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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念胡耀邦
——關於┌精神文明建設┘的一場爭論

● 嚴　平

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歷時七年

（1980-1987）之久的胡耀邦在中共歷史

上寫下了奪目的篇章。雖然他逝世已

經十六年多了，然而經歷過那些年

代、感受過他功績的有良知的人，無

不深深地懷念他。

在離開總書記的職位到去世那段

時間，胡耀邦曾受到反資產階級自由

化不力等指責。隨�時間的流逝，歷

史日漸證明胡耀邦當時的所作所為，

是在致力於一個和諧社會的建設，這

是符合中華民族的最根本利益的。

〈關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
指導方針的決議〉的出台

1979年，中國科學院副院長李昌

向中央提出「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

這個概念。他認為十一屆三中全會以

後，我國在建設物質文明的同時，還

必須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這個主

張立即獲得胡耀邦的熱烈贊同。

黨的十二大開過後，胡耀邦和中

央書記處積極推進精神文明建設工

作，但在工作的指導方針上，出現了

兩種不同聲音。胡耀邦和中央書記處

認為，進一步明確精神文明建設的指

導方針，乃是客觀需要。1986年，中

央書記處把研究精神文明建設列入議

事日程，組織一批人對當前精神文明

建設的現狀、經驗、問題進行調查研

究，並�手起草〈中共中央關於精神

文明建設的決定〉。草稿完成後，分

送中央有關負責人徵求意見。多數人

認為這個文件切合時宜，具有指導意

義。有些人認為應當總結近幾年來精

神文明建設正反兩面的經驗教訓，如

「清除精神污染」、「反對資產階級自

由化」等問題，不能迴避不談。但也

有人認為，這個文稿居然沒有講「以

共產主義思想為核心」，十二大文件

還算不算數？薄一波則說沒有必要搞

這個「決定」。

胡耀邦聽了起草小組匯報的各種

意見後說，文件已經有了基礎，但還

要再下功夫修改得好些。對那些不贊

同搞這個文件的人，由胡啟立、王兆

國、溫家寶等分頭去訪談，聽取不同

意見，介紹起草經過，爭取獲得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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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中央書記處舉行會議，討

論〈關於精神文明建設的決定〉第三次

修改稿。鄧力群作了長篇發言，歸納

起來主要是兩點：一、這個文稿與十

二大文件和十二大以來其他文件缺乏

連貫性；二、反映這幾年來新經驗、

新問題不夠。他第一點的意思其實就

是文稿沒有講共產主義，第二點是沒

有講精神污染和自由化。會上，薄一

波一反過去的否定態度，表示贊成搞

這個文件。會議決定文件的名稱改為

〈關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

針的決議〉（下文簡稱〈決議〉）。

當時，胡喬木聽說中央書記處要

開會討論這個文件，便說文件寫得不

行，沒有討論的基礎，建議書記處不

要開會。胡耀邦等人認為這個會早已

安排，取消的理由不足，會議照常舉

行。胡喬木沒有出席這個會議，讓楊

尚昆帶來意見說這個文件還不成熟。

但是，楊尚昆聽了會議討論的發言後

也表示了肯定的意見。

中央書記處會議後，將〈決議〉修

改稿印發給各省市自治區黨委和中央

各部委徵求意見。針對〈決議〉修改

稿，鄧力群等人拋出另一個修改稿，

內容有「意識形態領域的階級鬥爭仍

將長期存在」、「要對資本主義思想進

行堅決的抵制和鬥爭」以及「共產主義

思想為核心」等辭句，甚至有這樣的

話：「在我國有過資本主義剝削的歷

史，如果搞得不好，是有資本主義復

辟的可能的。」鄧力群把這個修改稿

送給政治局常委和楊尚昆、彭真、薄

一波等二十多人，得到了幾個人的贊

成。鄧小平對鄧力群的修改稿並不滿

意，特意刪去「有資本主義復辟的可

能」那句話。

胡耀邦看了鄧力群的修改稿，認

為分歧的焦點在於要不要援引十二大

報告中「以共產主義思想為核心的社

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這句話，因為

對精神文明建設要以共產主義思想為

核心，人們的理解並不一致。如果不

對這個根本問題加以澄清，文件就無

法通過，在實際工作中還會發生「左」

的干擾。9月13日，胡耀邦親自執筆

起草了一封給中央常委的信，並於次

日徵得了趙紫陽的同意，兩人聯名發

出。這封信開宗明義：「我們兩人同意

起草小組的這個意見：這次精神文明

決議不用十二大報告『以共產主義思

想為核心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

的提法。」鄧小平看了胡、趙的信，立

即批示：「耀邦、紫陽的意見很好，

我完全贊成。」李先念也批示云：「同

意小平同志意見。」

9月15日，胡耀邦向鄧小平匯報

說：某些人放風說，鄧力群的修改稿

是你同意了的。有的人可能挑起爭

論，旁及其他。鄧小平說：不要緊。

實在要挑明就挑明，可以採取表決方

法解決問題，少數服從多數。現行的

路線不能動搖。我們的政策還是要

放，而不是收。現在集中力量把六中

全會開好，其他問題會後再講。〈決

議〉稿先在會下溝通一下，有了結果

再告訴我。你還可以直接找鄧力群談

談。鄧小平又說，「自由化」這個詞可

以不用，但也確有一些人想把我們引

導到資本主義道路上去，怪論很多，

不要理他，翻不了天。

胡耀邦隨即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

傳達了鄧小平的這些話，並說：不能

左右怕，要走我們自己的路。吾愛吾

師，更愛真理。不解決這個問題，甚

麼也幹不成（參見田紀雲：〈近距離感

受胡耀邦〉，《炎黃春秋》，第151期）。

對於這個決議稿不再沿用「以共

產主義思想為核心的社會主義精神文

明建設」這句話，在理論和實踐上是

否站得住？在組織上是否合法？胡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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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詳細說明了四點

理由。

第一點，主要是因為：（一）共產

主義思想的含義在不同的範疇中可以

作不同的解釋，「共產主義思想為核

心」的提法容易引起誤解。（二）共產

主義思想同對外開放、對內搞活的經

濟政策不適合。（三）要求全國不同的

階層和人群都用共產主義思想對待精

神文明，事實上辦不到。（四）這個提

法對統一祖國更加不利。胡耀邦從理

論上、政策上、實踐上，言簡意賅的

闡述，否定了胡喬木、鄧力群等人左

傾錯誤的一個理論堡壘。

第二點，〈決議〉中明確提出：

「我們黨的最高理想是建立各盡所

能、按需分配的共產主義社會。」所

以說，並沒有隱瞞和降低我們的最高

綱領。

第三點，不再沿用十二大的這個

提法，合法不合法？由於形勢發展和

變化，對中央報告中的提法加以修改

或不再援引，這種情況在我黨的歷史

上屢見不鮮。胡耀邦在講話中還列舉

了十一屆三中全會調整了十一大制定

的路線等歷史事實，解除了一些人的

疑惑，更是對鄧力群等人質問「十二

大還算不算數」的一個有力回答。

第四點，絕大多數同志都沒有對

這個〈決議〉稿不再沿用那句話表示疑

義，僅有少數同志主張援引，但是鑑

於這是一個重大問題，所以我和紫陽

同志正式向常委作了報告，這樣處理

也是很慎重的。

「資產階級自由化」口號之爭

參加〈決議〉文件起草的于光遠回

憶說：

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問題，大家頗費了

一點心思。由於這個口號沒有確切的

含義，它的使用也帶來不少問題。但

是大家又覺得這個口號已經用過了，

這樣一個黨中央的文件不用似乎也不

妥。最後主張乾脆給它下一個明確的

定義，也就是給它劃一個範圍。這樣

的意見，在起草小組內很難說是哪一

個人提出來的，反正七嘴八舌，大家

都同意這樣的意見，胡耀邦也表示同

意⋯⋯文件上這麼寫，把「資產階級

自由化」這個死的概念定義為這樣的

思想和行為，目的是防止濫用這種帽

子來壓人，用這個棍子來打人。但是

這麼下定義也把這頂帽子、這根棍子

的政治分量加重了。當時大家擔心，

如果限制不了，把這個帽子廣泛地使

用會帶來一些問題。討論來討論去，

大家還是下決心這麼寫下來了。

9月28日，十二屆六中全會正式

會議舉行，根據出席全會的一位老同

志回憶，〈中共中央關於社會主義精

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草案）〉

全文被宣讀後，陸定一發言說：這個

決議寫得很好。有一點意見講一講，

我已經在起草這個決議的過程中提

過，今天是第四次提這個意見了。在

第十四頁第十二行有一句話，就是

「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即否定社會主

義制度」等等，我主張「搞資產階級自

由化，即」這幾個字刪掉。這個「資產

階級自由化」的來歷，是1956年我們

黨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這個方

針的時候，蘇聯方面就說，我們這個

方針是資產階級自由化。所以，這個

「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名字是從那�來

的。以前沒聽見過。是蘇聯提出資產

階級自由化，說我們的「雙百」方針是

資產階級自由化，1959年劉少奇同志

說「雙百」方針不是資產階級自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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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以後我也曾經引過劉少奇同志的

這句話。以後到了「文化大革命」1966年

5月，中央有一個文件，題目是兩個

字〈通知〉，說這個「二月提綱」是彭真

同志一個人搞的，是背�康生和其他

人搞的，這就是「資產階級自由化」，

資產階級自由化就是放，就是只讓資

產階級放、不讓無產階級放。1967年，

在《人民日報》上登了一篇大文章，反

對我的，是由甚麼舊文化部西安紅旗

造反團寫的文章，就是批判我資產階

級自由化，說我反對思想上「滅資興

無」。證據就是我在中南海懷仁堂對

科學家、文藝界講「百花齊放，百家

爭鳴」，這個講話�邊講了好幾個自

由，甚麼批評的自由呀，反批評的自

由呀，保留意見的自由呀，信教的自

由呀，不信教的自由呀等等，因此，

這個就是「資產階級自由化」。登在

《人民日報》上的這篇文章是造反團寫

的，在這篇文章的屁股後還印了中央

的一個甚麼文件，講到我是資產階級

自由化。經過情況就是這樣。我現在

覺得文件上如果去掉這幾個字，去掉

「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即」這幾個字，

讀為「否定社會主義制度、主張資本主

義制度，是根本違背人民利益和歷史

潮流，為廣大人民所堅決反對的」。

這個很好嘛，不要去同「文化大革命」

那樣說的混同起來吧。別的我都贊

成，只有這一句，把它去掉，對於這

個〈決議〉絲毫沒有損害。只有一個好

處，就是不同他們混淆在一起，不同

那些錯誤的東西混淆在一起。

胡耀邦接�說，「搞資產階級自

由化」這個概念，我們所查的資料，

是1959年劉少奇同志在國慶十周年發

表的一篇文章〈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

勝利〉第一次用這個詞。他的原話大

概是這個意思：「雙百」方針不是「資

產階級自由化」。後來，還有其他同

志也用過。粉碎「四人幫」以後，我們

重新用了這個詞，小平同志講得比較

多。我們黨內確實一度出現過某些同

志濫用「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現象，所

以，後來小平同志講，我所講的「資產

階級自由化」指的是否定社會主義制

度、主張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人。所

以，現在請同志們考慮一下，這個詞

究竟用不用？保留下來有甚麼好處沒

有？我沒有肯定的意見。有同志提，

把「自由」同「資產階級」連在一塊是有

毛病的，因為資產階級它並不是很自

由的，把「自由」同「資產階級」連在一

塊這個詞不一定好。可是呢，有幾個

情況我們是要注意到的。第一，現在

我們國家�確實有一些人想走資本主

義道路。第二，從根本上否定四項基

本原則，要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畢竟是

少數。思想上模模糊糊的，在觀念上

有這樣那樣錯誤主張的，那就更多一

些。把思想上有毛病有錯誤的，同那

些從根本要否定四項基本原則的等量

齊觀，也是不妥當的。這幾年，我們

各級領導特別是中央，不要把「資產

階級自由化」這個帽子亂戴，一般我

們是控制得比較嚴的。第三，我們提

出「資產階級自由化」保留這個詞好多

年了，一下子就不要了，可不可能在

某些人中發生錯覺。我只是提出這麼

個問題來，請同志們考慮一下，定一

同志提出這個問題來，是我們黨內的

民主，活躍一下有好處。贊成定一同

志意見的，也還是有些人，請同志們

考慮一下。

萬里發言說，只要是科學技術高

度發展了，社會主義也不能搞自由

化，資本主義也不能搞自由化。都得

民主、法制，高度的民主、法制以

後，哪個社會都不能搞自由化。所

以，這個自由化，加到資本主義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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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主張取消。電腦都不能搞自由

化，都要立法。

楊尚昆反對說：我主張保留這個

原意。余秋里說：我也同意保留。

接�，薄一波發言說：關於用

「資產階級自由化」這個詞，大概在大

半年以前，定一同志就勸過我，說以

後不要用這個詞，解釋不清楚。現在

提出這個問題來了，宋任窮同志我們

這幾個人議論了一下，認為這一次文

件上有許許多多爭論的詞句已經去掉

了；定一同志剛才發言講的這句話，

同本文件上所講的「搞資產階級自由

化，即⋯⋯」，在內涵內容並不是一致

的。文件上有百花齊放、百家爭鳴，

有自由討論，自由研究，自由甚麼，

在這個地方出現「自由化」這幾個

字。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我們用了

這個名詞，就是說，當我們提倡開放

政策的時候，就提出兩手抓，轉到發

展社會生產力、發展經濟這個軌道上

來，就同時提出來物質文明精神文明

這一點，以後又逐步地提到我們學

習、批判地吸收資產階級的一些進步

的東西；反過來說，就是資產階級某

些東西我們批判地吸收，也就是說，

有些東西我們批判地不接受。所以，

寫這一句話，和定一同志講的涵義並

不完全相同。（宋任窮插話：不一樣，

兩個不一樣。）因此，我們主張維持

這個文件比較好。維持。

鄧小平這時接�說：反對資產階

級自由化，我講得最多，而且我最堅

持。為甚麼？第一，現在在群眾中，

在年輕人中，有一種思潮，這種思潮

就是自由化。第二，在那�敲邊鼓

的，香港的議論，台灣的議論，都是

反對我們四項基本原則，主張把資本

主義一套都拿過來，似乎這樣才算我

們真正搞現代化了。自由化是一種甚

麼東西？實際上就是要把我們中國現

行的政策引導到走資本主義道路上去。

所以，自由化本身就是資產階級的自

由化。這是一股思潮，是要把我們引

導到資本主義方向上去。魏京生、王

炳章以及郭羅基這些人都是這股思潮

的代表人物，就是要把中國引導到資

本主義道路上去。所以，我多次解

釋，我們搞的四個現代化有個名字，

就是社會主義四個現代化。我們實行

開放政策，吸收資本主義社會的一些

有益的東西，是作為發展社會主義生

產力的一個補充。大家可以回想一下，

粉碎「四人幫」以後，我們做的第一件

事是甚麼？第一件就是人大通過一個

決定，取消憲法的一條，叫「大鳴、大

放、大字報、大辯論」。為甚麼首先做

這件事？這就是說明，現在有一股思

潮。如果要搞自由化，就不可能有一

個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搞自由化本

身是要破壞我們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

的。沒有一個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

就不可能搞建設。所以，我同意這個

話，資產階級自由化該反對，無產階

級自由化也該反對。實際上沒有甚麼

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自由化。它

本身就是對我們現行政策、現行制度

的對抗，或者叫反對，或者叫不滿，或

者叫修改。我贊成甚麼自由化都不能

有。但是，實際情況是，要搞自由化就

是把我們引導到資本主義道路上去。

看來，反對自由化，不僅這次要講，

還要講十年二十年。這個思潮不頂

住，加上我們開放必然進來許多烏七

八糟的東西，這些東西一結合起來，

是一種不可忽視的、對我們社會主義

四個現代化的衝擊。我認為，自由化本

身只能是資產階級的，所以我們用反

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這個提法。管甚麼

這�用過、那�用過，無關重要，現實

政治要求我們寫這個。我主張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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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

接�陳雲表態：應當保留。李先

念也表態：保留。

胡耀邦總結說：保留，對我們當

前的局勢有利。至於說將來不要把某

些犯錯誤的人戴帽子，那是另外一個

問題。如果我們再經過多少年的實

踐，覺得這個名詞不恰當，再可以考

慮嘛。是不是這一次保持這兩個方面

基調，對我們的政治局面有利。

李先念說：二十年、三十年還要

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

彭真還說：至於名詞本身，我看

不是今天我們的主要問題。它現在是

講甚麼問題，就是王若望的多元化，

所謂資產階級自由化，就是王若望的

多元化。上海有一位叫王若望。多元

化就是不要黨統一領導，就是反對四

項基本原則，所以定一同志講話有他

的道理，但我們現在講這個很清楚，

我們所說的資產階級自由化，即甚麼

甚麼甚麼，是限制得很嚴的，所以我

還是贊成維持原案。

最後經表決，一致通過。主持會

議的胡耀邦從顧全大局考慮，對兩種

不同意見作出了審慎的恰如其分的表

示。

與青山綠水同在

但是，時間只過了三個月，因為

有些地方出現了學生上街遊行的情

況，鄧小平對胡耀邦談的關於對待

「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方針和態度有所

變化。他說學生上街遊行「是幾年來反

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旗幟不鮮明、

態度不堅決的結果」，他還責怪中央

沒有傳達他在六中全會上的那段講話

（鄧小平同胡耀邦等人的談話〔1986年

12月30日〕，載《鄧小平文選》，第三

卷，頁194-97）。後來又說胡耀邦實際

上主張在六中全會決議上不要寫反對

資產階級自由化（鄧小平會見坦桑尼

亞聯合共和國總統姆維尼的談話

〔1987年3月8日〕，載《鄧小平文選》第

三卷，頁211）。於是，「反對資產階

級自由化不力」成了胡耀邦的最大過

錯。

四十歲上下的人都還記得，胡耀

邦是在1987年初的「生活會」上受到一

場連續幾天的批評後，辭去了中央總

書記的職務；儘管他還是中央政治局

常委，十三大上繼續當選為中央政治

局委員。他壯志未酬，未能繼續推進

全面改革尤其是政治體制改革。他以

憂鬱沉重的心情度過了二十七個月。

1989年4月8日他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

突發心肌梗塞，搶救無效，於4月15日

逝世，終年七十三歲。

胡耀邦的突然去世，在億萬民眾

的心靈中引起的衝擊是罕見的。人民

哀痛，世界震驚。4月22日舉行的追悼

會上，中共中央對胡耀邦光明磊落無

私無愧的六十年革命生涯和為黨和國

家創下的豐功偉績給予了評價。他忠

誠黨的事業，鞠躬盡瘁，不知疲倦為

人民群眾謀利益的獻身精神；密切聯

繫群眾，關心群眾疾苦，全心全意為

人民服務的作風；顧全大局，光明磊

落，胸懷坦蕩，謙虛好學，廉潔奉公

的高貴品德，更受到黨和人民的高度

讚頌。

一年後胡耀邦的骨灰安葬在他生

前深情滿懷的江西共青城一座紅土崗

上，他和青山綠水同在，永遠活在中

國人民心中。

嚴　平　大陸學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