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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為劉少奇平反紀實 

 
  

 
20 世紀 60~70 年代﹐中國大地上發生了一場被稱為“文化大

革命”的動亂﹐持續了整整十年。“歷史已經判明﹐‘文化大革

命’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

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它雖然已經過去 30 多年了﹐

但留給我們的教訓實在太多太沉重。黨和人民為糾正它的錯誤付

出了鉅大代價﹐我們千萬不要忘記。 
“文化大革命”造成了難以數計的冤假錯案。其中﹐受害人

職務最高﹑牽涉面最廣﹑後果最嚴重的﹐是劉少奇冤案。它是中

國共產黨歷史上最大的冤案。2010 年是中共中央為劉少奇平反 30
週年。 

劉少奇是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集體中的主要成員。“文化

大革命”前﹐他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國防



委員會主席﹐是僅次於毛澤東的中國第二號人物。他多次代理毛

澤東的中共中央主席職務﹐長期在黨政第一線主持中央日常工

作。毛澤東還曾不止一次地表示﹐劉少奇是他的接班人。 
一個職務和地位如此之高的領導人﹐“文化大革命”開始後﹐

被荒謬地打成“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

義道路的當權派”﹐繼而又被扣上“叛徒﹑內奸﹑工賊”的大帽

子﹐最終被迫害致死﹐確實令世人萬分震驚﹐在國內外都引起了

強烈反響。 
斗轉星移﹐歲月悠悠。歷史的腳步沉重而又迅速地跨過了一

個又一個年頭。1971 年 9 月﹐林彪反革命集團土崩瓦解。1976 年﹐

黨和國家的主要領導人周恩來﹑朱德﹑毛澤東在一年中先後與世

長辭。1976 年 10 月﹐以江青為首的“四人幫”反革命集團一朝覆

亡。“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內亂終於結束。 
1978 年 12 月﹐中國共產黨召開了劃時代的中共 11 屆三中全

會﹐開始全面﹑認真地糾正“文化大革命”中的“左”傾錯誤﹐

審查和解決黨的歷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錯案和一些重要領導人的功

過是非問題。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 
在整個“文化大革命”過程中﹐黨內外的許多人對打倒劉少

奇早就表示懷疑和不滿﹐不斷有人為劉少奇鳴不平。“四人幫”

垮臺後﹐這種情緒更加強烈。很多幹部﹑群眾通過各種方式向中

共中央提議﹐要求對劉少奇一案進行復查。其中的一部分人民來

信﹐後來還曾在中國革命博物館展出。但在中共 11 屆三中全會以

前﹐由於當時的中央主要負責人堅持“兩個凡是”錯誤方針﹐繼

續肯定“文化大革命”﹐復查劉少奇案的提議得不到考慮。 
在中共 11 屆三中全會以及會前舉行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老一

輩革命家陳雲﹑鄧小平等率先提出要解決“文化大革命”中遺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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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大問題和一些重要領導人的功過是非問題。全會當即糾正了

過去對彭德懷﹑陶鑄﹑薄一波﹑楊尚昆等所作的錯誤結論。在一

批老革命家的努力下﹐為劉少奇一案進行復查的工作也逐漸提到

了中共中央的議事日程。 
1978 年 11 月﹐中央組織部剛剛向中央寫出〈關於“61 人案

件”的調查報告〉。一天﹐當時任中組部部長的胡耀邦就問幹審

局副局長賈素萍﹕“‘61 人’的問題終於搞清了﹐你們認為劉少

奇的問題怎麼樣﹖”賈素萍立即回答說﹕“這更純粹是個大冤

案﹗”胡耀邦說﹕“那好﹐你們寫個材料來﹐我看看。”兩個月

後﹐賈素萍等人給胡耀邦（這時已任中共中央秘書長﹑中紀委第

三書記）送去〈關於劉少奇同志問題的報告〉。胡耀邦將這份報

告轉報中共中央。 
1978 年 12 月 24 日﹐鄧小平對一封要求為劉少奇平反的人民

來信批示﹕“政治局各同志閱﹐中組部研究。”在這之前類似的

信件也有﹐但得不到重視。鄧小平的這一批示﹐把重新考慮劉少

奇案的問題提到了中共中央政治局。 
1979 年 2 月 5 日﹐黨內的一位高級幹部﹑原交通部部長孫大

光致信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秘書長胡耀邦並黨中央﹐建議重新

審議劉少奇一案。這封信經胡耀邦﹑姚依林（當時任中共中央副

秘書長）商議後﹐正式轉報當時的中共中央主席華國鋒和副主席

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陳雲﹑汪東興。2 月 23 日﹐陳雲作了

一個關鍵性的批示﹕“中央常委各同志已傳閱完畢﹐中央辦公廳

應正式通知中組部﹑中紀委合作查清劉少奇一案。”這期間﹐鄧

小平也指示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對劉少奇一案的處理問題進

行研究。據 1979 年 2 月 22 日的中央紀委書記辦公會議紀要記載﹕

“中紀委辦公會議決議﹕劉少奇問題﹐群眾來信要求予以平反﹐

 3



小平同志要中央紀委研究。這兩個人的問題（本文作者註﹕另一

個指瞿秋白）如何研究﹐另定。” 
1979 年 3 月 27 日﹐中央紀委辦公會議研究決定﹕“劉少奇的

問題﹐經鶴壽同志與任重同志商量﹐按陳雲同志的意見﹐由中央

組織部和中央紀委共同處理。”5 月 22 日﹐中央紀委辦公會議確

定﹕“對劉少奇案件的有關材料（包括檔案和活的材料）應進一

步查證﹑核實。弄清關鍵問題﹐究竟是不是叛徒﹑內奸﹑工賊﹐

在復查﹑核實的基礎上﹐要取得切實可靠的旁證材料。” 
在這前後﹐由中央紀委和中央組織部從一些單位抽調幹部﹐

組成“劉少奇案件復查組”﹐開始進行具體的復查工作。 
復查組經過幾個月的調查研究﹐取得了大量的確鑿的證據﹐

逐一否定了原〈關於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

中強加給劉少奇的罪名。 
（一）所謂 1925 年在長沙“被捕叛變”問題。劉少奇 1925

年 11 月因病重從上海回湖南養病﹐在長沙曾被戒嚴司令部逮捕﹐

後經多方營救獲釋﹐由湖南轉去廣州工作。在此過程中不存在“私

自從上海潛逃長沙”和投敵叛變的問題。 
（二）所謂 1927 年在武漢和廬山進行“內奸活動”問題。劉

少奇在大革命時期的 1927 年擔任湖北省總工會秘書長﹐在領導工

人運動中起了重要作用。所謂“為日寇保鏢”是將當時見報的文

告詞句硬拼湊起來的罪名﹐純係顛倒是非﹑蓄意歪曲歷史。所謂

“擔任國民黨中央工人運動小組長”﹐僅憑一個人逼供情況下編

造的“交待”定論﹐事實上這一組織機構根本不存在。大革命失

敗後將工會幹部疏散﹑轉移﹐是完全正確的必要措施﹐把它說成

是“破壞革命的內奸活動”是荒謬的。武漢工人糾察隊繳槍﹐是

執行黨中央的決定。劉少奇在武漢期間並未被捕﹐所謂“苦肉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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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不存在。黨中央是知道劉少奇從武漢去廬山養病的﹐所謂“躲

往廬山”不能成立。 
（三）所謂 1929 年在瀋陽被捕叛變問題。劉少奇 1929 年 8

月在瀋陽奉天紗廠一次工潮中被捕後﹐沒有暴露政治身份﹐沒有

損害黨的組織和黨的事業﹐半個多月後因證據不足取保釋放﹐繼

續從事黨的領導工作﹐不存在投敵叛變問題。 
（四）所謂“其他反革命罪行”中列舉的七個問題﹐也都不

能成立。第一﹐所謂指使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等 61 人“叛變

出獄”問題﹐已由中共中央否定。第二﹐1936 年初劉少奇派人同

南京國民黨代表談判聯合抗日﹐是根據黨中央統一部署進行的﹐

不是什麼同蔣介石勾結。第三﹐1941 年新四軍派馮少白進入敵佔

區進行分化﹑瓦解敵人的工作﹐也是根據黨中央的指示進行的﹐

不存在“與漢奸陳公博﹑周佛海勾結”的問題。第四﹐“和平民

主新階段”是抗日戰爭勝利後一段時間內中共中央對形勢的估計

和提法﹐並非劉少奇個人的看法。第五﹐所謂通過孟用潛同司徒

雷登勾結﹐並無其事。第六﹐所謂“同美特王光美結合”﹐是妄

加的罪名﹐王光美的政治歷史沒有問題。第七﹐所謂派王光琦去

香港向美帝供給情報﹐沒有這回事﹐純屬政治陷害。 
（五）所謂“堅持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問題﹐是對歷史的嚴

重歪曲。劉少奇作為中國共產黨的主要領導人之一﹐對社會主義

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做出了重大貢獻。根本不存在一條以劉少奇

為代表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不存在一個以劉少奇為“總

頭目”的“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不存在一個以劉少奇為首的

“資產階級司令部”﹐不存在一批以劉少奇為“最大”的“黨內

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 
1979 年 11 月﹐“劉少奇案件復查組”向中央正式做出了〈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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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劉少奇案件的復查情況報告〉。12 月﹐鄧小平﹑陳雲﹑鄧穎超﹑

胡耀邦等審閱復查報告表示同意。鄧小平並提議﹐可考慮將這一

報告作為中央對劉少奇案件的平反決定。1980 年 2 月初﹐中共中

央政治局討論並同意〈關於為劉少奇同志平反的決議〉（草案）﹐

決定提交即將召開的中共 11 屆五中全會審議。 
1980 年 2 月 23~29 日﹐中共 11 屆五中全會在北京舉行。2 月

29 日﹐全會通過了〈關於為劉少奇同志平反的決議〉。全會發表

〈公報〉指出﹕“為劉少奇同志平反昭雪﹐是五中全會的另一項

主要議程。全會認為﹐前中共中央副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

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和無產階級革命家劉少奇同志﹐幾十年來一

貫忠於黨和人民﹐把畢生的精力奉獻給了無產階級革命事業﹐在

我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中﹐建立了

不可磨滅的功績。文化大革命前夕﹐由於對黨內和國內形勢做出

了違反實際的估計﹐提出了黨內存在一條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

隨後又提出了存在一個以劉少奇同志為首的所謂資產階級司令

部﹐這些論斷是完全錯誤和不能成立的。林彪﹑‘四人幫’一夥

出於篡奪黨和國家最高領導權﹑顛覆無產階級專政的反革命目的﹐

利用這種情況﹐捏造材料﹐蓄意對劉少奇同志進行政治陷害和人

身迫害﹐並把一大批黨政軍領導幹部誣為劉少奇代理人﹐統統打

倒﹐造成極其嚴重的後果。這是我黨歷史上最大的冤案﹐必須徹

底平反。近一年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針對 1968 年 10 月黨的

八屆 12 中全會提出的劉少奇同志的各項‘罪狀’﹐進行了周密的

調查研究工作﹐反復核對材料﹐向中央做出了詳盡確切的審查報

告。中央政治局一致同意這個審查報告﹐據此做出了關於為劉少

奇同志平反的決議（草案）。全會經過嚴肅認真的討論﹐一致通

過這個決議﹐決定撤銷黨的八屆 12 中全會強加給劉少奇同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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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徒﹑內奸﹑工賊’的罪名和把劉少奇同志‘永遠開除出黨﹐

撤銷其黨內外的一切職務’的錯誤決議﹐撤銷原審查報告﹐恢復

劉少奇同志作為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和無產階級革命家﹑黨和國

家的主要領導人之一的名譽﹔在適當時間為劉少奇同志舉行追悼

會﹔因劉少奇同志問題受株連造成的冤假錯案﹐由有關部門予以

平反﹔本著團結一致向前看的精神﹐把全會的決議向全黨和全國

人民進行傳達﹐消除過去對劉少奇同志的錯誤處理所造成的影響﹐

鼓舞全黨同志和全國人民同心同德﹑充滿信心地獻身於實現四個

現代化的宏偉事業。” 
隨後﹐為劉少奇平反昭雪的工作有計劃有步驟地進行。 
1980 年 3 月 19 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認真傳達好為劉少奇

同志平反的決議的通知〉﹐指出﹕“劉少奇同志是我們黨和國家

享有崇高威望的主要領導人之一﹐是久經考驗的無產階級革命家﹐

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說他是修正主義分子或修正主義路線頭

子是不符合實際的﹔文化大革命中強加給劉少奇同志的‘叛徒﹑

內奸﹑工賊’等項罪名﹐完全是林彪﹑江青﹑康生﹑陳伯達一夥

在當時黨內政治生活極不正常的情況下﹐蓄意製造的我黨歷史上

的最大冤案﹔為劉少奇同志平反昭雪﹐是經過周密的調查研究﹐

反復核對材料﹐得出的完全符合歷史事實的正確結論﹐決議和附

件所列舉的大量證據﹐證明過去強加給劉少奇同志的罪名完全是

誣陷不實之詞﹐必須推倒。” 
1980 年 5 月﹐成立了由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全國政協﹑中

國人民解放軍負責人以及各方面代表人士組成的劉少奇治喪委員

會。5 月 13 日﹐劉少奇治喪委員會派中共中央委員﹑全國政協副

主席王首道﹑劉瀾濤和劉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及其子女﹐去河南省

鄭州市迎取劉少奇的骨灰。1969 年 11 月 12 日劉少奇在河南省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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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市逝世後﹐他的骨灰被化名寄存在開封火葬場。1979 年 2 月﹐

中共河南省委獲悉此事後﹐派人到開封火葬場查到了劉少奇的骨

灰盒﹐並把它接到省委保存。1980 年 5 月 14 日﹐在鄭州人民會堂

舉行了隆重的劉少奇骨灰迎送儀式。下午﹐劉少奇的骨灰用專機

運到北京﹐存放在人民大會堂。 
5 月 15 日﹐劉少奇治喪委員會發出公告﹕“為深切悼念已故

中共中央副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劉少奇同志﹐定於﹕1980
年 5 月 17 日在北京舉行追悼大會。同日首都天安門﹐新華門﹐外

交部﹐中央﹑國家機關﹐我國駐外使領館和其他駐外機構﹐北京

市和其他省﹑市﹑自治區政府所在地的機關﹑部隊﹑企業事業﹑

學校等單位﹐下半旗志哀﹐停止娛樂活動一天。” 
5 月 17 日下午﹐黨和國家領導人以及首都各方面代表一萬多

人﹐參加了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的劉少奇追悼大會。鄧小平在

大會上致悼詞。他說﹕“今天﹐我們懷著無比沉痛的心情﹐悼念

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和無產階級革命家劉少奇同志。劉少奇同志

為共產主義事業戰鬥了一生。他是受到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愛戴

的﹑久經考驗的﹑卓越的黨和國家領導人。文化大革命時期﹐林

彪﹑江青一夥出於陰謀篡黨奪權的反革命目的﹐利用我們黨的缺

點和錯誤﹐蓄意誣陷和殘酷迫害劉少奇同志。1969 年 11 月 12 日﹐

劉少奇同志在河南開封不幸病故。這是我黨和我國人民鉅大的損

失。黨中央經過周密的調查研究﹐根據確鑿的證據﹐在黨的 11 屆

五中全會上﹐鄭重地為他平反昭雪﹐恢復名譽。我們黨採取的這

種實事求是﹑有錯必糾的原則立場﹐受到了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

民的衷心擁護。” 
追悼會結束時﹐黨和國家領導人同劉少奇夫人王光美及子女

一一握手表示慰問。鄧小平對王光美說﹕“是好事﹐是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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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少奇生前曾在不同場合多次表示﹐在他去世之後﹐要把

他的遺體火化並把骨灰撒在大海裡﹐不要存留人世。早在 1956
年 4 月﹐在當時國內普遍實行土葬的情況下﹐毛澤東﹑劉少奇﹑

周恩來﹑朱德等就倡議火葬。他們在一次中央會議期間共同發

出〈倡議書〉說﹕“首先是在國家機關的領導工作人員中﹐根

據自己的意願﹐在自己死了以後實行火葬。”4 月 27 日﹐毛澤

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鄧小平等第一批在〈倡議書〉上

簽了名。當天劉少奇回到家裡﹐就鄭重地向夫人王光美談了這

件事﹐並囑咐她﹕自己去世後遺體火化﹐不保留骨灰﹐把骨灰

撒在大海裡。1967 年 4 月 9 日﹐他又一次對家人說﹕“將來﹐

我死了以後﹐你們要把我的骨灰撒在大海裡﹐像恩格斯一樣。

大海連著五大洋﹐我要看著全世界實現共產主義。你們要記住﹐

這就是我給你們的遺囑。” 
在劉少奇治喪活動過程中﹐中國革命博物館等單位和許多

群眾鑒於劉少奇逝世的特殊情況﹐要求保存收藏他的骨灰。王

光美及子女沒有同意﹐向中央提出應該尊重劉少奇的遺願﹐將

他的骨灰撒向大海。中共中央和劉少奇治喪委員會批准了這一

要求。 
劉伯承元帥得知這一情況﹐主動提出由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

執行散撒劉少奇骨灰的任務。中央書記處研究同意。海軍司令員

葉飛親自向海軍某部下達了命令。 
1980 年 5 月 19 日上午﹐劉少奇的骨灰在治喪委員會工作人員

和劉少奇家屬子女的護送下﹐由北京乘專機運抵青島軍港。海軍

派出一艘驅逐艦﹑四艘護衛炮艦執行這一光榮任務。五艘軍艦編

隊駛向黃海海域。午後一時許﹐在哀樂和 21 響禮炮聲中﹐劉少奇

的骨灰撒向了浩瀚無邊﹑奔騰不息的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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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世矚目的劉少奇冤案﹐在經歷了十多年的風風雨雨﹑大起

大落之後﹐終於得到了徹底平反。這是中共 11 屆三中全會的勝利﹐

實事求是路線的勝利。歷史的發展雄辯地證明了劉少奇的堅定信

念﹕“好在歷史是人民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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