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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說廬山會議這件事 

—  
 

 

 
廬山會議離開現在已有 50 年了﹐當年上廬山親歷其事還健在

的人實在不多。李銳是親歷其事者之一﹐他留下了當時在山上參

加會議的原始記錄﹐並寫有《廬山會議實錄》一書﹐使後人得以

窺見會議的過程及其變化。在廬山會議上受批評和處分的彭德懷﹑

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早已平反了﹐這件事本身已事過境遷。

它已成為黨史上的歷史事件。從事件本身講當然是一個悲劇﹐無

論從那一方面講﹐都是如此。但從何以會發生這個悲劇的原因﹐

那還是值得探討的一個問題﹐凡事不僅要知其然﹐而且要知其所

以然﹐唯知其所以然才能為後人取得有益的經驗教訓。到現在再

去追求當事人的責任﹐其實已毫無實在意義。因為當事人都已離

開這個世界。但李銳則不同﹐耿耿於懷地追究毛的個人責任﹐這



既不利於黨的事業﹐更不利於大家從中吸取有益的經驗教訓。五

一勞動節三天節假日﹐我休息在家﹐閑中讀書﹐便找了李銳的書

來讀﹐總有一點不是滋味的感覺﹐我只是想從這個事件的所以然

上做一點個人的思考。 
從李銳的《廬山會議實錄》看﹐也能清楚地看到﹐毛召開廬

山會議並非是為了整彭德懷他們﹐而是為了繼鄭州會議到上海會

議以後糾正左傾方面的錯誤﹐繼續處理人民公社與大躍進方面的

遺留問題﹐形成一個這次會議的《議定紀錄》﹐以便於做好今後

的工作。毛提出希望會議討論的 18 個問題﹐也是為解決實際工作

中左傾方面的錯誤﹐從 1959 年 7 月 1 日毛上廬山﹐到 7 月 10 日﹐

在廬山上召開的是神仙會議﹐放開大家的思想﹐討論如何解決實

際工作中存在的問題﹐如何統一認識﹐加強黨的團結。沒有任何

要整人的跡象。7 月 10 日﹐毛在廬山上召開了政治局會議﹐在會

議上毛有長篇講話﹐彭德懷是參加這次會議的﹐毛這個講話對會

議上討論的許多問題﹐一一發表了自己的看法﹐在講到形勢問題

時他說﹕“對形勢的認識不一致﹐就不能團結。黨內要團結﹐首

先要思想統一。黨外右派否定一切﹐說我們人心喪盡了﹐修天安

門前面的工程﹐如秦始皇修萬里長城﹐說過去歷代開創的時候﹐

減稅薄賦﹐現在共產黨年年加重負擔。”至於黨內﹐他講到“天

津有些局長科長議論﹐去年大躍進是得不償失﹐是不是這樣﹖有

些同志缺乏全面分析﹐要幫助他們認識。”實際上反映了毛對黨

內越來越多對形勢估計的不同意見﹐已表示出他有些不滿了﹐故

他不準備把會議開得太長﹐打算 15 日就結束會議。在這個背景下﹐

毛指定一些同志起草《廬山會議諸問題的議定紀錄》﹐以便結束

這次會議﹐李銳也是參加起草的人員之一。彭德懷的信是 14 日送

給毛主席的﹐彭自己講寫信的原因是小組會上經驗教訓探討得不

 2



夠﹐而且 15 日便要結束會議﹐情緒上有點急躁﹐故寫了這封信。

這表明雙方對形勢的看法不一致﹐黨內團結要建立在對形勢認識

一致的基礎上﹐所以會議便不能結束﹐這樣才有了後半段的廬山

會議。 
從彭德懷寫信這件事本身講﹐是正常的﹐從言者與聽者的角

度講﹐這是一個雙方互動的過程﹐言者的目的是如何使對方聽從

自己的意見﹐從聽者角度講如何善於傾聽與自己不同卻又合理的

意見。對雙方講都有一個修養的問題﹐都需要有一個換位思考﹐

應為對方設想一下。對於聽者而言﹐要去掉自己已有的成見﹐才

能聽得進不同意見﹐《呂氏春秋》中有一篇文章﹐題目叫〈去宥〉﹐

宥通尤與囿﹐去尤是去除對自己的蒙蔽。文章說﹕“世之聽者﹐

多有所尤﹐多有所尤則聽必悖矣。”聽話者已有成見﹐那麼聽人

言時已有好惡﹐“所以尤者多故﹐其要必因人所喜﹐與因之所惡。”

由於有成見的局限﹐那麼聽話時﹐在主觀上便有好惡。毛那時聽

話時對形勢的判斷已有定見﹐對與其相近的意見容易接受﹐與其

想左的意見便聽不進去了。毛 10 日的講話實際上已經在給這次會

議定調子了。故對與其在 10 日關於形勢估計相反的意見﹐他會感

到刺耳。這是從聽者的角度講﹐毛有不足之處。彭寫信是扮演言

者的角色﹐對言者來說言者不能是單方面的強加於對方﹐否則往

往會走到自己願望的反面。你講的話是否正確是一回事﹔如何在

說的技巧上﹐選擇的言的時間和場合上﹐使對方能接納你的意見

又是一回事﹐不能簡單地骨梗於喉﹐一吐為快。〈呂氏春秋‧順

說〉講到﹕“善說者若巧士﹐因人之力以自為力﹐因其來而與來﹐

因其往而與往﹐不設形象﹐與生與長”。“順風而呼﹐聲不加疾

也﹔際高而望﹐目不加明也﹔所因便也”。從說話的技巧上講﹐

要善於揣摩聽眾的心理﹐順其思路﹐讓他高高興興地接受你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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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因為你說話的目的是使對方接受你的意見﹐不是促使聽者與

你對抗。彭德懷這封信屬於直諫的範疇。所謂直諫也就是極言﹐

把話說到盡頭﹐〈呂氏春秋‧直諫〉說﹕“言極則怒﹐怒則說者

危﹐非賢者就肯犯危﹖而非賢者也﹐將以要利矣。”這裡面的思

想有好幾個層次﹐一是“言極則怒﹐怒則說者危”﹐那是講言者

不能極言而使聽者發怒呀﹗如果你的坦言刺激聽者發怒的結果﹐

只能使自己出於極其危險的境界﹐因為聽者與言者都進入了情緒

化的階段﹐也就是非理性化的階段﹐對雙方都是危險的境地。非

到緊迫無可迴旋的餘地﹐那就沒有那個必要極言而諫﹐只有真正

的賢者才能犯顏直諫以取得積極的效果﹔另一種情況是故意用極

言來激怒對方﹐那是有它的個人目的。那樣做的結果是把事態推

向進一步惡化﹐那就屬於別有用心了。這是古人關於如何說話的

經驗總結。儘管彭德懷信的內容今天看來基本上是好的﹐但在選

擇說話的時機﹑場合﹑技巧上還是有缺陷﹐所以連贊同彭德懷那

些思想的黃克誠在 7 月 17 日上廬山看了這封信也講﹕“你的意見

我贊成﹐但信的寫法不好﹐語言中有些提法有刺激性。你那樣幹

什麼﹖”還講“你總是感情用事﹐你和主席共事多年﹐應該互相

瞭解較深﹐這些話何不與主席當面交談﹐何必寫信﹖”可見黃克

誠儘管他贊成彭的意見﹐但在當時對彭德懷寫信的提法和做法是

有保留的。即這封信表達的技巧﹐寫信的時間和場合都有不當之

處。所以此信沒有達到彭所希望的效果﹐卻促成了一場難以挽回

的歷史悲劇。從言者的角度講﹐這個教訓還是非常沉痛而又寶貴

的。因為你說話的目的是讓人能愉快地接受呀﹗不僅僅是個人情

緒化的宣洩。〈韓非子‧說難〉之末有這樣一段話值得讓人記取。

它說﹕“夫龍為蟲也﹐柔可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若

人有嬰之者﹐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者能無嬰人主之鱗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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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矣。”其實﹐這不僅僅對人主而言﹐與任何人對話時﹐都有一

個說話的技巧問題﹐並不僅僅是為了迎合對方﹐而是為了使對方

高興的接受自己正確的意見。〈戰國策‧趙策〉與〈史記‧趙世

家〉都記載了左師觸龍說趙太后的故事。趙太后是不願意自己小

兒子長安君去齊為質以爭取齊國出兵救趙的﹐而左師去見趙太

后。太后盛氣相待﹐他能順著趙太后疼愛小兒子的思路將心比心

地慢慢說服趙太后改變她原來的態度﹐同意長安君去齊國作質。

最終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之。”於是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

齊﹐齊兵乃出。如彭德懷那樣帶兵的將領們﹐不僅要在戰場上勇

猛作戰﹐也應該有一點文化﹐如何在言論上﹐善於達到自己目的﹐

不能以個人脾氣和性格原諒自己的不足。 
廬山會議的事﹐是在 7 月 14 日彭德懷寫信以後﹐矛盾才慢慢

地不斷激化的﹐它也有一個演化過程﹐毛批示將這封信印發給全

會同志﹐並且提出通知林彪﹑黃克誠﹑宋任窮﹑安子文等人上山﹐

重新編組﹐放手讓大家議論這封信提出的是非問題。促使矛盾進

一步激化的是 7 月 21 日張聞天的發言﹐張發言前﹐田家英已經與

他通電話﹐給他打了招呼﹐那就是別再火上添油了。結果張聞天

說﹕“不去管它﹗”張在 21 日的小組會上﹐一個人整整講三個小

時﹐結果矛盾昇級了。張聞天直言極諫的勇氣可佳﹐但從效果上

講於己﹑於毛﹑於彭﹑於黨﹑於國都不可能是正面的。張聞天在

毛心目中又是一個非常敏感的人﹐瞭解張個人經歷的人都能理解

這一點﹐張這一通發言給他換來了副帥和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帽

子﹐實在得不償失。這不僅僅是講話內容的是非問題﹐同樣也有

一個從會議的實際狀況出發﹐如何爭取一個比較好的結局的問

題。把這一切置之肚外﹐也就是不管三七二十一﹐一吐為快﹐那

麼這個場子就很難圓了。〈韓非子‧說疑〉有這麼一段話﹕“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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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關龍逢﹑王子比干﹑隨季梁﹑陳泄冶﹑楚申胥﹑吳子胥﹐此六

人者﹐皆疾爭強諫以勝其君。言聽事行﹐則如師徒之勢﹔一言而

不聽﹐一事而不行﹐則陵其主以語﹐待之以其身﹐雖死家破﹐要

領不屬﹐手足異處﹐不難為也。”從個人講﹐充當關龍逢﹑王子

比干這樣的角色﹐可以因直言極諫而付出極大的犧牲﹐使自己名

垂青史﹐從國家和民族的視角講﹐這並不一定是吉祥的預兆﹐問

題是如何扭轉這個垂敗的大局。這樣的辦法﹐對改變敗局未必有

益。張聞天那次慷慨激昂的發言﹐不僅幫不了彭德懷所處的困境﹐

反而使問題更加複雜化。進一步促使毛在 7 月 23 日廬山會議上的

講話以非常激烈的態度﹐一反上廬山時糾正左傾錯誤的那個初衷﹐

變成 180 度大轉彎的反右傾﹐從效果上講﹐於國﹑於民﹑於毛﹑

於彭﹐於自己都是一著敗棋。直言極諫﹐要看對象﹑看時機﹔要

講究方法﹐不能只圖個人情緒上的一時痛快﹐而不考慮實際效果﹔

應該既要達到目的﹐又要保全自己﹐要善於因勢利導地達到自己

的目的。既定的制度環境是客觀給定的﹐不是你想像的﹔即便要

改變制度環境﹐也急不得﹐不能亂了自己﹐故張聞天那天的發言﹐

仍有不少值得總結的地方。 
促成毛 7 月 23 日在廬山會議上轉向的還有複雜的國際因素﹕

我們知道 1959 年 1 月﹐蘇共 21 大的召開﹐赫魯曉夫與蘇聯駐華

大使尤金在大會上不點名地發言攻擊中共的躍進和人民公社﹐公

開了中蘇之間的分歧。1959 年 7 月 16 日﹐赫魯曉夫在波蘭波茲南

省一個生產合作社的群眾大會發表演說﹐借講蘇聯當年成立公社

的情況攻擊中國﹐蘇聯《真理報》在 21 日全文發表赫的講話。這

與張聞天在廬山會議的講話發生於同一天。次日﹐美國《紐約時

報》與臺灣中央社都對這件事有反映。上述情況迅即通過內參反

映到毛那兒﹐對毛能不有所觸動嗎﹖所以毛在 7 月 29 日批了新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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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內部參考》的三篇報道﹐其中有〈赫魯曉夫談蘇聯公社〉﹑

〈外報就赫魯曉夫談公社問題挑撥中蘇關係〉。現在我們可以認

定這一切都是巧合﹐但從當時看﹐能不引起毛的疑忌嗎﹖《韓非

子》中有一篇文章﹐它的題目叫〈八奸〉﹐而八奸中的第八條叫

四方﹐它說﹕“八曰四方。何謂四方﹖曰﹕君人者﹐國小則事大

國﹐兵弱則畏強兵﹐大國之所索﹐小國必聽﹐強兵之所加﹐弱兵

必服。為人臣者﹐重賦斂﹐盡府庫﹐虛其國以事大國﹐而用其威

求誘其君﹔甚者舉兵以聚邊境而制斂於內﹐薄者數內大使以震其

君﹐使之恐懼﹐此之謂四方。”把這段話說簡單一點﹐那就是外

有強者壓境﹐借外力以逼迫國內﹐難免有裡應外合之嫌。毛問過

彭﹐是否從外面取經回來﹔周總理在 8 月 1 日的會上﹐還問過當

年他與彭總一起同斯大林談話後﹐斯大林送彭出門時﹐說過什麼

話。由此可見涉外關係上之敏感到了何等程度。因為這一類事﹐

從毛的視角看﹐不怕一萬﹐只怕萬一﹐還是多一分小心為好﹗這

也許就是促成毛在 7 月 23 日講話中出現那麼激烈地 180 度大轉彎

的一個重要原因。 
促成毛生這一分多疑的還有一個原因﹐那就是在此之前彭與

張的行蹤。彭在此前﹐4 月間曾率軍事代表團訪問蘇聯與東歐各國﹐

而張聞天也於此時要出席華沙條約締約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外長

會議。兩人同一天起程﹐目的地都是波蘭華沙﹐張聞天及其隨行

人員搭乘了彭德懷的專機﹐二人同在前艙。彭德懷在東歐與蘇聯

訪問期間﹐二次受到赫魯曉夫接見﹐彭於 6 月 13 日回國﹐幾天後

又與張聞天同在中南海不期而遇。6 月 30 日啟程赴廬山時﹐二人

又是同乘一節專車﹐在車上隨便交談﹐在廬山上兩人又是相鄰而

住。這一切都是巧合﹐沒有問題時﹐都不成其為疑點﹐一旦有問

題﹐就不期然地成為疑點。何況彭德懷作為國防部長處於關鍵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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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蘇聯當初是國防部長朱可夫的支持﹐赫魯曉夫才得以轉危為

安擺脫危機的﹐這對毛不會沒有印象。再說﹐我們都知道蘇共一

直有干涉中共黨內事務的傳統﹐特別是第三國際時期。共和國成

立以後﹐尤其是中蘇關係出現分歧跡象後﹐毛對這方面的任何跡

象都會非常敏感。從維護國家主權的獨立﹐民族的尊嚴﹐這方面

的警惕性還是應該有的。斷然防患於未然也只是一種防衛措施﹐

問題是錯在防衛過度﹐傷害了自己的同志。 
7 月 23 日毛講話以後﹐提過不同意見的同志﹐當然會思想不

通﹐有一些背後議論也是很自然的。李銳在他那本《實錄》中也

講到﹕自己那天晚飯後﹐千不該萬不該﹐又到了小舟和周惠住處

去了。這當然是由於思想不通﹐滿肚子意見要發洩﹐去找他們談

談﹐平息一下情緒。小舟同我一講﹐比較激動。他懷疑毛澤東的

這篇講話﹐是否經過常委討論。按照講話精神發展下去﹐很像斯

大林晚年﹐沒有真正的集體領導﹐只有個人專斷獨行﹐這終將導

致黨的分裂。我們都同意這種看法。我又說﹐這樣的講話不是翻

雲覆雨啊﹖小舟也認為這個講話﹐是 180 度大轉彎﹐使人轉不過

彎來。不僅他們三個在那裡背後瞎議論﹐而且跑到黃克誠那兒去﹐

又說了這番話。李銳還說毛不能一手遮天。黃克誠反而勸他們不

要激動﹐要他們多想想自己的錯誤﹐有意見還是當面去找主席說。

後來彭德懷來找黃克誠了﹐他們退出來時﹐周小舟又在路邊碰到

了羅瑞卿。羅瑞卿可是公安部長﹐這說明毛已在注意彭和黃的行

蹤了﹐李銳他們幾個人去得實在不是時候﹐怎麼不知道避嫌呢﹖

如果我們現在想一下﹐在那樣的場合﹐幾個人到處瞎議論對自己﹑

對會議可能產生什麼結果啊﹗以後 8 月 10 日﹐黃克誠在自己組內

檢查時看到李銳進入會場﹐後面還跟著羅瑞卿﹐因為李銳不屬於

這個小組。黃克誠立即會感到李銳已把那天晚上他們的瞎議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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盤托出。黃克誠便說﹕那天晚上﹐李銳說我們現在是否像斯大林

晚年。這句話還不像一顆炸彈一樣﹐進一步激化了矛盾嗎﹖他們

這些背後的小廣播﹑瞎議論不是反過來坑了彭德懷﹑張聞天﹑黃

克誠他們嗎﹖正如一滴水滴在沸騰的油鍋裡﹐炸開了鍋。我回顧

這些事﹐並非是要責怪在廬山會議上受委屈的各位同志﹐是為了

說明廬山會議這場悲劇是雙方互動的結果﹐是許多因素偶合的結

果﹐要避免重演這方面的悲劇﹐不能簡單的責難某一個人﹐不能

把所有責任推在毛一個人身上﹐而是如何共同來吸取這樣的歷史

教訓﹐在黨內營造一個和諧的民主的政治生活氛圍﹐在處理各種

複雜問題時﹐如何避免任何情緒化的因素﹐冷靜地依照一定程序

慢慢地冷處理﹐才是正確的方式。對於李銳那種一味責難毛澤東

個人的說法則本人不敢苟同。我不否認毛晚年有不少缺點和失誤

的地方﹐從黨的根本利益看﹐我們可不能倒旗﹐因為如李銳那樣

一味情緒化的倒旗﹐會危害我們黨的基礎﹐這是親者痛﹐仇者快

的事。更不利於方方面面從這件事吸取有益於後人的教訓﹐研究

歷史問題﹐總結經驗教訓應該為後人如何行事多提一點有益的啟

示﹐而不是一味地去追究死者的責任﹐金無足赤﹐人無完人﹐毛

也是如此。應有一個理解的態度。 
再說毛在這次廬山會議上說過這樣的話﹕“我們有 70萬個生

產隊﹐70 萬條錯誤﹐都登報﹐一年也登不完。這樣國家必完蛋﹐

專辦講壞話的報紙﹐一個星期也會滅亡的。”所以﹐今天我們辦

刊物也是這樣﹐如《炎黃春秋》那樣專門把毛妖魔化﹐如辛子陵

那樣專講毛建國以後的錯誤﹐並把許多道聽途說無中生有的東西

添油加醋無限放大﹐那可真是禍國殃民啊。我真誠希望這些朋友

能知過即改﹐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希望他們不再往佛頭上著糞﹐

少作一些孽吧﹗新聞和言論的自由是公民的權利﹐但它本身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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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生活的目標﹐只是公民維護自身權利和社會公正的一個工具﹐

是我們營造社會和諧的一種手段。而作為手段﹐則有一個熟悉和

掌握的過程﹐所以它也不可能一步到位。應該有一個慢慢營造良

好氛圍的過程﹐它只能在共和國社會穩定的基礎上逐步實現。在

言論上多一點理性﹑客觀的東西﹐少一點偏激而又情緒化的東西﹔

在新聞報導上﹐多一點正面引導﹐少一點負面問題的報導﹐對大

局穩定還是有利的。為了加快對各種負面問題的及時處理﹐確實

需要一些負面問題的報導及批評的言論﹐群眾中的不滿情緒應該

有一個宣洩的口子﹐但這一切應是有控有序地進行﹐這對大局穩

定也是有利的。 
廬山會議離開我們已經 50 年了﹐冷靜地看待和總結其方方面

面的教訓還是有很多事情可做﹐本文只是從言者與聽者這二個不

同的視角講一點這次會議的教訓﹐使人們懂得如何在言者與聽者

之間營造一個良好的氛圍﹐換位思考是正確處理問題的一個非常

重要而又不可或缺的條件。這篇文章沒有就這次會議爭論有關對

當時形勢的認識這個實際問題的是是非非來講﹐這決不是我這篇

區區短文所能完成的使命。而且有一些複雜的事情﹐亦決非是或

非二個字所能下定論。需要作方方面面的評估﹐所以本文的這一

缺陷只能請讀者諒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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