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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如何看待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

江泰然

（中共江西省委党校，江西 南昌 330003）

摘 要：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陈云便认为毛泽东政治、军事都很好，是“中国革命的旗

帜”。1981 年 3 月，他在同《决议》起草人谈话时指出，毛泽东“培养了一代人”。同时，他在如何看待毛泽东

和毛泽东思想，如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非、坚持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维护毛泽东形象等方面作

出了独特贡献。 他正确看待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也给后人带来了很多启示，诸如：毛泽东思想不等于毛

泽东的思想，评价中共领袖人物应该实事求是，重视调查研究并提高决策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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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

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 陈云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

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

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 毛泽东逝世后，针

对党内外非议毛泽东、否定毛泽东思想的现象，陈云

与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道，从党和国家

的根本利益出发，主张“敲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正

确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非，坚持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

位。陈云在如何看待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方面作出了

独特贡献。

一、毛泽东政治上、军事上都很好

1933 年，陈云与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相识，但对毛

泽东并不了解。 然而，到了 1935 年遵义会议前后，陈

云对毛泽东的思想和精神已经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
他对毛泽东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费尽心血探索中国

革命道路的精神非常佩服，认为毛泽东“非但聪敏，且

有才能”，“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才”。
陈云 1935 年秋在莫斯科写的《随军西行见闻录》

（以一名被红军俘虏的国民党军医口气而写的———作

者注）中写道：“毛泽东似乎一介书生，常衣灰布学生

装，暇时手执唐诗，极善词令。 我为之诊病时，招待极

谦。 朱德则一望而知为武人，年将五十，身衣灰布军

装，虽患疟疾，但仍力疾办公，状甚忙碌。 我入室为之

疹病时，仍在执笔批阅军报。 见到我，方搁笔。 人亦和

气，且言谈间毫无傲慢。这两个赤军领袖人物，实与我

未见时之想象，完全不同。 ”[1]（P45） “欲问赤军何以能克

服困难？我以为赤军中确有一些领袖，这些领袖，非但

聪敏，且有才能。 譬如朱德、毛泽东为赤军之首倡者，
在各省军队及南京军之不断围攻与物质条件如此困

难情形之下，对战七八年，竟以少数赤军而组成现在

几十万赤军，这确非易事。我觉得朱毛非但是人才，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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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为不可多得之天才。 因为没有如此才干者，不能做

成这样大的事业。”[1]（P88）1935 年 10 月 15 日，陈云在共

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会议上所作的《关于红军长

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的报告》中指出：“我们党能够而且

善于灵活、正确地领导国内战争。像毛泽东、朱德等军

事领导人已经成熟起来。我们拥有一支真正富有自我

牺牲精神、英勇无畏、为实现共产国际总路线而斗争

的干部队伍。 ”[2]（P34）

延安时期，陈云在毛泽东领导下工作，他与毛泽

东共事的时间越长，对毛泽东的思想和工作方法的理

解越准确深刻，并深深被毛泽东身上焕发出的那种探

索与奋斗精神所鼓舞。 同时，陈云非常重视研读毛泽

东的著作特别是哲学著作。 他说，他学习毛泽东的哲

学著作，受益很大。 毛泽东亲自给他讲过三次要学哲

学。 他在延安的时候，把毛泽东的主要著作认真读了

一遍，这对他后来的工作有很大影响。
1941 年 10 月 8 日，陈云在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

上发言指出： 过去我认为毛泽东只是军事上很行，因

为长征中遵义会议后红军的行动方针是他出的主意。
毛泽东写出《论持久战》后，“我便了解了他在政治上

也是很行的，实际上毛泽东政治、军事都很好。 ”[3]（P330）

10 月 22 日，陈云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谈到了

对毛泽东的认识过程，他说：遵义会议前后，我的认识

有一个过程，会前不知道毛主席和博古等的分歧是原

则问题。 进入苏区前，对毛主席“是不熟悉的，且听说

是机会主义”。见面后，认识上有变化，感觉他经验多。
遵义会议后，开始知道毛主席懂军事，红军南渡乌江

后，才佩服他的军事天才。 到莫斯科及回国后直至十

二月会议，在独立自主问题上、徐州会战问题上，对他

“才了解的完满”，认为“毛主席是中国革命的旗帜”。
1942 年元旦，中共中央在延安杨家岭举行新年团

拜会，陈云出席团拜会并发表讲话，他说：“中国共产党

成立已 20 多年，经历了各种严峻的考验，有成功，有失

败。 现在看来，最大的成绩，就是我们党培养出了一个

领袖，我们选择了这个领袖，就是毛泽东同志。 ”[4]（P4）

1943 年春， 陈云因疲劳过度， 经诊断患了心脏

病。 3 月 11 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根据医生的

建议，决定他休养一段时间。毛泽东为照顾陈云养病，
将他由杨家岭迁至毛泽东的住地枣园居住，陈云在此

治疗休养了一年。 一年里，陈云更多的精力是用在学

习上。 他研读了毛泽东的著作和起草的文件、 电报。
1990 年 1 月 24 日，陈云在同浙江省党政军负责同志

谈话时指出：“在延安的时候，我曾仔细研究过毛主席

起草的文件、电报。当我全部读了毛主席起草的文件、

电报之后，感到里面贯穿着一个基本指导思想，就是

实事求是。那末，怎样才能做到实事求是？当时我的体

会就是十五个字：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

较、反复。 ”[5]（P371）

由此可见， 陈云对毛泽东的认识有一个过程，特

别是遵义会议后，他认为毛泽东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

很好。毛泽东对陈云影响很深，并受到他的敬重。陈云

的子女回忆道：“父亲长期工作在党和国家的领导层。
他告诉我们，对他的思想和工作方法影响最大的是毛

泽东同志。 ”[6]

二、毛泽东培养了一代人

陈云关于正确对待历史和评价毛泽东的是非功

过，以及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多次谈话，为起草新中

国建立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提出了应该遵

循的指导思想的基本点。 1980 年 11 月上旬，陈云先

后两次同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以下称《决议》———作者注）起草小组的负责人谈《决

议》的起草问题。对毛泽东的错误，陈云实事求是地指

出：“毛泽东的错误问题， 主要讲他破坏民主集中制，
凌驾于党之上，一意孤行，打击同他意见不同的人。着

重写这个，其他的可以少说。 整个党中央是否可以说

毛主席的责任是主要的。 党中央作为一个教训来说，
有责任，没有坚决斗争。假如中央常委的人，除毛主席

外都是彭德怀，那么局面会不会有所不同？ 应该作为

一个党中央的集体，把自己的责任承担起来。 对毛泽

东的错误，地方有些人负有相当大的责任。 毛泽东老

讲北京空气不好，不愿呆在北京，这些话的意思，就是

不愿同中央常委谈话、见面。 他愿意见的首先是华东

的柯庆施，其次是西南，再其次是中南。”[7]（P382） 1981 年

3 月，陈云又同《决议》起草人之一的邓力群谈话，对

毛泽东作了如下评价。
1. “培养了一代人”。陈云指出：“从遵义会议到抗

日战争胜利， 毛泽东同志的一个无可比拟的功绩，是

培养了一代人，包括我们在内的以及‘三八式’的一大

批干部。现在这些人在全国各个岗位上都担负着重大

的责任。 这是一件极大的事情。 ”[5]（P284） 陈云这里所说

的毛泽东“培养了一代人”，同邓小平所说的“七大规

定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我们党用毛泽东思

想教育了整整一代人， 使我们赢得了革命战争的胜

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8]（P300） 是一致的。 毛泽东

培养了一大批领导骨干， 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

命、建设和改革取得成功的组织保证。
2. “我们党里头没有第二个人写出这样好的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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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陈云指出：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写了许多

重要的著作，例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

论》、《矛盾论》、《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

战》、《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战争和战

略问题》、《新民主主义论》等等。我们党里头没有第二

个人写出这样好的著作。 这是了不起的功绩。 ”[5]（P284）

毛泽东在这一时期所写的一系列政治、哲学、军事等

著作，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 毛泽东对

中国革命最大的贡献是创立了毛泽东思想。
3. “提倡学马列著作，特别是学哲学”。陈云指出：

“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同志提倡学马列著作，特别是

学哲学，对于全党的思想提高、认识统一，起了很大的

作用。 ”[5]（P285）1941 年 5 月，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

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开始了党的高级干部的

整风学习；次年 2 月，他又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和

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

股》的报告，开始了全党的整风学习。整风运动是一次

全党范围内的普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运动和

思想解放运动，为党的七大的召开准备了条件，为抗

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
4. 具有“一整套理论和政策”。 陈云指出：“毛泽东

同志正确处理西安事变，并制定了抗日战争期间我们

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包括同国民党又联合、又斗争，
坚持独立自主立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毛泽东同

志的一整套理论和政策，是总结了陈独秀、李立三、王

明的错误教训得出来的，对中国革命的胜利起了决定

性的作用。 ”[5]（P284-285） 回顾党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出，毛

泽东集中全党的智慧而制定的一整套路线、方针和政

策，对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起了决定性作用。
5. 通过实践建立了“在党内的威望”。 陈云指出：

“毛泽东同志在党内的威望， 是通过长期的革命斗争

实践建立起来的。 即使毛泽东同志犯错误的时候，许

多老干部被整得那么厉害， 可是大家仍然相信他，忘

不了他的功绩，原因就在这里。 老一代人拥护毛泽东

同志是真心诚意的。 ”[5]（P285） 这说明毛泽东是为大局着

想的，具有很强的人格魅力。
综上所述，陈云从五个方面对毛泽东的评价和他

历次对毛泽东的看法一样，都是客观公正的，都是实

事求是的。特别是在第一个方面指出的毛泽东一个无

与伦比的功绩是“培养了一代人”，在当时和以后都是

有重大意义的。

三、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

（一）提出“敲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后不久，陈云对如何

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有过多次讲话，指出要

历史地、全面地、辩证地评价革命领袖的功过、得失。
1979 年 1 月 4 日， 他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

全体会议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我们党从一九二一年

成立，到现在已经快五十八年了。 中国共产党是胜利

了的执政党，是毛泽东同志领导我们党取得了伟大胜

利。 邓小平同志对毛泽东同志的功绩概括得很清楚，
他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毛主席，我们

党很可能还在黑暗中苦斗。 民主革命胜利以后，恢复

经济和社会主义改造，都很成功，但在社会主义革命

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也有缺点和错误。 为什么？ 因为没

有自己的经验，光有别人的经验不行。 要求革命领袖

没有缺点、错误是不可能的，是空想。 ”[5]（P242）

针对国内外一些人在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

这个问题上的疑问，1979 年 3 月 6 日，陈云在会见来

访的马来亚共产党总书记陈平的谈话中指出：关于对

毛泽东的评价问题，“文化大革命”不能说毛泽东没有

一点责任，但我们对毛主席的评价，不会像赫鲁晓夫

对斯大林那样。在这个问题上，要平心静气，要掌握分

寸，慎重考虑，不能感情用事。 这不仅是中国的问题，
也是世界的问题。 [9]（P237-238） 为了防止今后赫鲁晓夫式

的人物否定毛泽东，陈云主张在《决议》中把毛泽东的

历史地位“敲定”下来。陈云解释说，敲定是上海话，敲

是推敲的意思，定是确定的意思，就是说，反复推敲，
反复斟酌，使它能够站得住，经得起历史的检验。1980
年 7 月 3 日，胡乔木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起草

《决议》的发言中指出：“陈云同志讲，一定要在我们这

一代人还在的时候，把毛主席的功过敲定，一锤子敲

定。 一点一点讲清楚。 这样．党的思想才会统一，人民

的思想才会统一。 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将来就可能出

赫鲁晓夫，把毛主席真正打倒，不但会把毛主席否定，
而且会把我们这些作含糊笼统决议的人加以否定。因

此，必须对这个问题讲得很透彻。 ”[10]（P640）

（二）建议加写建国前 28 年历史的段落

新中国建立后的头七八年，毛泽东的历史功绩是

有目共睹的。但在 1957 年反右派扩大化之后，他犯的

错误越来越多，从时间比重上看，说建国以来 27 年毛

泽东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历史根据

就不够充分，说服力也不够强。 为了更好地“敲定”毛

泽东的历史地位， 陈云建议增加回顾建国前 28 年历

史的段落。他充分意识到，肯定毛泽东在建国前 28 年

历史中的伟大贡献，对于全面评价毛泽东有至关重要

的意义。 1981 年 3 月 24 日，陈云同前来探望的邓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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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谈话时提出：要专门加一篇话，中央要提倡学习。邓

小平认为这个意见很好，并转达给《决议》起草小组负

责人。
1981 年 3 月，陈云又同《决议》起草人之一的邓

力群谈话，具体阐述增写建国前 28 年历史的理由，他

说：“《决议》要按照小平同志的意见，确立毛泽东同志

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 要达到这个目

的，使大家通过阅读《决议》很清楚地认识这个问题，
就需要写上党成立以来六十年中间毛泽东同志的贡

献，毛泽东思想的贡献。因此，建议增加回顾建国以前

二十八年历史的段落。 有了党的整个历史，解放前解

放后的历史，把毛泽东同志在六十年中间重要关头的

作用写清楚，那末，毛泽东同志的功绩、贡献就会概括

得更全面，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

毛泽东思想，也就有了全面的根据；说毛泽东同志功

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说毛泽东思想指引

我们取得了胜利，就更能说服人了。 ”[5]（P283-284）

中共中央采纳了陈云这一建议，在《关于建国以

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加写了《建国以前二

十八年的历史回顾》这一部分，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在

重要历史关头的巨大作用。 陈云增写建国前 28 年历

史的建议，为“毛泽东同志功绩是第一位的”这一论断

的说服力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背景和生动素材，对维护

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产生了深远影响。
（三）为邓小平指导起草《决议》起了重要作用

1980 年 3 月 19 日，邓小平同《决议》起草小组的

负责人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谈话时指出：中心的意

思应该是三条。第一，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

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第二，对建国 30 年来历史上的

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

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做出公正

的评价；第三，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

的总结，这个总结宜粗不宜细。 “总的要求，或者说总

的原则、总的指导思想，就是这么三条。 其中最重要、
最根本、最关键的，还是第一条。 ”[8]（P293）

1981 年 3 月 26 日，邓小平对起草小组负责的邓

力群说：“前天我去看陈云同志。陈云同志对修改决议

稿又提了两条意见。 一是专门加一篇话，讲讲解放前

党的历史，写党的六十年。六十年一写，毛泽东同志的

功绩、贡献就会概括得更全面，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

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也就有了全面的根

据。这个意见很好，请转告起草小组。二是建议中央提

倡学习，主要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重点是学习毛

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 陈云同志说，他学习毛泽东同

志的哲学著作，受益很大。 毛泽东同志亲自给他讲过

三次要学哲学。 他在延安的时候，把毛泽东同志的主

要著作认真读了一遍， 这对他后来的工作关系极大。
现在我们的干部中很多人不懂哲学，很需要从思想方

法、工作方法上提高一步。《实践论》、《矛盾论》、《论持

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论联合政府》 等著作，选

编一下。还要选一些马恩列斯的著作。总之，很需要学

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了。也要学点历史。青年人不知

道我们的历史，特别是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的历史。
这些意见，请你报告胡耀邦同志。历史决议中关于毛泽

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要写得更丰富，更充

实。 结束语中也要加上提倡学习的意思。 ”[8]（P303-304）

陈云的意见受到邓小平的重视，邓小平将陈云的

意见转告了起草小组，而起草小组又在《决议》中充分

采纳了陈云的意见。 这些情况表明，陈云在正确评价

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所作出的努力和贡献是很大的。

四、几点启示

（一）毛泽东思想不等于毛泽东的思想

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的思想,在七大之前党的领

导人的讲话和论述中,都是指同一个概念。 即使是刘

少奇在七大上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所概括的毛

泽东思想体系的内容也还是指毛泽东的思想,并不包

含党的其他领导人的思想。 刘少奇说,毛泽东思想“是

我们党的唯一正确的指导思想, 唯一正确的总路线”,
“是中国人民完整的革命建国理论”。 “这些理论,表现

在毛泽东同志的各种著作以及党的许多文献上。 ”紧

接着,刘少奇用九个“关于”详细论述了毛泽东思想这

一理论的具体内涵。 从内容上和逻辑上看,刘少奇所

说的“著作”、“文献”其实是同一个意思,都是特指毛泽

东撰著的或起草的。 刘少奇在报告中还说道：毛泽东

思想是“关于整个中国历史与中国革命的全部有系统

的科学理论,这种理论只能由中国无产阶级的代表人

创造出来,而其中最杰出最伟大的代表人,便是毛泽东

同志”。 [11]（P334-335） 我们认为，他这里所说的“毛泽东思

想”指的还主要是毛泽东的个人思想。 20 世纪 80 年

代,邓小平说：“我们党在延安时期,把毛主席各方面的

思想概括为毛泽东思想， 把它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

想。 ”[8]（P345） 这就更能表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对
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概念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漫长的

过程,不是一开始就认识到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的

结晶,而是长时间里把毛泽东思想当作毛泽东的个人

思想而加以认识加以学习加以研究加以宣传的。
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用六个“关于”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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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毛泽东思想的内容,并对毛泽东思想概念作了科学

概括：“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

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

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
[12] 只要把刘少奇的九个“关于”和《决议》中的六个“关

于”放在一起加以比较,就可以看出,二者在毛泽东思

想概念内涵的界定与阐述上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
七大之后到党的八大,仍然存在着对毛泽东思想

和毛泽东的思想是同一个概念的认识的情形,这是毛

泽东在党内有着无与伦比的威望、 地位与作用之使

然。 虽然从形式上说有不合理之处,但并不影响实际

工作, 更不影响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 “八大不提

‘毛泽东思想’,丝毫没有影响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实

际指导作用,丝毫没有影响毛泽东在全党的领袖地位,
不论是党内还是在党外,当时也没有引起任何猜想和

疑问。 而且,毛泽东在全党、全国人民中的威望空前地

提高了。 ”[13]（P535） 不过,八大之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

时期,毛泽东思想则被歪曲了,简单化了,形式化了,甚
至庸俗化了，给党、国家和人民的事业带来了不可估

量的损失。
毛泽东的思想只能是毛泽东思想的最重要的组

成部分,作为个人的思想,是不宜被认定为或看作为党

的指导思想的, 党的指导思想只能是毛泽东思想，而

不能是毛泽东的思想。这样一个认识必然带来这样一

个启示：任何时候都不能把以某个人命名的东西完全

等同于某个人,如毛泽东思想就不能完全等同于毛泽

东的思想。 道理很简单,前者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党

的指导思想；而后者则是毛泽东的论著,是毛泽东思

想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以此来解释八大之后特别是

“文化大革命” 时期毛泽东的思想脱离健康发展的轨

道就不会显得那么唐突了。
毛泽东思想不等于毛泽东的思想。 20 世纪 80 年

代， 在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评价毛泽东思想时，
陈云是把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的思想严格区别开来

的，这从他一系列的讲话中不难看出。
（二）评价中共领袖人物应该实事求是

评价中共领袖人物，要实事求是，不虚美，不隐

恶, 不为尊者讳。 陈云在党的七大发言中就曾指出：
“现在不要说有了正确的领导就不会犯错误了”，“我

们相信毛主席，但绝不是盲从，盲从是没有用处的，只

有对问题仔细地考查，翻来覆去地考查，这样不管毛

主席在这里领导也好，离开毛主席也好，大体上不会

犯大的错误，否则风潮一来，就又要犯错误。 ”[3]（P101-102）

1977 年 9 月 28 日，在纪念毛泽东逝世一周年之

际，陈云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

作风》的文章，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在中国历史上所建

立的前所未有的丰功伟绩，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所

作出的伟大贡献。他认为：我们对毛泽东的最好纪念，
就是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认真学习和运用毛

泽东思想，继承和发扬他倡导的党的优良工作方法和

工作作风。 文章指出：“实事求是，这不是一个普通的

作风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根本思想路线

问题。我们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坚持毛泽东思想，
就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如果我们离开了实事求是的革

命作风，那末，我们就离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

思想，而成为脱离实际的唯心主义者，我们的革命工

作就要陷于失败。 所以，是否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

风，实际上是区别真假马克思列宁主义、真假毛泽东

思想的根本标志之一。 ”在这篇文章中，他还指出：“报

刊上有些文章还是不懂得区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的字句和实质，还不是满腔热情去完整地准确地宣传

毛泽东思想的实质，用它作为具体分析具体问题的指

南。 ”这篇文章所表达的基本思想，同邓小平在 1977
年 4 月 10 日致华国锋、 叶剑英和中共中央的信中所

提出的“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

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这一正确主

张相一致，为后来兴起的思想解放运动定下了基调。
1978 年 12 月 22 日， 陈云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

会闭幕会上的讲话中又指出：“我认为，三中全会和在

此以前的中央工作会议，开得很成功。 大家在马列主

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解放思想，畅所欲言，充分

恢复和发扬了党内民主和党的实事求是、 群众路线、
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认真讨论党内存在的一

些问题，增强了团结。 ”[2]（P453）

（三）重视调查研究并提高决策能力

要重视调查研究。 重视调查研究，是中国共产党

的优良传统， 也是毛泽东制定方针政策的基本方法。
陈云特别重视毛泽东倡导的调查研究方法，并高度评

价了毛泽东通过调查研究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历史

贡献。 他说：毛泽东在湖南农村作了深入的调查之后

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是一个光辉典范。毛

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一开头就提出“没有调查，
没有发言权”的真理，认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

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如在中央苏区，毛泽东写了

《兴国调查》、《长冈乡调查》，制定了正确的土地政策。
直到 1961 年，毛泽东还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

号召。陈云响应毛泽东的号召，于 1961 年六七月间亲

自到上海市青浦县小蒸公社进行调查研究，同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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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日写出《青浦农村调查》，提出一些农村工作政策性

的意见。
不要天天喊万岁，做决策要依据实际情况。 1956

年 11 月 19 日，陈云在《做好商业工作》的讲话中就曾

指出：“如果人家天天喊万岁，一出错就是大错。 ”“例

如，建设武汉长江大桥，如果有毛病不指出来，一味地

高呼万岁，一下垮了就不得了。宝成铁路修通了，只是

高呼万岁，现在老塌方。 ”[5]（P33） “我们共产党必须天天

关心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人是要吃饭的，不能天天

靠吃马列主义过活， 一天不吃饭， 肚子就饿得哇哇

叫。 ”[5]（P33-34） 陈云多次强调：“我们做工作，要用百分之

九十以上的时间研究情况，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决

定政策。 所有正确的政策，都是根据对实际情况的科

学分析而来的。 有的同志却反过来，天天忙于决定这

个，决定那个，很少调查研究实际情况。这种工作方法

必须改变。 要看到，片面性总是来自忙于决定政策而

不研究实际情况。 ”[5]（P34）

中国共产党即将迎来建党 90 周年纪念日。 陈云

从 20 世纪 30 年代起与毛泽东相识相知， 到 70 年代

毛泽东去世，长达 40 多年。 可以说，陈云对毛泽东非

常了解，毛泽东对他也非常了解。在七届七中全会上，
毛泽东对陈云评价很高：“我看他 （指陈云———作者

注）这个人是个好人，他比较公道、能干，比较稳当，他

看问题有眼光。 我过去还有些不了解他，进北京以后

这几年，我跟他共事，我更加了解他了。不要看他和平

得很，但他看问题尖锐，能抓住要点。 ”[14]（P112） 评价毛泽

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 陈云是实事求是的，是

客观公正的，虽然他的评价已成为历史，但对我们正

确认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是有很大启示的，值得认

真学习和深入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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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 Yun’s Opinion towards Mao Zedong and Mao Zedong Thought
Jiang Tai-ran

（CPC Jiangxi Provincial Committee Party School, Nanchang 330003, Jiangxi,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Agrarian Revolutionary War and the Sino-Japanese War, Chen Yun then regarded Mao Zedong as “the flag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In March 1981, when he was talking with the drafters of the document “Resolution on Certain Questions in
the History of Our Party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e pointed out that Mao Zedong had “cultivated a
generation of people.” At the same time, he also made a unique contribution to how to comment on Mao Zedong and Mao Zedong
Thought, how to give correct evaluation of the merits and demerits of Mao Zedong, how to adhere to the guiding position of Mao
Zedong and how to maintain the image of Mao Zedong. His opinion towards Mao Zedong and Mao Zedong Thought brought a lot of
inspiration to future generations, such as Mao Zedong Thought is not equal to the thoughts of Mao Zedong himself; evaluation of the
CPC’s leaders should follow the ideological line of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and put emphasis on the capability of research and
decision-making.
Key words: Chen Yun; Mao Zedong; Mao Zedong Thou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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