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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制定《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三個目

標是﹕堅持毛澤東思想﹑恰如其分地講錯誤﹑形成決議之後一切向

前看 

鄧小平同志說﹕關於歷史問題的決議中心的意思應該是三條。 
第一﹐確立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

這是最重要﹑最根本﹑最關鍵﹑最核心的一條﹐否則不如不寫決議。

要正確地評價毛澤東思想﹐科學地確立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不

僅今天﹐而且今後﹐我們都要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 
第二﹐對建國 30 年來歷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確的﹐哪些是錯

誤的﹐要進行實事求是的分析。要恰如其分地講錯誤﹐包括一些負

責同志的功過是非﹐要做出公正的評價。 
第三﹐通過這個決議對過去的事情做個基本的總結﹐在黨內﹑

人民中間思想得到明確﹐認識得到一致。形成決議之後﹐過去的歷

史問題不再糾纏了﹐引導大家一心一意搞四化﹐團結一致向前看。 
二﹑毛澤東同志的偉大功績是永遠不能磨滅的﹐毛澤東思想是

引導我們勝利的指導思想 

鄧小平同志說﹕對毛澤東同志的評價﹐對毛澤東思想的闡述﹐

不是僅僅涉及毛澤東同志個人的問題﹐這同我們黨﹑我們國家的整

個歷史是分不開的。要看到這個全局。這不只是個理論問題﹐尤其

是個政治問題﹐是國際國內的很大的政治問題。我們要在實事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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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價毛主席功過的基礎上﹐堅持毛澤東思想。 
我們歷來講﹐不能像赫魯曉夫對斯大林那樣搞。我們要肯定毛主

席的偉大功績﹐他的偉大功績是永遠不能磨滅的。毛澤東同志有很多

了不起的地方﹐比如他首先把馬列主義同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確立

了中國奪取革命勝利的道路﹐這是很大的創造。中國在世界上的地位﹐

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才大大提高的。國內的人民也罷﹐國外

的華僑也罷﹐對這點都有親身感受。也只有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

後﹐才真正實現了全國（除臺灣外）的統一。沒有中國共產黨﹐不進

行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不建立社會主義制度﹐今天我們

的國家還會是舊中國的樣子。我們能夠取得現在這樣的成就﹐都是同

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同毛澤東同志的領導分不開的。 
陳雲同志對修改決議稿提了兩條意見。一是專門加一篇話﹐講

講解放前黨的歷史﹐毛澤東同志的功績﹑貢獻就會概括得更全面﹐

確立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也就有了全

面的根據。這個意見很好。二是建議中央提倡學習﹐主要是學習馬

克思主義哲學﹐重點是學習毛澤東同志的哲學著作。陳雲同志說﹐

他學習毛澤東同志的哲學著作﹐受益很大。歷史決議中關於毛澤東

同志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貢獻﹐要寫得更豐富﹐更充實。結束語中

也要加上提倡學習的意思。 
毛澤東思想這個旗幟丟不得。丟掉了這個旗幟﹐實際上就否定

了我們黨的光輝歷史。過去引導我們勝利的是毛澤東思想﹐將來毛

澤東思想還是引導我們勝利的指導思想﹐我們要堅持毛澤東思想。

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運用和發展﹐我們黨用毛澤

東思想教育了整整一代人﹐使我們贏得了革命戰爭的勝利﹐建立了

中華人民共和國。 
決議要說清楚關於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毛澤東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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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哪些貢獻。他的思想還在發展中。我們要恢復毛澤東思想﹐堅持

毛澤東思想﹐以至還要發展毛澤東思想﹐在這些方面﹐他都提供了

一個基礎。要把這些思想充分地表達出來。這段時間他的一些重要

文章﹐如〈論十大關係〉﹑〈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

〈1957 年夏季的形勢〉等﹐都要寫到。這都是我們今天要繼續堅持

和發展的。要給人一個很清楚的印象﹐究竟我們高舉毛澤東思想旗

幟﹑堅持毛澤東思想﹐指的是些什麼內容。重點放在毛澤東思想是

什麼﹑毛澤東同志正確的東西是什麼。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我們

就是恢復毛澤東同志的那些正確的東西﹐就是準確地﹑完整地學習

和運用毛澤東思想。我們講撥亂反正﹐就是撥林彪﹑“四人幫”破

壞之亂﹐批評毛澤東同志晚年的錯誤﹐回到毛澤東思想的正確軌道

上來。基本點還是那些。從許多方面來說﹐現在我們還是把毛澤東

同志已經提出﹑但是沒有做的事情做起來﹐把他反對錯了的改正過

來﹐把他沒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後相當長的時期﹐還是做這件事。

當然﹐我們也有發展﹐而且還要繼續發展。 
三﹑毛澤東同志的功績是佔第一位的﹐而犯的錯誤只佔第二位﹔

如果搞“非毛化”﹐那就要犯歷史性的錯誤 

鄧小平同志說﹕中國革命的歷程已經證明﹐如果沒有毛澤東同志

的領導﹐中國人民至少還要在黑暗中摸索很多年才能取得勝利。這一

點是可以肯定的。所以我們說要正確評價毛主席。許多人﹐特別是青

年人﹐看“文化大革命”那一段多一些﹐而沒有看到整個歷史﹔看到

了十年﹐而沒有看到整個 59 年的黨史﹐沒有看到毛澤東同志的整個

貢獻。毛主席的一生﹐他為黨﹑國家和人民所建立的功勳﹐他的功績

是佔第一位的﹐而犯的錯誤只佔第二位。毛澤東同志犯了錯誤﹐這是

一個偉大的革命家犯錯誤﹐是一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犯錯誤。毛澤

東同志不是孤立的個人﹐他直到去世﹐一直是我們黨的領袖。給毛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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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同志抹黑﹐也就是給我們黨﹑我們國家抹黑。這是違背歷史事實的。

如果我們真搞“非毛化”﹐那就要犯歷史性的錯誤。 
對於毛澤東同志的錯誤﹐一定要毫不含糊地進行批評﹐但是一

定要實事求是﹑恰如其分﹐要分析各種不同的情況﹐不能把所有的

問題都歸結到個人品質上。“文化大革命”前﹐毛主席也有些失誤﹐

比如說“大躍進”。但這些失誤的責任不能只放在他一個人頭上。

我們這些人也要負責任﹐因為當時我們也參加了中央領導﹐否則不

公道。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儘管毛主席確實錯誤不小﹐但他

的好多見解也是正確的。比如﹐在對外政策方面﹐他提出了三個世

界的劃分﹐反對霸權主義﹐確定中國永不稱霸﹐確定中國永遠屬於

第三世界。這些思想都是很好的﹐將繼續成為我們的指導思想。 
在前一段時間裡﹐對毛澤東同志有些問題的議論講得太重了﹐

應該改過來。這樣比較合乎實際﹐對我們整個國家﹑整個黨的形象

也比較有利。過去有些問題的責任要由集體承擔一些﹐當然﹐毛澤

東同志要負主要責任。單單講毛澤東同志本人的錯誤不能解決問

題﹐最重要的是一個制度問題。毛澤東同志說了許多好話﹐但因為

過去一些制度不好﹐把他推向了反面。我們也要正確總結毛主席錯

誤的方面﹐吸取經驗教訓﹐制定新的方針﹐確定一系列符合實際的

政策。 
要正確評價毛主席的各個方面﹐歸根到底﹐還是要堅持毛澤東

思想。當然﹐毛澤東思想不包括毛主席的錯誤部分。我們還是要確

立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把毛澤東思想體系同他後期犯的錯誤分

別開來。 
四﹑建國後的頭 17 年是循著正確軌道走的﹐但中間有曲折 

鄧小平同志說﹕建國後的頭 17 年基本上是按正確軌道前進的﹐

但中間有曲折﹑有問題﹐這不能讓毛主席一個人承擔﹐我們都有責



 6

任。不管怎樣﹐應該說基本上是好的。生產力發展﹐工業﹑農業﹑

科技都有發展﹐原子彈也搞起來了﹐文教有很大發展﹐總的來說基

本方面還是對的。社會主義革命搞得好﹐轉入社會主義建設以後﹐

毛澤東同志也有好文章﹑好思想。 
建國頭七年的成績是大家一致公認的。我們的社會主義改造是搞

得成功的﹐很了不起。這是毛澤東同志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一個重大

貢獻。當然缺點也有。從工作來看﹐有時候在有的問題上是急了一些。

從建國到 1957 年﹐毛澤東思想繼續發展﹐沒有多大缺陷。〈論十大

關係〉是好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也是好的。 
從 1957 年開始出現了一些問題。1957 年反右擴大化﹐對知識分

子的打擊面太寬了。反右鬥爭是必要的﹐正確的。三大改造完成以後﹐

確實有一股勢力﹑一股思潮是反社會主義的﹐是資產階級性質的。我

多次說過﹐那時候有的人確實殺氣騰騰﹐想要否定共產黨的領導﹐扭

轉社會主義的方向。錯誤在於擴大化。“大躍進”給我們的經濟帶來

相當大的困難﹐不能說是正確的。兩次鄭州會議開得及時﹐1959 年

上半年﹐是在糾正“左”的錯誤。廬山會議轉變風向﹐來了個反右﹐

加深了困難。接著就是困難時期。這以後來了三年調整﹐1961 年開

始好轉﹐1962 年調整當中見效。我們開了七千人幹部大會﹐肯定成

績﹐總結經驗﹐毛主席作了自我批評。從 1962 年到“文化大革命”

前﹐形勢很好﹐生產也是發展的﹐經濟建設按正確軌道走。 
“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年﹐應當肯定﹐總的是好的﹐基本上是

在健康的道路上發展的。這中間有過曲折﹐犯過錯誤﹐但成績是主

要的。那個時候﹐黨和群眾心連心﹐黨在群眾中的威信比較高﹐社

會風尚好﹐廣大幹部群眾精神振作。所以﹐儘管遇到困難﹐還是能

夠比較順利地渡過。經濟上發生過問題﹐但總的說還是有發展。如

果否定這十年﹐加上“文革”十年﹐說 20 年都是錯的﹐不能這樣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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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不管從哪個角度講﹐都是不正確的﹐是嚴重的﹑

全局性的錯誤。但是﹐這十年中間﹐也還有健康的方面。毛澤東思

想在某些方面有些發展﹐比如三個世界的劃分﹑反霸統一戰線等。

所謂“二月逆流”﹐不是逆流﹐是正流﹐是同林彪﹑“四人幫”的

反復鬥爭。“文化大革命”期間﹐外事工作也取得很大成績。 
五﹑總結歷史是為了向前看 

鄧小平同志說﹕我們要寫個決議﹐主要是總結建國以來的歷史

經驗﹐肯定要堅持毛澤東思想﹐肯定毛主席的功績是第一位﹑錯誤

是第二位的。但也要把毛主席晚年的錯誤講清楚。結語講我們黨還

是偉大的﹐勇於面對自己的錯誤﹐勇於糾正自己的錯誤。 
“文化大革命”耽誤了不止一代人﹐它使無政府主義﹑極端個人

主義氾濫﹐嚴重地敗壞了社會風氣。林彪﹑“四人幫”橫行十年之久﹐

給我們帶來的災難是很大的﹐不少的人中了毒。我們需要給這些人以

改過的機會﹐給他們以教育。對“四人幫”的審判也是一種教育的手

段。通過對“四人幫”的審判﹐“文化大革命”這一章應該說是結束

了。這裡指的是法律方面。還有一件事要做﹐就是政治結論。通過審

判“四人幫”和這個決議的公佈﹐把過去的問題了結了﹐不再糾纏。

我們十億人民一心一意向前看﹐向實現四個現代化的目標努力。 
 

 

1980 3 19 2 
 

我看了起草小組的提綱﹐感到鋪得太寬了。要避免敘述性的寫

法﹐要寫得集中一些。對重要問題要加以論斷﹐論斷性的語言要多
                                                        
2《鄧小平文選》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第 291~29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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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當然要準確。 
中心的意思應該是三條。 
第一﹐確立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這

是最核心的一條。不僅今天﹐而且今後﹐我們都要高舉毛澤東思想的

旗幟。11 屆五中全會為劉少奇同志平反的決定傳達下去以後﹐一部

分人中間思想相當混亂。有的反對給劉少奇同志平反﹐認為這樣做違

反了毛澤東思想﹔有的則認為﹐既然給劉少奇同志平反﹐就說明毛澤

東思想錯了。這兩種看法都是不對的。必須澄清這些混亂思想。對毛

澤東同志﹑毛澤東思想的評價問題﹐黨內黨外和國內國外都很關心﹐

不但全黨同志﹐而且各方面的朋友都在注意我們怎麼說。 
要寫毛澤東思想的歷史﹐毛澤東思想形成的過程。延安時期那

一段﹐可以說是毛澤東思想比較完整地形成起來的一段。毛澤東思

想中關於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理論﹐包括黨的建設的理論和處理黨內

關係的原則﹐在延安整風前後﹐都比較完整地形成了。六屆七中全

會通過的若干歷史問題決議﹐主要是批判三次“左”傾路線﹐3 對
照著講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正確路線﹐沒有專門講毛澤東思想的

全部內容。現在這一次﹐要正確地評價毛澤東思想﹐科學地確立毛

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就要把毛澤東思想的主要內容﹐特別是今後

還要繼續貫徹執行的內容﹐用比較概括的語言寫出來。“文化大革

命”的十年﹐毛澤東同志是犯了錯誤的。在講到毛澤東同志﹑毛澤

東思想的時候﹐要對這一時期的錯誤進行實事求是的分析。 
第二﹐對建國 30 年來歷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確的﹐哪些是錯

誤的﹐要進行實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負責同志的功過是非﹐要

                                                        
3 指1927年11月至1935年1月先後發生的以瞿秋白為代表的“左”傾盲動主義錯誤﹑

以李立三為代表的“左”傾冒險主義錯誤和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冒險主義錯

誤 — 原編者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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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公正的評價。 
第三﹐通過這個決議對過去的事情做個基本的總結。還是過去

的話﹐這個總結宜粗不宜細。總結過去是為了引導大家團結一致向

前看。爭取在決議通過以後﹐黨內﹑人民中間思想得到明確﹐認識

得到一致﹐歷史上重大問題的議論到此基本結束。當然﹐議論過去﹐

將來也難以完全避免﹐但只是在討論當前工作的時候﹐聯繫著談談

過去有關的事情。現在要一心一意搞四化﹐團結一致向前看。做到

這點不那麼容易。決議要力求做好﹐能使大家的認識一致﹐不再發

生大的分歧。這樣﹐即使談到歷史﹐大家也會覺得沒有什麼不同意

見可說了﹐要說也只是談談對決議內容﹑對過去經驗教訓的體會。 
總的要求﹐或者說總的原則﹑總的指導思想﹐就是這麼三條。

其中最重要﹑最根本﹑最關鍵的﹐還是第一條。 

過去常說十次路線鬥爭﹐現在應該怎麼看﹖ 
彭德懷同志那一次也不能算了。劉少奇同志這一次也不能算

了。這就減去了兩次。林彪﹑江青是反革命集團。陳獨秀﹐還有瞿

秋白同志﹑李立三同志這三個人﹐不是搞陰謀詭計的。羅章龍另立

中央﹐分裂黨。張國燾是搞陰謀詭計的。高崗是搞陰謀詭計的。林

彪﹑江青更不用說了。 
揭露高饒的問題沒有錯。至於是不是叫路線鬥爭﹐還可以研究。

這個事情﹐我知道得很清楚。毛澤東同志在 1953 年底提出中央分一

線﹑二線之後﹐高崗活動得非常積極。他首先得到林彪的支持﹐才

敢於放手這麼搞。那時東北是他自己﹐中南是林彪﹐華東是饒漱石。

對西南﹐他用拉攏的辦法﹐正式和我談判﹐說劉少奇同志不成熟﹐

要爭取我和他一起拱倒劉少奇同志。我明確表示態度﹐說劉少奇同

志在黨內的地位是歷史形成的﹐從總的方面講﹐劉少奇同志是好的﹐

改變這樣一種歷史形成的地位不適當。高崗也找陳雲同志談判﹐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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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搞幾個副主席﹐你一個﹐我一個。這樣一來﹐陳雲同志和我才

覺得問題嚴重﹐立即向毛澤東同志反映﹐引起他的注意。高崗想把

少奇同志推倒﹐採取搞交易﹑搞陰謀詭計的辦法﹐是很不正常的。

所以反對高崗的鬥爭還要肯定。高饒問題的處理比較寬。當時沒有

傷害什麼人﹐還有意識地保護了一批幹部。總之﹐高饒問題不揭露﹑

不處理是不行的。現在看﹐處理得也是正確的。但是﹐高崗究竟拿

出了一條什麼路線﹖我看﹐確實沒有什麼路線。所以﹐究竟叫不叫

路線鬥爭﹐也難說。你們再斟酌一下。 
1957 年反右派鬥爭還是要肯定。三大改造完成以後﹐確實有一

股勢力﹑一股思潮是反社會主義的﹐是資產階級性質的。反擊這股

思潮是必要的。我多次說過﹐那時候有的人確實殺氣騰騰﹐想要否

定共產黨的領導﹐扭轉社會主義的方向﹐不反擊﹐我們就不能前進。

錯誤在於擴大化。統戰部寫了個報告給中央﹐提出錯劃的都要改正﹐

沒有錯劃的不能改正。但是﹐對於沒有錯劃的那幾個原來民主黨派

中的著名人士﹐在他們的結論中也要說幾句﹕在反右派鬥爭前﹐特

別是在民主革命時期﹐他們曾經做過好事。對他們的家屬應該一視

同仁﹐在生活上﹑工作上﹑政治上加以妥善照顧。 
你們提綱中最後的幾條經驗寫得不錯﹐還可以考慮再加一兩條。 
總起來說﹐對歷史問題﹐還是要粗一點﹑概括一點﹐不要搞得

太細。對有些同志在有些問題上的錯誤意見﹐要硬著頭皮頂住。重

要的問題要加以論證。要儘快搞出個稿子來。 
 

1980 4 1 4 
 

總起來說﹐1957 年以前﹐毛澤東同志的領導是正確的﹐1957 年
                                                        
4《鄧小平文選》第 2 卷第 295~29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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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右派鬥爭以後﹐錯誤就越來越多了。〈論十大關係〉是好的。〈關

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也是好的。〈1957 年夏季的形勢〉

中還說﹐必須在我國建立一個現代化的工業基礎和現代化的農業基

礎﹐這樣﹐我們的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才能獲得自己的

比較充分的物質基礎﹔為了建成社會主義﹐工人階級必須有自己的技

術幹部隊伍﹐必須有自己的教授﹑教員﹑科學家﹑新聞記者﹑文學家﹑

藝術家和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隊伍﹐這是一個宏大的隊伍﹐人少了是

不成的﹔要造成一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

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面。兩次鄭

州會議也開得及時。1959 年上半年﹐是在糾正“左”的錯誤。廬山

會議前期還討論經濟工作。彭德懷同志的信一發下來﹐就轉變風向

了。彭德懷同志的意見是正確的﹐作為政治局委員﹐向政治局主席寫

信﹐也是正常的。儘管彭德懷同志也有缺點﹐但對彭德懷同志的處理

是完全錯誤的。接著就是困難時期。1961 年書記處主持搞工業 70 條﹐

還搞了一個工業問題的決定。當時毛澤東同志對工業 70 條很滿意﹐

很讚賞。他說﹐我們終究搞出一些章法來了。在這以前﹐還搞了農業

12 條﹐人民公社 60 條。看起來﹐這時候毛澤東同志還是認真糾正

“左”傾錯誤的。他在七千人大會上的講話也是好的。可是到 1962
年 7﹑8 月北戴河會議﹐又轉回去了﹐重提階級鬥爭﹐提得更高了。

當然﹐毛澤東同志在八屆十中全會的講話中說﹐不要因為提階級鬥爭

又干擾經濟調整工作的進行。這是起了好的作用的。但是﹐十中全會

以後﹐他自己又去抓階級鬥爭﹐搞“四清”了。然後就是兩個文藝批

示﹐江青那一套陸續出來了。到 1964 年底﹑1965 年初討論“四清”﹐

不僅提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還提出北京有兩個獨立王國。從

1961~1966 年形勢的發展可以看出來﹐調整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成績﹐

經濟政治形勢很好﹐社會秩序很好。總之﹐建國後 17 年這一段﹐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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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折﹐有錯誤﹐基本方面還是對的。社會主義革命搞得好﹐轉入社會

主義建設以後﹐毛澤東同志也有好文章﹑好思想。講錯誤﹐不應該只

講毛澤東同志﹐中央許多負責同志都有錯誤。“大躍進”﹐毛澤東同

志頭腦發熱﹐我們不發熱﹖劉少奇同志﹑周恩來同志和我都沒有反對﹐

陳雲同志沒有說話。在這些問題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種印象﹐別的

人都正確﹐只有一個人犯錯誤。這不符合事實。中央犯錯誤﹐不是一

個人負責﹐是集體負責。在這些方面﹐要運用馬列主義結合我們的實

際進行分析﹐有所貢獻﹐有所發展。 
提綱中的幾條經驗﹐意思都好﹐看放在什麼地方講。 
整個設計﹐可不可以考慮﹐先有個前言﹐回顧一下建國以前新

民主主義革命這一段﹐話不要太多。然後﹐建國以來 17 年一段﹐“文

化大革命”一段﹐毛澤東思想一段﹐最後有個結語。結語講我們黨

還是偉大的﹐勇於面對自己的錯誤﹐勇於糾正自己的錯誤。決議中

最核心﹑最根本的問題﹐還是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黨內黨外﹑

國內國外都需要我們對這一問題加以論證﹐加以闡述﹐加以概括。 
 

1980 6 27 5 
 

決議草稿看了一遍。不行﹐要重新來。我們一開始就說﹐要確立

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現在這個稿子沒有

很好體現原先的設想。1957 年以前的幾部分﹐事實差不多﹐敘述的

方法﹑次序﹐特別是語調﹐要重新斟酌﹑修改。要說清楚關於社會主

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毛澤東同志有哪些貢獻。他的思想還在發展

中。我們要恢復毛澤東思想﹐堅持毛澤東思想﹐以至還要發展毛澤東

思想﹐在這些方面﹐他都提供了一個基礎。要把這些思想充分地表達
                                                        
5《鄧小平文選》第 2 卷第 297~29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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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來。這段時間他的一些重要文章﹐如〈論十大關係〉﹑〈關於正

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1957 年夏季的形勢〉等﹐都要寫

到。這都是我們今天要繼續堅持和發展的。要給人一個很清楚的印象﹐

究竟我們高舉毛澤東思想旗幟﹑堅持毛澤東思想﹐指的是些什麼內容。 
整個文件寫得太沉悶﹐不像一個決議。看來要進行修改﹐工程比

較大。重點放在毛澤東思想是什麼﹑毛澤東同志正確的東西是什麼這

方面。錯誤的東西要批評﹐但是要很恰當。單單講毛澤東同志本人的

錯誤不能解決問題﹐最重要的是一個制度問題。毛澤東同志說了許多

好話﹐但因為過去一些制度不好﹐把他推向了反面。毛澤東同志晚年

在理論和實踐上的錯誤﹐要講﹐但是要概括一點﹐要恰當。主要的內

容﹐還是集中講正確的東西。因為這符合歷史。是不是結語寫一段我

們還要繼續發展毛澤東思想。這中間還要批評“兩個凡是”的觀點。

毛澤東同志的錯誤在於違反了他自己正確的東西。“兩個凡是”的觀

點就是想原封不動地把毛澤東同志晚年的錯誤思想堅持下去。所謂按

既定方針辦﹐就是按毛澤東同志晚年的錯誤方針辦。封建主義殘餘影

響的問題要講一講﹐也要講得恰當。毛澤東同志多次不贊成歌功頌德﹐

提出不以個人名字給地方﹑企業命名﹐不祝壽﹑不送禮。我們現在的

中央所堅持的這一套﹐就是毛澤東思想﹐當然我們也有具體化的內容。 
 

1980 9 14 6 
 

國際上很關心這個問題﹐7 我們的人民更關心這個問題。“文

化大革命”的問題勢必涉及到毛主席的問題。確有一部分人想全面

                                                        
6〈實事求是評價毛澤東的功過﹐堅持毛澤東思想（1980 年 9 月 14 日）〉﹐《黨的

文獻》2011 年第 3 期第 6~7 頁。 
7 指對“文化大革命”和對毛澤東功過的評價問題 — 原編者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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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定毛主席﹐也確有一些人想全面肯定毛主席﹐恐怕國際﹑國內都

有這種情況。所以﹐我們對這個問題是很慎重的。要真正實事求是﹐

不能把好的說成壞的﹐也不能把壞的說成好的。 
現在大體上可以說﹐“文化大革命”肯定是個錯誤﹐因為“文

化大革命”確實沒有給我們帶來好處。對“文化大革命”的評價要

有個區別﹐林彪﹑“四人幫”兩個反革命集團是陰謀篡黨奪權﹐包

括奪國家的權﹔毛主席是政治錯誤。我們不久要對這兩個反革命陰

謀集團進行審判﹐這個審判對我國國內是公開的﹐但不對國際公開﹐

因為涉及到許多國家機密。對他們的起訴﹐只就他們本身的罪行﹑

刑事責任進行起訴﹐不涉及毛主席。這些人他們自己要辯護﹐就是

把什麼事情的責任都加到毛主席身上﹐甚至加到周總理的身上。我

們講法律﹐就是追究他們每一個人要負的法律責任。至於毛主席的

一生﹐我們歷來講﹐不能像赫魯曉夫對斯大林那樣搞。我們要肯定

毛主席的偉大功績﹐他的偉大功績是永遠不能磨滅的。他為黨﹑國

家和人民所建立的功勳﹐他的功績是佔第一位的﹔他的錯誤是佔第

二位的。當然﹐他的錯誤本身誰都清楚﹐我們也不能掩蓋﹐掩蓋反

倒變成不真實了﹐也對我們教育後代沒有益處。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如何對待毛澤東思想的問題。過去引導我

們勝利的是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思想是集體的創造﹐但毛主席是主

體﹔將來毛澤東思想還是引導我們勝利的指導思想﹐我們要堅持毛

澤東思想。毛澤東思想的內容也是很廣泛的﹐這當然不是說毛主席

錯誤的地方也包括在毛澤東思想之內。 
毛澤東同志有很多了不起的地方﹐比如他首先把馬列主義同中

國革命實際相結合﹐確立了中國奪取革命勝利的道路﹐這是很大的

創造。我們現在搞四個現代化﹐也要把先進國家﹑發達國家的先進

經驗吸收進來﹐但要結合中國的實際﹐中國有中國的特點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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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我們在實事求是評價毛主席功過的基礎上﹐還要堅持毛

澤東思想。 
 

1980 10 25 8 
 

這次黨內四千人參加的討論還在進行﹐我看了一些簡報﹐大家

暢所欲言﹐眾說紛紜﹐有些意見很好。決議討論稿的篇幅還是太長﹐

要壓縮。可以不說的去掉﹐該說的就可以更突出。很多組要求把粉

碎“四人幫”以後這段補寫上去。看來﹐這段勢必要寫。 
關於毛澤東同志功過的評價和毛澤東思想﹐寫不寫﹑怎麼寫﹐

的確是個非常重要的問題。我找警衛局的同志談了一下﹐他們說﹐

把我前些日子和意大利記者法拉奇的談話向戰士們宣讀了﹐還組織

了討論﹐幹部﹑戰士都覺得這樣講好﹐能接受。不提毛澤東思想﹐

對毛澤東同志的功過評價不恰當﹐老工人通不過﹐土改時候的貧下

中農通不過﹐同他們相聯繫的一大批幹部也通不過。毛澤東思想這

個旗幟丟不得。丟掉了這個旗幟﹐實際上就否定了我們黨的光輝歷

史。總的來說﹐我們黨的歷史還是光輝的歷史。雖然我們黨在歷史

上﹐包括建國以後的 30 年中﹐犯過一些大錯誤﹐甚至犯過搞“文化

大革命”這樣的大錯誤﹐但是我們黨終究把革命搞成功了。中國在

世界上的地位﹐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才大大提高的。只有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才使我們這個人口佔世界總人口近四分之

一的大國﹐在世界上站起來﹐而且站住了。還是毛澤東同志那句話﹕

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國內的人民也罷﹐國外的華僑也罷﹐對這

點都有親身感受。也只有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才真正實現

了全國（除臺灣外）的統一。舊中國軍閥混戰時期不必說了﹐就是

                                                        
8《鄧小平文選》第 2 卷第 298~30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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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統治時期﹐國家也沒有真正統一過﹐像對山西﹑兩廣﹑四川

等地﹐都不能算真正統一。沒有中國共產黨﹐不進行新民主主義革

命和社會主義革命﹐不建立社會主義制度﹐今天我們的國家還會是

舊中國的樣子。我們能夠取得現在這樣的成就﹐都是同中國共產黨

的領導﹑同毛澤東同志的領導分不開的。恰恰在這個問題上﹐我們

的許多青年缺乏瞭解。 
對毛澤東同志的評價﹐對毛澤東思想的闡述﹐不是僅僅涉及毛

澤東同志個人的問題﹐這同我們黨﹑我們國家的整個歷史是分不開

的。要看到這個全局。這是我們從決議起草工作開始的時候就反復

強調的。決議稿中闡述毛澤東思想的這一部分不能不要。這不只是

個理論問題﹐尤其是個政治問題﹐是國際國內的很大的政治問題。

如果不寫或寫不好這個部分﹐整個決議都不如不做。當然﹐究竟怎

麼個寫法好﹐還要認真研究大家的意見。 
不說毛澤東思想全面地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不說它是馬克

思主義的新階段﹐這些都對。但是應該承認﹐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

列寧主義在中國的運用和發展。我們黨在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解決

中國實際問題的過程中﹐的確有很多發展。這是客觀的存在﹐歷史

的事實。不管怎麼寫﹐還是要把毛澤東同志的功過﹐把毛澤東思想

的內容﹐把毛澤東思想對我們當前及今後工作的指導作用寫清楚。

三中全會以後﹐我們就是恢復毛澤東同志的那些正確的東西嘛﹐就

是準確地﹑完整地學習和運用毛澤東思想嘛。基本點還是那些。從

許多方面來說﹐現在我們還是把毛澤東同志已經提出﹑但是沒有做

的事情做起來﹐把他反對錯了的改正過來﹐把他沒有做好的事情做

好。今後相當長的時期﹐還是做這件事。當然﹐我們也有發展﹐而

且還要繼續發展。 
七大規定毛澤東思想為全黨的指導思想。我們黨用毛澤東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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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了整整一代人﹐使我們贏得了革命戰爭的勝利﹐建立了中華人

民共和國。“文化大革命”的確是一個大錯誤。但是我們黨還是粉

碎了林彪﹑“四人幫”兩個反革命集團﹐結束了“文化大革命”﹐

一直發展到今天。這些事情﹐還不是毛澤東思想教育的一代人幹的﹖

我們現在講撥亂反正﹐就是撥林彪﹑“四人幫”破壞之亂﹐批評毛

澤東同志晚年的錯誤﹐回到毛澤東思想的正確軌道上來。總之﹐不

把毛澤東思想﹐即經過實踐檢驗證明是正確的﹑應該作為我們今後

工作指南的東西﹐寫到決議裡去﹐我們過去和今後進行的革命﹑建

設的分量﹐它的歷史意義﹐都要削弱。不寫或不堅持毛澤東思想﹐

我們要犯歷史性的大錯誤。 
現在有些同志把許多問題都歸結到毛澤東同志的個人品質上。

實際上﹐不少問題用個人品質是解釋不了的。即使是品質很好的人﹐

在有些情況下﹐也不能避免錯誤。紅軍時代中央革命根據地打 AB
團﹐打 AB 團的人品質都不好﹖開始打 AB 團的時候﹐毛澤東同志

也參加了﹐只是他比別人覺悟早﹐很快發現問題﹐總結經驗教訓﹐

到延安時候就提出“一個不殺﹑大部不抓”。在那種異常緊張的戰

爭環境中﹐內部發現壞人﹐提高警惕是必要的。但是﹐腦子發熱﹐

分析不清﹐聽到一個口供就相信了﹐這樣就難於避免犯錯誤。從客

觀上說﹐環境的確緊張。從主觀上說﹐當然也有個沒有經驗的問題。 
毛澤東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也不是想把所有老幹部都整

倒。如對賀龍同志﹐林彪從一開頭就是要整的﹐毛澤東同志確實想

過要保。雖然誰不聽他的話﹐他就想整一下﹐但是整到什麼程度﹐

他還是有考慮的。至於後來愈整愈厲害﹐不能說他沒有責任﹐不過

也不能由他一個人負責。有些是林彪﹑“四人幫”已經造成既成事

實﹐有些是背著他幹的。不管怎樣﹐一大批幹部被打倒﹐不能不說

是毛澤東同志晚年的一個最大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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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同志到了晚年﹐確實是思想不那麼一貫了﹐有些話是互

相矛盾的。比如評價“文化大革命”﹐說三分錯誤﹑七分成績﹐三

分錯誤就是打倒一切﹑全面內戰。這八個字和七分成績怎麼能聯繫

起來呢﹖ 
對於錯誤﹐包括毛澤東同志的錯誤﹐一定要毫不含糊地進行批

評﹐但是一定要實事求是﹐分析各種不同的情況﹐不能把所有的問

題都歸結到個人品質上。毛澤東同志不是孤立的個人﹐他直到去世﹐

一直是我們黨的領袖。對於毛澤東同志的錯誤﹐不能寫過頭。寫過

頭﹐給毛澤東同志抹黑﹐也就是給我們黨﹑我們國家抹黑。這是違

背歷史事實的。 
 

1980 11 26  
9 

 

林彪﹑“四人幫”反革命集團犯下了很多罪行﹐必須進行公審。

有些外國人問﹐為什麼不讓外國人直接旁聽﹐我們很坦率地告訴他

們﹐因為牽涉到黨和國家的許多機密。“四人幫”﹐特別是江青﹐

總是企圖把一切責任推到毛主席身上。 
我們正在搞一個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要對建國以來 31

年的歷史作個總結。這是黨內外的普遍要求。過去的問題已經結束

了﹐需要作個總結﹐不走這一步不行。許多人﹐特別是青年人﹐看

“文化大革命”那一段多一些﹐而沒有看到整個歷史﹔看到了十年﹐

而沒有看到整個 59 年的黨史﹐沒有看到毛澤東同志的整個貢獻。所

以既然遇到了這個問題﹐就應該去解決它﹐特別是涉及到對毛澤東

                                                        
9〈過分損害毛澤東是不對和不利的（1980 年 11 月 26 日）〉﹐《黨的文獻》2011
年第 3 期第 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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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的一生如何評價的問題﹐我們必須現在解決﹐不能由後代來解

決﹐因為他們不瞭解整個歷史。我們還是要確立毛澤東思想的科學

體系﹐把毛澤東思想體系同他後期犯的錯誤分別開來。他的功績佔

第一位﹐而犯的錯誤只佔第二位。我們之所以要把公審林彪﹑江青

兩個反革命集團放在公佈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文件之前﹐就是為

了說明他們是犯罪﹐而毛澤東同志是犯有錯誤。過分損害毛主席是

不對的﹐也是不利的。 
 

1981 1 26  
10 

 

我們昨天對“四人幫”進行了宣判。我們的宣判是很寬大的。

只有兩個人被判死刑﹑緩期兩年執行。11 按全國絕大多數人民的願

望﹐是要殺的。這裡需要考慮到一個歷史背景問題﹐就是“文化大

革命”﹐他們是在“文化大革命”這個歷史背景下犯的罪。是犯罪﹐

不是犯錯誤。跟著他們犯罪的還有不少人。我們需要給更多的人以

改過的機會。當然這是法庭決定的事。法庭根據他們的罪行﹑犯罪

的歷史背景和其他方面的因素作出宣判﹐所以判得比較輕。林彪﹑

“四人幫”橫行十年之久﹐主要是“四人幫”橫行得久﹐給我們帶

來的災難是很大的﹐不少的人中了毒。比如﹐我們的社會風氣過去

是很好的﹐“文化大革命”搞“打﹑砸﹑搶”﹐動不動就動武﹐根

本不管什麼社會秩序﹐不管國家的法律和紀律﹐無政府主義和極端

個人主義氾濫﹐風氣很不好。我們需要給這些人以改過的機會﹐給

                                                        
10〈總結歷史是為了向前看（1981 年 1 月 26 日）〉﹐《黨的文獻》2011 年第 3 期

第 7~8 頁。 
11 指江青﹑張春橋 — 原編者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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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以教育。對“四人幫”的審判也是一種教育的手段。 
通過這次對“四人幫”的審判﹐“文化大革命”這一章應該說

是結束了。這裡指的是法律方面。還有一件事要做﹐就是政治結論。

世界上有人議論﹐說我們搞“非毛化”。我們沒有搞“非毛化”﹐

我們堅持毛澤東思想。毛主席在晚年確實有很大的錯誤﹐也要講清

楚。講清楚的好處是可以教育我們的人民和後代﹐也教育我們自己。

但毛主席的歷史功績不能抹煞。毛澤東思想是歷史形成的﹐是在

1940 年代我們黨的全國代表大會上肯定的﹐是以毛主席為代表的老

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集體智慧的結晶。毛澤東思想指導中國革命取

得了勝利﹐這個財富我們不能丟。既然我們堅持毛澤東思想﹐怎麼

能說是“非毛化”﹖ 
我們要寫個文件﹐主要是總結建國以來的歷史經驗﹐肯定要堅

持毛澤東思想﹐肯定毛主席的功績是第一位﹑錯誤是第二位的。但

也要把毛主席晚年的錯誤講清楚。總之﹐真正體現對這一問題的實

事求是的分析﹐這也是毛主席提倡的。通過這次審判“四人幫”和

這個文件的公佈﹐把過去的問題了結了﹐不再糾纏。我們十億人民

一心一意向前看﹐向實現四個現代化的目標努力。 
 

1981 3 18 12 
 

決議稿的輪廓可以定下來了。 
建國頭七年的成績是大家一致公認的。我們的社會主義改造是

搞得成功的﹐很了不起。這是毛澤東同志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一個

重大貢獻。今天我們也還需要從理論上加以闡述。當然缺點也有。

從工作來看﹐有時候在有的問題上是急了一些。 
                                                        
12《鄧小平文選》第 2 卷第 302~30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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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年﹐應當肯定﹐總的是好的﹐基本上是

在健康的道路上發展的。這中間有過曲折﹐犯過錯誤﹐但成績是主

要的。那個時候﹐黨和群眾心連心﹐黨在群眾中的威信比較高﹐社

會風尚好﹐廣大幹部群眾精神振作。所以﹐儘管遇到困難﹐還是能

夠比較順利地渡過。經濟上發生過問題﹐但總的說還是有發展。充

分肯定成績﹐同時也要講到反右派鬥爭﹑“大躍進”﹑廬山會議的

錯誤。總的說來﹐我們還是經驗不夠﹐自然也有勝利之後不謹慎。

當然﹐毛澤東同志要負主要責任。這一點﹐他曾經作了自我批評﹐

承擔了責任。這些事情寫清楚了﹐再寫“左”的思想的發展﹐以至

於導致“文化大革命”的爆發。 
關於“文化大革命”這一部分﹐要寫得概括。胡喬木同志的意

見﹐我是贊成的。“文化大革命”同以前 17 年中的錯誤相比﹐是嚴

重的﹑全局性的錯誤。它的後果極其嚴重﹐直到現在還在發生影響。

說“文化大革命”耽誤了一代人﹐其實還不止一代。它使無政府主

義﹑極端個人主義氾濫﹐嚴重地敗壞了社會風氣。但是﹐這十年中

間﹐也還有健康的方面。所謂“二月逆流”﹐不是逆流﹐是正流嘛﹐

是同林彪﹑“四人幫”的反復鬥爭嘛。 
胡耀邦同志主張決議稿寫出後多聽聽老幹部﹑政治家﹐包括黃

克誠﹑李維漢等同志的意見﹐這很對﹐我贊成。 
 

1981 3 24 13 
 

我們在批判“兩個凡是”的同時﹐提出要堅持毛澤東思想﹐對

毛主席的功過要作出正確的評價。中國革命的歷程已經證明﹐如果

                                                        
13〈要正確評價毛澤東的各個方面（1981 年 3 月 24 日）〉﹐《黨的文獻》2011 年

第 3 期第 8~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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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毛澤東同志的領導﹐中國人民至少還要在黑暗中摸索很多年才

能取得勝利。這一點是可以肯定的。所以我們說要正確評價毛主席。

毛主席的一生﹐成績是第一位的﹐錯誤是第二位的。他在後期確實

有不少錯誤﹐特別在“文化大革命”的問題上。我們要吸取經驗教

訓﹐制定新的方針﹐確定一系列符合實際的政策﹐不總結經驗教訓

不行。“文化大革命”前﹐毛主席也有些失誤﹐比如說“大躍進”。

但這些失誤的責任不能只放在他一個人頭上。我們這些人也要負責

任﹐因為當時我們也參加了中央領導。就我來說﹐我也要負責﹐否

則不公道。“文化大革命”前﹐毛主席的主導方面是正確的。毛主

席確實豐富了馬克思主義﹐給馬克思主義增添了許多新的內容。即

使在“文化大革命”中﹐儘管毛主席確實錯誤不小﹐但他的好多見

解也是正確的。比如﹐在對外政策方面﹐他提出了三個世界的劃分﹐

反對霸權主義﹐確定中國永不稱霸﹐確定中國永遠屬於第三世界。

這些思想都是很好的﹐將繼續成為我們的指導思想。概括地說﹐要

正確評價毛主席﹐肯定毛主席的功績是非常偉大的﹐功是第一位的﹐

過是第二位的。我們也要正確總結毛主席錯誤的方面。因為總結過

去的經驗教訓﹐對指導我們今後的工作是很有必要的。要正確評價

毛主席的各個方面。歸根到底﹐還是要堅持毛澤東思想。當然﹐毛

澤東思想不包括毛主席的錯誤部分。現在﹐不僅國際上﹐我們國內

也有人說我們在搞“非毛化”。從上述來看﹐這怎麼能說是搞“非

毛化”呢﹖如果真搞“非毛化”﹐那就要犯歷史性的錯誤。 
 

1981 3 26 14 
 

前天我去看陳雲同志。陳雲同志對修改決議稿又提了兩條意
                                                        
14《鄧小平文選》第 2 卷第 303~30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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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一是專門加一篇話﹐講講解放前黨的歷史﹐寫黨的 60 年。60
年一寫﹐毛澤東同志的功績﹑貢獻就會概括得更全面﹐確立毛澤東

同志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也就有了全面的根據。

這個意見很好﹐請轉告起草小組。二是建議中央提倡學習﹐主要是

學習馬克思主義哲學﹐重點是學習毛澤東同志的哲學著作。陳雲同

志說﹐他學習毛澤東同志的哲學著作﹐受益很大。毛澤東同志親自

給他講過三次要學哲學。他在延安的時候﹐把毛澤東同志的著作認

真讀了一遍﹐這對他後來的工作關係極大。現在我們的幹部中很多

人不懂哲學﹐很需要從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上提高一步。《實踐論》﹑

《矛盾論》﹑《論持久戰》﹑《戰爭和戰略問題》﹑《論聯合政府》

等著作﹐選編一下。還要選一些馬恩列斯的著作。總之﹐很需要學

習馬克思主義哲學就是了。也要學點歷史。青年人不知道我們的歷

史﹐特別是中國革命﹑中國共產黨的歷史。這些意見﹐請你報告胡

耀邦同志。歷史決議中關於毛澤東同志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貢獻﹐

要寫得更豐富﹐更充實。結束語中也要加上提倡學習的意思。 
 

1981 4 7 15 
 

決議稿已經經過幾輪的討論。討論中間有許多好意見﹐要接受。

也有些意見不能接受﹐比如﹐說八屆 12 中全會﹑九大是非法的。如

果否定八屆 12 中全會﹑九大的合法性﹐那我們說“文化大革命”期

間黨還存在﹐國務院和人民解放軍還能進行許多必要的工作﹐就站

不住了。八屆 12 中全會時周恩來同志有個說明﹐說十位中央委員去

世﹐從候補中央委員中補上十位﹐這樣﹐中央委員出席的就是 50
位﹐過半數了。這就是講的合法性。不管八屆 12 中全會也好﹐九大

                                                        
15《鄧小平文選》第 2 卷第 304~30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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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好﹐按照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時對 1931 年上海臨時中央和以後由臨

時中央召開的六屆五中全會是否合法這個問題的決策（那個決策是

英明的）﹐說它們是非法的不好。有的同志說﹐“文化大革命”中

黨不存在了。不能這樣說。黨的組織生活停止過一段時間﹐但是黨

實際上存在著。否則﹐怎麼能不費一槍一彈﹐不流一滴血﹐就粉碎

了“四人幫”呢﹖“文化大革命”中間﹐我們還是有個黨存在。如

果現在否定了八屆十二中全會和九大的合法性﹐就等於說我們有一

段時間黨都沒有了。這不符合實際。 
“文化大革命”期間﹐外事工作取得很大成績。儘管國內動亂﹐

但是中國作為大國的地位﹐是受到國際上的承認的。中國的國際地

位有提高。1971 年 7 月基辛格訪華。同年 10 月﹐聯合國三分之二

以上的國家投票贊成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使

美國很難堪。1972 年 2 月尼克松訪華﹐上海公報簽字。9 月恢復中

日外交關係。1974 年 4 月﹐我去出席聯大第六屆特別會議﹐代表我

國政府發表講話﹐受到熱烈歡迎﹐講完以後﹐許多國家的代表前來

熱情握手。這都是事實。 
 

1981 4 18 16 
 

對毛主席的評價﹐對毛澤東思想的評價﹐這個問題在中共黨內﹑

在中國人民中是個很大的問題。大體上說﹐“文化大革命”中的造

反派﹐現在的所謂持不同意見的人﹐還包括年輕人和一部分學生﹐

他們不知道我們黨的歷史。我們是怎樣奮鬥的﹐怎樣成功的﹐他們

不清楚。他們只看到“文化大革命”﹑“四人幫”﹐因此對毛主席

                                                        
16〈制定歷史決議的三個目標（1981 年 4 月 18 日）〉﹐《黨的文獻》2011 年第 3
期第 9~1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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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否定態度。老幹部﹐抗戰時期的幹部﹐對毛主席﹑對毛澤東思想

肯定的方面多﹐但也有一部分﹐在災難中熬過來的﹐意見不少。我

提出完整地準確地掌握和運用毛澤東思想﹐全黨接受了。我們堅持

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不是堅持隻言片語。 
對毛主席和毛澤東思想的評價﹐意見很多。我同外國人談話時

講了一句話﹐毛主席的錯誤同他的功績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很多

人不接受﹐包括一些老幹部也不接受。經過多次反復。評價毛主席﹐

現在講功績是第一位的﹐錯誤是第二位的﹐普遍地能接受。至於毛

澤東思想﹐是另一個概念。它是在建黨以後﹐尤其在遵義會議以後

逐漸形成的﹐我們黨的七大肯定了毛澤東思想。那時說﹐毛澤東思

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和中國革命實踐之統一的思想﹐就是這個

概念。年輕人不懂得這個歷史。毛澤東思想是中國革命經驗的總結﹐

對世界也有貢獻。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毛澤東思想引導中國革命取得勝利﹐

是中國人民的寶貴財富。建國後﹐毛澤東思想還有發展。建國前﹐

從 1921 年算起﹐有 28 年的歷史。毛主席是主導的﹐還有其他領導

人參與。我們不說毛澤東思想對世界的貢獻﹐但外國黨的同志說對

世界有很大貢獻。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革命勝利了﹐當然是對世

界的貢獻。 
從建國到 1957 年﹐毛澤東思想繼續發展﹐沒有多大缺陷。從

1957 年開始出現了一些問題。1957 年反右擴大化﹐對知識分子的打

擊面太寬了﹐幾十萬人。反右鬥爭是對的﹐必要的﹐正確的﹐但擴

大化了。接著是“大躍進”﹐給我們的經濟帶來相當大的困難。不

能說“大躍進”是正確的。院子裡煉鋼﹐提出產量翻一番﹐對生產

力是很大的破壞。當然﹐蘇聯破壞合同﹐也有自然災害﹐但今天冷

靜地分析﹐對我們影響更大的是“大躍進”的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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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 年初﹐開了兩次鄭州會議﹐毛主席糾正“左”﹐他講對立

統一﹐講價值法則﹐糾正錯誤。1959 年廬山會議時﹐我的腿斷了﹐

沒有參加。彭德懷同志寫了一封信﹐實際上是糾正“左”﹐結果批他﹐

來了個反右﹐加深了困難。這以後來了三年調整﹐那時很不容易啊﹐

下放工人兩千多萬﹐物質很貧乏﹐回籠貨幣都很困難。但有一個重要

的條件﹐就是在三次革命戰爭中形成的作風﹐聯繫人民群眾很好﹐人

民對黨無限信賴。向群眾講清困難﹐兩千萬人下去﹐心情比較舒暢地

接受﹐蘇聯的賬提前一年還清﹐但“大躍進”是錯誤的。 
調整開始後﹐1961 年開始好轉﹐1962 年調整當中見效。我們開

了七千人幹部大會﹐肯定成績﹐總結經驗﹐毛主席作了自我批評。

從 1962 年到“文化大革命”前﹐形勢很好﹐生產也是發展的﹐經濟

建設按正確軌道走。但由於毛主席對階級鬥爭分析有錯誤﹐反修防

修的矛頭要對準黨內資產階級當權派﹐說黨內有資產階級﹐結果爆

發了“文化大革命”。 
1949~1957 年可以說完全正確。從 1957~1966 年“文革”前﹐

十年中有個“大躍進”﹐還有“四清”﹐有“左”的東西。 
建國後的頭 17 年基本上是按正確軌道前進的﹐但中間有曲折﹑

有問題﹐這不能讓毛主席一個人承擔﹐我們都有責任。不管怎樣﹐

應該說基本上是好的。生產力發展﹐工業﹑農業﹑科技都有發展﹐

原子彈也搞起來了﹐文教有很大發展﹐總的來說是好的。如果否定

這十年﹐加上“文革”十年﹐說 20 年都是錯的﹐不能這樣講。總的

說﹐17 年是循著正確軌道走的﹐中間有曲折。 
“文化大革命”不管從哪個角度講﹐都是不正確的。但毛澤東

思想在某些方面有些發展﹐比如三個世界的劃分﹑反霸統一戰線等。

反對林彪﹑“四人幫”﹐也是毛主席首先提的。毛澤東思想在某些

領域還有發展。用這種輪廓來確定毛主席的功績是第一位的﹐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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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第二位的。我們要堅持毛澤東思想﹐像堅持馬列主義一樣堅持毛

澤東思想。 
粉碎“四人幫”後的四年中﹐前兩年是徘徊的﹐1978 年 12 月

三中全會是轉折﹐確立了思想﹑政治﹑組織路線。這裡華國鋒同志

有責任﹐當然不能都推到他頭上﹐這樣也不公道。 
大體上說﹐對歷史問題絕大部分同志的意見統一起來了﹐當然還

有不同意見。我們很早就開始制定若干歷史問題決議﹐目標有三個﹕

一﹑樹立毛澤東思想旗幟﹐堅持毛澤東思想﹐否則不寫決議﹔二﹑要

恰如其分地講錯誤﹐有些部分要講黨的錯誤﹐當然毛主席作為黨的主

席﹐要負主要責任﹔三﹑形成決議之後﹐過去的歷史問題不談了﹐一

切向前看。最近幾年﹐一談就是歷史問題﹐對毛主席的評價問題﹐這

不利。糾纏起來﹐不但是“文化大革命”﹐甚至以前的事也糾纏﹐糾

纏個人。“文化大革命”差不多老幹部都打倒了﹐好多人有怨氣。 
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已寫了七個稿子﹐現在又推翻重寫。

寫成了﹐絕大多數黨員和人民會接受。中央全會作出決議後﹐在十

二大上根本不提歷史問題了﹐天天糾纏幹什麼﹖要把精力引導到四

個現代化﹐要向前看。這個問題分歧很大﹐很難統一﹐作出決議之

後也難於統一﹐但那時有統一的紀律。這個問題不能再推遲了。三

中全會解決了反右鬥爭﹑劉少奇同志冤案﹑“61 人叛徒案”等問題﹐

很多人都平反了﹐大部分問題已經解決。現在﹐政治性歷史問題要

一塊解決﹐認識要大體統一起來。 
 

1981 5 19 17 
 

這個文件差不多起草了一年多了﹐經過不曉得多少稿。1980 年
                                                        
17《鄧小平文選》第 2 卷第 305~30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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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四千人討論﹐提了很多好的重要的意見﹔在四千人討論和最近

40 多位同志討論的基礎上﹐又進行修改﹐反復多次。起草的有 20
幾位同志﹐下了苦功夫﹐現在拿出這麼一個稿子來。 

這個決議﹐過去也有同志提出﹐是不是不急於搞﹖不行﹐都在

等。從國內來說﹐黨內黨外都在等﹐你不拿出一個東西來﹐重大的

問題就沒有一個統一的看法。國際上也在等。人們看中國﹐懷疑我

們安定團結的局面﹐其中也包括這個文件拿得出來拿不出來﹐早拿

出來晚拿出來。所以﹐不能再晚了﹐晚了不利。當然﹐需要一個好

的稿子。現在這個稿子﹐在我看來﹐起碼是有一個好的基礎。這個

稿子是根據一開始就提出的三項基本要求寫的。現在的稿子﹐是合

乎三項基本要求的。 
為了要早一點拿出去﹐再搞四千人討論不行了﹐也不需要﹐因

為四千人的意見已經充分發表出來了﹐而且現在的修改稿子也充分

吸收了他們的意見。現在的方法﹐就是開政治局擴大會議﹐70 幾個

人﹐花點時間﹐花點精力﹐把稿子推敲得更細緻一些﹐改得更好一

些﹐把它定下來﹔定了以後﹐提到六中全會。設想就在黨的 60 週年

發表。紀念黨的 60 週年﹐不需要另外做什麼更多的文章了。也還需

要有些紀念性質的東西﹐但主要是公佈這個文件。 
要說有缺點﹐就是長了一點。我們總是想把它縮短到兩萬字以

內﹐最後要求 2.5 萬字﹐現在是 2.8 萬字。現在看來﹐多三五千字沒

有關係﹐勉強縮短也不必要。當然﹐如果大家討論當中能夠在一些

地方壓縮點篇幅﹐那更好了。 
這個文件是在四千人討論和最近 40 多位同志討論的基礎上修

改的﹐好多好的意見這裡面吸收了。比如陳雲同志提出﹐前面要加

建國以前的 28 年。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意見﹐現在前言有了。還有其

他許多重要的意見﹐大家一看就曉得哪些是根據大家提的意見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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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當然﹐也有些意見沒有接受。 
總之﹐中心是兩個問題﹐一個是毛澤東同志的功績是第一位﹐

還是錯誤是第一位﹖第二﹐我們 32 年﹐特別是“文化大革命”前十

年﹐成績是主要的﹐還是錯誤是主要的﹖是漆黑一團﹐還是光明是

主要的﹖還有第三個問題﹐就是這些錯誤是毛澤東同志一個人的﹐

還是別人也有點份﹖這個決議稿中多處提到我們黨中央要承擔責

任﹐別的同志要承擔點責任﹐恐怕這比較合乎實際。第四﹐毛澤東

同志犯了錯誤﹐這是一個偉大的革命家犯錯誤﹐是一個偉大的馬克

思主義者犯錯誤。 
 

1981 6 22 11 18 
 

總的來說﹐這個決議是個好決議﹐現在這個稿子是個好稿子。

我們原來設想﹐這個決議要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旗幟﹐實事求是地﹑

恰如其分地評價“文化大革命”﹐評價毛澤東同志的功過是非﹐使

這個決議起到像 1945 年那次歷史決議所起的作用﹐就是總結經驗﹐

統一思想﹐團結一致向前看。我想﹐現在這個稿子能夠實現這樣的

要求。 
這個決議寫了一年多了。中間經過四千人的討論﹐以後是幾十

人的討論﹐政治局擴大會議的討論﹐這次六中全會預備會的討論是

第四輪了。我看是相當認真﹑嚴肅﹐也相當仔細了。 
核心問題是對毛澤東同志的評價﹐稿子的分寸是掌握得好的。

比如提不提毛澤東同志的錯誤是路線錯誤﹐就有個分寸問題。我們

不提路線錯誤﹐是考慮到路線鬥爭﹑路線錯誤這個提法過去我們用

得並不準確﹐用得很多很亂。過去我們講黨的歷史上多少次路線鬥
                                                        
18《鄧小平文選》第 2 卷第 307~31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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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現在看﹐明顯地不能成立﹐應該根本推翻的﹐就有劉少奇﹑彭﹑

羅﹑陸﹑楊這一次和彭﹑黃﹑張﹑周這一次﹐一共兩次。高饒事件

的基本結論是維持了﹐但也不好說是什麼路線鬥爭。說羅章龍是路

線錯誤﹐老實說也沒有說中。羅章龍是搞派別鬥爭﹐是分裂黨﹐另

立中央。高饒事件也是類似那麼一個性質﹐當然還不是另立中央。

瞿秋白的錯誤不到半年﹐李立三只三個月。過去評價歷史上的路線

鬥爭並不準確﹐這是我們不主張提路線鬥爭的一個理由。還有一個

理由﹐過去黨內長期是這樣﹐一說到不同意見﹐就提到路線高度﹐

批判路線錯誤。所以﹐我們要很鄭重地來對待這個問題﹐這是改變

我們的黨風的問題。對十一大﹐不要說什麼路線錯誤。對“文化大

革命”﹐我們也不說是路線錯誤﹐按它的實質分析就是了﹐是什麼

就是什麼。實際上﹐現在這次決議對“文化大革命”錯誤性質的分

析﹐超過了過去所謂路線錯誤的概念。當然﹐不提路線鬥爭並不是

說路線兩個字就一概不能用了。比如三中全會確立了正確的思想路

線﹑政治路線﹑組織路線﹐這樣的提法以後還可以用。不但路線﹐

總路線也可以用﹐現在我們就講實現四個現代化是新時期的總路

線。這次決議也用了路線這兩個字﹐不是沒有用。有些場合拿路線

兩個字來表達比較順當﹐比較自然﹐而且一講就明白。但是﹐黨內

鬥爭是什麼性質就說是什麼性質﹐犯了什麼錯誤就說是什麼錯誤﹐

講它的內容﹐原則上不再用路線鬥爭的提法。這次決議開個先例﹐

以後也這麼辦。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為什麼我們這次要強調恰如其分﹖就是在前一段時間

裡﹐對毛澤東同志有些問題的議論講得太重了﹐應該改過來。這樣

比較合乎實際﹐對我們整個國家﹑整個黨的形象也比較有利。過去

有些問題的責任要由集體承擔一些﹐當然﹐毛澤東同志要負主要責

任。我們說﹐制度是決定因素﹐那個時候的制度就是那樣。那時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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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把什麼都歸功於一個人。有些問題我們確實也沒有反對過﹐因此

也應當承擔一些責任。當然﹐在那個條件下﹐真實情況是難於反對。

但是﹐不能迴避“我們”﹐我們承擔一下責任沒有壞處﹐還有好處﹐

就是取得教訓。這是從中央領導角度上說的﹐地方上沒有責任。我

和陳雲同志那時是政治局常委﹐起碼我們兩個負有責任。其他的中

央領導同志也要承擔一些責任。合不合乎實際﹖也合乎實際。這樣

站得住腳﹐益處大。對毛澤東同志的評價﹐原來講要實事求是﹐以

後加一個要恰如其分﹐就是這個意思。 
第三點﹐討論當中提到粉碎“四人幫”以後頭兩年的問題﹐曾

經有同志提出﹐是不是提華國鋒同志的名字﹖後來我們大家斟酌﹐

認為不提名字還是不行。這次決議應該同 1980 年 11 月政治局會議

的通報相銜接。現在這個決議稿子裡面的許多措辭比通報要溫和得

多﹐更柔和一些﹐分量也減輕一些﹐我看這樣比較好。為什麼﹖因

為這是叫若干歷史問題決議﹐那個是政治局會議的決議。若干歷史

問題決議﹐這是要放到歷史裡面去的一個文件。當然﹐政治局的文

件也要放到歷史裡面去的﹐但是這個歷史決議是更莊重的一個文件﹐

我想﹐分量更恰當一些﹐沒有壞處。但是﹐華國鋒同志的名字在這

裡需要點﹐因為合乎實際。如果不點名﹐就沒有理由變動華國鋒同

志的工作。首先是這個問題。政治局決議正確不正確﹐華國鋒同志

的工作應該不應該變動﹖要回答這個問題。同時﹐按現在的政治動

態來說﹐也有必要。大家都知道﹐現在“四人幫”的殘餘和一些別

有用心的人﹐打誰的旗幟﹖過去是打“四人幫”的旗幟﹐現在打誰

的旗幟﹖就是打華國鋒的旗幟﹐就是擁護華國鋒。所以﹐這種動態

很值得注意。當然﹐我們應該說﹐我跟好多同志也說過﹐這些事華

國鋒同志本人沒有責任﹐他自己並沒有搞什麼活動。但是﹐這種社

會動態值得注意。所以﹐我們這個決議裡面寫上華國鋒同志的名字﹐



 32

指出他的錯誤﹐對於全黨﹑對於人民有益﹐有好處﹐對華國鋒同志

本人也有極大的好處。 
另外有些問題﹐比如“文化大革命”原因中提不提小資產階級

思想影響﹐決議中不涉及沒有壞處。如果有必要反對小資產階級思

想影響﹐將來搞其他文件再說﹐來得及。這裡不涉及這個問題。這

裡要批判的是另一個問題﹐就是對列寧關於小生產每日每時地大批

地產生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這一段話的誤解或教條化﹐搬錯了。我

們這次講“文化大革命”的原因﹐不涉及小資產階級﹐也不必照樣

搬用過去的提法﹐說每一個錯誤的根源就一定是三個﹐一定都有社

會根源﹑思想根源﹑歷史根源。我們這次有個新的講法﹐也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