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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從事中共黨史人物研究，

最常面對的難題就是資料的不足、

斷裂甚至空白。研究涉及的菁英愈

高層，這種情形愈頻繁出現。此與

中共官方與史家處理重要歷史人物

的做法有直接的關係：對於功在黨

國的正面人物，揚長避短、只褒鮮

貶，務使其生平爭議處無礙於總體

之評價；對於負面的人物，攻其一

點不及其餘，不惜其一生之清苦俱

無。再加上，中國大陸對官方檔案

開放的多重限制，更讓海外的研究

者欲「正本溯源」而不得。在此情況

下，中國大陸出版的當代中國史著

作，其中首次使用、徵引以及曝光

的資料，正是彌補相關人為缺憾的

重要渠道和來源。張素華所著的

《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1962年

1月11日－2月7日》（以下簡稱《變局》，

引用只註頁碼），即是繼中共中央

文獻研究室編的《毛澤東傳（1949-

1976）》之後，另一部在資料提供上

別有份量的著作。

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向來

為中共所強調與宣傳，以證明執政

黨在歷經政策不當而遭受挫敗後，

上及層峰下至基層，仍能齊心一

致、知錯能改，進而卸下包袱，繼

續引領國家與民族克服難關、勇往

邁進。有關此會的回憶文章與研究

論文雖不在少數，但是以此為主題

的研究專著，張素華的《變局》無疑

是第一本。張著論及「七千人大會」

召開的緣由、會議的籌備經過、議

程的發展與變化、主要領導人的講

話和背景、會議的成果與後續效應

等，為認識「七千人大會」提供一個

全景式的介紹。在張氏平實的文

鄧小平與七千人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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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末，1962年1月11日－2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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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全景式的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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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述以及布局之下，讀者能輕

易地了解、掌握「七千人大會」的史

實內容、過程與影響，而確有不虛

此讀之感。

張著受人注目之處，還在於使

用大量過去未曾面世的各種資料，

包括：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中央書

記處會議、各中央局書記會議、以

及其他重要會議之相關記錄的檔

案；作者對當年參加會議者的訪談

紀錄⋯⋯。以上種種資料，除可作

為張著立論的厚實基礎，更可進一

步地為中共黨史，特別是中共菁英

要人的研究，供以重要的新材料與

線索。易言之，此一「七千人大會」

研究成果的落腳點，正是中共黨史

人物研究的一個出發點。

有關「七千人大會」的主要關鍵

人物，眾所周知的是：對先前「大

躍進」難辭其咎、亟思化被動為主

動的毛澤東；因直言不諱而開罪

「聖上」的劉少奇；還有發言別出心

裁、適時護駕解圍的林彪。至於其

他人的角色和與聞程度，則是模糊

不清。張著為此打開了一個缺口。

其中，最重要、亦是最大的突破是

關於時任中共中央常委、中央總書

記的鄧小平的部分。

鄧小平是「七千人大會」的重要

參與人和組織者，關於鄧小平在

「七千人大會」的活動，中共官方最

大書特書的是鄧小平在大會上所作

的公開講話，以為是講述「民主集

中制」的經典談話（劉金田、張愛

茹：《鄧小平與中共黨史重大事件》

〔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

頁163-69）。鄧小平想必也甚為滿

意，後來將之收入於被其看作是自

身「政治交代」的《鄧小平文選》之中

（鄧小平：〈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

上的講話〉，載《鄧小平文選》，第

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頁297-317）。除此之外，Ø墨不

多、討論甚少。然而，藉由張著中

提供的資料，對鄧小平於「七千人大

會」前後與期間在若干重大問題上

的立場與作為，可得到一定程度的

釐清與辨識，包括：鄧小平當時對

毛澤東的態度、鄧在會議中貫徹毛

的意圖、鄧與「七千人大會」召開根

源——「大躍進」運動之間的緊密聯

繫，以及鄧與地方大員的互動情

形。

首先，是擁護毛澤東的立場與

程度。

林彪在大會上力挺毛澤東的講

話，讓一度因挫折而心緒低迷、形

單影隻的毛澤東，如獲知音與奧

援，因而深得毛的高度好評。林此

舉常被看作是惡名昭彰的政治投機

行徑。鄧小平如何待毛？張著對這

個問題給予了解答：鄧小平縱不同

於林彪的機關算盡、公然向毛示

好，他也沒有像劉少奇那樣以略帶

刺激性的語言直率地表達觀點。他

選擇的是在不公開的場合H積極支

持毛澤東。

在「七千人大會」的籌備階段，

鄧小平向毛澤東並中共中央常委提

交書面報告，檢討由其領銜的中央

書記處在此前幾年的工作，以表明

應為運動的失誤負起責任。雖然沒

有公布其具體的文字內容，但張著

首次揭露該報告的主要論點以及鄧

小平對該報告的說明。其中，鄧小

平指出：「總的說來，毛主席歷次

反映我們根本路線、政策的議論，

是正確的，但我們有若干具體政策

措施，與指導思想相違背」，「是許

多具體問題、具體政策違背了毛主

針對人民公社問題，

鄧小平「唯毛是瞻」，

迥異於陳雲及劉少奇

的看法，既擺明了其

對毛澤東仍篤信的立

場，將問題提升到

「跟主席走」的高度，

也堵住其他可能的異

議之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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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奉鄧指示編輯而成的自「大躍

進」以來的中央文件的輯錄，鄧小

平也強調，經研究的結果，毛澤東

在此一時期的語錄，作為黨總路線

和各項具體政策的指導思想，沒有

錯誤（頁36-39）。

據吳冷西回憶，毛澤東對於鄧

小平所提交的書記處報告曾表示：

你書記處寫了一個報告，甚麼都是

執行我的指示，理解不深，執行不

夠，執行也有偏頗，你們把我當成

聖人，不是閒人已經不錯了，你們

不批評我，我自己也要作自我批評

（吳冷西：〈國民經濟調整的領導

者〉，載中央文獻研究室第二編研部

編：《話說劉少奇——知情者訪談錄》

〔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

頁317，下引簡稱「吳冷西」）。話雖

如此，毛澤東對於鄧小平在相關檢

討和研究報告中悉心護主的用意，

豈會不曉、不感受用。

此外，「七千人大會」期間，為

討論修改劉少奇大會報告稿而成立

的「二十一人報告起草委員會」，在

其開會議論的過程中，圍繞在人民

公社的問題上，鄧小平表示：

人民公社如果經過試點更好。既然

早產了就應當好好愛護他，對早產

的孩子有四種態度，一是不要，這

是右派；二是對付對付，不認真；

三是拔苗助長多給豬肉吃，多運

動。這三種態度都不對。主席的態

度是重視他愛護他，想辦法解決問

題。四種態度跟哪一種走？當然跟主

席走，一定有希望。（頁111-12）

針對人民公社問題，鄧小平這

種「唯毛是瞻」的態度，迥異於陳雲

認為的容許他人懷疑幾年，以及劉

少奇的現在難講其優越性的看法，

既擺明了其對毛澤東仍篤信的立

場，將問題提升到「跟主席走」的高

度，也堵住其他可能的異議之聲。

綜上所述，過去海外流行的鄧

小平在「七千人大會」期間夥同劉少

奇，不站在毛澤東的這一邊而令毛

不快的說法，至此可休矣。

其次，是貫徹毛澤東對於會議

的意圖。

張著中清楚顯示：「七千人大

會」期間，鄧小平不時將會議的動

向匯報予毛澤東，使之全盤掌握輿

情，也每應毛的指示調整會議的議

程，協助毛將會議導向為其所願的

方向。有關鄧小平貫徹毛澤東對

「七千人大會」的旨意的問題，值得

一提的是，會議經毛澤東引導出氣

抒怨後，毛要保住仍為其所信任之

「封疆大吏」的職位。鄧小平擔負的

是一頗具爭議性的任務——出面替

四川省委第一書記李井泉緩頰。

因為李井泉的狂熱（如李被稱

為四大「左王」之一；李因常與上海

柯慶施相呼應、唱高調，時人有

「長江上游下游口號高」的說法），

「大躍進」期間的「天府之國」受難極

重，非正常死亡人口達千萬，民怨

對此尤大。Ø眼於李井泉一貫對己

的忠心緊隨，毛澤東無視李在川所

犯下的巨大錯誤，要鄧小平代表中

央表態挺李。由鄧小平出馬，乃因

其本身為四川人，中共建政初又坐

鎮西南，淵源深、威望高。此外，

向來為人忽略的是，在「大躍進」勃

興之時，鄧即曾赴當地鼓動躍進熱

情、傳播蜃樓美景，就算不是為李

井泉所作所為背書，也是為之開了

綠燈。李井泉為了要向中央評功擺

會議經毛澤東引導出

氣抒怨後，毛要保住

仍為其所信任之「封

疆大吏」的職位，並

要鄧小平代表中央表

態力挺在「大躍進」期

間犯下巨大錯誤的李

井泉。在鄧小平不辱

上命的庇護下，李井

泉竟得以繼續安做

「西南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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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經常不顧在地的需要，對於中

央下達的已屬失實的高額糧食指標

（其中也含有李的誤導），搶先承

包，支援所謂的全國「大局」，徒令

四川缺糧危機愈加惡化。鄧小平和

其統領的中共中央書記處，在中央

主議糧食估產、汲取及配置事宜，

其在運動期間與好大喜功的李井泉

等主要地方負責人之間，實質構成

了上下「一搭一唱」的密切關係，在

相關責任的劃分上，彼此也很難釐

清。直言之，鄧小平力保李井泉，

主要是承上為公，也不可完全排除

有私人因素。

事實上，正因鄧小平持保李立

場參加四川組的會議，不免遇到該

省與會者的消極回應。故與同一時

間其他中央領導人到他組的情況相

較，顯得阻力較大。如同《楊尚昆

日記》的記載：「由於少奇、恩來同

志坐鎮安徽、福建，這兩省已經慢

慢地展開了，向省委領導上初步提

出了些意見，還待深入。四川省雖

有小平參加，似乎並未展開，而且

兩次冷場！」（楊尚昆：《楊尚昆日

記》，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1〕，頁119。）可以想見，鄧小平

絕不會因其保李訴求響應不熱烈而

自我調整、放棄成命；相反地，鄧

必是仗其威信、憑以黨律，迫不理

解者照樣接受，並在接受後加強理

解。在鄧小平不辱上命的庇護下，

李井泉竟得以繼續安做「西南王」。

第三，是鄧小平與「大躍進」運

動的密切關係與責任干係。

中共官方黨史出版物論及鄧小

平和「大躍進」關係時，「標準」的做

法是含糊帶過鄧在此運動醞釀、發

動和開展過程中的涉入情況，甚至

明明是相關細節的不好見世，卻表

示這是鄧採取「沉默」的方式對「大

躍進」進行抵制。西方論著雖然注

意到鄧小平及其領導的中央書記處

在推動「大躍進」中的關鍵地位，但

囿於資料的限制，也無法細究。這

方面可從張著中獲得一些零散但不

失重要的線索。除了前述鄧小平主

持的中央書記處的檢討報告，鄧在

1961年春所作的自我批評的首度公

開，亦是觀察、檢視其在運動中所

負職責的重要材料：

從中央到地方都有缺點，中央應當

負擔主要責任。57年以後，中央的

具體工作由書記處主持，作為中央

常委和主席的助手，工作沒有做

好，日常工作做得不壞，但方針政

策方面出的好主意不多，如鋼鐵的

第二本帳，糧食數量、公社規模

等，我們都參加了意見，贊成了

的。（頁195）

在中央書記處內協助鄧小平負

總責的彭真，在談到何時是「大躍

進」肇禍的關鍵時期時說：1960年是

高指標、高估產、高徵購、大出

口，基本建設也是1960年搞得最多。

彭真更快人快語地表示：1960年的

毛病出在沒有調查研究，首先是我

們書記處。小平帶頭，沒有調查研

究（頁107）。由身為鄧小平副手的

彭真，直指鄧在部署運動上不但沒

有起到務實的表率作用，反而做出

脫離實際的惡劣示範，更顯出資料

的可靠性。

對於以鄧小平掛帥的中央書記

處在「大躍進」中扮演的角色，無論

在中央和地方都不乏微辭。在煉鋼

問題上，陳雲在批評王鶴壽時即意

有所指地表示「有些人到書記處找幹

在中央書記處內協助

鄧小平負總責的彭真，

在談到「大躍進」肇

禍的原因時表示：

1960年的毛病出在沒

有調查研究，首先是

我們書記處。小平帶

頭，沒有調查研究。

彭真直指鄧小平在部

署運動上不但沒有起

到務實的表率作用，

反而做出脫離實際的

惡劣示範，更顯出資

料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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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以鄧為首的中央書記處追求鋼

鐵指標的熱衷。與此相關地，中共

中南局第一書記陶鑄認為錯誤的責

任主要歸咎於中央，尤其是中央書

記處，並對其檢討不甚滿意，認為

「不深刻」（頁71）。陶鑄之所以跳出

來責備中央書記處，必與中央書記

處過去透過中央電話會議在催促煉

鋼問題上對之造成巨大壓力有關。

若根據上述張著中所透露，有

關鄧小平和其麾下的中央書記處在

「大躍進」中造成的負面影響與連帶

責任，再重新看待鄧小平在1980年

回首「大躍進」時言己當年「頭腦也

熱」、「沒有反對」，必能覺得鄧小

平倡之「宜粗不宜細」所含的避重就

輕之嫌。

再次，是鄧小平與地方要吏的

互動情形。

「文革」前鄧小平所任之中共中

央總書記，乃居於中共黨國機器中

承上啟下之樞紐。對於中央層峰的

指示與決定，鄧小平為了要上令下

達，經常要與各方大員聯繫與聚

首，再加上鄧小平負責處理中央日

常工作，其同各地首長互動、接觸

甚為頻繁，其間培養了密切的工作

關係與公私信誼。這使得鄧小平在

中共政治運作中佔有一特殊而不可

或缺的位置。

以「大躍進」為例，在運動上揚

和掀起高峰的階段，鄧小平屢屢代

表中央糾集、激發地方的熱情和幹

勁；在運動出現過熱、偏斜之時，

鄧小平則忙於對之抑制和引導；當

運動呈現遲滯或難以為繼，鄧小平

又要對不復豪情的方面大員振衰勵

志、指派任務。中共中央決定召開

「七千人大會」正是基於此一背景。

張著多處披露鄧小平在「七千

人大會」中與各地「一把手」商議甚

至爭辯的言談資料。一方面，可以

看到鄧小平較為人所熟知的重於

「集中」的強勢政治風格和令到行止

的決心；另一方面，也難得可見鄧

小平在討論、交涉過程中遇到他人

的辯駁與質疑。例如：針對「七千

人大會」報告稿中是否將分散主義

視為主要矛盾的討論，對於鄧小平

把各行其事的分散主義看作「道德品

質有了問題，走黑路」，等同資本主

義思想、有可能造成資本主義復辟

的看法，中央和地方兩棲的彭真，

以其北京市委之首的身份明白表示

反對（頁100-103）。陶鑄對於「大躍

進」後困難產生的原因的議論，更

直截了當地不同意鄧小平作出的有

壞人破壞的判斷，指出對此不能過

份強調（頁108）。彭真、陶鑄敢對

鄧小平的意見、工作當面提意見，

然彼此的合作關係後續卻毫不受影

響，適足顯示他們相互之間的信

任、默契以及欣賞。這也從一個側

面反映鄧小平當時在議政論事和與

人處事上存有「民主」作風的一面。

讀者在張著中只見鄧小平在正

式議場中不厭其煩、甚而舌敝唇焦

地與地方要員周旋，促使後者能配

合中央一致行動。從吳冷西的回

憶，卻能發現鄧小平在會場外的另

一種游說。吳表示：

應該講小平同志還有一個特殊的作

用，是他來自地方，過去和各中央

局、省委的同志關係很熟，所以他

利用這種關係來溝通中央與地方的

思路，這個作用是別人所不能代替

的。開七千人大會期間，中央局和

省委書記都住在北京飯店，他每天

張著多處披露鄧小平

在「七千人大會」中與

各地「一把手」商議甚

至爭辯的言談資料。

一方面，可以看到鄧

小平較為人所熟知的

重於「集中」的強勢政

治風格和令到行止的

決心；另一方面，也

難得可見鄧小平在討

論、交涉過程中遇到

他人的辯駁與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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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都要去，或者是聊天，或者是

打台球，就在這個來來往往中間，

把中央和各省的思路都溝通了，這

個作用是別人不能起的特殊作用。

（吳冷西，頁320）

鄧小平在「七千人大會」中應

對、說服地方大員時，展現的「有

冷有熱」、「有硬有軟」，體現出鄧

小平不凡的領導藝術與技巧。鄧小

平擔任中央總書記，代表中央與地

方打交道所得所獲的經驗和人脈，

以及此一時期其對黨組織和運行的

嫻熟，乃是鄧在「文革」前所積累的

重要政治資產，亦是鄧在毛後問鼎

江山的一大資本與憑藉。

除了前面聚焦討論的鄧小平以

外，張著也對中共其他領導人，如

彭真、柯慶施、李井泉、陶鑄、王

任重、劉瀾濤⋯⋯等，在「七千人

大會」期間的活動提供了多少不一

的翔實、生動的紀錄和材料。雖然

未竟全貌，但較諸以往中國大陸相

關文獻的空乏，張著已是難能可

貴。藉由張著提供的資料，引發對

鄧小平等中共要人做探索性的思

考，或許是對中共黨史人物研究帶

來一學術意義的變局的開端。

筆力萬鈞

● 王礽福

馮象譯註：《摩西五經》（香港：

牛津大學出版社，2006）。

一

馮象先生的「象」字，應是氣象

萬千的「象」；由馮象來翻譯的《摩

西五經》，果然呈現了《聖經》文學

的萬千氣象！他不但是哈佛的中古

文學博士，還是耶魯的法律博士，

「摩西五經」（為《聖經》首五卷書《創

世記》、《出埃及記》、《利未記》、

《民數記》、《申命記》的合稱，以下

凡列明經文出處，會用創、出、

利、民、申的簡稱，中文數字為章

數，阿拉伯數字為節數，如「創九

12-16」，即創世記九章12至16節）又

稱「律法書」，所以可戲稱這是一趟

「門當戶對」的翻譯。

馮象以「樸素、聖潔、

雄健而熱烈」來形容

《聖經》的語言，其譯

註的《摩西五經》，直

接從希伯來文《聖經》

翻譯過來，卻一點不

見翻譯的痕{，而且

全書文采斐然，賞心

悅目，呈現了《聖經》

文學的萬千氣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