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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57年反右運動高潮結束後，在中國大陸高等學校設置的社會主義教育課

程應運而生。社會主義教育課程以知識份子的思想改造為中心，其目的在於通過

思想改造，增強知識份子對社會主義制度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理解和認

同。本文主要以北京幾所高校為個案，基於相關史料的分析，對這一課程的起

源、經歷階段、採用的形式及產生的影響等問題加以分析和探討，以期對反右運

動的歷史及其產生的影響有更全面的了解。

關鍵詞：反右運動　中國高等學校　社會主義教育課程　知識份子　思想改造

1957年反右運動高潮過後，中國大陸高等學校紛紛開設了社會主義教育

課程，這是整風、反右派鬥爭的產物，更是一場以知識份子為中心的思想改

造運動。這場思想改造運動有其特定的目的，經歷了不同的歷史階段，採用

了不同的形式和方法，並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從目前的研究來看，學術界對

這場思想改造運動沒有高度重視，研究成果也不多，如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

的《中國共產黨歷史 ·第二卷（1949-1978）》記述中國共產黨從1949年10月中

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這二十九年的歷

史，其中較詳細地介紹了1957年進行全黨整風和由整風轉向反右的歷史過

程，也敍述了反右出現擴大化及其嚴重後果，但是對於反右運動高潮過後涉

及高校社會主義教育課程的情況卻無相關介紹1。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

1949-1976年的中國》專門回顧和思考1956年下半年至1966年上半年十年歷

史，在詳細講述中共進行整風、由整風轉向反右的歷史過程以及造成嚴重後

果後，較簡單地介紹了反右高潮過後農村兩條道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大

辯論，但並無談及高校社會主義教育課程2。

少數例外的是莫岳雲、何珍的論文以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視角，對社

會主義教育課程的開設背景、課程教學特點進行了分析，重點探討了高校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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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這門課程的得失3。這是目前為數不多的涉及對此問題的研究。然而，由

於立足於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使得對此問題的研究忽視了其他的知識份子

群體（如教師）在這門課程中的遭遇和表現，顯得不夠全面。此外，雖然對社

會主義教育課程開設的背景、特點等問題進行了分析，但並不徹底，對課程

經過的階段、採用的形式的分析更是存在不足，使得對此問題的研究還有較

大的空間。本文基於中共中央宣傳部《學習》雜誌、北京部分高校刊物等史料

的分析，對反右運動後期中國大陸高校社會主義教育課程從起源、經歷階

段、採用的形式及產生的影響等方面加以分析和探討，特別強調其與反右運

動、思想改造的關係，希望能推動這一問題的研究。

一　社會主義教育課程的設置背景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國共產黨召開了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八

大的開幕詞中，毛澤東提出了開展全黨整風的任務。同年11月，在八屆二中

全會上，毛宣布了開展整風運動的指示和部署。1957年3月12日，在有黨外

人士參加的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毛再次宣布了中共中央做出的「今年開始整

風」的決定4。4月27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發布了〈關於整風運動的指

示〉，其中分析了黨的建設所面臨的挑戰，提出了要「在全黨重新進行一次普

遍的、深入的反官僚主義、反宗派主義、反主觀主義的整風運動，提高全黨

的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水平，改進作風，以適應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

的需要」5。整風運動經過準備和醞釀於此全面拉開序幕。

4月30日，毛澤東與民主黨派負責人和無黨派民主人士進行座談時，號召

黨外人士對中國共產黨的缺點和錯誤進行批評；因而黨外人士向黨提出批評

意見、幫助整風是這次整風運動的重要方式和特點。在上述大背景下，北京

各高校黨組織開始了整風。為了貫徹中共中央整風指示，5月12日，北京工業

學院黨委決定在處級以上幹部黨員中開始整風。5月18日下午，中國民主同盟

北京工業學院支部召開全體盟員會議，給黨委提意見。北京工業學院內的「民

革」及「九三學社」成員也應民盟的邀請參加了座談會6。此後，隨着整風運動

的深入和黨外人士「鳴放」的發展，對中國共產黨的批評意見趨向尖銳。各種

批評甚至不滿言論的逐漸增多和走向激進，給中共領導人帶來了很大的衝

擊。5月中旬，毛澤東寫出〈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指出了當時部分批評者存

在修正主義和右傾機會主義思想，並對社會上的右派做了「百分之一、百分之

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的推算7。這標誌着中共中央的指導思想開始發 

生重大變化。6月8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組織力量準備反擊右派份子進攻

的指示〉8。同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這是為甚麼？〉，決定對右派進行反

擊9。在上述大的社會歷史背景下，高校的整風運動也開始發生轉向，由整

風轉變為反擊資產階級右派的進攻。

從高校反右的進程來看，經歷了由校外轉向校內的過程：初時主要緊跟

社會的「政治風向」，對社會上的右派份子如葛佩琦、章伯鈞、林希翎等展開

批判；其後轉向學校內部，對資產階級右派典型人物進行反擊。在這個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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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學術論文 中，透過「揭露」、「駁斥」右派言論和召開大會等進行批判是主要的手段和方

法。隨着反右運動的發展，北京各高校都揪出了一大批資產階級右派，甚至

出現了擴大化的趨勢。如北京大學哲學系，全系教學人員80人中有右派份子

13人，佔16.2%；全系學生274人中有右派份子24人，佔8.8%。1955年畢業的 

一班學生32人中，據初步了解，有右派份子12人，佔37.5%。1956年中國哲

學史教研室「慎重挑選」的4名研究生中，就有一貫堅持反動立場的右派份子 

2人，佔50%bk。北京大學文藝理論教研室、漢語教研室語文專業教員50人，

右派13人，佔26%，全專業青年教員23人，右派12人，佔52%；文學史教研

室教員22人，右派9人，佔41%，青年教員12人，右派9人，佔75%bl。至於

北京工業學院，「右派份子中，教師的比例大約佔全體教師的10%，學生佔的

比例稍少，佔全體學生的7%，職工次之，佔全體職工4%以下」bm。可見知識

份子群體在反右運動中受到了嚴重的衝擊。

雖然在反擊資產階級右派的過程中，北京各高校組織對右派言論進行了

駁斥，也召開了各種大會對右派份子進行批判，甚至要求右派份子承認自己

言論的錯誤，但是從效果來看並不十分理想。據相關資料披露，從「反右派鬥

爭以後知識份子的表現來看，據我院〔北京工業學院〕第一批反右派結束時的

統計，低頭認錯，繳械投降的佔21.46%；低頭不認錯，繳械不投降的佔

66.52%；抗拒不低頭，不認罪的佔13.02%」。而在這些右派份子中，以北京工

業學院一系學生中的統計為例，右派份子中剝削階級出身的佔68%，小資產

階級出身的佔24%，工農出身的佔2.4%bn。此外，在中國人民大學的239個右

派份子中，有階級仇恨的佔27.6%，政治野心份子佔6.3%，歷史反動或對新

社會有仇恨情緒的佔16.7%，有嚴重資產階級思想的佔43.1%，受修正主義影

響很深的佔4.6%，其他佔1.7%。這說明「右派份子的產生不是偶然的」，「右

派份子的產生有他們的階級的、歷史的和思想的根源」bo。

反右運動中知識份子不滿甚至對立的態度和階級出身等狀況，影響了毛

澤東對階級、階級鬥爭的看法。1956年中共八大認為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後，

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後的農業

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

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黨和全國人民當前的主要任務，

就是要「集中力量來解決這個矛盾，把我國盡快地從落後的農業國變為先進的

工業國」bp。反右派鬥爭改變了毛澤東對當時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判斷，在經

過修改後發表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文中，毛改變了他對

階級、階級鬥爭的看法，認為「階級鬥爭並沒有結束。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

間的階級鬥爭，各派政治力量之間的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在

意識形態方面的鬥爭，還是長期的，曲折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在這

一方面，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誰勝誰負的問題還沒有真正解決」bq。在這

種情況下，「改造知識份子的舊思想，提高人們的社會主義覺悟」，成為了大

規模反擊右派進攻後必須開展的重要工作。高校的社會主義教育課程設置就

是在此歷史背景下應運而生的。

1957年8月17日，在北京市馬列主義教師報告會上，康生正式宣告1957年 

下半年在全國高校各年級中開設社會主義教育課程，「從當前政治形勢出發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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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整風和社會主義教育」br。對於為甚麼要設立社會主義教育課程，在10月

21日〈中共中央宣傳部關於設立社會主義教育課程向中央的報告〉中有明確的

說明：「高等學校和中級以上的黨校，現在都有必要設立社會主義教育的課程

以便改造知識份子的舊思想，提高學員的社會主義覺悟。」bs

對於這一點，中共中央宣傳部主辦的《學習》雜誌曾經做過更深入的分

析，在〈怎樣認識「社會主義教育課程」？〉一文中指出：「這是因為我國正進行

這政治戰線和思想戰線的社會主義革命，人人都要過社會主義這一關。」「大

鳴大放和反右派鬥爭階段中的大量事實證明，知識份子的舊思想如果不經過

改造，就不僅不能很好地為社會主義服務，甚至還會被資產階級右派所俘虜， 

作出不利於人民的壞事來。」文章進一步指出，「反右派鬥爭雖然已經取得了

決定性的勝利，但是，這並不是說，知識份子頭腦中的資產階級的政治思想

影響，已經完全清除了」。事實上，「經過了反右派鬥爭，絕大多數知識份子

和幹部雖然都已經認清了右派份子反對社會主義、反對共產黨的反動政治立

場，並對他們的反動言行表示了極大地憤慨，但是，對於右派份子所散布的許

多資產階級觀點，例如，攻擊社會主義道路等等，其錯誤何在，有不少人還

弄不清楚，或不能完全弄清楚」。另外，「知識份子當中存在的個人主義、本位

主義、自由主義、無政府主義、平均主義和反動的民族主義等資產階級思想，

還需要很長的時間才會得到根本的改造」。文章據此認為：「在反右派鬥爭獲得

勝利的基礎上，在高等學校學生、全黨中級以上幹部、國家機關、軍隊和企業

的主要幹部和知識份子中間，組織這一課程的學習，是完全必要的。」bt

由此可見，反右運動後期開展的高校社會主義教育課程是反右運動的產

物，其目的在於消除整風、反右運動中出現的不同聲音，尤其針對知識份子

進行思想改造。

二　社會主義教育課程的推動

中共中央決定在高校開展社會主義教育後，這一運動陸續在各地全面推

動。例如在北京，經過一段激烈的反右派鬥爭以後，各高校也在為新學年開

設的社會主義教育課程進行準備工作。1957年8月，中共北京市委特地邀請陸

定一、康生，對北京市馬列主義教師做了前述有關開設社會主義教育課程的

報告，號召所有馬列主義教師，首先做個革命家，做個馬列主義宣傳家。中

國人民大學黨委會和各政治理論教研室以及其他社會科學各系的教師，在討

論8月16日、17日陸定一和康生的報告以後，還結合該校反右派鬥爭的經驗

和問題，擬定了一個社會主義教育課程的初步方案。課程分為十二個專題，

規定學習期限為一年。除專業課外，其他的政治理論課暫停ck。北京工業學

院在9月21日公布了〈關於進行社會主義思想教育的計劃（草稿）〉，其中對開

設社會主義教育課程的背景、需要經歷的階段、採用的形式、應該達到的目

的等問題作了說明cl。9月26日，北京大學校務委員會召開第三十七次會議，

江隆基副校長在會上報告了1957至1958學年的工作綱要（草案），並作了一些

說明。報告指出，鞏固和加強黨的領導，反對高等教育工作中的資本主義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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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學術論文 線，批判、克服教師和學生中的資產階級思想影響，以培養工人階級自己的

知識份子，是學校今後光榮的歷史任務。為了堅決地進行這一任務，就必須

在校內繼續深入地開展整風運動。這次整風運動包括三個基本內容，其中一

項就是對全體人員進行社會主義思想教育cm。北京大學黨委還建立了社會主

義思想教育委員會，統一布置、檢查各政治教研室的工作，各系也都建立了

社會主義思想教育小組cn。由此可見，社會主義教育課程在北京高校得到全

面的推動。

對於社會主義教育課程的方針和主題，10月21日〈中共中央宣傳部關於

設立社會主義教育課程向中央的報告〉在闡述了設立社會主義教育課程必要性

的同時，也指出了：全黨中級以上幹部、國家機關、軍隊和企業的主要幹部

和知識份子，也應該在適當時間內組織學習。根據理論和實際相結合的方

針，這個課程應該以毛澤東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為中心教

材，同時閱讀一些必要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著作、黨的文件和其他文件co。 

理論聯繫實際和「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是這門課程的指導方針和主題。

對於社會主義教育課程的學習方法，以閱讀文件和自由討論為主，附加

輔導。〈報告〉中指出：「應該精讀文件，又進行自由的和充分的討論。教員和

輔導員，應該在黨委的領導下，首先組織自己的學習，理解文件的基本內

容，密切結合學員的思想情況，進行講授和輔導。」同時指出：「過去政治課

教員對於學員思想情況不加過問的偏向，必須堅決糾正。」cp

對於社會主義教育課程的學習內容，除了以〈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

的問題〉為中心教材外，〈報告〉中的附錄〈社會主義教育課程的閱讀文件〉列

舉了最低限度和最高限度的閱讀文件。最低限度的閱讀文件共九十三篇文

章，主要圍繞以下問題：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肅反問題；農業合作化問題； 

工商業者問題；知識份子問題；少數民族問題；關於百花齊放、百家爭鳴、

長期共存、互相監督；關於少數人鬧事問題；壞事能否變好事；關於節約；

中國工業化的道路。其中，「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計三十篇文章，約佔三分

之一。最高限度的閱讀文件共五十二篇文章，和最低限度的閱讀文件相比，

少了「關於少數人鬧事問題」和「中國工業化的道路」專題，「兩類不同性質的

矛盾」計十九篇文章，約佔三分之一強。其中還規定：最低限度的文件，可以

根據實際情況和需要做適當的增減；最高限度的文件是否閱讀，也應該根據

參加學習的幹部和學員的閱讀能力和時間確定cq。

11月1日，中共中央發布了〈對中央宣傳部「關於設立社會主義教育課程

的報告」的批示〉，同意中央宣傳部關於高校和黨校設立社會主義教育課程的

方案，望各地採用，並建議高等教育部和教育部採用這個方案，根據具體情況， 

提出執行的辦法cr。在上述的大背景下，北京各高校着手制訂了社會主義教

育課程的實施方案。大致來說，高校社會主義教育課程的開展主要有三個階

段：一、思想動員和醞釀階段；二、整改及辯論階段；三、思想總結階段。

例如，北京工業學院根據〈關於進行社會主義思想教育的計劃（草稿）〉中的安

排，在1957年下半年開學後，停授馬列主義哲學、馬列主義基礎、政治經濟

學、中共黨史四門政治課，用一年時間開設社會主義教育課程。根據〈計劃

（草稿）〉，該校將社會主義思想教育分為三個階段：一、動員階段，聽取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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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北京工業學院黨委第一書記）有關反右派及相關問題報告並分組討論；

二、大辯論階段，學習〈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對社會主義革

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是否正確、要不要共產黨的領導等問題進行辯論，提高覺

悟，劃清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思想界限；三、思想總結階段，在學習相關

文件並認識到進行思想改造重要性的同時，對資產階級思想進行批判等cs。

又如，中央政法幹部學校的社會主義教育方案規定：社會主義教育的總

時間為八個月左右，大體上也劃分為三個階段進行：一、思想動員和初讀初

論階段，大體共用兩個半月左右時間。這個階段的主要目標是使學員深刻認

識社會主義教育課程的重要意義，研讀〈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

及相關文件，並聯繫學員自身的思想和工作實際進行大鳴大放；二、分段分

題深入研究辯論階段，大體用三個半月時間。內容主要是以無產階級專政和

黨的領導問題作為中心，繼續鳴放和進行深入的研究和辯論；三、綜合深入

研究文件、系統批判反省的總結階段，共兩個月時間ct。

一般而言，社會主義教育課程的授課時間大約是一學年，但也有例外，

如中央人民公安學院決定以四個半月的全部時間（從1957年11月初到1958年

3月中旬）讓學員集中地學習社會主義教育課程。這門課程分為四個階段：

一、測驗、動員，約一周時間。測驗的目的是了解學員對各種重大政治思想

問題的認識，初步掌握他們的思想情況。學習動員主要是說明進行整風和社

會主義教育的意義和目的，以及學習中該持的正確態度。二、閱讀文件、進

行座談，約三周時間。精讀〈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按照該報

告內容順序進行座談，在座談中要求每個人都擺出自己的真實思想認識，以

便進一步展開討論。三、開展辯論、專題講授，約十一周時間。根據座談提

出的普遍的和比較重大的問題，按照毛的報告順序分若干單元，有準備、有

組織、有步驟地開展大辯論。四、思想總結，約三周時間。在系統批判資產

階級反動思想的基礎上，澄清思想認識，堅定社會主義立場dk。雖然課程的

時間安排、階段劃分與其他學校略有不同（如北京工業學院規定課程安排在 

周五下午和周六上午，持續一學年，不是全部時間），但整體內容的差異並 

不是十分明顯。

總的來說，作為一場思想改造運動，社會主義教育課程經過上自中共中 

央、下至各高校黨委精心的準備和策劃，在強有力的領導下得以在北京高校全

面貫徹和實施。如北京工業學院從1957年9月上旬着手準備，學院黨委多次召

開會議討論，成立了社會主義教育課程領導機構，師生員工被劃分成五百多個

小組，又從各系抽調了六十多名「立場堅定的同志」成為半脫產的社會主義教育 

課程輔導員，等等dl。這些都反映了這場思想改造運動具有嚴密的組織性。

三　社會主義教育課程的形式

中國共產黨借助民主人士和黨外人士提出批評意見進行整風，其最初的

目的在於改進各項工作。在整風運動初期，隨着鳴放的進行以及各種批評意

見的提出，改進工作中的各種不足（即整改）是當時北京各高校的重要工作。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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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學術論文 是，在毛澤東決定反擊資產階級右派的進攻之後，整改工作的性質和目的發生

了重要的變化。「狠狠的改進工作」，「改掉了工作中的缺點，就是堵住了右派

向我們進攻的藉口，徹底粉碎右派對我們的污蔑」成為了高校反右派的重要部

署dm。在高校社會主義教育課程設立和開展的時候，反右運動正進入到了整改 

的階段，因而整改成為了社會主義教育課程貫徹和實施的重要途徑和方法。

對於整改與社會主義教育課程的重要聯繫，馬列主義教師雲光在介紹中

國人民大學社會主義教育課程實施的情況時指出：「整改」是解除思想顧慮的

重要環節。「整改」做得好，社會主義教育課程才能更順利地開展。「當人們真

實地看到了領導決心改進工作，克服工作上、領導作風上的缺點的時候，顧

慮也就迎刃而解了。這樣，在整風與改進工作的同時，也同樣會貫徹社會主

義教育。」dn根據雲光的介紹，在中國人民大學的整改工作中，預計解決兩個

社會主義教育的問題：一個是高等教育中的兩條路線與知識份子的改造問

題，一個是勤儉建國與勤儉辦校的問題do。此外，北京工業學院院長助理張

耀南在1957年9月16日院務會議上，具體介紹了幹部福利問題、幹部政策、

教學條件與環境衞生的改善、擴大民主生活問題、教學與行政工作展覽會、

加強大一學生的領導、各級領導作風、房屋調配等工作的改進情況，並介紹

了實驗室的整頓和工友工作的整頓等正在整改的工作，也特別強調了「狠狠的

改進工作就是對右派份子最有力的打擊」dp。整改高校中的各項工作被認為是

開展社會主義教育課程的重要途徑。

值得一提的是，下放教員、幹部和學生到農村去參加生產勞動、進行思

想改造，也是整改工作中的重要內容。比如，中國人民大學在全面改進教學

內容與教學方法的同時，為了改造政治課教師，已派一部分下鄉參加生產鍛

煉；馬列主義研究班的學員，也已由教師帶領下鄉參加勞動和農村大辯論，

留下來的在校教師也經常深入到農業社和工廠去參加實際工作。此外，全體

學工人員，也參加了校內外的體力勞動dq。在北京地質勘探學院，由於領導

在整改中特別強調勞動教育，學院共青團委員會也號召團員積極參加勞動，

廣大師生員工通過討論，在思想上明確了知識份子改造的道路是要到勞動中

去鍛煉，並必須徹底拋棄一切輕視體力勞動、輕視工農群眾的思想。在黨和

團的號召下，該院有一千多名學生和三百多名職工下鄉幫助農民秋收dr。

對於下放教師參加生產勞動與知識份子思想改造之間的關係，在《學習》

雜誌刊登的〈教員下鄉究竟有甚麼好處？〉一文的編者按中指出：「這次下鄉去

的同志，對於下基層去接近群眾，改進自己的教學工作，抱有很大的熱情和

決心。他們下去的時間不長，但是由於能夠愉快地同農民共同勞動，同甘共

苦，因而能夠同農民群眾交上朋友，並且在思想上得到不少收穫。在這次下

鄉之後，由於實際的教育，他們開始從心裏感到必須向群眾學習了，他們在

感情上開始有一些轉變，並且初步體會到下鄉對於改造思想、改進教學有極

大好處了。」ds教員、幹部、學生參加生產勞動成為了社會主義教育課程中思

想改造的重要方向。

除了整改，大辯論也是社會主義教育課程的主要形式。《學習》雜誌刊出

的〈在社會主義教育課程中，必須貫徹「有的放矢」的原則〉一文曾指出：如何

才能了解學員中間存在着的各種錯誤思想，以便「有的放矢」地加以改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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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的方式就是大鳴大放。整風的經驗證明：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

的形式，既有利於改進工作，糾正工作中的錯誤和缺點，又有利於啟發群眾

的自我教育，克服各種錯誤思想dt。對於為甚麼要借助大辯論來開展社會主

義教育課程，該文還指出：在進行社會主義教育課程的教學時，必須反覆向

學員說明：「社會主義教育是人民內部的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人們頭腦中的

資產階級思想和其他錯誤思想，是客觀存在着的，如果不加以改造，它不但

不會自然地消失，反而會發展起來，引起更大的危害。這對社會主義事業是

不利的，對自己的改造也是不利的。而通過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等

形式，經過反覆辯論，互相教育，分清是非，達到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目

的，使自己頭腦中的資產階級思想清除出去，社會主義思想樹立起來，就可

以自覺地站到工人階級立場上來。」ek另一篇題為〈一場熱烈的、有豐富思想

收穫的大辯論〉的文章指出，「以整改為主，在整改運動中選擇群眾普遍存在

的較為重大的思想和政治原則問題，作為社會主義教育的內容，展開討論和

辯論」，「在進行社會主義教育時，如何形成熱烈的、群眾性的辯論高潮，是

一個關係到學習能夠有收穫的重大問題」el。通過大辯論澄清人們的思想認

識，成為了社會主義教育課程的重要形式。

在這一思路的指導下，各高校積極開展大辯論以加強社會主義教育。如前

所述，中央政法幹部學校的社會主義教育方案的第二階段——分段分題深入

研究辯論階段，就提出「以無產階級專政和黨的領導問題作為中心，繼續鳴放

和進行深入的研究和辯論」，具體需要分段分題研究辯論的問題，大體包括以

下幾方面：一、無產階級專政和黨的領導同社會主義法制的關係；二、無產階

級專政和黨的領導同社會主義民主的關係；三、無產階級專政和黨的領導同社

會主義革命、社會主義建設的關係；四、集中與民主、紀律與自由、領導與群

眾、個人與集體的關係em。又如西北工業大學在思想動員工作結束後，計劃分

三個單元來進行「兩種不同性質的矛盾和解決辦法」的學習。第一單元辯論的中

心是「我國應該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資本主義道路？」，要求消除右派散布的對

黨的政策和革命成果的懷疑主義情緒；第二單元辯論的中心是「我國需要社會

主義制度還是資本主義制度？」，要求劃清社會主義民主與資本主義民主的界

限，消除右派宣揚的資產階級民主自由，否定專政，否定集中、紀律和領導的

思想以及無政府主義思想影響；第三單元辯論的中心是「要鞏固黨的領導，還

是擺脫和削弱黨的領導？」，並對「黨天下」、「黨開始蛻化」、「外行不能領導內

行」等各種說法進行批判en。通過對上述兩所學校大辯論的主題分析，不難發

現大辯論要解決的是整風、反右運動過程中提及的帶有普遍性、涉及黨的領導

等方面的重要問題，其根本目的在於消除不利於黨的領導的思想，提高人們對

社會主義、對黨的領導及相關路線、方針、政策的理解和認同。

高校社會主義教育課程的設置帶來一項重要的變動是，原本高校中以教

師教授為主，依託教材的傳統體系化、規範化的思想政治理論課暫時停止，

以社會主義教育課程代替。在社會主義教育課程實施過程中，也有一定形式

和數量的專題報告和輔導，但是僅居於補充的地位。如中央政法幹部學校的

社會主義教育方案就提出，在各個階段，學校均須安排相關人員作一些必要

的輔導報告，以推動辯論或澄清思想eo。在組織和指導開展大辯論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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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學術論文 中，輔導教師的工作也是十分重要的。輔導教師在辯論會前後、辯論會上都

要進行一系列的工作，他們要深入地了解和掌握學生的思想情況，啟發學習

熱情和消除顧慮，使學生能夠以正確的態度來對待學習和辯論；還要幫助 

學生克服學習和辯論中所遇到的困難，制訂重要的參考文件，解答參考文件

中的疑難問題，等等ep。如為了凸顯對輔導工作的重視，1957年10月11日，

北京工業學院黨委第一書記魏思文做了〈努力做一個國防戰線上的工人階級知

識份子〉的專題報告，這是該校社會主義教育課程的第一課eq。但仍需指出的

是，「專題報告和輔導，也只能是針對具體問題來做理論分析，而不是放空

炮」er。專題報告和輔導的主要目的在於使高校社會主義教育課程的內容和形

式更加豐富，從而更容易被受教育者接受。

四　社會主義教育課程的作用和局限

在談到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灌輸時，列寧曾說過：「工人本來也不可能有社

會民主主義的意識。這種意識只能從外面灌輸進去。」es1957年在中國高校開

展的社會主義教育課程是對列寧意識形態灌輸理論的很好詮釋。這場運動發

端於反右運動高潮過後，針對整風、反右過程中人們思想認識出現的問題，

有其特定的歷史印記。其目的在於解決大學生和知識份子思想上普遍存在的

問題，「提高認識，改造思想」，「消滅資本主義思想，興社會主義思想」et，

是一場徹頭徹尾的思想改造運動。從這場運動的效果來看有其積極的意義，

在改造知識份子的思想觀念和改進高校各項工作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首先，這場教育運動在清除和「自覺地批判個人主義、本位主義、自由主

義、無政府主義」fk等思想方面起到效果，如北京石油學院社會主義教育課程

中關於勞動問題進行的辯論中所總結的，對解決大學生的思想面貌問題，如

看清楚偉大的社會主義建設、參加義務勞動、服從相關規定等起到了積極的

作用fl。教師、幹部、學生下放參加農業生產勞動，有助於改變學校中輕視

體力勞動的思想觀念。如清華大學政治課教員馮玉中等人根據親身經歷認

為，「知識份子參加體力勞動，可以學習到在書本中學不到的許多極為寶貴的

東西」，「真正懂得了一點勞動創造人類歷史的道理。特別是參加了勞動，才

親身體驗到勞動的艱辛，也更感到作一個勞動者的光榮」fm。

其次，在具體工作方面也有一定的改進。如在北京工業學院，自學院整

風開展以來至1957年9月16日，收到900條善意的意見和建議，圍繞幹部福

利、幹部政策、教學條件與環境衞生、擴大民主生活、加強對大一學生的領

導、改進各級領導作風、房屋調配等問題，學校進行了諸多的整改，對提高

學校辦學工作有着積極的意義fn。又如北京大學，自1957年下半年整改工作

以來至同年11月15日，通過鳴放，全校師生共提出意見40,067條，這些意見

和建議同樣也涉及改進各級領導作風、改善辦學條件等問題。至11月30日，

已經解決的佔60%左右，預計在寒假前可解決的佔總數25%，當時不可能解

決、需要研究或辯論的佔總數12%，轉校外單位處理的約佔2%fo。整改工作

的進行對改進高校的工作、解決問題具有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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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社會主義教育課程也帶有一定的歷史局限。首先，它反映了中國共

產黨在成為執政黨之後，其在革命戰爭年代通過運動方式解決政治、思想等

各方面問題的行為方式沒有發生根本性的改變。通過政治運動解決革命過程

中遇到的問題是中國共產黨常用的辦法，但是政治運動容易造成衝擊面過

大，對民主、法制、制度建設也會造成較大影響，且隨意性較大，不利於各

項工作的正規化、制度化和法制化。社會主義教育課程是反右運動的產物，

但是在開展的過程中，以停開高校原本規範化、體系化的思想政治理論課程

為前提，這必然會對高校中正規化的課程教學產生負面的衝擊，以致「有一些

人還留戀過去的理論教學，對於停開過去的幾門理論課表示惋惜，甚至有人

認為這是『莫大的不幸』，而不懂得開展社會主義教育是一場活的、生動的馬

列主義教育」，「還有一些人對社會主義教育不重視，嫌花時間多（每周一天

半），想多搞點業務，有的想學外文，甚至有人看小說，表現了單純業務觀點

和忽視政治鬥爭的傾向，等等」fp。

此外，知識份子、幹部下放參加農業生產勞動，如要求「沒有經過實際鍛

煉的青年知識份子，應該下去鍛煉兩三年，或更長時間。所有留在家裏教課

的人，每人每年也必須下去兩三個月」fq，又如石油工業部制訂了大學畢業後

必須先參加一年體力勞動的規定fr，這對發揮知識份子在建設中的積極作用

尤其是人才的培養，也會造成負面影響。知識份子參加農業生產本身就不符

合現代社會的社會分工，會「浪費國家建設人才」。如北京石油學院1957年畢

業生分配到工作單位之後，有的沒有擔任研究和技術工作，而是參加體力勞

動，這一措施在一部分學生中引發了議論和抵觸情緒。有人說：「技術人員參

加體力勞動壞處多，大可不必這樣做，影響向科學進軍，影響十二年科學規

劃的完成；生活在工農中，和工農接觸，照樣可以改造思想。」fs這反映了以

運動的方式來解決思想方面的問題會對其他工作產生衝擊。

其次，社會主義教育課程的設置進一步預示了中共在知識份子問題上的

政策轉向更加「左」的立場。在建國以來的歷次政治運動中，中國知識份子一

直都處於學習和被改造的狀態，這給他們帶來了很大的思想負擔。在1957年

5月下旬鳴放的一次座談會中，北京工業學院的教師蔡陛星指出：「知識份子

是有毛病的，我在三反⋯⋯歷次運動中聽到許多可歌可泣的事迹，特別是抗

美援朝運動，洗刷了中國百年來的奇恥大辱，使我深感必須進行思想改造的

必要，但另一方面也產生了自卑的情緒，感覺到自己總比別人低一個頭，知

識份子自己又有自卑感，而黨對他們不信任，這就是問題。」ft在反擊資產階

級右派的過程中，大量的知識份子被打成右派，高校更是知識份子受到嚴重

衝擊的地方，他們大量被當成右派的典型遭到批判；毛澤東據此也改變了之

前對中國社會階級、階級鬥爭形勢的判斷。在社會主義教育課程貫徹和實施

的過程中，知識份子由整風運動開始時聯合的對象變成了改造的對象。這場

教育運動的核心目的在於改造知識份子的思想，不論是下放參加勞動以增進

與農民的思想情感，還是圍繞走社會主義道路、堅持黨的領導等各種問題開

展的大辯論，都涉及到對知識份子的思想改造問題，這也說明了知識份子更

加不被信任，沒能擺脫被改造的命運。對知識份子政策的轉向「使得知識份子

問題上的錯誤成了長達20年『左』傾錯誤的重要內容」g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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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學術論文 再者，社會主義教育課程的設置也不可能成為徹底的思想改造運動。社

會主義教育課程是在「反對資產階級右派的鬥爭已取得了重大勝利，鬥爭的高

潮階段已經基本上結束」的背景下推動和實施的，帶有極強的政治色彩。這場

運動主要是「從思想上弄清楚各種錯誤思想，粉碎各種謬論」，「用充分的時

間，以和風細雨的方式」，「進行系統的社會主義思想教育」，「通過這一思想

教育，解決大鳴大放和反對資產階級右派鬥爭中所暴露出來的思想問題，幫助

大家劃清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思想界限，站穩工人階級立場，實行自我改

造」gl。與整風時期的鳴放相同，社會主義教育課程在貫徹和實施過程中也號

召大鳴、大放、大辯論，但是經過反右派鬥爭，在開展社會主義教育課程的時

候，許多人必然會產生思想顧慮。在中國人民大學，「有若干人對社會主義教

育認識不清。他們把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改造思想問題和反右派鬥爭的敵我問

題混淆起來，比較普遍地存在着怕暴露問題弄成右派的思想，因此使思想工作

不容易摸底」gm；在教育行政學院，「有的學員怕暴露思想後被人看不起，有的

甚至怕被說成是右派」gn，等等。雖然在社會主義教育課程實施中，人們通過

大字報、大辯論提了許多意見和建議，與反右暴風驟雨式的運動相比也顯得

「和風細雨」，但是反右運動中對右派份子的激烈反擊和批判以及隨之而來的處

理，不能不使得人們在社會主義教育課程中採取更加謹慎的態度和行為。

總的來說，作為反右派鬥爭的產物，社會主義教育課程為中國共產黨加

強對高校和知識份子的領導和影響起到了極其重要的作用。在反右派鬥爭之

後，中國大陸接二連三地發生了許多政治運動，如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等，

其時高校緊跟社會形勢同樣也捲入其中。在此過程中，社會主義教育課程的

開展和實施無疑起到了很大的鋪墊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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