ
ېၗĎჟৠ˯ຏזᔘߏצՁᎨĎд͞ࢬԧࣇᔘ՟ѣזྋٸĄࢋခ˘
ԯݏĄГ࿅̣ѐĎಶΞͽͧྵજ˘ֱ˞ĒȈѐޢົՀΐજ˘ֱĒ
15 ѐޢĎᖏࢴк˞Ď᐀ᜠк˞Ďԧࣇ۞જಶՀк˞Ąԧࣇ۞ࢭχ
˘ᇹĎдχ˞˘࣎౼ͽޢĎ˯ಶࢋ೩າЇચĄᇹಶΞͽֹ
ొཏிགྷ૱ܲ႕۞ࢭሤଐĎഴ͌ๆଐჰĎຐๆ˵՟ѣๆ
40

根據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1983）》有關資料計算（《中國統計年鑒（1983）》﹐
中國統計出版社 1983 年﹐第 13﹑16 頁）。
41
國家統計局綜合司編﹕《全國各省﹑自治區﹑直轄市歷史統計資料彙編（1949~1989）》﹐
中國統計出版社 1990 年﹐第 5 頁。
42
國家統計局國民經濟綜合司編﹕《新中國 50 年統計資料彙編》﹐中國統計出版社 1999
年﹐第 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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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ॡมĄ43
毛澤東以為社會生產力發展階段上的差距也可以像打仗一樣﹐不斷確定
新的目標﹐然後再通過發動一次次的戰役去攻破。問題是經濟建設不同於戰
爭﹐社會經濟發展階段不能跨越。馬克思說﹕“一個社會即使探索到了本身
運動的自然過程﹐……它還是既不能跳過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發展階
段。”44 毛澤東幾乎是在用法令或意念取消客觀存在的自然發展階段。由於
握有政權﹐毛澤東每確定一個目標﹐都能很快實現。毛澤東的經濟目標和經
濟政策不斷地跳躍和跨越社會發展階段﹐從根本上顛倒了生產力和生產關係﹑
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之間的關係。
根據毛澤東 1940 年的〈新民主義論〉和 1949 年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
的報告﹐無產階級在中國取得政權後的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國家將進入新
民主主義社會﹐分散的個體農業和手工業﹐城鄉資本主義工商業都將長期存
在。45 但是﹐建國之初﹐毛澤東就改變了這個方針﹐把“一個相當長的時期
內”我國將處在新民主主義社會的歷史階段一筆勾銷。1953 年﹐毛澤東就形
成了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社會主義改造基
本完成﹐這是一個過渡時期。黨在這個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是要在
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並逐步實現國家對
43

〈工作方法 60 條（草案）〉（1958 年 1 月）﹐《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第 51
頁。
44
〈《資本論》第一版序言〉﹐《資本論》第一卷﹐第 11 頁。
45
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說﹕“中國革命的歷史進程﹐必須分為兩步﹐其第一步是
民主主義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會主義的革命﹐這是性質不同的兩個革命過程。”“這個
革命的第一步﹐第一階段﹐決不是也不能建立中國資產階級專政的資本主義的社會﹐而是
要建立以中國無產階級為首領的中國各個革命階級聯合專政的新民主主義的社會”（〈新
民主主義論〉（1940 年 1 月）﹐《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 636﹑643 頁）。毛澤東在黨
的七屆二中全會的報告中說﹐中國的工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只佔 10％﹐農業和手工業佔
90％﹐這“是在中國革命的時期內和革命勝利以後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一切問題的基本出
發點。從這一點出發﹐產生了我們黨一系列的戰略上﹑策略上和政策上的問題”。革命勝
利以後﹐“在今後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我們的農業和手工業﹐就其基本形態來說﹐還是
和將是分散的和個體的”﹔“在革命勝利以後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一切不是於國民
經濟有害而是有利的城鄉資本主義成分﹐都應當容許其存在和發展”（〈在中國共產黨中
央委員會第七屆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1949 年 3 月 5 日）﹐《毛澤東選集》第四卷﹐
第 1431﹑143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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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對手工業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46 這就是說﹐從新中國誕生
時起﹐我們就已經進入了社會主義歷史階段。
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都是建立在一種社會化的大生產基礎之上的﹐是以
生產力的鉅大發展為條件的﹐是一定歷史長期發展的結果。但是﹐毛澤東不
僅要在一個傳統的個體農業為基礎的社會裡建設社會主義﹐而且﹐僅用幾年
的時間就結束了由他規定的本來需要“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和“逐步實現”
的歷史階段。幾乎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剛開始提出和醞釀期間﹐毛澤東就以
極大的熱情推動農業合作化運動。過渡時期總路線提出以後不到三年的時間
裡﹐全國個體農戶的 96％以上就都參加了合作社﹐其中加入高級社的農戶達
到 87％。農業合作化進程加快的一個直接後果﹐就是帶動城鄉手工業合作化
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進程的加快。到 1956 年年底﹐就宣佈了社
會主義改造已經在全國基本完成。
毛澤東說﹕“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實質﹐就是使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
所有制成為我國國家和社會的惟一的經濟基礎。”47 現在﹐這一目標已經實
現。所以﹐在一次最高國務會議上﹐毛澤東說﹕“社會主義革命的目的就是
為了解放生產力。農業和手工業由個體所有制變為社會主義的集體所有制﹐
私營工商業由資本主義所有制變為社會主義所有制﹐必然使生產力大大地獲
得解放。這樣就為大大地發展工業和農業的生產創造了社會條件。”48 “一
個新的生產高潮已經和正在形成”。49
毛澤東推動革命和建設的飛速發展﹐一個基本的方法就是以極大的勁頭
和飽滿的熱情自下而上地動員和發動群眾﹐大搞群眾運動。在長期革命和群
眾運動中形成的黨的運行機制是十分適應毛澤東發動運動的。偶爾有跟不上
步伐的黨和國家領導人﹐隨時會遭致毛澤東的批評。1958 年 1 月﹐毛澤東在
南寧主持召開中央工作會議﹐對周恩來等人從 1956 年以來“既反對保守﹐又
反對冒進”的做法提出了嚴厲的批評。劉少奇﹑周恩來等﹐都在會議上檢討
46

〈革命的轉變和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1953 年 12 月）﹐《毛澤東文集》第六卷﹐第
316 頁。
47
〈革命的轉變和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1953 年 12 月）﹐《毛澤東文集》第六卷﹐第
316 頁。
48
〈社會主義革命的目的就是解放生產力〉（1956 年 1 月 25 日）﹐《毛澤東建國以來文稿》
第六冊﹐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2 年﹐第 22 頁。
49
〈工作方法 60 條（草案）〉﹐《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第 4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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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反冒進”的錯誤。3 月﹐毛澤東在成都主持召開了中央會議﹐省﹑市﹑
自治區的黨委書記都具有了大躍進的姿態。河南省委書記吳芝圃提出﹐“苦
幹三年﹐改變面貌”。舉國上下的高昂情緒﹐也激發和感染了毛澤東。4 月
15 日﹐毛澤東看了河南省封丘縣縣委給毛澤東寫的一個報告﹐介紹該縣應舉
農業生產合作社依靠集體力量﹐苦戰二年﹐戰勝自然災害﹐改變落後面貌的
事跡。應舉社的故事感動了毛澤東﹐讀後異常興奮﹐不禁欣然命筆﹐要把它
介紹給全國人民。毛澤東寫道﹕

ņ˘࣎ࡴጼ˟ѐԼត˞ࢬᄻ۞ЪүۤŇĎቔ͛ౢࣃ˘ĄВய
ཌྷჟৠдБ઼ቿݎ൴णĄᇃ̂ཏி۞߆ڼᛇु֝ి೩Ąཏி̚۞ར
ޢลᆸጬ൴ֽӅ˧ᅁ˯АซลᆸĎְ࣎၁ᇾᄫԧ઼ۤົཌྷ۞གྷ
ᑻࢭĞϠயᙯܼ͞ࢬإϏԆјԼౄ۞ొ̶ğď߆ࢭڼďޥຐࢭď
ԫఙࢭď̼͛ࢭϒдШ݈ጬซĄϤѩ࠻ֽĎԧ઼д̍ྺຽϠய͞ࢬ
ᅁ˯ྤώཌྷ઼̂ĎΞਕ̙ᅮࢋଂ݈ٙຐ۞֤ᇹ۞ܜॡม˞Ąੵ˞ᛨ۞
ᅳጱ̝γḎ̌ᆆˠ˾ߏ˘࣎ՙ۞ؠЯ৵ĄˠкᛉኢкĎሤঈĎ̂ݏĄ
ଂֽ˵՟ѣ࠻֍ˠϔཏிညனдᇹჟৠॎጬĎԠڀĎຍঈࢲ
൴ĄČČ઼̱̚ᆆˠ˾۞ពপᕇߏ˘˟ϨĄֱ࠻ֽߏᗼְĎ
၁ߏрְĄޥតĎࢋĎࢋࢭĄ˘ૺϨ৽Ď՟ѣፉĎрᆷາ
࡚۞͛фĎр൪າ࡚۞ဦ൪Ą̂фಡߏ˘ໂѣϡ۞າёڠጡĎ
ݱξďฏՅď̍ᇄďЪүۤďથظď፟ᙯďጯ७ďొฤďූĎᓁ̝˘
̷ѣཏி۞г͞ĎౌΞͽֹϡĄ̏གྷֹ࿆ϡֽ˞Ďᑕ༊ϖᅈֹϡ˭
ΝĄ50
毛澤東相信群眾中蘊藏著無窮無盡的力量﹐相信“在共產黨領導下﹐只
要有了人﹐什麼人間奇蹟也可以創造出來”﹐包括在很短的時間內就可以橫
50

〈介紹一個合作社〉（1958 年 4 月 15 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第 177~178
頁。70 年代以來﹐不少的人以為毛澤東寫上面這些話是為了鼓勵人口生育。其實﹐毛澤東
這篇文章要傳達的信息遠比生育問題重要得多。毛澤東一氣呵成寫完這篇文章﹐又馬上給
在北京的劉少奇等人寫信要求把它刊登在《人民日報》上。在同一張信箋上﹐毛澤東說﹕
“十年可以趕上英國﹐再有十年可以趕上美國。說‘25 年或者更多一點時間趕上英美’是
留了 5~7 年的餘地的”（〈介紹一個合作社〉（1958 年 4 月 15 日）﹐《建國以來毛澤東
文稿》第七冊﹐第 17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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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中國與發達國家之間的經濟發展水平上的差距。一個月後﹐中共八大二次
會議通過了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總路線﹐通過了
15 年趕上和超過英國的目標﹐通過了提前五年完成農業發展綱要﹐還通過了
“苦幹三年﹐基本改變面貌”等口號。一場席捲全國的大躍進﹐就這樣出現
了。人為的革命嚴重地破壞了生產力。僅據戶籍統計的資料保守計算﹐
1958~1961 年﹐全國至少比正常年份多死了 1500 萬的人口﹐因生育率的下降
又比正常年份少生育 2000 萬﹐兩項合計損失 3500 萬人口。51
鄧小平後來總結說﹕“我們都是搞革命的﹐搞革命的人最容易犯急性
病。我們的用心是好的﹐想早一點進入共產主義。這往往使我們不能冷靜地
分析主客觀方面的情況﹐從而違反客觀世界發展的規律。中國過去就是犯了
性急的錯誤。”52 50 年代﹐毛澤東急於改變面貌﹐跨越經濟社會的發展階段﹐
製造出一個又一個的革命。60 年代以後﹐進而提出“一大批資產階級的代表
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已經混進黨裡﹑政府裡﹑軍隊裡和文化領域
的各界裡﹐相當大的一個多數的單位的領導權已經不在馬克思主義者和人民
群眾手裡”﹐必須發動“文化大革命”﹐通過“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
的方式來解決。53 一方面﹐把黨和國家政權機關當作“繼續革命”的對象﹐
就沒有穩定的社會局面了﹔另一方面﹐群眾被動員起來參加無休止的“革
命”﹐也再顧及不到“生產”了。這都違背了馬克思主義的唯物歷史觀和“革
命加生產”的人口思想﹐從而給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造成了極大的損害。

αďଂņ̱ᆆˠ˾۞ᚯࣘᜪď!
ዋ༊щଵŇࢉϠņࢋѣࢍထгϠֈŇ!
70 年代後期﹐當計劃生育主管部門把毛澤東關於計劃生育的論述摘引出
51

此處根據國家統計局人口統計司﹑公安部三處編《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口統計資料彙編
（1949~1985）》中〈全國歷年人口自然變動〉有關數據推算（《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口統
計資料彙編（1949~1985）》﹐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 1988 年﹐第 268 頁）。
52
〈改革是中國發展生產力的必由之路〉（1985 年 8 月 28 日）﹐《鄧小平文選》第三卷﹐
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第 139~140 頁。
53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
議〉﹐《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第 808~80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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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宣傳的時候﹐人們看到毛澤東以明確的語言講節育和計劃生育﹐是 1957
年 2 月 27 日和 3 月 1 日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而且﹐這幾段講話曾經成為
我國計劃生育事業得以產生和發展的基礎。給人的印象是﹐在持續三天的會
議上﹐先後講過三次﹐也可見這一問題的重要程度。在過去的宣傳中﹐三次
講話是按照以下順序編排的﹕
д྆Ďԧຐ೩˘˭ԧ઼۞ˠ˾યᗟĄԧ઼ˠ˾ᆧΐޝԣĎՏѐ̂
ࡗࢋᆧΐ 1200~1500 ༱Ď˵ߏ˘࣎ࢦࢋ۞યᗟĎ˯ົֽۤܕኘ࣎ય
ᗟ۞ˠкֽ˞Ą၆࣎ٺયᗟĎҬͼΞͽࡁտѣࢍထгϠֈ۞Ᏹ
ڱĄČČ֭ͷࢋזˠϔ۞ԆБЪүĄ
д઼ચົᛉௐȈ˘ѨĞᕖ̂ğົᛉ˯۞ᓾྖĞ1957 ѐ 2 ͡ 27 ͟ğ
ԧࣇ઼࣎छѣᆃк۞ˠĎߏ͵ࠧ˯Ч઼ౌ՟ѣ۞Ąࢋ೩࣍༼
ֈĎࢋѣࢍထгϠֈĄԧ࠻ˠᙷߏ̙ົგநҋ̎˞Ą̍ᇄϠயο̽ď
ॸഎڕတď᐀ᜠѣࢍထĎ҃ˠᙷ၆ٺϠயˠᙷҋ̎ಶ՟ѣࢍထ˞Ďߏ
߆عཌྷĎᖐࡔޠĄᇹ˭ΝĎԧ࠻ˠᙷߏࢋ೩݈໑ଫ۞Ą̚
઼̱ᆆˠ˾ĎᆧΐȈࢺߏк͌Ĕ60 ᆆĎ֤ॡ࣏ಶԣࢋତܕໝ˸˞Ąԧ̫
͇̙ࢦኘ༼ֈયᗟĎЯࠎԧࣇ̄˧ܖАϠߏ࣎۞ܝЩछĎߏ̂ጯ
ࡊலຽ۞ĎͧԧځĄᔘѣԧࣇՂᇇБొܜĎ˵ڦޝຍ࣎યᗟĄᙯ
࣎ٺયᗟĎ߆عΞਕࢋన˘࣎ొܝĎٕ۰న˘࣎༼ֈ؎ࣶົĎүࠎ߆
۞ع፟ᙯĄˠϔဥវ˵Ξͽᖐ˘࣎ĄЯࠎࢋྋՙԫఙયᗟĎన˘࣎ొ
ܝĎࢋѣགྷĎࢋຐᏱڱĎࢋ็ކĄ
д઼ચົᛉௐȈ˘ѨĞᕖ̂ğົᛉ˯۞ᓾྖĞ1957 ѐ 2 ͡ 27 ͟ğ
ˠ˾ଠטд̱ᆆĎ˘࣎˵̙кધĔߏ˘నĄČČனдՏѐᆧ
˼˘ܜк༱ĄҰࢋ̙ᆧܜĎޝᙱĎЯࠎனдߏ߆عཌྷېၗĎυ
ͳ઼ᔘ՟ѣតјҋϤͳ઼Ąд͞ࢬĎˠᙷᔘԆБ̙ҋᛇĎ՟ѣຐᏱ
ֽڱĄԧࣇΞͽࡁտ˵ᑕྍࡁտ࣎યᗟĄ߆عᑕྍనϲ˘࣎ొ˘ٕܝ
࣎؎ࣶົĎˠϔဥវΞͽᇃھгࡁտ࣎યᗟĎߏΞͽຐᏱ۞ֽڱĄ
ᓁ҃֏̝Ďˠᙷࢋҋ̎ଠטҋ̎Ďѣॡֹ࣏ਕૉᆧΐ˘ᕇĎѣॡ࣏ਕ
ૉֹઃ˘˭Ďѣॡ࣏ഴ͌˘ᕇĎگё݈ซĎ၁னѣࢍထ۞ϠֈĄ
˘୧ĞܐğҁᓾޝрĎԧྫྷߏТԠĄଂ݈۞ຍ֍՟ѣ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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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Ďѣˠͅ၆Ď̫͇ზߏၰٙ୬֏˞Ą࣎યᗟࡁࣃޝտĎ߆عᑕྍ
న፟ᙯĎᔘࢋѣ˘ֱᏱڱĄˠϔѣ՟ѣ࣎ࢋՐĔྺϔࢋՐ༼ֈĎˠ˾
͉к۞छलࢋՐ༼ֈĎݱξďྺՅౌѣ࣎ࢋՐĎᄲ՟ѣࢋՐߏ̙ዋ༊
۞Ą!
д઼ચົᛉௐȈ˘ѨĞᕖ̂ğົᛉ˯۞ᓾྖĞ1957 ѐ 3 ͡ 1 ͟ğ54
把以上三段講話放到產生的特定背景裡﹐是準確把握和理解毛澤東人口
思想必不可少的條件。
上述三段話是毛澤東發表如何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講話時說的。正
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是毛澤東於 1956 年年底到 1957 年年初﹐總結國際共
產主義運動和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實踐經驗提出來的重大理論問題。
毛澤東曾把 1956 年比喻為“多事之秋”。55 在這一年﹐國際共產主義運動
中出現了蘇共二十大反對斯大林事件﹐波蘭和匈牙利事件。國內也出現了一
些事件﹐大城市約有一萬工人罷工﹐一萬名大學生罷課﹐農村也出現了農民
分社﹑退社﹐等等。56 毛澤東將國內國際上這些新情況新問題當作歷史給社
會主義國家執政黨提出的新課題。蘇共二十大後﹐在毛澤東的主持下﹐《人
民日報》連續發表了〈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和〈再論無產階級專政
的歷史經驗〉兩篇重要文章﹐已經總結提出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問題。57 12
月 4 日﹐毛澤東給黃炎培的信中又說﹕“社會總是充滿著矛盾。即使社會主
義和共產主義社會也是如此。”58 1957 年 1 月﹐在全國省﹑市﹑自治區黨委
書記會議上﹐毛澤東就這一方面的許多問題已經對地方大員們做過兩次講
話。毛澤東說﹕“怎樣處理社會主義社會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這是一
門科學﹐值得好好研究。”59
54

彭珮雲主編﹕〈毛澤東關於人口和計劃生育的論述〉﹐《中國計劃生育全書》﹐第 131
頁。引文的順序和格式都按照該書編排的 — 作者註。
55
〈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1957 年 1 月 27 日）﹐《毛澤東選集》第五卷﹐
第 339 頁。
56
金沖及主編﹕《劉少奇傳》（下）﹐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8 年﹐第 810 頁。
57
〈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人民日報》1956 年 4 月 5 日﹔〈再論無產階級專
政的歷史經驗〉﹐《人民日報》1956 年 12 月 29 日。
58
〈給黃炎培的信〉（1956.12.4）﹐《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冊﹐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2
年﹐第 255 頁。
59
〈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1957 年 1 月）﹐《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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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 年 2 月 27 日的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是為毛澤東發
表如何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講話而特意安排的﹐參加會議的人員是從全國召
集來的 1800 名黨和國家高級幹部﹑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和社會各界上層人士。
毛澤東像以往那樣﹐只是在會前寫了一個講話提綱﹐共 12 個問題﹕（一）兩
類矛盾﹕敵我階級之間﹐人民內部矛盾之間﹔（二）肅反﹔（三）社會主義
改造 — 合作化﹔（四）資本主義改造﹔（五）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六）
增產節約﹐反對鋪張浪費﹔（七）統籌兼顧﹐適當安排﹔（八）百花齊放﹐
百家爭鳴﹐長期共存﹐互相監督﹔（九）如何處理罷工﹑罷課﹐遊行示威﹐
請願﹔（十）鬧事﹐出亂子﹐都不好嗎﹖（11）少數民族和大漢族民族問題﹐
西藏問題﹔（12）中國可能在三﹑四個五年計劃內﹐初步地改變面貌。60
在講到第七個問題“關於統籌兼顧﹐適當安排的方針”時﹐毛澤東說了
前面摘引的第二段“我們這個國家有這麼多的人”那段話。由於《毛澤東傳》
摘引的記錄稿不僅要比計劃生育部門摘引的更為傳神﹐內容也有所不同﹐所
以轉抄如下。毛澤東說﹕
ԧࣇ઼࣎छѣᆃк۞ˠĎ˘ᕇߏ͵ࠧЧ઼ౌ՟ѣ۞Ąιѣ
ᆃк۞ˠḎ̌ᆆˠ˾ĕ྆ᐝࢋ೩࣍༼ֈĎ͌Ϡ˘ᕇಶр˞Ąࢋѣࢍထ
гϠயĄԧ࠻ˠᙷҋ̙̎ົგநҋ̎Ą၆̍ٺᇄ۞ϠயĎϠயο̽Ď
ϠயॸഎڕတĎϠய᐀ᜠĎѣࢍထĄ၆ٺϠயˠᙷҋ̎ಶߏ՟ѣࢍထĎ
ಶߏ߆عཌྷĎ߆عĎᖐĎࡔޠĄĞͨ፨͔ྖ࣎ڌБಞ
̂৯ğ࣎߆عΞਕࢋన˘࣎ొܝĎన˘࣎ࢍထϠֈొр̙рĔĞ˫ߏ
˘ੱ̂৯ğٕ۰న˘࣎؎ࣶົӐĎ༼ֈ؎ࣶົĎүࠎ߆۞ع፟ᙯĄˠϔ
ဥវ˵Ξͽᖐ˘࣎Ďᖐ࣎ˠϔဥវֽ೩࣍ĄЯࠎࢋྋՙ˘ֱԫఙય
ᗟĎన˘࣎ొܝĎࢋᇥ˘ඊགྷĎࢋຐᏱڱĎࢋઇ็ކĄ61
經過三個半天的小組討論之後﹐3 月 1 日下午﹐會議安排包括有馬寅初
在內的 16 位民主黨派﹑無黨派或實業界的代表發言。62 在總結講話中﹐毛
357 頁。
60
〈如何處理人民內部的矛盾（講話提綱）〉（1957 年 2 月 27 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
稿》第六冊﹐第 312 頁。
61
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上）﹐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3 年﹐第 625 頁。
62
一般的讀者只知道馬寅初是北京大學的校長﹐其實﹐馬寅初更重要的社會地位和職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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澤東再次談到人口與計劃生育。這就是上述第三段“人口控制在六億﹐一個
也不多啦”那段話。63
比較細緻地瞭解毛澤東修改講話的過程﹐也是準確把握毛澤東關於人口
決定中央人民政府產生的第一屆全國政協委員﹐1949 年 10 月 1 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
宣佈的除了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名單以外的 56 位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的委員。此
外﹐他還曾任職於以陳雲為主任的中央人民政府財經委員會副主任﹐華東軍政委員會副主
席。1954 年 9 月﹐國家最高權力機關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產生後﹐當選為除了委員長﹑副委
員長以外的 65 位一屆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委員。所以﹐這次擴大的最高國務會議﹐馬寅
初是當然的參加者。包括《馬寅初全集》在內的不少資料都把馬寅初的發言記為 3 月 2 日﹐
是不準確的。查《馬寅初全集》中這篇發言稿來源於中共中央統戰部 3 月 15 日的“記錄”。
根據楊尚昆關於“竊聽器事件”的回憶﹐1957 年 2 月 27 日講話前﹐毛澤東主動要求錄音。
所以﹐3 月 1 日的會議也應該作了錄音。估計 16 位民主黨派和社會人士大會的發言﹐由中
央辦公廳 3 月 2 日整理有一個記錄稿﹐統戰部再根據中央辦公廳整理的紀錄稿抄錄的日
期。存疑。但確定的一點是﹐馬寅初的發言是 3 月 1 日。因為包括馬寅初在內的 16 位民
主人士發言後﹐毛澤東就做了這次會議的“結束語”。毛澤東的〈在第十一次最高國務會
議作結束語的提綱〉註明的就是“（1957 年 3 月 1 日）”（〈在第十一次最高國務會議作
結束語的提綱〉﹐《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冊﹐第 361 頁）。我們在本節一開始轉摘
的毛澤東講話的第三段﹐說馬寅初“今天算是暢所欲言了”﹐這段講話註明的日期也是 3
月 1 日。此外﹐不少文章和傳記中說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都“傾聽”了馬寅初的意見﹐
不確。劉少奇於 2 月 18 至 4 月 15 日外出視察﹐沒有參加這次活動（金沖及主編﹕《劉少
奇傳》（下）﹐第 812~823 頁）。包括《毛澤東傳》在內都說﹐“黨和國家的主要領導人﹐
除了劉少奇外出考察外﹐都出席了這次會議。”也不準確。在當時的六名政治局常委裡﹐
至少還有擔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的朱德﹐也未參加會議（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朱
德年譜》（新編本）﹐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6 年﹐第 1577~1593 頁）。有不少文章說馬寅
初在中南海“暢談”﹑“暢所欲言”﹐似乎來源於毛澤東 3 月 1 日講話。毛澤東有“暢所
欲言”之說﹐或者出於客套和禮貌﹐但不準確。馬寅初在這次中南海懷仁堂的會議上就做
了十分鐘﹑大約一千字的大會發言。即使一位學者可以用十分鐘將自己的主要觀點說出來﹐
但絕不可能是“暢談”或“暢所欲言”。至於說毛澤東“傾聽”了馬寅初的新人口論﹐受
馬寅初啟發才提出計劃生育﹐更屬天方夜譚。馬寅初在這次發言中就說﹐在兩年前人大會
議的浙江小組提出我國人口問題﹐因反對的人多﹐自動收回。“不料兩年後的今天﹐我們
的最高領袖毛主席對人口問題有同樣的看法﹐這是一件可喜的事情﹐他所見所聞遠比我廣﹐
得出的結論一定更正確﹐因此我對毛主席表示最崇高的敬意”（馬寅初﹕〈在最高國務會
議上的發言〉﹐《馬寅初全集》第 14 卷﹐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第 501~502 頁）。
63
在毛澤東〈在第十一次最高國務會議作結束語的提綱〉（1957 年 3 月 1 日）中﹐有“控
制在六億人口（控制一個時期少增長﹐以待條件具備﹐再作適當增長）”（〈在第十一次
最高國務會議作結束語的提綱〉﹐《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冊﹐第 36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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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計劃生育思想的不可缺少的一環。
這次講話後﹐為進一步瞭解情況和加深研究﹐毛澤東又連續在全國宣傳
會議和天津﹑濟南﹑南京﹑上海等四個地方的幹部會議上作了多場的講話或
演講。其間﹐毛澤東還召開了許多次不同類別人員參加的座談會﹐廣泛徵求
意見。4 月 19 日﹐毛澤東親自撰寫了給上海中央局﹐各個省﹑市﹑自治區黨
委﹐中央各部門和國家機關黨組的通知﹐要求將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
的討論和執行情況限期報告中央。64 從 4 月 24 日起﹐只要沒有重大活動﹐
毛澤東就專心致志地修改講話記錄稿。5 月 7 日﹐在被稱作“自修稿第一次
稿”上﹐毛澤東將整理的講話記錄稿上第七個問題的標題“關於六億人口的
統籌兼顧﹐適當安排”改為“從六億人口出發”﹐ 65 並把這段內容大為壓
縮。修改的話說﹕
ԧ઼ѣ̱ᆆˠ˾Ďߏ˘࣎៍މхдĎߏԧࣇ۞ώĄԧࣇઇࢍ
ထĎᏱְĎຐયᗟĎಶࢋଂ˘ᕇ൴Ď˼༱̙ࢋԞ˘ᕇĄԧ઼ѣ
̱ᆆˠ˾Ďрд྆Ďӧᙱ˵д྆ĄӧᙱಶߏϬ࠼ĎϬ࠼ᓁΝྋ
ՙĎ˵ᓁߏΞͽྋՙ۞Ąԧࣇ۞͞੫ߏᚯࣘᜪĎዋ༊щଵĄ
ΞͽనຐΩγ˘͞੫Ďಶߏᖞۤົ֤ᇹĎ၆̂ٺԲѣӧᙱ۞ˠ
٦ୢ̙გĄˠϔ߆̙عਕᇹઇĄߏᄦౄϬ࠼۞ᏱڱĎ̙ߏྋՙϬ࠼
۞ᏱڱĄ
在 5 月 8 日“自修稿第二次稿”上﹐第七個問題增加了一段話﹕
̙ΞͽˠкĎˠརޢĎְଐ౫ᙱᏱĎଯܝγ˞ְĄԧࣇ
ᇹᄲĎߏ̙ߏࢋԯ˘̷ˠ˘̷ְౌϤ߆عΒឦ˭ֽĔ༊̙ߏĄధ
кˠĎధкְĎΞͽϤۤົຐᏱڱĎۤົߏਕૉຐޝкޝр۞Ᏹֽڱ
۞Ą҃˵ಶΒ߁дᚯࣘᜪďዋ༊щଵ۞͞੫̝̰Ďԧࣇᑕ༊ጱۤ
ົᇹઇĄ
這次把計劃生育的論述改為﹕
64

〈限期將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討論和執行情況報告中央〉
（1957 年 4 月 19 日）﹐
《毛澤東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第 292 頁。
65
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上）﹐第 67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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д྆Ďԧຐ೩˘˭ԧ઼۞ˠ˾યᗟĄԧ઼ˠ˾ᆧΐޝԣĎՏѐ̂
ࡗࢋᆧΐ 1200~1500 ༱Ď˵ߏ˘࣎ࢦࢋયᗟĎ˯ົֽۤܕኘ࣎યᗟ
۞ˠкֽ˞Ą၆࣎ٺયᗟĎҬͼΞͽࡁտѣࢍထгϠֈ۞ᏱڱĄт
࣎ڍᏱڱΞҖ۞ྖĎ˵Ϊਕдˠ˾༵۞г͞ࡁտ၁ҖĎΪਕుՎг
ଯҖĎ֭ͷࢋזˠϔ۞ԆБЪүĄ66
這就是我們在本節一開始引述的三段文字中的第一段話的來歷。筆者所
以用以前兩段不同處理的方式﹐全文抄錄一遍﹐是因為這一段話已經將計劃
生育部門引述時省略掉的一些文字補充進來了。任何一位讀者都可以發現﹐
毛澤東用了一段思想深邃﹑文字嚴肅的論述取代了 1 月 27 日講話時生動﹑活
潑與詼諧﹑幽默的那段話。5 月 8 日晚 10 點﹐在“自修稿第三次稿”上﹐毛
澤東給第七個問題又增加和改寫了一段話﹕
ࠎ̦ᆃࢋ೩ᇹ˘࣎યᗟĎᙱᔘѣˠ̙ۢԧ઼ѣ̱ᆆˠ˾Ĕ
ۢߏۢ۞Ď̙࿅ᏱְֽѣֱˠಶԞ˞ĎҬͼˠ͌рĎ̄
ღᒺ̈рĄٱѣ̈̄ཌྷ۞ˠࣇĎ၆ٺᇹ˘ޥຐߏٯ
ᛈ۞ēአજ˘̷᎕ໂЯ৵Ďဥඕ˘̷Ξਕဥඕ۞ˠĎ֭ͷ˘̷ঐໂЯ
৵ᖼតࠎ᎕ໂЯ৵Ďࠎޙనۤົཌྷ۞ઈ̂ϫᇾڇચĄԧԓ୕ֱˠᕖ
̂ீࠧĎৌϒٚᄮԧ઼ѣ̱ᆆˠ˾Ďٚᄮߏ˘࣎៍މхдĎߏԧࣇ۞
ώĄ
5 月 9﹑10 日﹐毛澤東改出了“自修稿第四次稿”。但是﹐第七節中有
關節制生育和計劃生育的內容卻被全部刪去了﹐另外加了一句話﹕“我國人
多是好事﹐當然也有困難。”67 毛澤東決定把經過四次“自修”的稿子作為
“草稿第一稿”﹐分發給中央政治局常委和部分書記處成員﹑幾位黨內“秀
66

此段根據彭珮雲主編《中國計劃生育全書》和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的有關
段落連結為一個完整的段落。文中“在這裡﹐我想提一下我國的人口問題”﹐是《全書》
中有而《傳》中所沒有的﹔“如果這個辦法可行的話﹐也只能在人口稠密的地方研究實
行”﹐是《全書》中沒有（從 20 世紀 70 年代由計劃生育部門將這一段文字非正式地摘引
出來﹐到後來出版物上刊載﹐我們看到的都是將這一句用“……”代替）《傳》上有的（彭
珮雲主編﹕《中國計劃生育全書》﹐第 131 頁﹔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上）﹐
第 682 頁）。
67
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上）﹐第 68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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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徵求他們的意見。
5 月 24 日﹐毛澤東決定將第二個徵求意見稿發到在京的中央委員﹑候補
委員和幾位黨內“秀才”。毛澤東在修改的徵求意見第三稿中﹐又恢復了關
於人口和計劃生育的內容。25 日﹐徵求意見範圍擴大到在京參加會議的各個
省﹑市﹑自治區負責同志。27 日﹐毛澤東修改出徵求意見的第四稿。28 日﹐
毛澤東要求將徵求意見的第五稿發給各個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政治局
委員﹑候補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候補書記﹐以及幾位黨內“秀才”。6
月 1 日﹐在被稱為“秀才”的參與下﹐形成了徵求意見第六稿。6 月 16 日﹐
稿子僅作了少量修改﹐為第九稿﹐並註“6 月 16 日定稿”。17 日﹐又有一次
修改﹐註明“最後定稿”。6 月 19 日﹐〈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
同一天在《人民日報》和蘇聯《真理報》發表。68 公開發表後﹐我們最為感
興趣的這一部分成為﹕
˛!!ᚯࣘᜪďዋ༊щଵ!
྆ٙᄲ۞ᚯࣘᜪĎߏ၆̱ᆆˠ۞ᚯࣘᜪĄԧࣇүࢍထďᏱ
ְďຐયᗟĎౌࢋଂԧ઼ѣ̱ᆆˠ˾˘ᕇ൴Ď˼༱̙ࢋԞ˘ᕇĄ
ࠎ̦ᆃࢋ೩ᇹ˘࣎યᗟĎᙱᔘѣˠ̙ۢԧ઼ѣ̱ᆆˠ˾Ĕۢ
ߏۢ۞Ď̙࿅ᏱְֽѣֱˠಶԞ˞ĎҬͼˠ͌рĎ̄ღᒺ
̈рĄٱѣ̈̄ཌྷ۞ˠࣇĎ၆ٺᇹ˘ޥຐߏٯᛈ۞ē
አજ˘̷᎕ໂЯ৵Ďဥඕ˘̷Ξਕဥඕ۞ˠĎ֭ͷ˘̷ঐໂЯ৵ᖼត
ࠎ᎕ໂЯ৵Ďࠎޙనۤົཌྷ۞ઈ̂۞ְຽڇચĄԧԓ୕ֱˠᕖ̂ீ
ࠧĎৌϒٚᄮԧ઼ѣ̱ᆆˠ˾Ďٚᄮߏ˘࣎៍މхдĎߏԧࣇ۞ώĄ
ԧ઼ˠкĎߏрְĎ༊˵ѣӧᙱĄԧࣇЧ͞ࢬ۞ޙనְຽౌдቿݎг
൴णĎјᒻ̂ޝĎҭߏĎдϫ݈ۤົ̂តજ۞࿅ഭॡഇĎӧᙱયᗟᔘ
ߏޝк۞Ą˫൴ण˫ӧᙱĎಶߏϬ࠼ĄЇңϬ࠼̙ҭᑕ༊ྋՙĎ˵ߏ
ԆБΞͽྋՙ۞Ąԧࣇ۞͞੫ߏᚯࣘᜪďዋ༊щଵĄኢᖏࢴયᗟĎ
խਣયᗟĎಶຽયᗟĎିֈયᗟĎۢᙊ̶̄યᗟĎЧຑ઼˧ณ۞˘
ጼቢયᗟĎ͌ᇴϔયᗟĎͽ̈́ЧีયᗟĎౌࢋଂ၆Бវˠϔ۞
68

毛主席〈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報告和文稿的修改情況﹐主要取自逄先
知﹑金沖及主編的《毛澤東傳》第 16 和 17 章“〈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和
整風反右”（上﹑下）兩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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ᚯࣘᜪ࣎៍ᕇ൴Ďಶ༊ॡ༊г۞၁ᅫΞਕ୧ІĎТЧ͞ࢬ۞ˠםથĎ
үЧዋ༊۞щଵĄՙ̙ΞͽˠкĎˠརޢĎְଐ౫ᙱᏱĎ
ଯܝγ˞ְĄԧᇹᄲĎߏ̙ߏࢋԯ˘̷ˠ˘̷ְౌϤ߆عΒ˭ֽĔ
༊̙ߏĄధкˠĎధкְĎΞͽϤۤົဥវຐᏱڱĎΞͽϤཏிۡତ
ຐᏱڱĎࣇߏਕૉຐޝкޝр۞Ᏹ۞ֽڱĄ҃˵ಶΒ߁дᚯࣘ
ᜪďዋ༊щଵ۞͞੫̝̰Ďԧࣇᑕ༊ጱۤົဥវЧгཏிᇹઇĄ69
本文所以比較詳細地敘述那三段被認為屬於毛澤東有關人口與計劃生育
方面最為重要的論述的產生或來歷﹑修改的過程﹐及其最後的命運﹐是要說
明這一通常被認為是毛澤東最重要的人口思想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
盾的問題〉中的地位﹐以利於我們準確理解和把握毛澤東人口思想。首先﹐
〈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是毛澤東進入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
期最重要的著作。毛澤東把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當作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
成後的國家政治生活的主題﹐是毛澤東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理論中最重要的
內容﹐在毛澤東思想中佔有十分重要的位置。但是﹐計劃生育這一後來被我
國政府認為是由毛澤東開創的事業和“基本國策”﹐卻沒有進入毛澤東要講
的 12 個問題之中。不錯﹐毛澤東在這裡提出了計劃生育。而且﹐毛澤東十分
重視這一著作。從講話產生﹐到公開發表﹐歷時 113 天﹐先後四次“自修稿”
和十個徵求意見稿﹐可謂認真修改﹑反復推敲。令人深思的是﹐公開發表時
不僅刪去了 2 月 27 日講話中關於“要提倡節育﹐要有計劃地生育”這段話﹐
沒有收入 3 月 1 日總結講話中回應馬寅初的“人口控制在六億﹐一個也不多
啦”那段話﹐甚至連“自修稿的第二次稿”中重新撰文修改和添加的“在這
裡﹐我想提一下我國的人口問題”那一段文意嚴謹的話也沒有了。薄一波曾
經說過﹐毛澤東發表講話時﹐“（1）刪去了對斯大林和蘇聯的批評。這些在
講話中篇幅是很大的﹐在發表時一句也沒有了。（2）刪去了對若干有‘左’
的傾向文章（以及有右的傾向的文章）的批評。（3）刪去了各種各樣的具體
實例。這些內容之所以刪去﹐有的是當時不應公開﹔有的是適應當時形勢的
需要﹔還有的是可有可無等等。”70 無論毛澤東刪去計劃生育的內容屬於薄
69

〈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1957 年 2 月 27 日）﹐《毛澤東著作選讀》（下
冊）﹐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第 782~783 頁。
70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1993 年﹐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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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波說的哪一種情況﹐都無法迴避這樣一個事實﹐即 30 年來我們一直引述宣
傳證明毛澤東主張應該實行計劃生育的一些論述﹐實際是毛澤東廢棄不用的
一些話。
其次﹐毛澤東是在講“統籌兼顧﹐適當安排”時衍生出“要節育﹐要計
劃生育”來的。但是﹐“統籌兼顧﹑適當安排”為什麼就要節育和計劃生育
呢﹖毛澤東最後沒有收錄節育和計劃生育的內容﹐說明二者不存在必然的邏
輯關係。71 由於看不到 2 月 27 日講話的記錄稿﹐所以無法確定那次講話時
是如何展現這一推理的。在提前寫的講話提綱中﹐毛澤東在“（七）統籌兼
顧﹐適當安排”下面寫有“從六億人口出發﹐節育。”幾個字。72 但是﹐同
樣的問題也發生在這裡﹐即從我國那時已有的六億人口出發﹐為什麼就一定
要節育和計劃生育呢﹖1 月 27 日﹐毛澤東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結
束時﹐也曾講到這一方針。不過﹐那次的提法是“統籌兼顧﹐各得其所”。
另外﹐那次也講到“六億人口”﹐卻沒有引出節育問題﹐說明六億人口與節
育或計劃生育也都沒有必然的聯繫。但是﹐讀那次講話﹐可以幫助我們尋找
理解其間邏輯關係的線索。毛澤東說﹕
ௐ˟ᕇĎᚯࣘᜪĎЧٙĄߏԧࣇ።ֽ۞͞੫Ąдؼщ۞ॡ
࣏Ďಶଳ࣎͞פ੫Ą1949 ѐ 8 ͡Ď̳̂ಡүۤෞ˘ቔĎᄲ̦ᆃņ̙ࢋ
ΩᚤիŇĄࢦᇉኘҿഇมĎԧ၆̳̂ಡ۞యˠᓾĎҰ֤࣎ྖԧޝᙒ
јĎҭߏቼ؎ࣶࢋܜგฺĎ̙გԧࣇ۞ฺĎԧ̙ΩᚤիިᆃᏱĔ֤
࣎ॡ࣏ĎԧࣇШቼ̬Ϯ೩۞˘࣎˾ཱིĎಶߏЧٙĄனдߏԧࣇგ
ְ˞Ąԧࣇ۞͞੫ಶߏᚯࣘᜪĎЧٙĄΒ߁ԯ઼ϔᛨ˭ֽ۞
߆ˠࣶౌΒ˭ֽĎాזᄂ៉Ν˵ΞͽаֽĄ၆ͅࢭ̶̄Ď˲ߏ̙୭
۞ĎౌΐͽԼౄĎගϠ߿ྮĄϔᛨࠁܲ˭ֽĎܜഇВхĎ၆ࣇ
۞јࣶග̟щଵĄᓁ҃֏̝ĎБ઼̱ᆆˠ˾ĎԧࣇგĄͧтᔉ
590 頁。
71
根據毛澤東的〈在南京上海黨員幹部會議上講話的提綱〉﹐其中第三個問題也是講“統
籌兼顧﹐適當安排”。但是﹐1957 年 3 月 19 日上午﹑下午分兩次在南京和上海講的都是
“加強思想教育”﹐而不是節育和計劃生育問題﹐也說明“統籌兼顧﹐適當安排”的方針
與計劃生育沒有必然的邏輯關係（〈在南京上海黨員幹部會議上講話的提綱〉（1957 年 3
月 19 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冊﹐第 403 頁）。
72
〈如何處理人民內部的矛盾（講話提綱）〉﹐《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冊﹐第 31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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ዚĎ˘̷ݱξˠ˾ྺՅ྆ᐝ۞ᖏ͗ĎԧࣇౌგĄ˫ͧтݱξܦѐĎ
ٕ۰ซጯ७Ďٕ۰ྺזՅΝĎٕ۰̍זᇄΝĎٕ۰זᙝᘟΝĎᓁࢋѣ࣎
щଵĄ၆ֱ֤Бछ՟ѣˠಶຽ۞ĎᔘࢋାᑻĎᓁͽ̙ዴѪˠࠎࣧĄٙ
ѣֱĎౌߏᚯࣘᜪĄߏ˘̦࣎ᆃ͞੫Ĕಶߏአજ˘̷᎕ໂ˧ณĎ
ࠎ˞ޙనۤົཌྷĄߏ˘࣎ጼர͞੫Ą၁Җᇹ˘࣎͞੫ͧྵрĎใ
̄۞ͧྵ͌Ą73
根據楊尚昆 1 月 27 日的筆記﹐毛澤東還說﹕“人是要吃的﹐常常要想
到。”74
2 月 27 日以後﹐毛澤東在其他場合不止一次地講過“統籌兼顧﹐適當安
排”的方針。3 月 20 日﹐毛澤東在南京作的報告中強調說﹐“這是一個戰略
方針”。75 在這一次講話中﹐毛澤東回答了我們的疑問。他說﹕
1949 ѐĎˠϔ߆عјϲ۞֤˘ѐĎԧࣇΪѣ 2200 ᆆ͝ᖏࢴĎΝѐԧ
ࣇಶѣ˞ 3600 ᆆ͝ᖏࢴĎᆧΐ˞ 1400 ᆆ͝Ąҭߏк͌ˠЫĔԧࣇ
઼࣎छ۞рಶߏˠкĎᕇ˵ߏˠкĎˠкಶᆜ͐кĎᆜ͐кಶࢋᖏ
ࢴкĎᆧΐ 1400 ᆆ͝ᖏࢴಶ̙֍˞Ďѣॡᔘᛇ՟ѣᖏࢴĄ1949 ѐ
76

͌ᖏࢴĎனдᔘߏ̙ૉĄ

毛澤東站在中央政府的立場上﹐把一個國家當作一個大的家庭﹐“我們
都管”。六億人口“是要吃的”。從一個家庭出發﹐“嘴巴多就要糧食多”﹐
人口增長快﹐增產的糧食就不見了﹐有時還覺得沒有糧食﹐很自然地提出了
節育和計劃生育的問題。
第三﹐如果按照毛澤東從講話到〈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
公開發表的時間順序仔細研究﹐可以發現我們感興趣的這一部分的修改思路
是按照兩條線索此消彼長地進行著。第一條線索是關於節育和計劃生育的提
出及修改過程。建議讀者將本節開頭摘引毛澤東的三段論述按照發生時間的
先後順序排列﹐然後按二﹑三﹑一的順序重讀一遍﹐可以明顯地感覺到最初

73

〈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 339~340 頁。
《楊尚昆日記》（上）﹐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3 年﹐第 275 頁。
75
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上）﹐第 532 頁。
76
彭珮雲主編﹕〈毛澤東關於人口和計劃生育的論述〉﹐《中國計劃生育全書》﹐第 131 頁。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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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的講話活潑﹑幽默﹐思緒恣意縱橫﹑自由馳騁﹐後兩段則一次比一次嚴
肅和拘謹。相對於前一次﹐較後一次的總在不斷地增加一些限制性的語言﹐
譬如 1 月 27 日那段話海闊天空﹐無遮無攔﹐3 月 1 日則說“人口控制在六億﹐
一個也不多啦﹖這是一種假設。”77 到 5 月 8 日修改稿又說﹐“這也是一個
重要的問題”﹐“對於這個問題﹐似乎可以研究有計劃地生育的辦法。如果
這個辦法可行的話﹐也只能在人口稠密的地方研究實行﹐並且要得到人民的
完全合作。”其實這裡只是抽出一些主要句子來說明﹐如果讀者按照時間發
生的順序閱讀﹐就可以跟隨作者感受從一個較高的語境逐步退卻的那種氛圍
和整體的演變。另外﹐5 月 8 日﹐毛澤東在“自修稿第二次稿”中用修改的
段落取代講話稿﹐不只是文字嚴謹取代了活潑語言﹐而且有關人口和計劃生
育的內容也遠都沒有前次涉及的那麼多了。還有﹐5 月 10 日﹐毛澤東“自修
稿第四稿”將節育和計劃生育的內容完全刪去﹐5 月 24 日予以恢復﹐最終決
定還是全部刪除﹐反映出作者雖有過猶豫和反復﹐但最終還是選擇了完全放
棄和退卻到底。
與此相對應﹐第二條思想線索是集中在尊重人﹑對人的價值的崇尚與肯
定方面。我們仍然按照時間發生順序來閱讀﹐毛澤東不斷地在這一部分增加
肯定人﹑肯定人民群眾和人民政府為人民服務等方面的內容。譬如﹐5 月 7
日﹐毛澤東把胡喬木整理的講話記錄稿第七個問題的標題“關於六億人口的
統籌兼顧﹑適當安排”直接改為“從六億人口出發”。修改的話中說﹕“我
國有六億人口﹐這是一個客觀存在﹐這是我們的本錢。”5 月 8 日﹐增加的
話中說﹕“不可以嫌人多﹐嫌人落後﹐嫌事情麻煩難辦﹐推出門外了事。”
修改的有關人口與計劃生育的一段話中說﹕“如果這個辦法可行的話﹐也只
能在人口稠密的地方研究實行﹐並且要得到人民的完全合作。”5 月 8 日晚
10 點鐘的修改稿﹐要求把六億人口和從六億人口出發的問題提高到建設社會
主義的偉大目標的高度來認識﹐還說﹕“真正承認我國有六億人口﹐承認這
是一個客觀存在﹐是我們的本錢。”5 月 9﹑10 日的修改稿﹐刪去了人口與
77

按照由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建議國家社會科學基金立項編寫完成的《新中國人口 50 年》
提供的講話片斷﹐毛澤東在 1957 年 3 月 1 日講話中還說﹕“是不是可以搞成有計劃地生
產﹐這是一種設想。這一條馬寅初講得好”（路遇主編﹕《新中國人口 50 年》﹐中國人
口出版社 2004 年﹐第 983~984 頁）。這樣﹐不僅 3 月 1 日相對於 2 月 27 日是一種退卻﹐
而且客觀地評價毛澤東這一時期提出的計劃生育思想﹐僅僅是他的一種假設或設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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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生育的內容﹐增加了一句話﹕“我國人多是好事﹐當然也有困難。”總
之﹐如果讀者細心跟著毛澤東的修改過程閱讀有關的內容﹐完全可以感受到
毛澤東思緒的變化﹐感受出在人口與計劃生育的思路上退卻的同時﹐關於人
的價值﹑人民是歷史主人和“人是第一可寶貴的”等唯物主義歷史觀的人口
思想的復歸。

̣ďࢍထགྷᑻវࢍ۞˭טထϠֈ!
在毛澤東領導下﹐黨和政府在 1954 年就把群眾的避孕和節育要求提高到
“人民需要的帶政策性的問題”來認識﹐要求衛生部﹑商業部和生產部門做
好服務工作。為什麼毛澤東在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重要講話時又提出這
一問題呢﹖1956 年 10 月 12 日﹐在接見南斯拉夫婦女代表團時﹐毛澤東說﹕
࿅ΝѣֱˠԲෞԧࣇ೩࣍༼ֈĎҭߏனдᙒј۞ˠкֽ˞Ą͈
̝มᑕྍࢎ˘࣎छलࢍထĎఢ˘ؠዅ̄Ϡк͌̄ޅĄࢍထᑕྍТ
઼छ۞̣ѐࢍထ੨ЪֽĄϫ઼݈̚۞ˠ˾Տѐஐᆧ 1200~1500 ༱Ąۤ
ົ۞Ϡய̏གྷࢍထ̼˞Ď҃ˠᙷώ֗۞Ϡயᔘߏд˘߆عࢍ
ထ۞ېၗ̚Ąԧࣇࠎ̦ᆃ̙Ξͽ၆ˠᙷώ֗۞Ϡய˵၁Җࢍထ̼Ĕԧ
ຐߏΞͽ۞Ą78
毛澤東認為﹐社會的生產已經計劃化了﹐人類本身的生產也應該計劃化。
也就是說﹐毛澤東由計劃經濟進一步提出計劃生育。由國家的計劃到家庭的
生育計劃﹐而不是各個家庭僅僅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制訂生育計劃﹐這就使
得計劃生育這一概念有了通常的節制生育所沒有的一些特別的含義。我們還
無法確定毛澤東最早一次闡述計劃生育時的具體情況。79 但是﹐可以確定的
78

〈同南斯拉夫婦女代表團的談話〉（1956 年 10 月 12 日）﹐《毛澤東文集》第七卷﹐第
153 頁。這是截至目前包括計劃生育部門在內﹐少有人鮮知的毛澤東最早一次關於計劃生育
的一段重要論述。因為計劃生育一詞是後來才在社會上流行起來的﹐這次會見南斯拉夫婦女
代表團時﹐毛澤東突然問﹕“在南斯拉夫是否實行計劃生育﹖”毛澤東直接用“計劃生育”
提問﹐說明這不是第一次。在此之前﹐毛澤東可能還有過一次或多次議論過“計劃生育”。
79
根據筆者對歷史文獻的檢索﹐計劃生育這一詞語最早在 1956 年出現。不過﹐那也只限
於幾次高層的內部會議和極個別的文件﹐社會上並沒有這一提法。毛澤東 1957 年 2 月 27
日講話後﹐計劃生育一詞才開始在社會廣泛流傳﹐節育﹑節制生育和計劃生育三個詞語交
30

是﹐毛澤東提出的計劃生育的概念是與國家經濟計劃相聯繫的。80 1969 年 3
月 24 日﹐周恩來在全國計劃會議座談會上說﹕“要計劃生育﹐要節育。這件
事﹐毛主席至少講過三次﹐一次是定‘一五’計劃的時候﹐一次是‘大躍進’
的時候﹐一次是定‘三五’計劃的時候。”81 也說明了﹐從計劃經濟的要求
上認識計劃生育﹐是理解計劃生育理念的本質。我們知道﹐節育是工業革命
以後越來越普遍的現象。西方發達國家比我們早一百多年﹐像印度等有些發
展中國家的政府也在我們之前就開始提倡了。所以﹐有兩個計劃生育。一個
是家庭計劃和節育意義上的計劃生育﹐人民民主權利意義上的計劃生育﹔一
個是與國民計劃相聯繫的計劃生育。由生產計劃產生生育計劃的﹐才是毛澤
東的發明。“計劃生育是毛主席提倡的”。82 1976 年毛澤東逝世後﹐我國計
劃生育事業就是由詮釋毛澤東的這一理念而迅速膨脹與發展起來的。83
替使用。1962 年 12 月 18 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的〈關於認真提倡計劃生育的指示〉﹐仍然
是節制生育和計劃生育並用。但是﹐至此以後﹐黨和國家的文件及其他各類正式文獻就都
使用計劃生育一詞﹐節育和節制生育這兩個詞彙再就很少出現了。
80
1965 年 12 月 17 日﹐國務院計劃生育辦公室主任楊振亞說﹕“我們回憶一下﹐毛主席在
1955 年就提出了這個問題﹐這是有關社會主義建設戰略性問題。計劃生育是毛澤東思想運
用到人口問題上的科學論斷。”關於計劃生育的性質﹐他引述了一句無法核對的“毛主席
語錄”﹕“毛主席說﹕經濟建設有計劃﹐人口發展無計劃﹐必然衝擊計劃經濟”（彭珮雲
主編﹕〈關於計劃生育工作問題 — 國務院計劃生育辦公室主任楊振亞在湖南省第三次計
劃生育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國計劃生育全書》﹐第 293 頁）。這句引述的話說明了
從經濟計劃產生生育計劃﹐是把握毛澤東當時提出計劃生育思想的核心和關鍵。
81
彭珮雲主編﹕〈周恩來關於人口和計劃生育的論述〉﹐《中國計劃生育全書》﹐第 136 頁。
82
彭珮雲主編﹕〈中共中央批轉 1957 年國民經濟計劃的通知〉﹐《中國計劃生育全書》﹐
第 12 頁。
83
那還是一個對毛澤東狂熱崇拜的時代。僅僅根據毛澤東的一句話就可以掀起一場運動。
但是﹐毛澤東在世的時候﹐還很少見到直接從計劃經濟原則要求計劃生育的宣傳。1978 年
6 月 26 日﹐陳慕華在國務院計劃生育領導小組第一次會議上說﹕“我國發展國民經濟是有
計劃按比例進行的。我國人口的增長也應納入國家計劃﹐有計劃地增長”（彭珮雲主編﹕
〈陳慕華在國務院計劃生育領導小組第一次會議上的講話〉﹐《中國計劃生育全書》﹐第
153 頁）。自此以後﹐這一思想開始成為社會意識的主流。這一時期的許多紅頭文件和各
大報刊上都反復說﹕“我國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展﹐決定了我國人口增長一定要做到
有計劃﹐像調節物質生產一樣調節人類自身的生產”（彭珮雲主編﹕〈中共中央批轉〈關
於國務院計劃生育領導小組第一次會議的報告〉的通知〉﹐《中國計劃生育全書》﹐第 13
頁）﹔〈書記掛帥﹐全黨動手﹐進一步搞好計劃生育〉﹐《人民日報》1978 年 7 月 9 日﹔
〈必須高度重視計劃生育工作〉﹐《人民日報》1979 年 1 月 27 日﹔〈一定要有計劃地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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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為什麼在這個時期提出計劃生育呢﹖因為﹐經過幾年的經濟恢復
和建設﹐特別是國家“一五”計劃的一些重大項目有不少已經建成或者即將
建成﹐工業化迅速改變了國家的經濟面貌。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
社會主義才能使中國富強﹐這是毛澤東和毛澤東之後幾代人的堅定信仰。在
毛澤東看來﹐工業化﹑計劃經濟﹑社會主義﹐都是一體的。正如鄧小平在 1985
年說的那樣﹕“我們總結了幾十年搞社會主義的經驗。社會主義是什麼﹐我
們並沒有完全搞清楚。”84 計劃經濟的實質是由政府集中管制和配置經濟資
源。但是﹐政府統制和管理一切﹐無法把許多問題解決得好。毛澤東把原來
的“統籌兼顧﹐各得其所”改為“統籌兼顧﹐適當安排”﹐表明已經發現“我
們都管”卻無法做到使各個方面都能夠滿意的程度。這時的毛澤東還不可能
從計劃體制方面尋找原因﹐那就因為中國人口太多了。“它有這麼多的人﹐
六億人口﹗這裡頭要提倡節育﹐少生一點就好了。”社會生產已經計劃化了﹐
為什麼不可以對人類本身的生產也實行計劃化呢﹖“我想是可以的”。
即使從計劃經濟的原則出發提出計劃生育﹐畢竟還是把社會問題的癥結
歸結到人口生育方面﹐其結果和馬克思主義批判的馬爾薩斯人口論還是走到
一起來了。無產階級取得政權以後﹐怎麼也和資產階級的政府一樣嫌棄人口過
多起來了呢﹖1956~1958 年﹐毛澤東常常遭遇到這一個問題的困擾。在〈關於
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毛澤東是通過最終放棄人口和計劃生育的
論述達到矛盾的解決的。講話出版後的一段時期內﹐毛澤東還沒有完全擺脫因
人多導致一系列困難的思考﹐但已不像講話和講話前那樣純粹講節育﹑要求與

制人口增長〉﹐《人民日報》1980 年 2 月 11 日﹔〈計劃生育工作要常抓不懈〉﹐《人民
日報》1981 年 1 月 27 日。據《陳雲文選》的一條註釋說﹐1980 年 6 月 15 日﹐黨中央副
主席陳雲給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主任陳慕華寫信說﹕“限制人口﹑計劃生
育問題﹐要列入國家長期規劃﹑五年計劃﹑年度計劃。這個問題與國民經濟計劃一樣重要”
（《陳雲文選》（1956~1985）﹐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第 352 頁註 30）。《陳雲文選》的
這條註釋不準確﹐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是在 1981 年 3 月 6 日經過五屆全國人大第十七次
常委會議決定設立的。陳雲寫信時﹐陳慕華為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務院計劃生育領導小組組
長。計劃經濟是那個時代無可懷疑和不可動搖的一項原則。所以﹐物質生產的計劃性要求
人口生育的計劃性﹐也就成為我國政府以及政府要求全體人民都必須遵循的一項基本政
策。計劃生育能夠在 70 年代很短的幾年內發展成為我國經濟社會的一項“基本國策”和
基本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從這一基本理論﹑基本原則出發推導出來的。
84
〈改革是中國發展生產力的必由之路〉﹐《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 13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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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計劃相聯繫的計劃生育之類的論述了﹐也不再有設置計劃生育的國家機
關的主張了。85 與此同時﹐這一階段的有關講話中重視人的價值﹑突出人民
性的思想性則明顯加強了。所以﹐我們在這一時期的一些沒有經過字斟句酌的
推敲處理的講話記錄稿中﹐常常可以看見兩個毛澤東﹕一個是對人的價值﹑對
人民群眾的作用予以充分肯定和無限崇尚的毛澤東﹐一個深受眾多人口重壓
的毛澤東。在沒有完全放棄從人口方面尋求出路之前﹐毛澤東總是在自己設置
起來的兩塊界碑之間左衝右突。1957 年 10 月﹐黨的八屆三中全會是毛澤東發
動經濟建設大躍進前夕的一次重要會議﹐這時的毛澤東已經開始調動全國人
民走向一條狂熱的大道。10 月 9 日﹐毛澤東在會議結束前的講話中說﹕
ԧ࠻઼̚ಶߏያჟਆүЫฺĄֽĎ઼̚ࢋតј͵ࠧௐ˘࣎ய
۞઼छĄѣ۞Ꭹனд̏གྷߏসய˼͝˞ĎΗ࣎͵ࡔຣזসய͝˼Җ̙
ҖӡĔֽߏ̙ߏเͽګΔসயˣѺ͝ĎஏͽګΔসய˘˼͝Ďஏͽګ
ݑসய͝˼Ĕ ז21 ͵ࡔܐ྿࣎זᇾĎᔘѣೀȈѐĎ˵ధ̙ࢋ֤ᆃ
кॡมĄԧࣇያჟਆүЫฺĎˠк˘ᕇĎᔘߏѣฺЫĄԧ࠻˘࣎ˠπ
Ӯˬসг͉к˞ĎֽΪࢋೀ̶гಶႽૉЫĄ༊Ďᔘߏࢋ༼טϠֈĎ
ԧ̙ߏֽረᐽϠֈĄ86
在講到人口和計劃生育問題時﹐毛澤東說﹕

85

在毛澤東時代﹐黨和國家的領導機關的設置是毛澤東十分關注的問題。機構改革不僅始
終是在毛澤東的領導下進行的﹐而且從來就沒有停止過。但是﹐毛澤東在世時﹐一直沒有
設立他所提出的“計劃生育部”之類的國家機關。1957 年 8 月 20 日﹐周恩來在國務院常
務會議上提議陳雲任國務院的節育委員會主任﹐但並未設立辦事機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
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7 年﹐第 69 頁）。
1964 年 1 月﹐國務院成立了由有關部委參加的計劃生育委員會﹐下設辦公室﹐節育和計劃
生育的具體業務工作仍歸衛生部。在衛生部內部的分工上﹐節育工作長期隸屬於婦幼保健
司管理。1971 年 12 月﹐衛生部軍管會通知﹐從 1972 年 1 月 15 日開始﹐計劃生育工作改
由中國醫學科學院管理﹐表明“文化革命”期間﹐國務院計劃生育委員會及辦公室在國務
院機構的幾經變動中已不再存在。1973 年 7 月﹐國務院決定成立國務院計劃生育領導小組﹐
下設領導小組辦公室﹐計劃生育工作的具體管理仍隸屬於衛生部。各個省﹑市相應建立計
劃生育領導小組﹐領導小組辦公室設於衛生廳（局）。1981 年 3 月 6 日﹐經過五屆人大常
委會決議﹐才正式設立了計劃生育的政府機關 — 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
86
〈做革命的促進派〉（1957 年 10 月 9 日）﹐《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 46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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ࢍထϠֈĎ˵ֽ࣎ȈѐࢍထĄ͌ᇴϔгડ̙ࢋΝଯᇃĎˠ͌۞г
͞˵̙ࢋΝଯᇃĄಶߏдˠ˾к۞г͞Ď˵ࢋซҖྏᕇĎుՎଯᇃĎు
Վ྿ז࿆ࢍထϠֈĄࢍထϠֈĎࢋ̳ฟүିֈĎֽ̂࣎ߏ˵ܧᆀ̂
ٸď̂ኢĄˠᙷдϠֈ˯ᐝԆБߏ߆ېعၗĎҋ̙̎ਕଠטҋ̎Ą
ֽࢋઇזԆБѣࢍထ۞ϠֈĎ՟ѣ˘࣎ۤົ˧ณĎ̙ߏ̂छТຍĎ̙
ߏ̂छ˘ֽઇĎ֤ߏ̙Җ۞Ą87
幾天後﹐我們在僅能得到的兩句講話中﹐也可以發現計劃生育和人民性
並存的現象。10 月 13 日﹐在最高國務會議上﹐毛澤東說﹕
ࢍထϠֈ˵ѣԓ୕ઇрĄІְ˵ࢋགྷ࿅̂ኢĎࢋೀѐྏᕇĎೀ
ѐଯᇃĎೀѐ̈́Ą88
1958 年 1 月 28 日﹐毛澤東本來要在最高國務會議上鼓舞士氣﹐原準備只
講“人多好”﹐並沒有想講節育和計劃生育問題。89 但是﹐在講話時﹐卻又
87

〈做革命的促進派〉（1957 年 10 月 9 日）﹐《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 471 頁。這段話
是毛澤東事前就有所準備要講的﹐在提前寫就的講話提綱中有“人口問題﹕三年試點﹐三
年推廣﹐四年普做﹐達到計劃生育﹐是否可能”（〈在中共八屆三中全會的講話提綱〉
（1957
年 10 月 9 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冊﹐第 594 頁）。《毛澤東選集》第五卷
與《毛澤東文集》選輯的這兩段話的文字相同。根據《毛澤東文集》的題尾註解﹐該文“根
據中央檔案館保存的講話記錄稿刊印”（〈關於農業問題〉
（1957 年 10 月 9 日）,《毛澤
東文集》第七卷﹐第 310 頁）。但是﹐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的引述與這裡的文字略有不同﹐
特轉錄如下﹕“抓人口問題恐怕也是三年試點﹐三年推廣﹐四年普遍實行。十年不搞﹐將
來又增加到八億。來個十年計劃﹐三年宣傳試點﹐再有三年推廣﹐過去六年了﹐還剩下四
年就普遍推廣。看可不可能﹖少數民族地區不要去推廣﹐人少的地方也不要去推廣。就是
在人口多的地方﹐也要進行試點﹐逐步推廣﹐逐步達到普遍計劃生育。計劃生育﹐要公開
作教育﹐無非也是來個大鳴大放﹑大辯論。我主張中學要上課﹐要教育怎麼樣生孩子﹐怎
麼樣養孩子﹐怎麼樣避免生孩子﹐要生就生﹐要不生就不要生。人類在生育上頭完全是無
政府狀態﹐自己不能控制自己。將來要做到完全有計劃的生育﹐沒有一個社會力量﹐不是
大家同意﹐不是大家一起來做﹐那是不行的”（彭珮雲主編﹕〈毛澤東關於人口和計劃生
育的論述〉﹐《中國計劃生育全書》﹐第 132 頁）。
88
彭珮雲主編﹕〈毛澤東關於人口和計劃生育的論述〉﹐《中國計劃生育全書》﹐第 132 頁。
89
在講話提綱中﹐原準備講的這一問題是“人多好﹐少吃一點﹐東方風味﹐身體健康”（〈在
第十四次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提綱〉（1958 年 1 月 28 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
第七冊﹐第 4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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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不為驅散頭腦裡的人口和計劃生育的陰影再設置一些文字。毛澤東說﹕

ˠкрᔘߏˠ͌рĔԧᄲனдᔘߏˠкрĎऻُᔘࢋ൴ण˘ᕇĄҰ
னдࢋˠछ༼ֈĎҭԧࣇ˘ߏ̙̍ૉĎ˟ߏ̙็ކૉĄྺϔфౌ̙ᄮ
ᙊĎᔘѣѝ۞௫ၚĎҰૻ࢝༼ֈĎ˫̙ҖĎ̙ਕଠטҋ̎Ąˠᙷ
ᔘ̙ਕೠ೪࣎౻જ˧۞ᕖ̂ГϠயĎೀᆆˠ˾ᔘ̙ਕೠ೪ҋ̎۞
ྻĄԧ࠻ࢋຣ˛זᆆˠ˾ĎಶົღૺֽĎܖĞ˧̄ğАϠ֤࣎நಶ
ົ̂ᎸĄܖАϠ̝̂Ꮈ̝͟Ďߏ˛ᆆˠ˾זˣᆆˠ˾̝ॡĄҰனдᓾĎ
ፖ̙ۡĄҭߏԧ̙֭ߏᄲ̙ࢋઇ็ކĎ̙ࢋᄦౄ̍Ąࢋઇ็ކĎ
ࢋႽΞਕઇ็ކĄԧߏᙒј༼ֈ۞Ď֭ͷᙒјѣࢍထгϠֈ۞Ąည͟ώ
ˠ˘ᇹਕଠטĄனдˠк˘ֱĎঈ๕ٻ˘ֱĄࢋ࠻זᚑࢦّĎТॡ˵
̙ࢋ֤ᆃُޝĄԧߏُ̙۞ĎГкᆆˠ˾Ďԧ࠻યᗟಶྋՙ˞Ą֕ז
ໂᕇಶົ֕ШͅࢬĄனдԧ࠻ᔘ՟ѣ྿זໂᕇĄ઼̚г̂ۏ౾Ďᔘѣ֤
ᆃ˘ᕇϣĄˠк՟ѣฺЫިᆃᏱĔ͌Ы˘ᕇĄ
ࢋ༼࠷Ą˘͞ࢬࢋ༼ֈĎ˘͞ࢬࢋ༼࠷ĎࢋјࠎࢲঈĄ90
中共中央成都會議﹐是毛澤東發動大躍進過程中的一次重要會議。18 天
的會議﹐毛澤東和各個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們互動﹐黨的高級幹部一個
個都已經是躍躍欲試了。3 月 23 日﹐毛澤東在陶魯笳發言時的插話﹐又一次
在對立的兩極之間穿梭。毛澤東說﹕
ࢋੵਜ਼ܫĄņˠк˞̙˞Ďг͌˞̙˞ŇĄкѐֽᄮࠎਆг
͉͌Ď၁Տˠ˟স̶̣гಶૉ˞Ą็ކˠкĎౄјೌ៍۩ঈĎ̙၆Ą
ᑕ࠻זˠкߏрְĎ၁ᅫˠ˾ 7.5~8 ᆆॡГଠטĄனдᔘߏˠ͌ĎޝᙱΨ
ྺϔ༼ֈĄ͌ᇴϔˠ˾͌۞гડΞ̙༼ֈĎг͞ΞྏᏱ༼ֈĄ
˘ࢋሄ៍Ď̙ࢋೌ៍Ē˟ࢋଠטĄˠϔѣ̼͛˞Ďಶົଠ˞טĄ91
馬克思說﹐社會的條件只能適應一定數量的人口。但是﹐毛澤東還認識
不到計劃體制對中國人口的壓迫。1986 年﹐鄧小平開始反省計劃經濟的局限
性。他說﹕“我們過去一直搞計劃經濟﹐但多年的實踐證明﹐在某種意義上
90
91

彭珮雲主編﹕〈毛澤東關於人口和計劃生育的論述〉﹐《中國計劃生育全書》﹐第132~133 頁。
彭珮雲主編﹕〈毛澤東關於人口和計劃生育的論述〉﹐《中國計劃生育全書》﹐第 13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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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只搞計劃經濟會束縛生產力的發展。”92 也就是在這個時候﹐鄧小平開
始尋求市場化改革的趨向﹐把中國引導到一個快速發展的軌道上。不過﹐這
已經是毛澤東去世十多年以後的事情了。為什麼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制度下的
中國會產生嚴重的人口問題﹐是毛澤東臨終前也沒有弄明白的問題。所以﹐
計劃生育曾是縈繞在毛澤東頭腦裡的一個理念和思考。由於這一理念與他在
戰爭年代獲得和形成的唯物主義歷史觀的人口思想有著明顯的衝突﹐經過對
如何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講話記錄稿的修改﹐已經動搖了實行計劃生育
的理念。93 1958 年春天之後﹐毛澤東幾乎再也沒有主動講過與經濟計劃相聯
繫的計劃生育。94 1959 年前後﹐《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的編輯出版工作已經
92

〈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不存在根本矛盾〉（1985 年 10 月 23 日）﹐《鄧小平文選》第三
卷﹐第 148 頁。
93
如果從現在的資料看﹐毛澤東有實行計劃生育的想法只是集中在 1956 年 10 月 12 日接
見南斯拉夫婦女代表團到 1958 年春天﹐前後大約有一年半的時間。不過﹐根據一些資料
的情況判斷﹐我認為毛澤東產生這一想法的時間似乎還要提前一些。
94
還有一種說法﹐1974 年 2 月﹐毛澤東在同贊比亞總統卡翁達談話時還說﹕“中國人太
多”（孫沐寒﹕《計劃生育史稿》﹐北方婦女出版社 1987 年﹐第 165 頁）。查人民出版
社發表的毛澤東和卡翁達談話﹐僅只有兩處說人口﹐但都不是講中國的人口。毛澤東在這
兩處說﹕“第三世界人口多啊﹗”“第三世界人口很多。”其實還是說人多力量大﹐足以
同美國﹑蘇聯兩個超級大國抗衡（〈關於三個世界劃分問題〉（1974 年 2 月 22 日）﹐《毛
澤東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第 439 頁）。
根據計劃生育部門提供的文獻資料﹐1975 年 1 月﹐毛澤東還做過一段指示﹕“人口非
控制不行”（彭珮雲主編﹕〈毛澤東關於人口和計劃生育的論述〉﹐
《中國計劃生育全書》﹐
第 133 頁）。孫沐寒在上一段引述的同一地方說﹐這是毛澤東在 1974 年 12 月 29 日的批
示。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編寫的《當代中國的計劃生育事業》﹐也認同了孫沐寒的這個說
法（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編﹕《當代中國的計劃生育事業》﹐當代中國出版社 1992 年﹐
第 19 頁）。不少人據此認為﹐毛澤東直到逝世前一年還念念不忘人口控制工作（楊魁孚﹕
〈學習毛澤東人口思想〉﹐《人口與計劃生育》2003 年第 12 期﹔紀曉華﹕〈毛澤東與計
劃生育〉﹐《黨的文獻》2001 年第一期）。還有個別學者把這一句話誤引為 1957 年 1 月﹐
該文把“不行”引為“不可”（郭志儀﹕《毛澤東的人口思想與我國五六十年的計劃生育
政策反思》﹐《西北人口》2003 年第四期）。這句話來源於中共中央〈批轉 1975 年國民
經濟計劃的通知〉﹐在國家計劃委員會〈關於 1975 年國民經濟計劃的報告〉中﹐“第七﹐
發展文教衛生事業﹐搞好計劃生育﹐搞好環境保護。”在關於計劃生育工作的一段話中﹐
起首一句是“計劃生育是毛主席倡導的﹐人口非控制不行。”
根據近年一些對毛澤東晚年生活情況的披露﹐從 1974 年 7 月份開始﹐身患多種疾病
的毛澤東已經離開北京﹐赴武漢﹑長沙“易地休息”。這年春天﹐毛澤東的視力下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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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最後階段。95 1960 年初春﹐當毛澤東選擇廣州市郊區的一處別墅坐下來
東西日益模糊。有時需要秘書代讀文件﹑在文件上畫圈。毛澤東到武漢的第一件重要事情﹐
就是對眼病會診。8 月﹐確診毛澤東雙眼都患有老年性白內障﹐其中右眼稍存光感﹐左眼
稍好。10 月抵達長沙時﹐毛澤東右側麻痹﹐要人餵食。1975 年 2 月 8 日﹐離開長沙經南
昌到達杭州。這時的毛澤東身體已經非常虛弱﹐除了白內障﹑說話含混不清外﹐兩腿時常
疼痛﹐腳也腫得很厲害﹐站立不起。從醫療小組給政治局彙報的日程推算（在這次彙報之
前有關毛澤東的病情只有周恩來等極個別領導人和毛澤東身邊少數幾位工作人員知道）﹐
2 月 10 日中央簽署批轉計委報告的日子﹐應該是難得經毛澤東同意而為他進行身體檢查的
時間。連續四天的體檢表明﹐毛澤東患有肺心病﹑冠心病﹑右臂部褥瘡和血中含氧量過低
等疾病。咳嗽得很厲害﹐痰很多﹐吐不出來。張玉鳳用毛巾裹住手指﹐伸進主席口腔﹐從
嗓子眼裡把痰摳出來。有的材料直接就說﹐毛澤東已經有一年看不見東西了。總之﹐1974
年以後﹐特別是該年年底到 1975 年 2 月 10 日前後﹐毛澤東的眼睛和其他疾病都到了很嚴
重的程度（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第 1380~1402 頁﹔孟蘭英﹕〈眼科專家
唐由之回憶〉﹐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2007 年 12 月 30 日﹐參見 http://www.crt.com.cn/news2007/
News/wrgs/2007/1230/071230326150165E792E1B49KC3BK1B.html﹔名人﹕〈毛澤東晚年疾
病是如何惡化終告不治的〉﹐參見 http://www.mrzl.com/mrdt/jcwz/200803/mrdt_8791.html﹔
〈張玉鳳首次披露﹕我所知道毛澤東的部分真相〉
﹐
參見http://data.book.hexun.com/2618386.
sh-tml）。
另外﹐那時的中央文件格式是﹐如果有毛澤東的批示或圈閱﹐勢必註明“毛主席已批
示”﹑“最高指示”或“毛主席已圈閱”。如果不是一般性地批示“同意”﹐而是有明確
的批示語言﹐則屬於“最高指示”﹐要求傳達不過夜﹐通過群眾上街遊行和召開大會傳達。
這份文件屬於“毛主席已圈閱”﹐圈閱時間 1975 年 2 月 10 日。應該是工作人員代讀文件﹐
並按照毛澤東的意見“畫圈”。說明“人口非控制不行”不是毛澤東的話。我們再看國家
計委的報告中有關計劃生育的話﹕“計劃生育是毛主席提倡的﹐人口非控制不行。遵照黨
中央指示﹐各級黨委都要把這項工作列入議事日程﹐指定一位負責同志抓好這項工作。要
動員各方面的力量﹐搞好宣傳教育﹐提高群眾實行晚婚和計劃生育的自覺性。把避孕藥具
送上門﹐方便群眾﹐注意做好婦幼保健。”首先需要明確的是﹐“人口非控制不行”是計
委的報告中的話﹐而不是毛澤東的話。雖然毛澤東“圈閱”同意﹐但不能把這個文件中的
話都當作是毛澤東講過的話。其次﹐這段話中既沒有毛澤東早先根據國家計劃制訂生育計
劃的內容和意向﹐也沒毛澤東逝世後發展的按照政府政策規定生育的意思。所以﹐即使毛
澤東“圈閱”表明已同意報告中的“人口非控制不行”﹐但那時並沒有 70 年代後形成的
現行計劃生育制度﹐文件中這段話不具有現在的語境﹐從而也不具有現行計劃生育制度的
含義。
95
1949 年 6 月﹐黨中央決定編輯出版《毛澤東選集》。1951 年初春﹐毛澤東已經通讀過後
來分為四卷本的一百多萬字的稿件﹐其中第一﹑二﹑三卷分別於 1951 年﹑1952 年﹑1953
年出版。按照原來的計劃﹐第四卷收錄解放戰爭和建國後的文章。由於建國後的一些文章
距離公開出版的時間太近﹐出版一再推遲。在決定將解放戰爭時期的文章編輯為一冊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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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讀第四卷文稿時﹐被收錄作為該選集最後一篇文章的〈唯心歷史觀的破產〉
中批判艾奇遜的一些鏗鏘有力的文字再次映入眼簾﹕
઼̚ˠ˾ᇃ̂ߏ˘Іໂ̂۞рְĄГᆧΐк͌ࢺˠ˾˵ԆБѣᏱ
ڱČČ
͵ม˘̷ְ̚ۏĎˠߏௐ˘࣎Ξᚗෳ۞ĄдВயᛨᅳጱ˭ĎΪࢋѣ˞
ˠĎ̦ᆃˠม؈ᖹ˵ΞͽౄֽĄԧࣇߏғ؈ᅊͅࢭநኢ۞ᅺϋ۰Ďԧ
ࣇ࠹ࢭܫਕԼត˘̷Ď˘࣎ˠ˾ிкďۏயᖳಱďϠ߿ᐹྈď̼͛پ
۞າ઼̚Ď̙ࢋ˳ޝಶΞͽֽזĎ˘̷ೌ៍ኢአߏԆБ՟ѣॲፂ۞Ą96
〈唯心歷史觀的破產〉注定要成為一篇劃時代的作品。1960 年 9 月﹐
《毛
澤東選集》第四卷出版。時間過去了 11 年。按照中國舊曆﹐為 12 年﹐正好
一個地支輪回。1949 年 9 月﹐毛澤東寫完〈唯心歷史觀的破產〉﹐宣告了一
個時代的結束。也就是從那一刻起﹐毛澤東開始把中國帶入一個嶄新的歷史
時代。1960 年 9 月﹐當毛澤東把〈唯心歷史觀的破產〉一文公開出版後﹐又
以一位無產階級革命家應有的大無畏的姿態出現在歷史舞臺上。97 包括三年
第四卷的出版時間就變得清晰起來。
96
毛澤東﹕〈六評白皮書〉﹐《人民日報》1949 年 9 月 17 日。準備出版審讀時﹐毛澤東
在引述的這兩段話中改動了兩處。一處將“中國人口廣大是一件極大的好事”句中“廣
大”改為“眾多”﹐一處將“什麼人間奇蹟也可以造出來”句中添加一“創”字為“創造
出來”（〈唯心歷史觀的破產〉﹐《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第 1515﹑1516 頁）。
97
直到 1976 年去世﹐毛澤東不僅沒有公開發表他的有關節育和計劃生育的文字﹐甚至於
都沒有像其他黨和國家領導人那樣在公眾中有一個明確地贊成計劃生育的形象。與毛澤東
同期的中央政治局六名常委中﹐除了毛澤東和朱德以外﹐其他四人在社會上都有鮮明地主
張節育和計劃生育的形象。1957 年 3 月 5 日﹐《人民日報》社論〈應當適當地節制生育〉
中說﹕“劉少奇同志在 1954 年 12 月 27 日召開了關於節制生育問題的座談會以後﹐國務
院第二辦公室指定有關部門負責人組織了節育問題的研究小組﹐提出了開展節育工作的一
些辦法。在中共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周恩來同志代表黨中央委員會所作的‘關於發展
國民經濟的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建議’的報告中﹐又一次說明應該‘在生育方面加以適當的
節制’。”我國現行計劃生育制度就是在毛澤東逝世後的鄧小平時代建立起來的。鄧小平
時代的旗幟應該包含鄧小平和陳雲兩位老人。但是﹐鄧小平可能是最能領悟和深諳毛澤東
方法的領導人之一。內部資料引述的鄧小平談論計劃生育的論述不少﹐經本人同意公開發
表的卻不多﹐三卷本的《鄧小平文選》中不僅一篇關於計劃生育的文章都沒有被收入﹐而
且連相關的文章中有關計劃生育的講話也是絕無僅有。特別有意思的一個事情是﹐根據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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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困難時期在內﹐毛澤東再都沒有說過“它有這麼多的人﹐六億人口”﹑
“少生一點就好了”﹐以及“要有計劃地生育”之類的話。98

̱ďೀᕇඕኢ!
第一﹐人口理論是關於一定社會人口問題產生的原因及其解決方法的學

他方面的資料﹐鄧小平在某一個場合分明講述了計劃生育問題﹐但在《鄧小平文選》發表
這一個講話時﹐偏偏把有關計劃生育的內容刪去了。譬如﹐根據彭珮雲主編的《中國計劃
生育全書》﹐1989 年 9 月 16 日﹐鄧小平會見李政道時說﹕“最近報紙報道﹐由於實行計
劃生育政策﹐過去 18 年我國少生兩億多人口﹐不然現在是 13 億人。這兩億人我們揹不起﹐
我們所取得的發展成果都會被吃掉。堅持計劃生育政策我們不動搖。我們要嚴肅對待國際
上責備我們的人。總之﹐我們有我們的責任﹐要對世界上五分之一的人負責﹐要發展經濟﹐
使他們生活得更好”（彭珮雲主編﹕〈鄧小平關於人口和計劃生育的論述〉﹐《中國計劃
生育全書》﹐第 139 頁）。但是﹐引文中“總之”以前有關計劃生育的談話﹐在入選《鄧
小平文選》時卻被全部刪去了（〈我們有信心把中國的事情做得更好〉﹐《鄧小平文選》
第三卷﹐第 326 頁）。根據《毛澤東傳》的作者和編輯班子的集體處理毛澤東〈關於正確
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稿來看﹐中央文獻研究室的集體對於我國計劃生育問題
的認識都是持肯定態度的。所以﹐《鄧小平文選》的編輯班子不會不把鄧小平過去幾十年
中許多有關計劃生育的講話和其他類稿件選編入僅供鄧小平決定的文稿中﹐是鄧小平決定
把相關的內容刪去的。我對這一“鄧小平現象”的理解是﹐1954~1966 年“文化大革命”
前﹐鄧小平擔任中共中央秘書長和中央書記處總書記﹐相當於毛澤東的大秘書。但他又不
僅僅是一般意義上的秘書﹐而是一位很有心計的政治家。他會用心注意毛澤東的細節。鄧
小平與劉少奇﹑周恩來（更不用去說陳雲及其他人了）不同的是﹐他可以更多地接近毛澤
東﹐可以更多地通過毛澤東的秘書班子和毛澤東直接處理的文件接近毛澤東﹐從一位政治
家的角度審視﹑理解和感受毛澤東。他看到了毛澤東在對待計劃生育這一問題上的前後變
化﹐甚至於很可能注意到了毛澤東在修改“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講話稿過程中
的一些不為人重視的細節。他沒有毛澤東的理論素養﹐也不一定能夠理解毛澤東處理這一
問題的具體含義。但他知道這裡面一定有某種奧妙。所以﹐鄧小平在這一問題上跟隨了毛
澤東。根據前面的引述﹐陳雲是周恩來提名的第一任國務院節育委員會主任。在《陳雲文
選》中不僅收錄了經過本人選定的〈必須提倡節育〉的文章﹐而且在這篇文章所加的註釋
中還增加了一封給陳慕華的信﹐明確主張人的生育也應該像物質生產一樣執行國家中長期
規劃和年度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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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有時議到這一問題﹐譬如 1965 年 8 月 20 日與衛生部負責人的談話﹑1972 年與外
交部幾位同志的談話﹑1965 年和 1970 年兩次與美國朋友斯諾的談話﹐都僅限於節育意義
上的計劃生育﹐與政府生產計劃相關聯的計劃生育並非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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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毛澤東人口思想是毛澤東關於中國人口問題的理論和觀點的概括。毛澤
東不是一位專門研究人口現象的學者。毛澤東是一位偉大的革命家﹑思想家
和政治家。毛澤東一生都在尋求解決近現代中國社會主要矛盾和問題的道路
和方法﹐並領導中國人民取得翻身解放和成功地使國家獲得了一定的工業基
礎。毛澤東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產生了毛澤東思想。毛澤東
的人口思想是和他的偉大革命實踐緊密聯繫在一起的﹐是毛澤東思想的一個
重要組成部分。既不能離開特定的歷史背景研究和理解毛澤東人口思想﹐也
不應該把毛澤東人口思想和毛澤東思想整體割裂開來。
第二﹐人口理論必須要回答產生人口問題的根源是什麼。這就決定了人
口理論不是關於增加或者減少人口的學說﹐而首先是一種歷史觀。毛澤東在
革命鬥爭中接受和繼承了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下分
析中國的社會矛盾和問題﹐正確揭示了中國人口問題的性質和歷史根源﹐特
別是在批判美國政府所持的唯心歷史觀的馬爾薩斯人口決定論觀點過程中﹐
全面闡述了自己的人口思想。“世間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可寶貴的”和“革
命加生產即能解決吃飯問題”﹐是毛澤東人口思想中最主要和核心的內容。
雖然這兩條的具體表述都具有革命戰爭年代的痕跡和批判的色彩﹐但是﹐它
們集中地體現了馬克思主義的唯物歷史觀的精髓。由於毛澤東人口思想所具
有的人民性和進取性的品格﹐歷史才選擇了毛澤東﹐把其塑造為中國人民的
偉大領袖。同樣﹐由於這一思想所具有的品格﹐使其能夠成為動員全黨﹐並
喚起和帶領全國人民爭取國家獨立﹑建設美好家園和尋找富裕生活的全民族
的共同理念。這是毛澤東一生都在努力實踐的理念和人口思想﹐也是產生毛
澤東領導下的革命年代的人民戰爭﹑和平年代的群眾運動的思想基礎。
第三﹐新中國建立以後﹐毛澤東開始在一個新的歷史時代探索和實踐他
的人口思想。將一個經濟文化落後和人口眾多的國家建設成為一個工業化的
具有高度現代文明程度的偉大國家﹐是毛澤東提出並得到全黨和全國人民擁
護的總目標。人民政府通過在城市依靠工人和維護工人階級的利益﹐在農村
實現“耕者有其田”的辦法﹐不長的幾年就基本解決了中國人民的“吃飯”
問題。在一個傳統農業國家進行工業現代化建設﹐必然地創造出人民的新生
活﹐自然地發生包括傳統婚姻制度﹑生育觀念﹑生育行為和一系列其他社會
習俗在內的社會許多方面的矛盾和衝突。毛澤東及其領導下的人民政府站在
社會變革的前列﹐頒佈和實施新的法律法規﹐支持人民的新生活。特別是黨
40

和政府把婚姻和節制生育問題提高到人民民主權利的高度﹐廢除封建婚姻制
度﹐改變限制避孕和節育的有關規定﹐成為 50 年代初期最有影響的兩項重要
改革。勞動人民經濟翻身﹑政治解放﹐人民團結﹐民族和諧﹐男女平等﹐婚
姻自由﹐節育自主﹐都屬於 50 年代新中國的主要社會氣象。
第四﹐新中國一系列的經濟制度改革解放和發展了生產力﹐使得中國經濟
社會有了較大的發展。但是﹐毛澤東急於改變中國落後的面貌﹐提出“不斷革
命論”﹐企圖通過發動群眾和群眾運動的形式實現社會經濟發展階段的跨越﹐
違背了社會發展的自然規律。60 年代以後﹐毛澤東又進一步提出的“無產階
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發動“文化大革命”﹐將革命的對象轉向國家政
權機關﹐動員人民群眾進行無休止的革命﹐則更為嚴重地違背了馬克思的歷史
唯物主義基本原理和“革命加生產即能解決吃飯問題”的毛澤東人口思想。
第五﹐節制生育是工業現代化創造的一種更符合人性的生活方式。在毛
澤東的領導下﹐黨和政府把節育當作人民群眾的民主權利﹐在我國工業化建
設的初期階段就及時地改變和改革國家機關的有關制度﹐積極支持人民群眾
的避孕和節育要求。除了贊成和支持人民群眾的避孕和節育要求以外﹐毛澤
東在 1957 年“如何處理人民內部的矛盾”的講話中﹐從“六億人口的統籌兼
顧﹑適當安排”的方針出發﹐衍生提出了計劃生育的思想。毛澤東在講話和
修改講話記錄稿其間形成的三段有關計劃生育的論述﹐是毛澤東逝世後我國
實行計劃生育制度的依據。但是﹐毛澤東公開發表他在社會主義時期的最主
要的理論著作 —〈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時﹐卻是把那些有關
計劃生育的論述全部刪去了。
毛澤東是從我國當時計劃經濟的現實出發產生計劃生育思想的。特別是
在 20 世紀 50 年代中期﹐國家工業化的許多重大項目都是以國民經濟計劃的
方式實施的。所以﹐毛澤東由計劃經濟產生了計劃生育的想法。從歷史來考察﹐
毛澤東由計劃經濟引發計劃生育的思想僅僅是 1956~1957 年前後一段時期
的設想。雖然一直到逝世﹐毛澤東都未能突破計劃經濟體制的狹隘局限﹐正確
認識我國經濟社會問題的根源﹐但是﹐在〈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
文的修改過程中﹐已不再把人口眾多當作經濟困難的原因﹐認為“六億人口是
一個決定的因素”﹑“是我們的本錢”﹐強調人的作用﹐並教育黨和政府尊重
人的價值。所以﹐在長達 20 多年的時間裡﹐毛澤東既不公開發表自己有關計
劃生育的論述﹐也從沒有準備設立自己所說的計劃生育的政府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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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如果僅考察新中國以後毛澤東對計劃生育的認識﹐因其概念的含
義不同而有不同的情況。就節制生育和人民自主權意義上的計劃生育來說﹐
從 50 年代初期到其逝世﹐毛澤東一直是持贊成態度的。由國家經濟計劃決定
的計劃生育或根據政府計劃安排生育的計劃生育思想﹐則僅只是毛澤東在
1956~1958 年大約兩年的時間裡產生過的一種想法或理念。這一時期的想法
或理念又以 1957 年 2 月 27 日講話到 6 月 19 日〈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
的問題〉公開發表為界﹐分前後兩個階段。毛澤東在講話之前產生過計劃生
育思想﹐主張要像生產計劃那樣實行生育計劃。“講話”公開發表後﹐雖然
毛澤東還講過計劃生育﹐但是﹐已經不再強調計劃化﹐而明顯增強了有關論
述中的人民性並特別強調人的因素作用和價值。1958 年春天以後﹐毛澤東就
再也沒有講過國家計劃意義上的計劃生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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