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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高中中國歷史課程知識增益 
 

二十世紀中國歷史講座系列 (1)： 
改革－革命－再革命－繼續革命－告別革命 (改革開放) 的歷程 

 

課程 B：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的不斷革命與告別革命 

 
連浩鋈博士 

(香港大學歷史系名譽副教授) 

 
(2007 年 6 月 18 日) 

 
 

第二講   由「兩條路線的鬥爭」到「文化大革命」(1961－1976 年) 

 
 

(一) 「兩條路線的鬥爭」的緣起：所謂 
「劉少奇路線」的制定 (1961－1962 年) 

 
「調整、鞏固、充實、提高」方針指導下的具體措施 
 

 壓縮對基本建設的投資 
 

1960 年：投資 389 億元 → 財政虧損 80 億元 
1962 年：投資 71 億元 → 財政盈餘 10 億元 

 
 關閉虧本工廠企業，精減職工，下放城市人口 

 
1961 年：25,000 間工廠關閉 → 10,000,000 工人下放農村 
1962 年：18,000 間工廠關閉 → 20,000,000 工人下放農村 
 

 集中發展重點工業：強調物質刺激、專家領導，糾正重量不重質的失誤 
 

 解決農民生計問題 
 

 農業「非集體化」(de-collectivization)：「三自一包」政策的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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縮小人民公社的範圍 
   

1958 年 12 月：24,000 個人民公社；每社 5,000 戶 
  1964 年：74,000 個人民公社；每社 1,620 戶 
  

確定人民公社三級制，但決定以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 
 
 實行「包產到戶」(農業生產責任制) 
 
 允許「自留餘地」 
 
 允許「自由巿場」 

 
允許公社企業「自負盈虧」 

 
 提高教育水平，發展重點學校 

 
 糾正「大躍進」重「紅」不重「專」的錯誤政策，發揮知識分子的積極性 

 
 黨內知識分子批毛熱潮 
  主要陣地：北京市委 (彭真)；宣傳部 (周揚) 

鄧拓、吳晗、廖沫沙：吳南星 (筆名)：〈三家村札記〉，《前線》 
文學作品：「中間人物」的出現 

 
「調整」措施制定過程中的政治鬥爭 
 

 1961 年 1 月：中共八屆九中全會 
 

黨中央確認「八字方針」 
毛澤東：「搞一個實事求是年」 

 
 1961 年 5－9 月：黨中央通過及貫徹新措施 

 
〈人民公社 60 條〉；〈商業 40 條〉；〈手工業 35 條〉；〈林業 18 條〉；〈科研

14 條〉；〈文藝 8 條〉；〈工業 70 條〉；〈高教 30 條〉 
 

 1962 年 1－2 月：中共中央擴大工作會議 (七千人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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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少奇《書面報告》：責任首先在中央，其次是省一級領導機關 
 
毛澤東：「凡是中央犯的錯誤，直接的歸我負責，間接的我也有份，因為我

是中央主席。」 
 
林彪：「毛澤東的思想總是正確的」，經濟困難的發生「是由於沒有照毛主席

的指示去做。」 
 
周恩來、鄧小平、陳雲、彭真 

 
 1962 年 2 月底：劉少奇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 (西樓會議) 

 
按劉少奇的觀點落實政策 
劉、鄧批准農業生產責任制 

 
 1962 年 8 月：北戴河工作會議 

 
 毛澤東批評生產責任制  
 毛提出三個問題： 

(一) 社會主義國家究竟存在不存在階級？ 
(二) 國內形勢是不是一片黑暗，還是有點光明？ 
(三) 社會主義是不是就沒有矛盾了，有些什麼矛盾？ 

毛又提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右傾機會主義就是修正

主義」 
 

 1962 年 9 月：中共八屆十中全會 
 

毛澤東：「不要忘記階級鬥爭」；「階級鬥爭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 
毛指出社會上還存在：資產階級的影響、舊社會習慣勢力、小生產的自發資

本主義傾向 
毛批評三「風」： 

(一)  「黑暗風」：「不講一片光明，只講一片黑暗」，是 「右傾」 
(二)  「單幹風」：是「走資本主義道路」 
(三)  「翻案風」：是「意識形態方面的階級鬥爭」 

 
 

(二)  毛澤東的戰略部署與黨的進一步分裂 (1963－196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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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戰略部署之一：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四清運動」) 
 

 1962 年冬－1963 年春：部份地區進行了「清帳目、清倉庫、清財物、清工

分」(「小四清」)的整風整社工作 
   

 1963 年 5 月：毛澤東頒發〈前十條〉 
 

 1963 年 9 月：鄧小平、彭真頒發〈後十條 (草案)〉 
 

 1964 年 5－6 月：毛澤東認為中國已經出了「修正主義」，並且認為全國基

層「有三份之一的權力不在我們手裡。」 

 1964 年 9 月：劉少奇頒發〈後十條 (修正草案) 〉 

 
 1964 年 12 月：毛澤東首次提出「官僚主義者階級」和「走資本主義道路的

領導人」的概念 
 

 1965 年 1 月：毛澤東頒發〈二十三條〉，規定：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今後一 
律簡稱「四清」，即「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清思想」 

 
毛澤東戰略部署之二：開展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整風運動 
 

 毛澤東組織理論班子，準備向黨內異見分子進擊：江青、陳伯達、康生、張

春橋、姚文元、關鋒、戚本禹 
 

 1963 年 5 月：江青公開點名批判昆劇《李慧娘》和《有鬼無害論》 
 

 1963 年 9－12 月：毛澤東批評文化部提倡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藝術 
 

「文化部不管文化，封建的、帝王將相的、才子佳人的東西很多，文化部不

管。」「如不改變，就改名帝王將相部、才子佳人部、或者外國死人部。」 
 

 1964 年下半年：文化部對文藝界進行整風，迅速波及到學術、理論界 
 

馮友蘭：儒學的「仁」有普遍 (超越階級) 的價值 
劉節、翦伯贊：階級調和 (而非毛澤東所強調的階級鬥爭) 是中國歷史發展

的動力；農民在歷史上是一股保守勢力 
孫冶方：利潤和效率是投資的首要考慮；物質利益最能促進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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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獻珍：「合二而一」(而非毛澤東所主張的「一分為二」) 才是永久的、絕

對的 
 

 1965 年 3 月： 劉少奇、鄧小平認為整風運動「過火了」，要「剎車」。 毛

澤東則認為有人搞「小集團」和「獨立王國」。 
 

 1965 年 11 月：姚文元：〈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揭開了「文化大革命」 
的序幕 

 
毛澤東戰略部署之三：抓緊軍權 
 

 1963 年：開展「學習解放軍運動」 
 

 1964 年： 黨政機關學習解放軍成立政治部 
 

 1965 年：羅瑞卿 (解放軍總參謀) 失勢；林彪 (國防部長) 恢復解放軍前身

(即紅軍) 的傳統，將部隊全盤政治化 
 

 1966 年 2 月：林彪委托江青在上海召開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毛、江、林」

集團形成 
 
 

(三)  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之前對若干問題的看法 
 

 毛澤東對「大躍進」失敗的看法 
 

 毛澤東對親密戰友的看法 
 

 毛澤東對接班人的看法 
 

 毛澤東對 1963－1965 年間經濟復甦的看法 
 

工農業年均增長率：15% 
 工業年均增長率：18% 
  重工業年均增長率：15% 
  輕工業年均增長率：21% 
 農業年均增長率：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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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批判「調整」策略為「修正主義」 
 毛突出大寨為農業模範、大慶為工業模範 (「兩參、一改、三結合」) 
 

 毛澤東對階級的看法 
 
 公有制建立以前的資本家、地主、富農 
 知識分子 (仍受資產階級思想影響) 

小生產者 (小生產者的自發資本主義傾向) 
 「官僚主義者階級」 

「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領導人(當權派)」 
 
 

(四)  「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中的政治鬥爭 (1966－1976 年) 
 
政治鬥爭的第一個回合：「毛、江、林」集團與所謂「走資派」的鬥爭 (1965 年

11 月－1969 年 4 月) 
` 

 1965 年 11 月：上海《文匯報》發表姚文元寫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  
官》〉，掀起了一場針對吳晗的辯論 

 
 1966 年 3 月：毛澤東插手，把辯論變成一場對吳晗、鄧拓 、廖沫沙 (即「三

家村」) 的鬥爭 
 

 1966 年 5 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召開及通過〈五•一六通知〉 
 

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被指為「反黨集團」 
 

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成立：陳伯達 (組長)，康生 (顧問)，江青、張春橋等 
(副組長)  

 
 確立毛澤東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 
 

 1966 年 5 月底：中央文革小組指使北大激進師生貼大字報批判校長、黨委

書記陸平；清華附中組成紅衛兵 
 

 1966 年 6 月 1 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要求徹底

破除「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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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變得更加激進；劉少奇派工作組進駐學校 
 

 1966 年 8 月 1－12 日：八屆十一中全會召開及正式發動「文化大革命」 
 

毛澤東批評劉少奇「鎮壓學生運動」；工作組撤出學校 
 

毛澤東寫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指出黨中央有個「資產階

級司令部」 
 

全會通過〈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 
 

 1966 年 8 月中－11 月底：紅衛兵運動崛起 (毛澤東先後八次在北京接見

13,000,000 紅衛兵) 
 

8－9 月：官辦 / 保守派紅衛兵湧現；「血統論」盛行；開展「破四舊」、「大

串連」 
 
  三類十五等社會成員： 

(1) 「紅五類」：革命列士、革命幹部、革命軍人、產業工人、貧

下中農 
(2) 「麻五類」：小商、中農、上中農、職員、自由職業 
(3) 「黑五類」：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右派 

 
「血統論」：「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基本如此。」 

 
10－11 月：批判工作組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否定「血統論」；造反派

紅衛兵興起 
 

毛澤東：「文化大革命這個火是我放起來的，運動才五個月，可能要搞

兩個五個月，或者還要多一點時間。」 
 

 1966 年 12 月：開展批判、打倒領導幹部的運動 
 

 1967 年 1 月：「一月風暴」中的全面奪權 
 

上海「一月革命」：造反組織打倒市委，2 月初成立「上海人民公社」 
 

政治局常委陶鑄因抵制批判劉少奇、鄧小平被打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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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7 年 2－6 月：黨政機關陷於癱瘓，局勢急轉直下 

 
二月抗爭 (當時稱「二月逆流」)：中央政治局委員強烈批評中央文革小組，

遭毛澤東責難；政治局停止了活動，被中央文革小組取代 
 
 造反派成為政治主流 
 

毛澤東於 2 月下旬指示：「上海人民公社」改名為「上海革命委員會」；臨時

權力機關 (即革命委員會) 必須實行革命群眾、解放軍代表、革命幹部

的「三結合」 
 

中央軍委據毛澤東的意見於 3 月決定派解放軍實行「三支兩軍」 (即執行

支(持革命)左(派群眾)、支農、支工、軍管、軍訓) 
 

造反派不滿「三結合」和軍管、軍訓，阻止革命委員會的成立 
 

紅衛兵 / 群眾組織嚴重分裂，各派借毛主席之名互相傾軋，全國陷於失控

局面 
  

極「左」風氣蔓延全國：早請示、晚匯報；「四個偉大」(偉大的領袖、偉大

的導師、偉大的舵手、偉大的統帥)；無限上綱 
 

 1967 年 7－9 月：第二次奪權運動與全面內戰 
 

武漢「七.•二○」事件 →「文攻武衛」，全國掀起衝擊軍事機關浪潮 
 
 9 月：毛澤東決定把最激烈的「五一六(紅衛)兵團」打成「反革命集團」 
 

 1967 年底－1968 年底：局面慢慢回復正常 
 

1967 年 11 月：學校「要復課鬧革命」 
 
1968 年 7 月：《七•三佈告》、《七•二四佈告》，第一次宣佈解散群眾組織 
 
1968 年 8 月：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 (工宣隊) 進駐學校；姚文元的〈工人

階級必須領導一切〉在《人民日報》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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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 年 9 月：所謂「全國一片紅」，即全國 29 個省、市、自治區都已成立

了革命委員會 
 

1968 年 10 月：八屆十二中全會召開，劉少奇被開除出黨 
 

 1968 年底－1969 年初：全國掀起了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高潮 
 
政治鬥爭的第二個回合：「毛、江、林」集團的內部鬥爭與「九•一三」事件的

發生和影響 (1969 年 4 月－1973 年 8 月) 
 

 1969 年 4 月：中共「九大」的召開 
 

軍人勢力的上升 
  

林彪與(第)四野(戰軍)的勝利：修改黨章，指定林彪是毛主席的接班人 
一野：彭德懷、賀龍 

  二野：劉伯承、鄧小平 
  三野：陳毅 
  四野：林彪 
  華北野戰軍：聶榮臻 
 

1969 年 7－8 月：《七•二三佈告》、《八•二八命令》，群眾組織徹底解散，

三年造反正式結束 
 

 1969 年 6 月－1970 年：開展整黨建黨運動  
 
1969 年 6 月：黨委重新在基層出現 
1969 年 11 月：第一個縣委重新在湖南省出現 
1970 年 8 月：報刊大肆宣揚「黨指揮槍」的傳統 
1970 年 12 月：第一個省委重新在湖南出現 

 
 1970 年 8－9 月：九屆二中全會在廬山召開 

 
毛澤東、江青堅持不設國家主席；林彪要設，與毛、江鬧翻 
 
10 月：開展「批陳(伯達)整風」運動 

 
 1971 年 3－9 月：林彪集團「武裝起義」的策劃與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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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集團主要成員：林立果、葉群、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 

 
1971 年 3 月：《「571 工程」紀要》(「聯合艦隊」、「B－52」) 

 
1971 年 8 月：毛澤東南巡，點名批評林彪，說廬山會議是「第十次路線鬥

爭」、「兩個司令部的鬥爭」 
 

1971 年 9 月：密謀事敗逃往蘇聯，飛機墜毀於外蒙古 (「九•.一三」事件) 
 
 (以上敘述根據中國官方資料。有關不同的說法，可參看：Teiwes, Frederick 

C. and Sun, Warren, The Tragedy of Lin Biao: Riding the Tiger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London: C, Hurst & Co., HK: HKU Press, 1996) 

 
  「九•.一三」事件對中國政局的影響 

 
1972 年夏：開展「批林整風」運動，但批林理據欠缺說服力 (說林是「反革

命兩面派」，「語錄不離手，萬歲不離口，當面說好話，背後下毒手。」)，
引發信念危機。批林也激化了江青與周恩來之間的矛盾：江青強調林的

錯誤是「形『左』實右」，故要批右，而周恩來則強調要批「左」。 
 

人事變動： 
(一) 四野軍人失勢 
(二) 很多老幹部 (包括鄧小平) 依毛澤東指示復職 

 
政治鬥爭的第三個回合：周恩來、鄧小平、復職老幹部與「四人幫」的鬥爭 (1973
年 8 月－1976 年 10 月) 
 

 1973 年 8 月 24－28 日：中共「十大」的召開 
 

權力重新分配 
 

 周恩來宣讀政治報告 
 

王洪文作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  
 

 1973 年 11 月：政治局批判周恩來對美國犯「右傾投降主義」，江青成立批

周的「幫助小組」，「四人幫」(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 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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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 
 

 1974 年：「批林批孔」運動 (主要針對周恩來) 
 

1974 年 1 月：毛澤東批准《林彪與孔孟之道》轉發全黨，全國開展「批林

批孔」 
 
中國歷史被說成是「儒法鬥爭史」：法家「厚今薄古」；儒家「厚古薄今」，

是「復闢派」 
  

搞「影射史學」：大批「周公」、「宰相」、「現代的大儒」、「黨內的大儒」 
 

毛澤東與周恩來的關係 
 

毛澤東與江青的關係 
 
「她並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她算上海幫呢！你們要注意呢，不

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 
 

 1975 年初：周恩來病重，毛澤東支持鄧小平主持黨中央及國務院工作 
 

 1975 年 2－6 月：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運動 
 

「全面專政論」：對資產階級全面專政 
「限制資產階級法權」：取締一切不是基於消滅「三大差別」的政策 

 
 1975 年 8 月：「評《水滸》」運動 

  
《水滸》一書作反面教材：宋江是「投降派」，要批判否定「文化大革命」

的「投降派」 
 

 1975 年 11 月：「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 
 

1975 年 10 月：鄧小平提出整頓方案： 
 

(一) 〈論全黨全國各項工作的總綱 (草稿)〉 
(二) 〈科學院工作匯報提綱 (草稿)〉 
(三) 〈關於加快工業發展的若干問題 (草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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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又提出：以「毛主席三項指示為綱」，即 
 

(一) 「階級鬥爭為綱」 
(二) 「促進安定團結」 
(三) 「把國民經濟搞上去」 

 
毛批評鄧不懂馬列，不懂只有一個綱：階級鬥爭 

 
 1976 年 1 月：周恩來逝世，華國鋒任國務院副總理並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毛澤東：「你辦事，我放心。」 

 
 1976 年 4 月 4 日：天安門事件  

 
鄧小平被撤去一切職務；華國鋒任國務院總理和中共第一副主席 

 
 1976 年 8 月：「批鄧」運動 

 
鄧的整頓方案被誣蔑為「三株大毒草」 

 
 1976 年 9 月：毛澤東逝世 

 
 1976 年 10 月：「四人幫」被捕，「文化大革命」結束 

 
 

(五)  對「文化大革命」的反思 
 

 「文化大革命」究竟是什麼一回事？ 
 

文化大革命？大革文化(的)命？ 
政治(階級)革命？整人運動 (林彪：「革我們原來革過命的人的命」)？  
思想革命？用粗暴的方法進行思想改造？ 
經濟革命 (「抓革命、促生產」)？經濟大災難？ 
群眾運動？運動群眾？內亂？ 

 
 「文化大革命」所反映的是什麼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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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大革命」最壞的影響是什麼？ 
 

經濟的破壞？ 
文化遺產的破壞？ 
學術、研究的停頓？ 
教育的停頓 (產生「失落的一代」)？ 
人性的扭曲？ 

 
 「文化大革命」是否全無意義？ 

 
 

(六) 毛澤東時代的結束：對毛澤東的評價 
 

 認識毛澤東 
 

毛澤東的性格特點是什麼？ 
 

「獨坐池塘如虎踞，綠楊樹下養精神。春來我不先開口，哪個蟲兒敢作

聲？」(詠蛙，1909 年，16 歲。) 

 

「獨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頭。看萬山紅遍，層林盡染；漫江碧透，

百舸爭流。鷹擊長空，魚翔淺底，萬類霜天競自由。悵寥廓，問蒼茫大

地，誰主沉浮？」(沁園春，長沙，1925，32 歲。) 

 

「江山如此多嬌，引無數英雄競折腰。惜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唐宗宋

祖，稍遜風騷。一代天驕，成吉思汗，只識彎弓射大雕。俱往矣，數風

流人物，還看今朝。」(沁園春，雪，1936，43 歲。) 

 
「多少事，從來急；天地轉，光陰迫。一萬年太久，祗爭朝夕。四海翻

騰雲水怒，五洲震蕩風雷激。要掃除一切害人蟲，全無敵。」 (滿江紅，

1963，70 歲。) 
 

毛澤東喜歡什麼？ 
 

毛澤東討厭什麼？ 
 
 毛澤東日常生活的大問題是什麼？ 
 
 集矛盾於一生的毛澤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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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價毛澤東 
 

儘管毛澤東的治國手法備受非議，但他確實是二十世紀中國最具魅力和影響

力的領袖。他一生反叛、倔強、任性、自信；從不肯約束自己的個性，亦從

不會掩飾自己的好惡。他最討厭搞特殊化；窮一生之力去改造人性、追求他

那個永遠追求不到的理想。毛勇於迎接挑戰，並善於在劣勢中取勝。他領導

革命成功，絕非僥倖。可惜，勝利令他自我膨脹，以致他在晚年容不得不合

他心意的真話。他執政二十七年，凡事一意孤行，用自己的過去經驗來判斷

當前一切是非、解決當前一切問題；終於導致悲劇收場。可說：毛一生都是

過著反抗的生活，習以為常，且視之為普遍真理，強迫人們接受。他認為：

「與天奮鬥，其樂無窮；與地奮鬥，其樂無窮；與人奮鬥，其樂無窮。」又

作出了「階級鬥爭為綱」的總結。無怪中國在毛一人專政下，長期處於翻天

覆地的動亂中。毛所謂 「抓革命，促生產」，最終被他自己的革命實踐否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