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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編者註﹕第四屆中國發展百人獎（農村）﹐杜潤生全票獲得“終身成就獎”。這是

杜潤生在發獎儀式上﹐根據書面準備的正式發言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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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你是毛主席” 

— 

  

2008 年 7 月 18 日﹐杜潤生 95 歲壽辰﹐京西賓館﹐白髮滄桑﹐

濟濟一堂。評論文﹐發獎金﹐頌祝詞﹐切蛋糕。回想第一個〈一號

文件〉在這裡誕生﹐當時的情景歷歷在目﹐些許感慨﹐一絲惆悵。 

1981 年 2 月﹐北京大學招待所﹐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成立

大會﹐鄧力群﹑杜潤生到會致辭。說是“大會”﹐不過三﹑四十個

回城知青﹐一群“藍螞蟻”白丁。論官階﹐除了陳一諮當過公社書

記﹐連比科長還小的股長都沒有一個﹔論學歷﹐除了羅小朋考上研

究生﹐最高不過大學本科在讀。當時﹐鄧力群任中央書記處政策研

究室主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杜潤生任國家農業委員會副主

任。十年文革落幕不久﹐很多人心有餘悸。黨中央核心智囊高官親

自出馬﹐大張旗鼓﹐支持一個自發的民間組織﹔並且﹐這個後來聞

名的“發展組”﹐原本是鄧力群從社科院倒騰出兩萬元“特殊科研

經費”成立的。如此特殊﹐就是放到今天﹐絕無僅有。 

為什麼能夠如此特殊﹖鄧力群的獨生子鄧英淘﹑獨生女婿杜

鷹﹐都是“發展組”的核心骨幹。通過父輩戰爭年代的交情﹐杜潤

生對張木生﹑白若冰﹐知根知底﹐熟稔已久。鄧英淘在山西﹑河南

插隊十年﹐歷任生產隊長﹐磨練兩手老繭﹐摔打渾身硬骨頭。樣樣

農活﹐行家裡手﹔從數學到軍事﹐博覽群書﹐博聞強記。張木生

1965 年去內蒙插隊﹐理論面對實際滿腦門兒問號﹐撰〈農民問題

再學習 — 關於社會主義體制的研究〉﹐三萬多字﹐廣為流傳﹐坐

實了“現行反革命”下大獄﹐多虧碰巧父親戰友提堂審案﹐大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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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勞動改造。2 組建“發展組”﹐鄧力群把他從大草原“直昇飛

機”進北京﹐調入社科院農業經濟研究所。3 

所以﹐鄧力群講話情真意切﹐語重心長﹕ 
 

 

                                     
2 張木生 1968 年的文章“探討了斯大林時期蘇聯體制及中國農業的合作化﹑學大寨﹑

機械化﹑包產到戶等問題。文章在北京﹑上海等地開始流傳﹐並出現油印本。……張

木生的離經叛道觀點立即在社會上引起了震動﹐其中任何一個說法都可以將他置於死

地。一些知識青年在公開的報刊上寫文章對他進行了批判﹐一些傳抄者也被追查。據

說﹐他的文章和觀點還被刊登在向中央領導人反映情況的《內部參考》上﹐彙報到周

恩來﹑陳伯達那裡。1972 年﹐張木生被招工到呼和浩特市﹐在那裡被捕﹐但關押到 1973

年即出獄。也許是他的高幹子女身份和周恩來的保護起了作用。據說周恩來讀了他的

材料後﹐批示說﹐知識青年自己探討一些問題﹐不要簡單地當作反革命來對待”（史

雲﹑李丹慧﹕《難以繼續的“繼續革命”— 從批林到批鄧（1972~1976）》﹐《中華

人民共和國史》第八卷﹐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2008﹐第 480~482 頁）。 
3 陳一諮﹑鄧英淘曾在河南駐馬店農村長期苦幹﹐文化大革命中﹐粉碎“四人幫”前

後﹐與鄧力群﹑胡耀邦等過從甚密﹐串聯反對極左﹐傳播“政治謠言”。1978 年社

科院成立﹐鄧力群調陳一諮到農業經濟研究所。陳一諮四處網羅人才﹐先提出農村社

會主義改造課題﹐後籌辦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鄧力群旗幟鮮明地支持包產到戶﹐在

政治上﹑財務上﹑組織上大力支持“發展組”﹐用書記處政策研究室的公函﹐介紹我

們到各地農村調研﹐從外地和學校調集大部分骨幹成員。以後﹐鄧力群當選中央書記

處書記。在一次書記處會議上﹐鄧力群正式提出支持和組織年輕人深入基層調查研究﹐

形成書記處會議紀要﹐“發展組”掛靠社科院農經所﹐由書記處政策研究室（主任鄧

力群）和書記處農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潤生）指導。“發展組”的骨幹成員﹐每年

有半年以上時間在基層從事調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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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所以﹐杜潤生講話語重心長﹐慷慨激昂﹕ 
 

決不能再讓農民經受資本主義分化的痛苦﹐必須找到一條使

農民過渡到社會主義的道路。

 
5 

 

1978 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成立。李銀河向父親林偉推薦王曉魯

和我﹐手抄文章報鄧力群批准﹐把我們從工廠調到院部寫作組。6 寫

作組從各學科抽調寫作人員﹐記得有嚴家奇﹑李澤厚（哲學）﹐周

叔蓮﹑吳敬璉（經濟）﹐吳大英（法學）﹐劉再復（文學）﹐丁偉

志（歷史）……。當時職稱最高不過助理研究員﹐任務是“四人幫”

                                     
4“這樣的精神生活是高尚的﹑豐富的。……農民天天上山下山﹐一塊一塊地耕耘收穫﹐

祖祖輩輩在那種條件下勞動和生活﹐默默無聞﹑一點一滴﹑長年累月地把自己的一生

貢獻給那裡的土地。一天一天﹐一年一年﹐一代一代﹐這本身就是轟轟烈烈的事業。

這樣的光輝業績﹐就是我們的被一些人看不起的農民們幹出來的。看不起農民﹐眼睛

裡沒有農民﹐心裡沒有農民﹐這是一些人﹑特別是一些知識分子的不大健康的情緒。……

我們同你們也是兩代人﹐但是﹐恰恰在這樣一個非常重大的問題上﹐我們之間沒有鴻

溝﹐而且心心相印。正因為立足於共同事業﹐所以才會有感情的交融”（黑體加重為

筆者所為﹔鄧力群﹕〈在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討論會上的講話〉﹐中國農村發展

問題研究組編﹕《農村‧經濟‧社會》1981 年卷﹐第 5~7 頁）。 
5 黑體加重為筆者所為﹔杜潤生﹕〈在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討論會上的講話〉﹐

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編﹕《農村‧經濟‧社會》1981 年卷﹐第 13~15 頁。 
6 事後看到﹐在我手抄文章的標題上方﹐林偉寫道﹕“王小強 25 歲﹐擬調入。”鄧

力群批示﹕“同意。”文如其人﹐以文取人﹐連份簡歷都沒要。寥寥數字﹐感動莫名﹐

終身不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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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批判。在鄧力群﹑林偉領導下﹐公開對抗“兩個凡是”﹐ 旗幟

鮮明改革開放﹐“雙週座談會”以大膽敢言著稱﹐內部《未定稿》

洛陽紙貴。加上以後﹐隨陳一諮﹑鄧英淘參與“發展組”的工作﹐

有時太晚了﹐就吃﹑住在他家﹐所以比較熟悉了鄧力群。 

杜潤生﹐雖然仰慕已久﹐卻是這次“大會”第一次見面。那時

候﹐我一篇〈農業社會主義批判〉﹐激揚文字﹐遐邇聞名。7 算得

上少年得志﹐經常介紹﹐握手﹕“呦﹐你這麼年輕﹗看文章﹐我還

以為你是……”。我當然誠惶誠恐﹐“不敢當”加“請多指教”﹐

表面上恭謹自律﹐私心每添幾分受用。杜潤生講話結束﹐散會的人

群熙熙攘攘。亂哄哄從會議廳往外走﹐到了門口﹐陳一諮把我介紹

給杜潤生。杜潤生緊緊握住我的手（後來握多了﹐才知道他經常緊

握不放）﹐我習慣性的謙虛隨之滑到嘴邊﹐因為早就傳開了﹐說他

如何激賞我的文章﹐甚至想把我調去農委云云。不想﹐讚揚的沒有﹐

說﹕“你批判得淋漓至盡﹐你想過沒有﹐假如你是毛主席﹐怎麼把

中國農村搞好﹖”我一時語塞﹐堵住﹐不知道如何接腔。杜潤生隨

人群簇擁﹐上車離去。 

第一次面見久仰的杜潤生﹐我一句話也沒說出來。 

文化大革命史無前例﹐父親“反黨”審查十年﹐母親被關押毒

打﹐精神分裂症。弟弟後來落實政策分配國營單位工作 — 廢舊物

資回收站。我“老初一”﹐跟著起哄鬧過倆月紅衛兵﹐跟著高中張

寰四處串聯祖國大好河山。接通知給母親送藥和換季衣物﹐明明衣

衫撕破﹐臉上血跡未乾﹐卻平靜地說“我在這裡挺好的。”稀里糊

塗跟著“老兵”合唱《長征組歌》﹐稀里糊塗跟著“聯動”六衝公

安部。興高采烈到農村插隊﹐偷雞摸狗﹐打架鬥毆。農業學大寨﹐

奮力苦幹。削尖腦瓜鑽進“工農兵學員”隊伍學拖拉機製造﹐終於

                                     
7 2005 年﹐劉源著《劉少奇與新中國》一書收為〈後記〉（香港大風出版社﹐

http://www.strongwind.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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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上城市戶口商品糧﹐“上管改”畢業回縣裡工廠當鉗工。1978 年

因母親“迫害致殘”照顧回京﹐街道工廠繼續當鉗工……。一路人

生成長﹐《血色浪漫》﹐宋江似的﹐臉上抹不掉“可教育好子女”

幾個字。譬如﹐插隊時趕上要和蘇修打仗﹐基幹民兵發了幾天老槍。

我們是民兵但不“基幹”﹐不具備為國效命的資格。勞動表現再好﹐

思想再先進﹐入不了團也入不了黨。祇有工農百姓不嫌棄﹐同喫同

住同勞動﹐政治標籤視而不見﹐摔跤打架﹑耍貧嘴騷情﹑爭工分﹑

比力氣﹑鬥牌九﹑唱酸曲﹑“闢穀”耐飢﹑偷懶曬暖﹑抽旱煙﹑捉

蝨子……返樸歸真﹐黃土地裡打成一片。什麼時候﹐憑什麼﹐吃錯

葯了﹐假如我是毛主席﹖ 

我批判得淋漓至盡﹐因為我先後插隊的兩個縣﹐縣委書記都被

逮捕。陝西志丹縣縣委書記﹐學習甘肅冼恆漢“用無產階級專政的

辦法辦農業”﹐折騰死幾位老百姓﹐正式逮捕。河南遂平縣縣委書

記﹐喝酒雙手同時與兩人劃拳﹐板橋水庫決堤﹐用群眾救災款修建

樓堂館所﹐正式逮捕。70 年代初﹐陝北連年大旱。知青特殊優惠﹐

返銷救濟糧敞開供應。長綠毛的陳年玉米九分錢一斤﹐做貼餅子烤

糊了仍然霉味兒飄揚﹐捏著鼻子啃了半年多﹐總算熬到年終分配﹐

1973 年全年口糧 50 斤毛糧﹗短缺飯轍﹐父母著急﹐費盡周折調換

到河南遂平﹐紅薯乾管飽。雖然農村到農村﹐插隊轉插隊﹐也得辦

理“糧食關係”。會計張文明帶我從生產隊倉庫角掃出最後 15 斤玉

米﹐外加一張“豬飼料票”— 生產隊上繳一頭生豬﹐無論胖瘦﹐國

家獎勵一張豬飼料票﹐憑票可從政府糧站按牌價買 38 斤玉米。今天

和年輕人憶苦思甜﹐說這段親身經歷﹐準以為是在編故事。在當時﹐

收工回來飢腸轆轆﹐手麻腳軟﹐遠處望見上級領導深入基層﹐殺豬

宰羊﹐油肉飄香﹐能不口水倒流﹖見要飯的成群結隊﹐舉著公章介

紹信證明貧下中農出身﹐隨便聊聊﹐記記筆記﹐北京幹部辦階級鬥

爭路線鬥爭學習班﹐戴上“搜集社會陰暗面”的帽子寫檢查﹐心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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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不憋屈﹖11 屆三中全會﹐思想解放運動﹐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

標準﹐終於逮著機會撥亂反正﹐年輕氣盛一吐為快﹐初生牛犢不怕

虎。 

批判歸批判﹐有辦法讓種田人吃飽肚子﹐求之不得﹐喜聞樂見。

延安 1935 年就解放了﹐養活那麼多紅軍﹑機關﹐大生產還能“耕三

餘一”﹐先翻身後建設 30 多年反倒沒飯喫﹖我一個十分工壯勞力﹐

披星戴月送糞耕田﹐耡禾日當午﹐汗早流乾了﹐一天苦幹十四﹑五

個小時﹐掙兩毛錢。家裡豢養兩隻母雞﹐芳草柳蔭﹐閒庭信步﹐既

不出工也不出力﹐一天下倆蛋﹐也掙兩毛錢。這道經濟學等式令人

納悶﹐開始﹐從“紅寶書”裡找答案﹐順藤摸瓜馬﹑恩﹑列﹑斯﹐

趕驢車到縣文化館倉庫﹐半夜忙到雞叫﹐偷回兩麻袋“封資修”﹐

順藤摸瓜普列哈諾夫﹑李普克內希﹑費爾巴哈﹑黑格爾﹑康德﹑費

希特……。越讀越繞越思辯﹐離答案越遠。1980 年夏天﹐陳一諮從

安徽農村調研四個月回來﹐一下午介紹滁縣的包產到戶﹐吐沫星子

亂飛﹐講得熱血沸騰﹐聽得心潮澎湃。接著﹐跟著陸學藝去甘肅隴

西﹐翻山越嶺一個多月﹐目睹地裡的莊稼瘌痢頭似的﹐熟一撮兒﹐

收一撮兒﹐沒熟透的留那兒繼續多長幾天﹗親自幹過多年農活﹐想

都想不出來這樣的“責任制”。8 餓飯﹑要飯是社會主義﹐始終堅

持﹔吃飽肚子算資本主義﹐決不允許﹖再高深的理論﹐經不住實踐

的檢驗。不管假如我是不是毛主席﹐這個叫改革﹐我就是“改革派”﹐

參加“發展組”﹐和其他插過隊的志同道合一塊兒﹐認真調查研究﹐

“怎麼把中國農村搞好﹖” 

從那以後﹐有思想解放的知識分子朋友說我被“招安”了﹐甚

至懷疑我動機不純﹐“想當官”。其實﹐真正做到執政為民﹐並不

容易。站在乾岸上指手畫腳﹐這裡毛病﹐那里失誤﹐批判得淋漓至

                                     
8 陸學藝﹑王小強﹕〈包產到戶的發展趨勢〉﹐《農業經濟叢刊》1981 年第 2 期﹐第

17~2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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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不直接等於能把中國農村搞好。要想搞好﹐就得去搞。設身處

地﹐站在決策者的角度﹐調查研究不僅道路﹑性質﹐而且戰略﹑政

策﹐甚至關鍵性的操作步驟。下圍棋還講究次序呢。精心構築恢宏

佈局﹐深謀遠慮制勝戰略﹐行棋次序不對﹐一著不慎﹐滿盤皆輸。

實地調查研究越深入﹐理論聯繫實際的體會越豐富﹐舉一反三的能

力越強﹐學術思維越活躍﹐對鄧力群﹑杜潤生﹑趙紫陽﹑汪道涵這

樣自己有幸先後近距離接觸過的老共產黨員﹐理解得越多。9 說

“老”﹐和光彩奪目的毛﹑劉﹑周﹑朱﹑陳﹑林﹑鄧擱一塊兒﹐他

們也是“小字輩”年輕一代。他們觀察問題的角度不同﹐堅持的政

策原則不同﹐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風不同﹐待人接物的風度不同﹐他

們的人格魅力﹐歸根結底﹐同樣體現在奮不顧身﹐百折不撓。耄耋

垂老耳聾眼眇之年﹐病入膏肓奄奄一息之際﹐念念不忘祇有一件

事 — 怎麼把中國搞好。10“假如你是毛主席”﹐正是民族菁英“以

天下為己任”的精神繼續。對﹑錯﹑成﹑敗﹐他們都屬於魯迅所說

“中國的脊梁”。11 正是出於為人民服務的偉大事業﹐絕非別的什

麼其他﹐他們欣賞我們﹐愛護我們﹐支持我們﹐寄希望於我們年輕

一代。 
 

                                     
9 參閱王小強﹕〈報國有心﹐愛國無限 — 哀悼老共產黨員汪道涵〉﹐《香港傳真》

No. 2006~21。 
10 鄧力群講話﹕“為了這個事業﹐是值得把全部精力﹑全部生命貢獻出去的﹐是值

得為之犧牲一切的”（鄧力群﹕〈在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討論會上的講話〉﹐中

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編﹕《農村‧經濟‧社會》1981 年卷﹐第 6 頁）。 
11 更高層次的對立統一﹐關於毛澤東﹑劉少奇之間對立統一的理解﹐值得參閱劉源﹕

《劉少奇與新中國》﹐（香港）大風出版社 2005（http://www.strongwind.com.hk）。

關於“中國的脊梁”﹐魯迅寫道﹕“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幹的人﹐有拚命硬幹

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雖是等於為帝王將相作家譜的所謂‘正

史’﹐也往往掩不住他們的光耀﹐這就是中國的脊梁”（魯迅﹕《且介亭雜文‧中國

失掉自信力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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説

12 

13 
 

為了讓他們歡欣鼓舞﹐老黨員率領我們改革開放﹐“發展組”

發展新黨員﹐先後包括張木生﹑白若冰﹑我﹑鄧英淘﹑王曉魯﹑羅

小朋﹑謝揚……。轉眼小 30 年時間過去﹐張木生退休了﹗“白丁”

變蒼頭﹐彈指一揮間﹐來到他們對我們充滿期待的年紀。經過 30

年改革開放﹐GDP 翻了好幾番﹐餅越做越大。雖然不爭論到底是誰

做的餅﹐群眾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廣大工農實事求是﹐走下神壇﹐

改名“弱勢群體”了。與一樁樁聳人聽聞的大案要案相比﹐當年逮

捕的遂平縣委李書記﹐放在今天﹐不用問﹐篤定屬於廉潔奉公的冤

假錯案﹐更何況﹐可惜了雙手劃拳的高智商。是湊巧了嗎﹖30 多年

時間過去﹐鄧力群﹑杜潤生都沒有搬過家﹐繼續住在新鮮胡同和 22

號樓。一個早就沒有了辦公室﹐一個辦公室越換越小﹑越破。一左

一右﹐身體力行先憂後樂的不言之教。相比之下﹐我們陸續收穫的

                                     
12 鄧力群﹕〈在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討論會上的講話〉﹐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

究組編﹕《農村‧經濟‧社會》1981 年卷﹐第 5 頁。 
13 杜潤生﹕〈在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討論會上的講話〉﹐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

究組編﹕《農村‧經濟‧社會》1981 年卷﹐第 13~1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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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和利﹐大多今非昔比了。好像早有預見﹐那次講話中﹐杜潤生特

別強調﹕“請同志們記住我這句話﹕開頭不易﹐堅持難﹐堅持到底

更難。”果不其然﹐改革 30 年回顧總結﹐“搭便車”的快馬加鞭﹐

評功擺好奮勇爭先﹐表揚與自我表揚加互相吹捧﹐改革艱辛津津樂

道﹐開放曲折回味無窮﹐更有諸項來不及註冊的發明權可圈可點…… 

農村改革成功上億農民工﹐兩代廉價勞動力﹐市場調節顛沛流

離﹐缺乏起碼的社會保障﹐召之即來﹐趕之即去﹐公民權益一紙具

文﹐拖欠工資家常便飯﹐煤窯爆炸死傷枕籍﹐接連不斷﹐賣淫﹑賣

血﹑愛滋病﹐黑社會拐賣婦女兒童﹐14 公安局破案歷盡艱辛﹐解救

狼狗看押的奴工﹐15 李昌平寫信國務院總理哀告“農民真苦﹐農村

真窮﹐農業真危險”……。16 胡勒一句“原始積累”就可以心安理

得﹐為“農民真苦”邀功請賞了﹖迄今為止﹐新老真假共產黨員都

是面對鐮刀﹑錘頭﹐向“弱勢群體”宣誓效忠的。鄧力群曾經相信

我們“眼裡﹑心裡是有八億農民的”。杜潤生曾經相信我們“和農

民有階級感情”。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不是目的﹐堅持和繼續改革

開放﹐圖的是多數百姓共同富裕。火樹銀花不夜天﹐光芒萬丈﹐目

不暇接﹐照耀出貧富分化﹐腐敗蔓延﹐信仰危機﹐群體事件愈演愈

烈﹐舉國上下神農嚐百草﹐全民普及化學高科技……因為積重難返﹐

所以見怪不怪。偶爾邂逅不甘沉淪的年輕人﹐對現實不滿的“憤

青”﹐每每情不自禁﹐愿意提起杜潤生﹑老杜﹑杜老當年“招安”

我的故事﹕“假如你是毛主席﹐怎麼把中國農村搞好﹖” 

                                     
14 譬如﹐“被稱為 1949 年後‘最牛黑社會’的唐山楊樹寬黑幫﹐在唐山市公安局警

官協助下﹐竟擁有警用催淚彈和軍用裝甲車。楊某還有唐山市政協委員的職銜﹐又有

軍隊‘團級幹部’的身份和‘配套’的證件”（上官慧敏﹕〈警官保黑幫出動裝甲

車〉﹐香港《信報》2008 年 8 月 13 日﹐第 14 頁）。 
15 施為鑒編著﹕《中國奴工》﹐（香港）文化藝術出版社 2007。 
16 李昌平﹕《我向總理說實話》﹐光明日報出版社 2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