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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漸續平衡」的形成 
在「歷史制度主義」的理論中，強調制度路徑經過變遷後，會依循原來制

度的設計，做有限度的修正，最終達至「漸續平衡」。由於「民主集中制」的

缺失，使得中共政治存在著非正式政治的影響，權力過於集中，以及政治繼承

不明確等的危機。一九五六年九月之後，毛澤東因國際與國內環境的影響，被

迫採取「二線分工」的形式，以防止上述三項缺失。然而，該時期的「二線分

工」運作並不完善，呈現出以毛澤東獨斷獨行的結果，可以「決定途徑」來解

釋之。在歷經一九五九年四月的「關鍵點」之後，毛澤東辭去國家主席，在政

務方面退居二線，而劉少奇等一線領導在諸多政策上，開始與毛有所歧異，而

呈現出一線、二線之間互相競逐的結果。 

本文認為，「二線分工」由原先毛主導的「優勢政治」（bandwagon）型，在

歷經「關鍵點」的轉折後，成為一線（以劉少奇為首）、二線互相競逐的「權

力平衡」（balance of power）型。1 換句話說，「二線分工」的制度由最初的「優

勢政治」型，在變遷之後，於「權力平衡」型的分工上，獲致了「漸續平衡」。

這項新的「漸續平衡」，對於減少「非正式政治」的影響、避免權力集中以及

安排政治繼承，產生了較佳的結果。以下，將探討一九五九年四月後，這種「權

力平衡」型分工之運作與影響，本章將由減少「非正式政治」的影響、避免權

力集中以及安排政治繼承的角度，對於「權力平衡」型的「二線分工」，進行

探討。 

 

第一節、減少「非正式政治」的影響 

本文認為，在一九五六年八月至一九五九年四月之前，可以「決定途徑」

                                                 
1 Avery Goldstein 認為，中共政治中 1949-1966 年是一種毛澤東主導的「優勢政治」，1966-1976是各派
系尋求「權力平衡」的政治。參見 Avery Goldstein, From Bandwagon to Balance-of-Power Politics－
Structure Constrains and Politics in China, 1949-1978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1991), pp. 3-7. 該說法

可議處頗多，例如鄒讜就認為基本上，中共建政至毛逝世，都呈現出毛澤東主導的「優勢政治」。本文

則認為，1956-1959是毛的「優勢政治」，而1959-1966是毛、劉尋求「權力平衡」的政治。對Goldstein
的批評，參見Tsou, "Chinese Politics at the Top," pp. 128-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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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解釋毛的決策地位，因此，中共的「二線分工」模式呈現出以毛澤東主導的

「優勢政治」。毛澤東可以任意操控一切政治運作，嚴格而論，不論是一線或

二線的領導，幾乎完全聽命於毛，而呈現出「毛掛帥」的領導模式，這可以由

反右運動和「大躍進」獲得佐證。但自從一九五九年四月之後，中共的決策運

作轉變為「權力平衡」型的分工，一線與二線之間互為競逐，包括彭德懷與劉

少奇，都曾公然的批評毛的路線，這是在「關鍵點」之前，所未有的情形。毛

對決策的影響由「決定途徑」轉為「聲望途徑」，導致二線分工的運作模式由

「優勢政治」型的分工演變為「權力平衡」型。這種「權力平衡」型的分工，

對於減少非正式政治的影響，有了較佳的結果。 

毛的非正式權威自一九五九年四月之後，受到了有限度的弱化。毛自長征

之後，帶領中共一次次化險為夷的革命經驗，型塑了其永遠正確的黨內形象。

但一九五九年之後，部分的領導開始質疑大躍進路線的正確性。其中又以彭德

懷在廬山會議的發言，是首先發難的重大事件。接著還有劉少奇在「七千人大

會」的批評，以及之後對「包產到戶」，最後，〈前十條〉與〈後十條〉的爭執

亦可說明毛的「非正式政治」受到影響。依次詳述如下。 

首先，是彭德懷在廬山會議的批判。廬山會議包括兩個會議，分別為一九

五九年七月二日到八月一日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以及八月二日到八月十六

日的八屆八中全會。會議原先的目的是為了討論大躍進之後，國民經濟的恢復

問題，毛在會議之初，對於當時的局勢曾認為： 

國內形勢如何？總的說來，成績偉大，問題不少，前途光明。根本問題

是：（1）符合平衡，（2）群眾路線，（3）統一領導，（4）注意質量。其

中最主要的是綜合平衡和群眾路線問題。2 

這顯示毛澤東仍認為大躍進路線的整體成績是偉大的，而所發生的問題僅為細

微末端。毛在七月十日的講話亦談到： 

      有些同志對形勢缺乏全面分析，要幫助他們認識，得的是什麼，失的是

                                                 
2「在廬山會議六月二十九日、七月二日談話紀錄」（1958 年6月29日），佚名，學習文選（第三冊）（台
北：國防部情報局，1979 年複印版），頁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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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要把問題搞清楚，有人說總路線根本不對，所謂總路線，無非是

多快好省。多快好省根本不會錯。3 

這充分說明了直至一九五九年，毛澤東仍肯定多快好省的建設方針是「根本 

不會錯」的。就在這種「前途光明」的氛圍下，廬山會議召開之初，中共領導 

人是以開「神仙會」的悠閒態度赴會。周恩來回憶到： 

      那時候，是本著一年的黨的總路線的執行情況，躍進了一年，大家都很

忙，找到廬山來把經驗總結總結。主席說了，也帶一點休息的意思。這

一年的大躍進成績偉大，有些問題，逐步在解決，已經解決了不少，剩

下的還在解決中，在認識上前途是光明的。是這樣的心情，這樣的意思

上山的。4 

但在諸多領導中，彭德懷對於當時的局勢是較為擔心的。彭德懷在後來的自述 

中寫到：「我當時對那些『左』的現象是非常焦慮的。」5 於是，彭在七月十四 

日寫了一封信給毛，信中表示： 

      在全民煉鋼中，浪費了一些資源和人力，是一筆較大的損失，但對全國

地質作了一次規模巨大的初步普查，培養了不少技術人員，廣大幹部得

到了鍛鍊和提高，因此外這方面也是有失有得的。⋯⋯ 

      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使我們容易犯「左」的錯誤。⋯⋯有些指標逐級

提高，層層加碼，把本來需要幾年或十幾年才能達到的要求，變成一年

或者幾個月就要做到的指標，因此脫離了實際，得不到群眾的支持。諸

如過早否定等價交換原則，過早提出吃飯不要錢，一些技術不經鑒定就

貿然推廣，有些經驗法則和科學規律輕易被否定等，都是一種「左」的

表現。6 

彭在這封信中，寫到的「有『失』有『得』」，將「失」放在「得」前面，毛 

認為苛責意味濃厚。毛在七月十日的講話中，曾提到「要幫助他們認識，得的 

                                                 
3「在廬山會議上講話紀錄」（1959 年7月10日），佚名，學習文選（第三冊），頁83。 
4 薄一波，若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頁849。 
5 彭德懷自述編輯組，彭德懷自述（北京：人民出版社，1981 年），頁275。 
6 同上註，頁281-287 。 



毛澤東時期「二線分工」變遷之研究：歷史制度主義的觀點 100

是什麼，失的是什麼？」7這句話是將「得」擺在「失」的前面，由此可以看出 

毛、彭對於大躍進所造成的局勢，見解有異。毛在七月廿三日的講話中說到： 

「有『失』有『得』」，『得』放在後面是經過斟酌的」，8 這是在批判彭德懷寫 

信的內容，居心不良。此外，彭所指責的「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亦為毛所 

不滿。毛說到「小資產階級狂熱性［我］也有一點」，因為「我有兩條罪狀， 

一條叫一O七O萬噸，大煉鋼鐵⋯⋯還有總路線」，9 很明顯的，彭所指的「小 

資產階級的狂熱性」，令發動大躍進的毛澤東頗感尷尬，進而震怒。 

    毛在七月十六日將彭的信，印發參與會議的領導討論。10彭的意見，雖獲 

得周小舟、黃克誠、張聞天等人的支持，11但七月廿三日的會議上，毛開始激 

烈的批判彭德懷等人，李銳回憶，「廿三日之後，彭德懷就沒再到餐廳同大家 

一起吃過飯，他的心情自然非常沉重。」12 在李志綏的回憶錄中，也提到毛曾 

對李志綏談到七月廿三當天的會議情形。李志綏寫到： 

      後來毛告訴我：「彭德懷見到我就說：『這封信是給你一個人的，你為什

麼發給會議。』我說：『你也沒告訴我，不要發給全會啊。』兩個人沒

有辦法談下去。」 

在散會時，毛曾表示要和彭德懷再談談，結果「彭紅著臉，右臂在頭上一甩， 

大聲說：『現在還有什麼好談的，不談了』。」13 毛澤東的個人權威在廬山會議 

時，遭到彭德懷、周小舟、黃克誠、張聞天等人的挑戰，令其甚為不滿。毛曾 

於八月二日寫信批評張聞天：「怎麼搞的，你陷入那個軍事俱樂部去了。真是 

物以類聚，人以群分。你這次安的是什麼主意？」14 毛的憤怒，使得其將原本 

「糾左」的立場，轉而「反右」，以求反擊。15逄先知回憶了與毛秘書田家英在 

                                                 
7「在廬山會議上講話紀錄」（1959 年7月10日），佚名，學習文選（第三冊），頁83。 
8「在廬山會議上的講話」（1957 年7月23日），佚名，毛澤東思想萬歲，頁299。 
9 同上註，，頁304。 
10「印發《彭德懷同志的意見書》的批語」（1959 年7月16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建國以來毛澤東

文稿（第八冊）（北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 年），頁358。 
11 薄一波，若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頁858-859。 
12 李銳，廬山會議實錄（增訂本）（鄭州：河南省人民出版社，1995 年），頁156。 
13 李志綏，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錄，頁303。 
14「給張聞天的信」（1957 年8月2日），佚名，毛澤東思想萬歲，頁305。案：「軍事俱樂部」指彭德懷、

周小舟、黃克誠、張聞天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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廬山會議的一段經歷，說到： 

      那時，他〔田家英〕確實感到，毛澤東已離開了他曾經全力提倡和實行

的實事求是的原則，頭腦已經不那麼很清醒了，聽不得不同意見的情緒

也越來越明顯。田家英多次向我流露他在會議後期的心情，感到已無回

天之力了。16 

毛澤東的個人權威確實遭到嚴重的挑戰，才會怒斥彭德懷，進而在廬山會議後 

期的情緒愈來愈浮躁。李志綏回憶到當時因有胃疾，但卻無法離開廬山，原因 

是毛的疑心，怕李志綏趁機走掉，支持彭德懷。17 上述資料都可以證明毛的權 

威在一九五九年的廬山會議，確實受到了衝擊，因此本文認為，一九五九年四 

月之後，毛澤東退居政務二線，一線的領導人開始敢於鳴放異議。 

    即便如此，相關史料卻指出，廬山會議的鬥爭中，對於毛的衝擊並不大， 

毛也不認為大躍進路線需要徹底修正。更重要的是，毛仍能憑其「聲望途徑」 

去影響決策，以貫徹大躍進路線的推行。一九六O 年初，中國大地仍持續狂熱 

的「躍進」，該年元月在人民日報的社論中，出現了以下的內容： 

  在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總路線的鼓舞下，掌

握了一九五八年和一九五九年的連續大躍進的經驗，不但對於一九六O

年的繼續躍進和更好的躍進，充滿了決心和信心，而且對於整個六十年

代的連續躍進，也充滿決心和信心。18 

這表明了在一九六O 年，毛仍主導著大躍進路線，甚且要將「連續躍進」執行

至「整個六十年代」，毛的「聲望」可以迫使中共其他領導服從其意志。即便

出現了指標過高而需「下馬」的窘境，中共高層領導對於經濟路線的調整，仍

呈現出以毛澤東馬首是瞻的情形，毛雖然願意對於部分高指標進行收縮，但前

                                                                                                                                            
15 關於此議題，可參考關向光，「從糾『左』到反『右』─ 一九五九年『廬山會議』轉向原因之探討」，

東亞季刊（台北），第27卷第 4期（1996 年春季號），頁 150-176；李志綏，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錄，

頁305。 
16 逄先知，「毛澤東和他的秘書田家英」，收錄於董邊、譚德山、曾自編，毛澤東和他的秘書田家英（北

京：新華書店，1990 年），頁37。 
17 李志綏，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錄，頁308。 
18「展望六十年代」（1960 年1月1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建國以來重要文獻選編（第十三冊）（北

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 年），頁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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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是不能否定大躍進路線，這個立場，在一九六O 年的〈十年總結〉講話中，

最能洞悉。毛說到：「一九五九年夏季廬山會議，右傾機會主義猖狂進攻。他

們教育了我們，使我們基本上清醒了。我們舉行反擊，獲得勝利。」19這表明

了毛仍對於彭德懷等人否定大躍進的作為，深惡痛絕，但在不否定大躍進路線

的前提下，是可以做局部調整的，毛接著稱許周恩來在一九五六年的主持二五

計劃的審定時，實事求是的制定大部分指標，「替我們留了三年餘地，多麼好

啊！」20 最後，毛說到： 

我黨的總路線是正確的，實際工作也是基本上做得好的。有一部份錯誤

大概也是難於避免的。哪裡有完全不犯錯誤的、一次就完成了真理的所

謂聖人呢？真理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逐步完成的。21 

上述的這段話，可以支持本文的觀點。亦即，毛始終認為他的主張是正確的「真

理」，即使在執行中有錯失，也是「難於避免的」，必須由試錯的過程中「逐步

完成」。彭德懷等人對於「小資產階級狂熱性」的批評，是否定了毛的「真理」，

是觸犯了毛所能容忍的底線。因此，任何改革的建議，都必須在肯定大躍進的

前提下進行。 

    在這樣的氛圍下，任何經濟政策的調整都是難以貫徹的。一九六O 年，國

務院審議〈關於一九六一年國民經濟計劃控制數字的報告〉，提出以「調整、

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做為指導方針。22 但由於幹部們仍懾於廬山會

議之後的反右傾，所以這項八字方針的調整，成果有限。23這也說明了毛對於

大躍進路線的支持，仍未稍減，而黨內領導憚於毛的權威，即便是有所不滿，

仍未敢對經濟政策做過多調整。 

一線領導與毛的抗衡，在歷經一九五九年四月的「關鍵點」之後，逐漸浮

出檯面，但對於毛的掣肘的程度卻極為有限。直至一九六二年初，中共擴大召

開中央工作會議，與會人員包括中央與地方的黨、政、軍幹部七千餘人，史稱

                                                 
19「十年總結」（1960 年6月18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建國以來毛澤東文稿（第九冊），頁214。 
20 同上註，頁215。 
21 同上註，頁215。 
22 薄一波，若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頁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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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千人大會」。劉少奇在該會議上，才對於躍進的路線，提出了較為嚴厲的

批判： 

過去我們經常把缺點、錯誤和成績，比之於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

係。現在恐怕不能到處這樣套。⋯⋯全國總起來講，缺點和成績的關係，

就不能說是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係，恐怕是三個指頭和七個指頭的

關係。⋯⋯我到湖南的一個地方，農民說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

你不承認，人家就不服。24 

劉少奇在七千人大會上，提出的「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等於撕毀了毛澤東對於大躍

進路線是正確真理的謊言。毛在一九六二年初的七千人大會後，開始確信其路線對於

中國造成的禍害，並默許了中共對於經濟發展速度的退卻，25 在此氛圍下，一線領導

敢於提出較為嚴厲的批判，無疑的，這定會嚴重衝擊毛的權威，特別是黨內領導認

識到「毛主席」原來也是會犯錯。鄧力群回憶，劉在整理七千人大會的講話稿

時，曾激動地說： 

  犯了那麼大的錯誤，給人民帶來那麼大的損失，我們這是第一次總結。

只有一次不行，以後每年都要總結，一直到十次、八次，才能深刻地接

受錯誤的教訓。26 

除了劉少奇要避免再度「犯了那麼大的錯誤」外，陳雲在該會議給陜西省幹部

的講話中，也對此有所表述。陳說到： 

      有人說，現在在北京，什麼意見都可以提，回去以後恐怕就不行了。我

看不會吧。為什麼？大勢所趨嘛！從這次大會開始，今後批評的門是大

開的，並且應該越開越大。27 

陳雲點出了由於是「大勢所趨」，所以修正大躍進的路線勢在必行。此外，朱

德在二月三日的發言，認為這幾年黨內鬥爭擴大化了；鄧小平在二月六日的發

                                                                                                                                            
23 董輔礽編，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上卷）（香港：三聯書店，2001 年），頁390。 
24「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62 年1月27日），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劉少奇選集（下

卷），頁421。 
25 相同的看法見於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年（下），頁745。 
26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劉少奇傳（下），頁896。 
27「怎麼使我們的認識更正確些」（1962 年2月8日），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陳雲文選：1956-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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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認為必須要將黨的優良傳統恢復起來；以及周恩來在二月七日的發言，強

調要貫徹八字方針。28這些言論，都可以看出多數領導人已經體察大躍進路線

的失敗。本文認為，可以由此看出毛在七千人大會所受的衝擊，足以嚴重削弱

其「非正式政治」的影響。這也是劉少奇等人在七千人大會後，敢於修正毛的

左傾路線的原因。 

但吾人認為，毛澤東並非心甘情願的放權給一線領導，最明顯的例子，就

是林彪對於毛的恭維，獲致毛的稱許。林彪在七千人大會發言說到： 

  這兩三年以來，我們國家在某些方面發生的一些困難是暫時的，而且情

況已經在開始好轉，今後必會繼續好轉下去。造成困難的原因是多方面

的。特大的自然災害，使我們工作上的一些錯誤，使我們的工農業生產

減少了，⋯⋯29 

林彪一反「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定論，而認為「特大的自然災害」才是造

成災難的主因，將毛澤東自「人禍」的缺失中開脫出來。接著，林彪還說： 

      事實證明，這些困難在某些方面、某些程度上，恰恰好由於我們沒有照

著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當時和事後都證

明，毛主席的思想總是正確的。⋯⋯我深深感覺到，我們的工作搞得好

一些的時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順利貫徹的時候，是他思想不受干擾的

時候。反之，他的意見不受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干擾，事情就要出毛病。

30 

毛對於林的這篇講話稿是極為欣賞的，毛批示到「此件通看了一遍，是一篇很

好、很有份量的文章，看了很高興。」要求「送少奇、恩來、小平三同志看一

遍」31 並向羅瑞卿表示：「林彪同志的講話水平很高，這樣的講話你們作得出

                                                                                                                                            
（北京：人民出版社，1986 年），頁181。 

28 馬齊彬等編，中國共產黨執政四十年（1949-1989），頁209-210。 
29 「對林彪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稿的批語和修改」（1962 年 3月 34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
室，建國以來毛澤東文稿（第十冊），頁64。 

30 同上註，頁64。 
31 同上註，頁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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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嗎？」32 毛雖也察覺出大躍進的危害，但卻非心甘情願的認錯，因此林彪對

毛的恭維竟深獲得毛的稱許。日後毛、劉的嫌隙愈致擴大，皆可從這裡找到歷

史的根源。 

毛在退居政務二線後，仍憑其在黨務的職位及個人權威的「聲望」，而對

一線領導有所箝制。歷經「關鍵點」的改變後，中共的「二線分工」由毛為首

的「優勢政治」型，逐漸轉為一線（劉少奇為首）與二線（毛澤東）互相競逐

的「權力平衡」型分工。在中共官方出版的劉少奇傳中，提到了一九六二年之

後，關於經濟工作調整的執行。該書寫到：  

  「七千人大會」結束後，毛澤東到南方視察，這項任務落在主持中央日

常工作的劉少奇以及處於經濟領導工作第一線的周恩來、鄧小平、陳雲

等的肩上。33 

自七千人大會後，劉少奇等人確實主導了一線的事務。在七千人大會結束後，

劉少奇旋即在西樓會議室在二月廿一日召開常委擴大會議，史稱「西樓會議」，

劉少奇在該會上再度批評過去經濟工作的問題。劉說到： 

      實際支出如超出預算，作預算的人要負責。有赤字要提出來警告大家，

採取措施來彌補。過去幾年沒有揭露赤字是不對的，搞不好，經濟還要

繼續惡化。只有暴露了問題，才好解決問題。34 

除了劉少奇要求實事求是的處理經濟問題外，陳雲在二月廿六日的國務院擴大 

會議上，提出了〈目前財政經濟的情況和克服困難的若干方法〉的報告。陳主 

張採取六項措施來解決經濟問題，包括： 

      第一點，把十年經濟規劃分為兩個階段。前一階段是恢復階段，後一階

段是發展階段。⋯⋯第二點，減少城市人口，「精兵簡政」。⋯⋯第三點，

要採取一切辦法制止通貨膨脹。⋯⋯第四點，儘力保證城市人民的最低

生活需要。⋯⋯第五點，把一切可能的力量用於農業增產。⋯⋯第六點，

計劃機關的主要注意力，應該從工業、交通方面，轉移到農業增產和制

                                                 
32 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頁416。 
33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劉少奇傳（下），頁897。 
34 薄一波，若干重大問題與事件的回顧（下卷），頁1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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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通貨膨脹方面來，並且要在國家計劃裡得到體現。35 

此外，李富春亦在二月廿六日的會議上，提出〈關於工業情況和建設速度問題〉 

的報告；李先念提出〈當前財政、信貸、市場方面存在的問題和應當採取的措 

施〉。薄一波認為陳雲、李富春與李先念的這三份報告，貫穿了七千人大會和 

西樓會議的精神，36 劉少奇並主張將這三份報告轉發全國。37 

    七千人大會後，劉少奇一線領導主持大部分的政經事務，但毛澤東的個人 

「聲望」以及黨務的地位，使得一線領導還是受到毛的羈絆，呈現出一線與二 

線之間的「權力平衡」。最明顯的例子，是多數一線領導對於「包產到戶」，是 

持肯定的態度，但毛認為包產到戶是搞修正主義，必須堅決反對，導致了一、 

二線之間的張力。 

    早在一九六一年起，中共就嘗試以縮小核算單位來促進生產動機。七千人 

大會結束後，中共中央更體認到此舉有利於國民經濟的恢復，因此更為堅決的 

將核算單位由「生產大隊」下放至「生產隊」。一九六二年二月十三日的〈中 

共中央關於改變農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單位問題的指示〉，認為將核算單位下 

放至生產隊，有利於經濟的生產，包括： 

      更適合當前農民的覺悟程度。生產隊，範圍小，以十戶為一個核算單位，

社員對於集體經濟同自己的利害關係，對於自己的勞動成果，看得最直

接，看得最清楚，這就能夠進一步發揚廣大社員對於集體經濟的積極

性，使他們熱心於發展集體生產，愛護公共財物。38 

在中央負責農業工作的一線領導中，尤以鄧子恢對於生展責任制主導最力。一 

九六二年四月後，鄧子恢重新對於「責任田」39的適用性進行調查，在〈當塗 

縣責任田的情況調查〉、〈宿縣王樓公社王樓大隊實行責任田的情況〉、〈宿縣城 

                                                 
35「目前財政經濟的情況和克服困難的若干辦法」（1962 年2月26日），陳雲文選：1956-1985，頁191-197。 
36 薄一波，若干重大問題與事件的回顧（下卷），頁1052。 
37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劉少奇傳（下），頁900。 
38「中共中央關於改變農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單位問題的指示」（1962 年 2月13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
家農業委員會辦公廳，農業集體化重要文件匯編（1958-1981）（下）（北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頁545。 
39「責任田」是一九六一年安徽省推行的包產到戶形式，包括計劃、分配、大農活、用水、抗災方面實

施統一管理（即「五統一」），該年年底毛澤東表態反對「責任田」，遂停止該制的實施。參見薄一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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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區劉合大隊實行包產到戶責任田的情況調查〉，都肯定了「責任田」的效益， 

有群眾表示：「越幹越有奔頭，最好一輩子不要再變。」40 

    鄧子恢對於上述的調查報告，是極為贊同的。鄧子恢認為，要搞活生產力， 

就必須鼓動生產動機，不能抱守「土地國有」的殘缺。鄧在〈關於農業問題的 

報告〉提到： 

      現在我們並沒有宣布土地國有，而是農民集體所有，你有什麼權力把這

個集體的地調到那個集體？⋯⋯我們有些同志過分強調不斷革命論，忘

記革命發展階段論。41 

此外，鄧小平亦表態支持核算單位下降，甚至支持「責任田」和「包產到戶」。 

鄧小平說： 

      有些以生產隊為核算單位的，現在出了一些新的情況，如實施「包產到

戶」、「責任到田」、「五統一」等等。⋯⋯現在「百家爭鳴」。這樣的問

題應該「百家爭鳴」，大家出主意，最後找出個辦法來。42  

鄧小平主張應以「百家爭鳴」的方式，來解決經濟恢復的問題，不論是「包產 

到戶」或「責任到田」，只要對經濟有所裨益，都可採行。鄧接著說： 

      生產關係究竟以什麼形式最好，恐怕要採取這樣一種態度，就是哪種形

式在哪個地方能夠比較容易比較快地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就採取哪種

形式；群眾願意採取哪種形式，就應該採取哪種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

法起來。⋯⋯劉伯承同志經常講一句四川話：「黃貓、黑貓，只要捉住老

鼠就是好貓。」43 

鄧小平著名的「貓論」，即在一九六二年提出。鄧這種務實的態度，不但支持 

「包產到戶」的政策，更為日後改革開放的思想奠立基礎。 

對於上述一線領導關於「包產到戶」的意見，劉少奇是贊同的。劉少奇從 

                                                                                                                                            
若干重大問題與事件的回顧（下卷），頁1079-1080。 

40 薄一波，若干重大問題與事件的回顧（下卷），頁1081-1082。 
41「關於農業問題的報告」（1962 年7月1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農業委員會辦公廳，農業集體化重
要文件匯編（1958-1981）（下），頁582。 

42「怎樣恢復農業生產」（1962 年7月 7日），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鄧小平文選（第一卷），頁 323。 
43 同上註，頁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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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千人大會後，就極盡所能的恢復中國經濟，避免左傾思潮再度影響中國的建

設。劉在一九六二年五月的中央工作會議上說到：「『左』了這麼多年，讓我們

『右』一下吧。」44 該年六月底，田家英向劉少奇匯報考察「包產到戶」的實

施情況。逄先知回憶： 

      匯報剛開了個頭，就被劉打斷了。劉說，「現在情況已經明了」，接著就

提出關於實施包產到戶的主張，並且詳細講了對當時形勢的看法。田

問：「少奇同志〔，〕這些意見可不可以報告主席？」劉說：「可以。」⋯⋯

接著，田又向鄧小平報告關於起草〈恢復農業經濟的十大政策〉的設想。

鄧的話不多，很乾脆：「贊成。」田家英立即組織起草班子。他的指導

思想就是：當前在全國農業應當實行多種多樣的所有制刑式，包括集

體、半集體、包產到戶、分田單幹，以便迅速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45 

但是，對於一線領導的「包產到戶」做法，毛澤東並未贊同。毛對於「責任田」 

（意同「包產到戶」）的看法，成形於一九六一年年底。薄一波回憶： 

      曾希聖同志於〔一九六一年〕三月十五、十六日向毛主席匯報〔責任田〕

這個問題時，毛主席說：「你們先試驗嘛！搞壞了檢討就是了。」⋯⋯

三月二十日，曾希聖同志又給毛主席與少奇、恩來、小平、彭真、慶施

同志寫信，如實分析了實施「責任田」的好處與壞處，認為好處明顯，

大於壞處。毛主席未表態。⋯⋯到了這年十二月，毛主席思想上起了變

化，認為農村實行以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後，這是最後的政策界線，

不能再退了。他在無錫，把曾希聖同志找去，用商量的口氣說：生產恢

復了，是否把「責任田」這個辦法變過來。46 

薄一波的這段回憶，說明了兩件事。第一，毛對於核算單位下放的底線僅止於 

「生產隊」，因此「包產到戶」是超過毛所能容忍的範圍。第二，毛的權威， 

使得毛在未表態時，其他領導人尚有運作的空間，而毛在明確表態後，領導人 

                                                 
44「目前的經濟形勢到底怎樣」（1962 年 5月11日），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劉少奇選集（下卷）（北

京：人民出版社，1985 年），頁444。 
45逄先知，「毛澤東和他的秘書田家英」，頁67-68。 
46薄一波，若干重大問題與事件的回顧（下卷），頁1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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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僅能順從毛的意見，這個觀點亦為本文所一再強調。 

由於毛並不贊同「包產到戶」，因此和一線領導間產生了意見的歧異。田 

家英在一九六二年向劉少奇匯報「包產到戶」的實施情形，曾向毛要求指示意

見。逄先知回憶： 

      這時，毛正在河北邯鄲視察工作，田家英打長途電話要求面陳意見。那

邊傳來電話說：「主席說不要著急嘛！」從這句話裡，我們已經微微感

覺出毛的不耐煩的心情。47 

毛在之後回京，召見田家英與劉少奇，聽取農村考察的匯報。劉少奇性急地打 

斷田家英的匯報，毫無保留的陳述己見。毛在最後向田家英問到：「你的主張 

是以集體經濟為主，還是以個體經濟為主？」又問到：「是你個人的意見，還 

是有其他人的意見？」48 此外，根據王光美的回憶，毛當時還指責劉少奇未在 

「包產到戶」的問題上頂住。49由毛的語氣可以察覺，其對於一線領導的政策 

已有諸多不滿。 

    劉少奇在毛的壓力下，也不得不修正自己的意見。劉在七月十八日的講話 

中說到：「現在人民公社的集體經濟不夠鞏固，相當多的集體經濟發生動搖， 

許多地方的農民，甚而至於幹部，要求單幹，要求分田到戶，或者包產到戶。」 
50 毛在八月九日的講話中再一次批判「包產到戶」的單幹風。毛說到： 

      單幹勢必引起兩極分化，⋯⋯蘇聯從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八年單幹了近

十年，沒有出路，斯大林才提出搞集體化。⋯⋯動搖份子堅決鬧單幹，

以後看情勢不行又要求回來。最好不批准，讓他們單幹二三年再說。他

們早回來，對集體經濟不會起積極作用。⋯⋯一九六O年以來，不講一

片光明了，只講一片黑暗，或者大部分黑暗，思想混亂，於是提出任務：

單幹，全部或者大部分單幹。51 

                                                 
47逄先知，「毛澤東和他的秘書田家英」，頁68。 
48同上註，頁69。 
49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劉少奇傳（下），頁909。  
50「加強基層領導，改進工作作風」（1962 年 7月18日），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劉少奇選集（下卷） ，
頁461。 

51「在北戴河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62 年8月 9日），佚名，毛澤東思想萬歲，頁423-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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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史料，透露出毛對於一線領導的不滿。毛語帶嘲諷的要主張單幹的「動搖

份子」先「單幹二三年再說」，認清自己的本事，了解其對於集體經濟是「不

會起積極作用」的，並批判一線領導只會喊「一片黑暗」，過度悲觀，才會導

致這股單幹風。 

由上可知，在歷經一九五九年四月的「關鍵點」後，毛退居政務二線。從

其他一線領導敢於提出異見的角度而言，毛的「非正式政治」確實有所弱化。

但毛即使在二線，仍對於一線領導有所箝制，毛在未明確表示意見時，一線領

導和毛是處於互相競逐的關係，但在毛明確表示意見後，一線領導的決策自主

權隨即降低。但無論如何，一九五九年四月之後，一線領導確實和毛的政見呈

現出愈來愈多的衝突，因此本文認為，在歷經「關鍵點」之後，「二線分工」

的運作逐漸呈現出「權力平衡」型的架構。 

一九六二年之後，這種「權力平衡」型的「二線分工」更為明顯，從一九

六三年之後，〈前十條〉與〈後十條〉制定過程的衝突，亦可以看出一線與二

線的競逐，特別是毛澤東與劉少奇對於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做法，存在著重大

的歧異。早在一九六二年八月的北戴河會議，毛就說到： 

  資產階級右派從不承認有階級存在，認為沒有階級了，不要改造，不承

認階級鬥爭。說階級鬥爭是馬克思捏造出來的，⋯⋯有沒有階級，這是

個基本問題。52 

七千人大會後，毛對於「包產到戶」的不滿，使得毛在北戴河會議上認為，必

須重新強調「階級鬥爭」，以打擊資產階級右派。一九六二年九月所召開的八

屆十中全會，毛更明確重提階級鬥爭的必要性。毛在該會的報告中說到： 

      那末，社會主義國家有沒有階級存在，有沒有階級鬥爭？現在可以肯

定，社會主義國家有沒有階級存在，階級鬥爭肯定是存在的。⋯⋯我們

這個國家，要好好掌握，好好認識，好好研究這個問題。要承認階級長

期存在，承認階級與階級鬥爭，⋯⋯53 

                                                 
52「在北戴河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62 年8月 6日），佚名，學習文選（第三冊），頁303。 
53「在中國共產黨八屆十中全會上的講話」（1962 年9月24日），佚名，學習文選（第三冊），頁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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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不但強調階級鬥爭，還要求對此必須「年年講、月月講、天天講、開大會講， 

開黨代會講，開全會講，開一次會就講，使我們對這個問題有一條比較清醒的 

馬克思列寧主義的路線。」54 

    在這樣的氛圍下，毛在八屆十中全會後，決定推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農 

村以推行「四清」（清帳目、清倉庫、清財物、清工分）為主，城市則以「五 

反」（反貪污盜竊、反投機倒把、反鋪張浪費、反分散主義、反官僚主義）為 

主，以達到「反修防修」的目標。毛於一九六三年二月廿五日說到：「只有開 

展社會主義教育，才可以防止修正主義。」二月廿八日又說：「社會主義教育， 

幹部教育，群眾教育，一抓就靈。」55 

薄一波回憶，對於毛在一九六三年二月的這些意見，「當時大家都是擁護 

的。」56毛在一九六三年的五月的杭州會議中，也說到： 

      十中全會後，跑了十一省，只有子厚、延春滔滔不絕地講社會主義教育， 

      其他人都不講。二月會議後，情況有了變化。河南五個月沒有抓階級鬥

爭，二月會議以後，抓得很好。57 

最後，毛在杭州會議上，制定並通過了〈關於目前農村工作中若干問題的決定 

（草案）〉，後來將之稱為〈前十條〉。〈前十條〉強調： 

      應當說，上述階級鬥爭的各種嚴重現象，並不是我們所有的同志都注意 

到了。許多同志對於這些現象，並沒有認真考察，認真思索，甚且熟視

無賭，放任自流。58 

毛決定透過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特別是透過群眾運動的方式，來整頓幹部的思 

想。關於這一點，劉少奇有不同的看法，其認為該整頓的根本，恰恰是基層的 

群眾與組織，因此必須端賴「工作隊」的領導，不可過分依靠群眾力量。59 

該年十一月，劉少奇、鄧小平等一線領導，制定了〈中共中央關於農村社會主 

                                                 
54「在中國共產黨八屆十中全會上的講話」（1962 年9月24日），佚名，學習文選（第三冊），頁313。 
55 薄一波，若干重大問題與事件的回顧（下卷），頁1107。 
56 同上註，頁1107。 
57「在北戴河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63 年5月），佚名，毛澤東思想萬歲，頁441。 
58「關於目前農村工作中若干問題的決定（草案）」（1963 年 5月 20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農業委員
會辦公廳，農業集體化重要文件匯編（1958-1981）（下），頁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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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教育運動中一些具體政策的規定（草案）〉，即為〈後十條〉。〈後十條〉認為， 

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就是要「整頓農村黨的基層組織」。60 

由於毛、劉對於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本質有認知的差異，因此也造成了〈前

十條〉與〈後十條〉的分歧。毛後來在一九六五年一月十四日的中央工作會議

上，就透露出對〈後十條〉的不滿。毛說到：「為什麼只隔三個月，九月北京

開會，又搞出一個十條？只有三個月，有那麼多經驗？」61對於劉少奇的「工

作隊」，毛更是不以為然，毛在〈前十條〉就認為：「必須明白，群眾是真正的

英雄，而我們自己往往是幼稚可笑的」62一九六五年一月三日的講話中，又說

到： 

  二十八萬人的縣有一千八百個幹部，還說少了，要那麼多人，我看是人

多了。工作隊那麼多人，你又依靠工作隊，為什麼不依靠縣的廿八萬人？ 

  ⋯⋯總之，要依靠群眾，不能依靠工作隊。63 

在一九六四年年初王光美向劉少奇匯報桃園生產大隊基層幹部「四不清」的情

況後，劉少奇加深對於基層組織右傾的憂慮。因此，劉少奇更確信社會主義教

育的目的，是在化解基層組織的矛盾，亦即是「四清」與「四不清」的矛盾。

64 這和毛澤東將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焦點，放在黨內幹部的思想，有了本質上

的差異。毛在一九六四十二月廿六日說到：「說什麼四清四不清，黨內外矛盾

交叉？這是非馬克思主義的。」65十二月廿八日又說：「運動的名稱即叫社會主

義教育運動，不是四清教育運動，也不是什麼矛盾交錯的教育運動。」66一九

六五年一月五日毛又對陶鑄說： 

從杭州會議以來整個運動是搞社會主義教育，怎麼〔現在〕來了個四清

                                                                                                                                            
59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劉少奇傳（下），頁951。 
60 薄一波，若干重大問題與事件的回顧（下卷），頁1114。 
61 張素華，「六十年代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當代中國史研究（北京），第 8卷第 1期（2001 年 1月）， 
頁61。 

62「關於目前農村工作中若干問題的決定（草案）」（1963 年 5月 20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農業委員
會辦公廳，農業集體化重要文件匯編（1958-1981）（下），頁692。 

63「關於四清運動的一次講話」（1965 年 1月3日），佚名，毛澤東思想萬歲，頁607、612。 
64 薄一波，若干重大問題與事件的回顧（下卷），頁1128。 
65 同上註，頁1131。 
66「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64 年12月28日），佚名，毛澤東思想萬歲，頁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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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四不清的矛盾，敵我矛盾與人民內部矛盾的交叉？哪有那麼多交叉？

什麼內外交叉？這是一種形式，性質是反社會主義嘛！重點是整黨內走

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67 

這些史料足以佐證毛與劉對於社會主義教育目標的分歧，確實是毛重視領導幹

部的思想路線，而劉強調基層組織的自清。一線與二線的衝突，至此急劇擴大，

毛在一九六四年十二月廿八日的講話中，甚至拿著黨章和憲法，批評一線領導

不讓毛說話，是不尊重毛身為黨員與公民的發言權，68這顯示了毛對於一線領

導極為不滿。最後，在一九六五年，中央根據毛的意見，制定了〈農村社會教

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即所謂〈二十三條〉。毛在修改過程中，又說

到： 

      所謂四清與四不清，過去歷史上什麼社會也能用；所謂黨內外矛盾交

叉，什麼黨派也能用；都沒有說明今天矛盾的性質，因此不是馬克思列

寧主義的。69 

但從毛在一九六五年一月三日的〈關於四清運動的一次講話〉，吾人可以發現 

在〈二十三條〉的制定過程中，劉少奇與毛澤東發生了針鋒相對的辯論，這 

是過去所罕見的情形。70 此外，會議期間朱德、賀龍等人更去找劉少奇，要劉 

顧全大局，要尊重毛澤東，可見當時爭議的激烈。71 

    總而言之，歷經「關鍵點」的轉變後，毛的權威逐漸受到衝擊，特別是七 

千人大會後，毛的「非正式政治」更受到減弱，使得劉、鄧、周等一線領導在 

決策上，有了更多的自主權。但在決策過程中，仍受到毛澤東的束縛，成為一 

種「權力平衡」型的「二線分工」。毛在文革爆發之初，曾在〈炮打司令部〉 

的大字報上，寫到資產階級的攻擊是「聯繫到一九六二年的右傾和一九六四年 

的形『左』而實右的錯誤傾向」72，足見一九六二年後，毛、劉鬥爭之激烈。 

                                                 
67 薄一波，若干重大問題與事件的回顧（下卷），頁1130。 
68 同上註，頁1131。 
69 同上註，頁1132。 
70「關於四清運動的一次講話」（1965 年 1月3日），佚名，毛澤東思想萬歲，頁606-614。 
71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劉少奇傳（下），頁973。 
72「炮打司令部－我的一張大字報」（1956 年 8月5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建國以來毛澤東文稿（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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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是在一九六五年初的〈二十三條〉制定前後，毛與劉的分裂，已到了 

難以挽回的局面。毛在一九六六年說到，對於一線的警惕，「還是在制定二十 

三條那個時候」。73一九七O 年和斯諾的談話中，斯諾問毛決定整倒劉少奇的時 

間，毛說到：「 一九六五年一月，二十三條發表。二十三條中間第一條就是說 

四清的目的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路的當權派，當場劉少奇就反對。」74可見 

自一九六二年後，中共黨內衝突的擴大，並在一九六五年初，註定了一、二線 

的完全分裂，以及日後文革爆發的命運。  

 

第二節、避免權力集中 
「二線分工」在歷經「關鍵點」之後，演變為一、二線互為抗衡之「權力 

平衡」型之分工，尤以經濟決策為然。這種「權力平衡」型的「二線分工」，

對於避免權力集中，有了較具體的效果，使得中共的政治決策過程有了較明確

的分工，改變了一九五九年四月之前，權力完全集中於毛澤東的情形。 

一九五六年九月的八大，重組中央書記處，並擴大其職權，開啟了中共「二

線分工」的發端。在整個分工的架構中，吾人可從領導人在黨務與政務的任職

上，去判定其所處的職務是否為一線？或者應劃歸二線？在區別的判準中，將

採用第一章的表二內容，將擁有「掌握全局者」、「溝通協調首長」以及「專職

首長」之職位，視為一線，其餘則為二線。本節先探討黨務分工的變遷，其次

探討政務分工的變遷。亦即，本節將以制度面觀之，以「政策制定」途徑為架

構，來分析黨務與政務之分工與運作，以論證「二線分工」在歷經「關鍵點」

的轉折後，發展為「權力平衡」型的「二線分工」，並導致政治權力之分散。 

在黨務系統中，又可分為「中央領導機構」、「中央工作機構」、「中央機構

黨組」和「地方組織機構」四項子系統。75「中央領導機構」包括中央委員會、

                                                                                                                                            
十二冊）（北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 年），頁90。 

73「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66 年10月25日），佚名，毛澤東思想萬歲，頁658。 
74「會見斯諾的談話紀要」（1970 年 12月 18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建國以來毛澤東文稿（第十三

冊）（北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 年），頁173。 
75 劃分的依據，是參考中共中央組織部、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央檔案館，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料（第

五卷）（北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 年）頁3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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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監委會；「中央工作機構」包括中央辦公廳及以下所屬的各部會；「中央機

構黨組」則指在政權、政協、群眾團體系統中的中共黨組、黨委；「地方組織

機構」則泛指中共在非中央性機構的組織。謹將中央政治局∕書記處成員在黨

務的分工，整理於表十一。 

表十一當中，屬於「掌握全局者」的職務，以中央委員會主席與軍委會重

要成員為主。中央委員會屬於「中央領導機構」的層級，以八大選出的中央委

員會為例，中央委員高達九十九人，候補委員高達九十八人，76 這使得中央委

員會效果不彰，其功能主要僅在於選舉中央政治局委員與書記處書記，而職權

多掌握在中央委員會主席之手。77因此，本文將擔任中央委員會主席的毛澤東，

視為一線。此外，由於毛時期以黨領軍的思維，以及軍事系統未形成「專業主

義」（professionalism），78因此，權力集中於中央軍委會主席。而其餘中央軍委

會副主席、常委與秘書長，因為具備軍事決斷權，地位特殊，因此也歸此類，

視為「掌握全局者」的一線職務。在所有的黨務領導中，毛澤東因為身任中央

委員會主席以及中央軍委會主席，因此權力至大，主導了建政之後政治之運

作，即使在一九五九年四月辭去國家主席，仍可就其黨務職權來箝制劉少奇等

人的施政。 

「溝通協調首長」的層級，包括鄧小平的中央書記處總書記，以及楊尚昆

的中央辦公廳主任。鄧小平身兼中央書記處總書記和政治局常委兩項要職，使

得鄧小平在一九五六年至文革前，扮演了「一線」、「二線」之間協調者的角色。 

鄧小平曾回憶，「在我一生中，最忙的就是這個時候。」79 一、二線之間重要

事務的傳遞與執行，皆須透過鄧小平之手，例如毛澤東在一九五八年底，辭去 

 

                                                 
76 統計資料，來自於中共中央組織部、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央檔案館，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料（第

五卷），頁40-48。 
77 Jan Sejna and Joseph D. Douglass, Decision-Making in Communist Countries: An Inside View (Washington: 

Pergamon-Brassey’s, 1986), pp. 14 -17. 
78 Gerald Segal, "The Military as a Group in Chinese Politics," in David S. G. Goodman ed., Groups and Politic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rmonk, New York: N. E. Sharpe, 1984), p. 87.  
79 欒雪飛、張東旺，「中共中央書記處的沿革」，東北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長春），第 169期（1997 
年 5月），頁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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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十一 毛時期黨務「二線分工」表 

接下頁 

共 產 黨 系 統 

中央領導機構 中央工作機構 中央機構黨組、 
地方組織機構 

中央軍委會 

 
一、二線的劃分 

 
毛澤東 

中央委員會主席、 
委員 

   
主席、常委、委員

 
軍事一線 

 
劉少奇 

中央委員會副主席、 
委員 

    
黨務一線 

 
周恩來 

中央委員會副主席、 
委員 

 外交部黨組小組 
書記（- 1958. 2） 

 
 

1958年2月前為外事一線 

 
朱 德 

中央委員會副主席、 
中央委員 

  常委（1959. 9 -）、委
員 

 
軍事一線 

 
陳 雲 

中央委員會副主席、  
中央委員 

 
財經小組組長 
（1958. 6 -） 

國家基建委員會 
黨組書記

（1958..9-1961.1） 

  
財經一線 

 
鄧小平 

中央委員會總書記、 
委員 

  常委（1959. 9 -）、委
員 

軍事、中央黨務一線（中央

書記處總書記） 

 
 
 
中

央

政

治

局

常

務

委

員

會 

林 彪 
（1958.5 -） 

中央委員會副主席 
（1958. 5 -）、委員 

  副主席、常委

（1959. 9 -）、委員
 

軍事一線 

 
鄧小平 

 
同上欄位「鄧小平」的內容 

 
彭 真 

 
中央委員 

 政法小組組長
（-1958.10） 

北京市委書記、常委  
 

1958年10月前為「政法」
一線，地方黨務一線 

 
 

王稼祥 

 
 

中央委員 

對外聯絡部部長，

國際活動指導委員

會主委 
（- 1958. 3） 

   
 

外事一線 

 
譚震林 

 
中央委員 

財經小組副組長

（1958. 6 -） 
   

二線 

 
譚  政 

（-1962. 9） 

 
中央委員 

  常委（1959. 9 – 
1961. 1 ）、委員
（-1961.1） 

1961年1月前為軍事一線，
之後退居二線 

黃克誠 
（-1962. 9） 

 
中央委員 

  秘書長、 
委員（-1959. 8） 

1959年8月前為軍事一線，
之後退居二線 

 
李雪峰 

 
中央委員 

工業工作部 
部長（-1960.10） 

  1960 年 10 月前為財經一
線，之後退居二線 

李富春 
（1958. 5-） 

 
中央委員 

財經小組副組長

（1958. 6 -） 
國家計委會 
黨組書記 

  
財經一線 

李先念 
（1958. 5-） 

 
中央委員 

財經小組副組長

（1958. 6 -） 
財政部黨組小組 
書記 

 
 

 
財經一線 

 
陸定一 

（1962. 9-） 

 
中央委員 

宣傳部部長、 
文教小組組長 
（1958. 6 -） 

   
文宣一線 

康 生 
（1962. 9-） 

 文教小組副組長

（1958. 6 -） 
   

二線 

 
 
 
 
 
 
 
 
 
 
 
 
 
 
 
 
中

央

書

記

處 

書

記 
 
 
 

 
 

羅瑞卿 
（1962. 9-） 

 
 

中央委員 

政 法 小 組 組 長

（1958.10 - 
1960.12） 

公安部黨組小組 
書記（- 1959. 9）， 
國防工業辦公室委員

會書記（1964. 6 – 
1965. 12） 

常委、秘書長、 
委員（1959. 9 – 
1965. 12） 

 
1960年12月至1964年6月
為二線，其餘時間為政法、

軍事一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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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上頁 

註：本表所指的「毛時期」，係由1956 年9月至1966 年8月，而所登載的任職，亦屬於該限期內，若未

標示時間，則指該時限內，均任此職。職務加黑體字者，係為本文判定為「一線」的標準。以下各

表均依此規定，不再另註。 
資料來源：自中共中央組織部、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央檔案館，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料（第五卷），

頁31-238；以及馬齊彬等編，中國共產黨執政四十年（1949-1989），頁587-618彙整而來。 
 
 

國家主席的決定稿就是手諭「請小平同志即刻印發」。80此外，中央辦公廳為領 

導「中央辦事機構」的部門，舉凡黨的財經、文教（宣傳）、政法、外事，皆

由中央辦公廳統籌運作。楊尚昆自一九四九年至一九六五年，任職中央辦公聽

主任，各黨務部門、小組的工作皆須向楊尚昆彙報，81 因此楊尚昆亦為黨務的

一線。 

「專職首長」以「中央工作機構」與「中央機關黨組」的首長為主。包括

黨的財經（陳雲、李先念和李富春）、宣傳（陸定一）、政法（彭真、羅瑞卿）

和外事（周恩來、王稼祥）部門之首長。82「地方組織機構」，則以彭真領導的

北京市委，以及劉瀾濤的中共中央華北、西北局為主。軍事事務上，由中央軍

委主席毛澤東掌握全局，其他軍委會領導，包括朱德、鄧小平、林彪、譚政、

黃克誠、羅瑞卿。上述領導，皆視為黨務的一線。茲將黨務分工運作繪於圖四。 

                                                 
80「對同意毛澤東不作下屆國家主席候選人的決定稿的批與和修改」（1958 年 12月 8、9日），中共中央
文獻研究室，建國以來毛澤東文稿（第七冊）（北京：中共中央文獻工作室，1992 年），頁633。 

81 參見楊尚昆，楊尚昆日記（下卷）（北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 年），頁158-164。 
82 周恩來在一九五八年後，卸任外交部黨組小組書記；本文視之為退居黨務的二線；彭真在一九五八年

卸任政法小組組長，但因仍保有北京市委書記之職，因此仍居一線。參閱  Schurmann, Organization and 
Ideology in Communist China, pp. 144 -146. 

 
劉瀾濤 

中央委員， 
中央監察委員會 
副書記（- 1962. 9）   
、常委 

 中央華北局書記、 
委員（1960.11-）， 
中央西北局書記、 
委員（1960. 11-） 

  
1960 年 11月前為二線，之
後位居地方黨」一線 

 
 

楊尚昆 

 
 
中央委員 

辦公廳主任 
（-1965. 11） ， 
中央直屬機關 
委員會書記 
（- 1961.11） 

   
中央黨」一線 

（中央辦公廳主任） 

 
 
候

補

書

記 

胡喬木 中央委員    二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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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為便於顯示職務性質的關係，本圖的中央政治局常委與書記處書記排序，並未依照中共中央的排名。

之後圖例同此，不再另註。 
 

     路線方針的制定（一線）                           日常決策的制定（一線）     

         日常決策的協調與整合（一線）                     對決策的間接建議（二線） 

資料來源：作者自行整理 

 

圖四 毛時期黨務「二線分工」運作圖 

 

 

劉少奇        黨務一線 

周恩來  1958年2月前，為 
外事一線 

 

陳 雲  財經一線  

毛澤東 
朱 德 
林 彪 

（1958.5 -） 

 

中

央

政

治

局

常

務

委

員

會 
 

鄧小平 
 

 
 
 

軍事一線 
 

 
 
 

 
中央書記處總書記 
（黨務一線） 

 
 
 

李富春 
（1958. 5-） 

李先念 
（1958. 5-） 

 
 

財經一線 

 

譚震林  財經二線 

李雪峰 
 

 1960年10月前，為工業一
線 

 

彭 真 1958年10月前， 
為政法一線 

 地方黨務一線 
（北京市市長） 

羅瑞卿 
（1962. 9-） 

 

 1958 年 10月至 1960 年 12
月，為政法一線 

1959 年 9 月後，為軍
事一線 

黃克誠 
（-1962. 9） 

1959 年 8 月前，為軍
事一線 

譚  政 
（-1962. 9） 

 

 

1961 年 1 月前，為軍
事一線 

 

王稼祥  外事一線 

陸定一 
（1962. 9-） 

  
文宣一線 

 

 
 
 
 
 
 
中

央

書

記

處 
書

記 
 
 
 

康 生 
（1962. 9-） 
胡喬木 

 
文宣二線 

 

 

劉瀾濤  1960年11月後，為 
地方黨務一線 

 

候

補

書

記 楊尚昆  中央辦公廳主任（黨務一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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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黨務分工的權力運作上，可由圖四得到概覽。按本文的定義，「一線」屬

於對決策的直接參與，依黨的正式規定來參與決策，而「二線」為間接參與決

策，依其地位的特殊性來影響決策。以下，先探討一線領導在決策的運作及意

含，再對二線領導探究之。 

首先，依八大黨章規定，政治局常委決定黨務方針，而中央書記處則處理

日常決策的制定。毛澤東擔任中央軍委主席，具備軍事職務在黨內的特殊性，

再加上任職中央委員會主席，而使得毛澤東在黨內擁有主導性的權威。鄧小平

任職中央書記處總書記，負責中央政治局與書記處的聯繫，亦即負責黨內方針

與政策制定的聯繫，因此地位甚為重要。陳雲主導的財經一線，不但自己在政

治局常委任職，在中央書記處亦有人數最多的書記負責財經事務，因此在毛時

期，財經黨務較之其他黨務，是有相當獨立性的。 

在毛時期黨務的一線領導中，以財經領域為數最多，這反映毛澤東在財經

領域領導的弱化。貝克曼觀察到毛澤東非但不諳經濟議題，而且常對於該議題

不感興趣，因此非常依賴經濟專才的建議，這些條件使得黨的財經幕僚有發揮

的空間。83一九五八年六月，中共中央為擴充黨務權力，推動大躍進，決定增

設財經、政法、外事、科學、文教小組，「大政方針和具體部署，都是一元化，

黨政不分」，直屬中央政治局與書記處，84「大政方針在政治局，具體部署在書

記處」。85 但在決定「大政方針」的政治局常委中，僅陳雲身兼財經小組組長，

這使得陳雲在財經黨務上，擁有路線決定與日常政策制定的地位。86而政法小

組組長彭真、羅瑞卿，文教小組組長陸定一，僅任中央書記處書記，未擔任政

治局常委，因此彭、羅、陸等人僅擁有日常黨務的決策權，而未具備路線的制

                                                 
83 David Bachman, "Response to Teiwes," p. 256.     
84 財經小組組長是陳雲；政法小組事彭真；外事小組陳毅；科學小組聶榮臻；文教小組陸定一。參見「中

央決定成立財經、政法、外事、文教各小組的通知」（1958 年 6月 10日），中共中央組織部、中共中
央黨史研究室、中央檔案館，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料（第九卷），頁628；馬齊彬，中國共產黨執政四
十年（1949-1989），頁146。 

85「對中央決定成立財經、政法、外事、文教各小組的通知稿的批語和修改」（1958 年 6月 8日），中共
中央文獻研究室，建國以來毛澤東文稿（第七冊），頁268。 

86 即便如此，經濟事務的決策仍部分受制於毛的制約。整體而言，毛時期的財經部門相對於其他部門，

享有較獨立的地位，但毛澤東只要對於財經決策有所意見，陳雲等人還是必須順從毛的看法。Teiwes and  
Sun, China＇s Road to Disaster , p.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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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權。 

最後，所有的日常黨務政策，都在楊尚昆主政的中央辦公廳做最後的統 

整，以便於下傳次級部門執行。以上的探討，皆屬於一線領導在決策過程的運 

作。 

此外，在二線的領導層級上，因其本身的特殊之地位，間接影響決策。康

生、胡喬木等人，雖然並未接任重要的一線事務，但憑著身為毛澤東私人秘書

的地位，因此擔任出外考察並提供毛澤東資訊的責任。例如胡喬木在一九六一

年被毛澤東委至湖南農村進行考察，以提供修改〈農業六十條〉的意見。87因

此，二線領導在黨務決策上，因其特殊地位，而負責對一線提供相關資訊，間

接影響決策之制定。 

總結之，毛時期黨務的「二線分工」，一直是以毛的影響力最為重要，而

毛在黨務分工上，始終位居一線。由於毛兼任中央委員會主席以及軍委會主

席，擁有正式職務的依附，使得即使在歷經一九五九年的「關鍵點」之後，仍

未損毛在黨務的權力。此外，財經領域的黨務，是毛時期分工較為健全的，這

可以說明為何在一九五九年的「關鍵點」之後，劉少奇、陳雲等一線領導，可

以掌握較多的財經決策權，而避免權力集中於毛的手中。 

其次，將探討政務的「二線分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最高行政機關為國

務院，一九五四年制定的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即中央人民政

府，是中國最高國家權力機關的執行機關，是最高國家行政機關。」88在本文

討論的一九五六年九月至六六年八月期間，中共國務總理為周恩來，其餘的副

總理多兼任國家重要職務，該職務的性質可作為分工領域的依據。以下，將政

務的分工整理於表十二。 

在表十二當中，屬於「掌握全局者」，包括國家主席與國務院總理。除了

周恩來因任國務總理而為一線外，國家主席亦為政務一線。依據〈五四憲法〉 

                                                 
87「轉發胡喬木關於湖南調查來信的批語」（1961 年 5月 9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建國以來毛澤東

文稿（第九冊），頁489-490。 
88 中共中央組織部、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央檔案館，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料（附卷一）（上）（北京：

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頁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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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十二 毛時期「政務」二線分工表 

接下頁 

 

政 府系 統 
中央領導機構 

人民政府 人    民 
代表大會 

政    治 
協商會議 

 
中央工作機構， 
地方組織機構 

 
 

一、二線的劃分

 
毛澤東 

 國家主席 
（- 1959. 4）， 
國防委員會 
主席（- 1959. 4） 

  
名譽主席 

 1959年4月前為「政
務」一線，之後退居二

線 

 
劉少奇 

國家主席 
（1959. 4 -）， 
國防委員會 
主席（1959. 4-） 

 
常委會委員長 
（- 1959. 4） 

  1959年4月前為二，
之後位居中央政務一

線 

周恩來 國務院總理  主席 外交部部長（-1958. 2） 中央政務一線 

 
 

朱 德 

國家副主席 
（- 1959. 4）， 
國防委員會副 
主席（- 1959. 4） 

 
常委會委員長 
（1959. 4 -） 

   
二線 

 
陳 雲 

 
國務院副總理 

  國家基建委員會主任

（1958.11-1961.1）， 
商業部部長（-1958. 9） 

1961年1月前為「財
經」一線，之後退居二

線 
 

鄧小平 
國務院副總理， 
國防委員會副 
主席 

    
中央政務一線 

 
 
 
 
 
中 
央 
政 
治 
局 
常 
務 
委 
員 
會 

 
林 彪 

（1958. 5 -） 

國務院副總理， 
國防委員會副 
主席 

   
國防部部長（1959. 9-） 

1958年9月前為二線
，之後位居軍事一線

 
鄧小平 

 
同上欄位「鄧小平」的內容 

 
彭 真 

 常委會副委員長 
、秘書長 

副主席 北京市市長 地方政務一線 

 
王稼祥 

   
常務委員 

外交部副部長 
（- 1959. 9） 

二線 

 
譚震林 

 
國務院副總理 
（1959. 4 -） 

  
常務委員（-1959.4）

國家計委會副主任 
（1962. 10 -）， 
國務院農林辦公室主任

（1962.10-1966. 5） 

1962年10月前為二線
，之後位居財經一線

譚 政 
（-1962. 9） 

 委員（- 1959. 4）  國防部副部長 
（- 1965. 3） 

二線 

黃克誠 
（-1962. 9） 

   國防部副部長（- 1959. 9）， 
山西省副省長（1965. 12-） 

二線 

 
 
 
中 
央 
書 
記 
處 
書 
記 
 
 
 李雪峰  委員   二線 

 
李富春 

（1958. 5 -） 

 
國務院副總理 

  國家計委會主任， 
國務院工交辦公室主任（1959. 
6-1961.4） 

 
財經一線 

 
 
 

李先念 
（1958. 5 -） 

 
 
 
國務院副總理 

  國家計委會副主任 
（1962. 4 -）， 
財政部部長， 
國務院第五辦公室主任* 
（- 1959. 6）， 
國務院財貿辦公室主任（1959. 
6-） 

 
 
 
財經一線 

 

陸定一 
（1962. 9-） 

 
國務院副總理 
（1959. 4 -） 

   
文化部部長（1965. 1-） 

1965年1月前為二
線，之後位居文宣一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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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上頁 

*1954 年11月，國務院成立第五辦公室，協助總理掌管財政部、糧食部、商業部、對外貿易部以及中國

人民銀行的工作，至1959 年 6月撤銷該辦公聽，改立財貿辦公室。 
**1954 年 11月，國務院成立第一辦公室，協助總理掌管內務部、公安部、司法部、監察部的工作，至

1959 年6月撤銷該辦公聽，改立政法辦公室。 
資料來源：中共中央組織部、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央檔案館，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料 

（第五卷），頁61-189。 
 
 

的規定，國家主席掌有實權，可以統領三軍，主持國防委員會，召開最高國務

會議，一九五四至六六年間，毛與劉先後就任該職，因此皆曾為政務一線。89 

至於人民代表大會，因功能所限，本文不視為一線。趙建民認為，毛時期

的人大因「持續性」過短、「周界」不明顯以及「內部複雜化」不足，所以在

立法機制上表現不佳，並無類似西方國會的地位。90此外，政治協商會議在中

共的政治定位上，一向是統戰的象徵性機構，是以，人大委員長與政協主席既

無明確法律地位，亦無法定職能，因此不是權力機構，91本文不視為政務一線。 

而「溝通協調首長」，以國務院副總理與北京市市長為主。國務院副總理

多因兼任政府部門首長，而負責該部門之分工，鄧小平因任職國務院副總理，

又兼任中央書記處總書記，所以擔負政務與黨務的協調工作，「成為周恩來總

理的左膀右臂」。92此外，在彭真任職北京市市長期間，負責中央政務與京畿政

                                                 
89〈五四憲法〉的規定，異於〈八二憲法〉對國家主席只是虛位元首的規定。參見翁松燃，「國務院的角

色」，收錄於翁松燃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論文集﹙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4 年﹚，頁201-202。 
90 趙建民，「中共黨國體制下立法機關的制度化」，中國大陸研究，第 45卷第 5期（1992 年 9、10月），
頁87-108。 

91 閻淮，「中國大陸政治淺論」，頁20。 
92 毛毛，我的父親鄧小平，頁589。 

  
 
 
 

羅瑞卿 
（1962. 9 -） 

 
 
 
 
國務院副總理 
（1959. 4 -）， 
國防委員會副 
主席（1965.1- 
1965.12） 

  國防部副部長 
（1959.9 - 1965. 12）， 
公安部部長 
（-1959. 9）， 
國務院第一辦公室主任** 
（- 1959.4）， 
國務院政法辦公室主任

（1959.6-1960.12）， 
國務院國防工業辦公室主任

（1961.12-1965.12） 

 
 
 
1960 年 12月前為「政法」
一線，1961 年12月至1965
年12月為軍事一線  

 
 

劉瀾濤 

  
委員、預算委員會

主委（- 1959. 4） 

 電力工業部部長 
（- 1958. 2）， 
水利電力部副部長 
（1958. 3 -） 

 
1958年2月前為工業一線 
，之後退居二線 

 
楊尚昆 

  
委員（1965. 1-） 

常務委員 
（-1964. 12） 

  
二線 

 
候 
補 
書 
記 

 
胡喬木 

   
委員 

   
二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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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的協調與聯繫，並直接參與重要政策制定，例如一九六三年〈後十條〉的制

定，就是劉少奇同彭真共同商榷的。因此，國務院副總理與北京市市長為政務

一線。 

再者，政務一線還包括「專職首長」，以政府部會首長為主。在這段期間

內，中央政治局常委與書記處書記的領導中，曾擔任正部級國家職務的官員共

九位。包括周恩來（外交部部長）、陳雲（國家基建委主任）、林彪（國防部部

長）、譚震林（國務院農林辦公廳主任）、李富春（國家計委會主任、國務院工

交辦公廳主任）、李先念（財政部部長、國務院財貿辦公室主任）、陸定一（文

化部部長）、羅瑞卿（公安部部長）、劉瀾濤（電子工業部部長）。而在中央政

治局常委中，共五人（毛、劉、朱、鄧、林）在國防委員會任職。但依憲法規

定，國防委員會僅是諮詢性的軍事統戰機構，非領導機構，93因此是否在該會

任職，並非在本文劃分一、二線的考量中。茲將毛時期政務的二線分工，繪於

圖五。 

以下，分別就直接參與決策之一線，以及間接參與決策之二線，說明如後。 

首先，探討一線之運作。就國家主席而言，不論毛、劉，皆因主持最高國

務會議，而直接參與決策制定，並主導國務總理的大政方針。在國務院下轄的

政務分工上，仍以經濟部門的領導為數最多。國務院副總理當中，包括陳雲、

譚震林、李富春和李先念都屬「財經」一線，這象徵著毛時期的政務分工中，

財經部門是官僚政治中，運作最為健全的。當時和中國超英趕美戰略牽涉最為

直接的，是財經部門的支援。李侃如和奧森柏格就認為，財政部、國家經濟委

員會、國家計畫委員會對於中國的中長期國家平衡，特別是三大平衡（財政、

信貸、物資）扮演著重大角色，94 可見財經部門之重要性。其中，陳雲、李富

春、李先念均扮演重要角色，特別是陳雲，是「中共政權最卓越的經濟計畫者」 

                                                 
93 中共中央組織部、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央檔案館，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料（附卷一）（上），頁66。 
94 Lieberthal and Oksenberg, Policy Making in China, pp. 106-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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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毅於1958年 2月後，接任外交部部長，因此為「外事」一線，但因為陳毅並非政治局常委或中央書

記處書記，因此在本圖以該形式呈現。 

 

         路線方針的制定（一線）                            日常決策的制定（一線） 

中央政務與黨務的協調（一線）                      對決策的間接建議（二線） 

資料來源：作者自行整理 

圖五 毛時期政務「二線分工」運作圖 

周恩來  
國務院總理 

 
「中央政務」一線 

 

 
毛澤東 

國家主席 
（- 1959. 4） 

1959年4月前為「中
央政務」一線，之後

退居二線 
 

劉少奇 

 

國家主席 
（1959. 4 -） 

1959 年 4 月前為二
線，之後位居「中央

政務」一線 

 

朱 德  「軍事」二線

陳 雲 國務院副總理 「財經一線」 

林 彪 
（1958.5 -） 

 
國務院副總理 

1958年9月前為二線，之
後位居「軍事」一線 

 
 

中

央

政

治

局

常

務

委

員

會 

 
鄧小平 

 

 
國務院副總理 

 
「中央政務」一線 
 

 
 
 

「中央政務」與「中央黨務」的協調 
（中央書記處總書記） 

李富春 
（1958. 5-） 

 
國務院副總理 

 
「財經」一線 

李先念 
（1958. 5-） 

 
國務院副總理 

 
「財經」一線 

 
譚震林 

 
國務院副總理

（1959. 4 -） 
1962 年 10月前為二線，
之後位居「財經」一線 

 
羅瑞卿 

（1962. 9-） 

 
國務院副總理

（1959. 4 -） 

 
1960年12月前為「政法」
一線，1961年12月至1965
年12月為「軍事」一線
 

陸定一 
（1962. 9-） 

國務院副總理

（1959. 4 -） 
1965年1月前為二線，之
後位居「文宣」一線 

 

彭 真  「地方政務」一線 
（北京市） 

 
 

黃克誠 
（-1962. 9） 
譚  政 

（-1962. 9） 

 
 

「軍事」二 線 
（未具職權） 

 
 

王稼祥 
 

「外事」二 線 
 

李雪峰 

 

 
「財經」二 線 

 
 
 
 
 
 

 

 
 
 
 
 
 
中

央

書

記

處 
書

記 
 
 
 

康 生 
（1962. 9-） 

 
胡喬木 

 
 
「文宣」二 線 

 
 
 

楊尚昆   
政務二 線 

候

補

書

記 
 

劉瀾濤 
 1958年2月前為「工業」 

一線，之後退居二線 
 

陳毅：國務院副總理 
（「外事」一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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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the regime’s economic planner par excellence）。95 但陳雲在諸多政策上卻無

法認同毛澤東的趕超戰略，而主張抑制毫無節制的投資與冒進的經濟政策。96   

其餘重要部門，諸如文宣、政法等，一線的高層領導僅陸定一與羅瑞卿。

而負責政法事務的羅瑞卿在一九六O 年退居二線，之後的中央政治局與書記處

成員，再無人任「政法」一線。由於政法系統的主要領導並未在中央政治局常

委或書記處任職，因此權限有限，這表示毛時期政法系統的運作無法在中央受

到應有的重視。97此外，一九六五年前中央高層也未有人任職「文宣」一線，

這說明了文宣（意識型態）在中共政治常規運作的模糊性，在更大的成分上，

文宣事務直屬黨務最高領導，特別是毛澤東的掌控，以貫徹路線的執行。 

此外，鄧小平亦任職國務院副總理，加上其為中央書記處總書記，主導著

中央黨務的統合，使得鄧在黨務與政務的協調上，扮演極其重要的角色。在毛

澤東退居政務二線後，鄧小平的職權開始與毛澤東衝突，毛澤東曾在文革時批

評鄧小平是在搞「獨立王國」，「從一九五九年到現在，什麼事情都不找我」，98 

可以證明毛、鄧的緊張關係。 

而彭真擔任北京市市長，為最為重要的地方政務一線。劉少奇等中央領導

在制定重要政策時，多會徵詢彭真的意見，北京市市長的職掌，跳過國務院的

層級，直接向國家主席負責。 

其次，探討二線在決策過程之地位。二線領導由於並未具備直接參與決策

的職權，只能由其特殊地位的影響力，間接建議決策之制定。在「文宣」領域，

康生和胡喬木憑其為毛澤東秘書之地位，而向陸定一進行決策之建議。在「外

事」領域，王稼祥曾任外交部副部長，有長期對蘇聯的外事經歷，更重要的是

其擔任全國政協常委，因此在外事決策的建議上，象徵著相當的統戰意義。99在

「軍事」領域上，朱德由於過去的軍事經歷，以及擔任人大常委會委員長的影

                                                 
95 Alfred L. Chan, "Leaders, Coalition Politics, and Policy-Forward in China:The Great Leap Forward Revisited, 

" The Journal of Comtemporary China (Winter-Spring 1995), p. 63. 
96 薄一波，若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頁541。 
97 毛時期的政法系統未受重視，使得制衡機制付之闕如，高層領導往往可以逾越正式法規的規範而恣意

干涉政治運作，尤以毛澤東為然。 
98 「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66 年 8月23日），佚名，毛澤東思想萬歲，頁655。 
99 景杉，中國共產黨大辭典（北京：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1991 年），頁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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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力，使得朱德在軍事決策上，有相當的建議權。 

最後，在毛時期政務的二線中，黃克誠與譚政在廬山會議後，不再與聞決

策。由於彭德懷事件的影響，使得黃、譚二人完全失勢，黃克誠之女黃晴回憶，

「一九五九年後，⋯⋯他﹝黃克誠﹞倒能坦然處之，只是無工作可做，不免非

常苦惱。」100 在中共的「二線分工」上，黃、譚的「二線」職位在廬山會議後，

是毫無影響力的。 

由政務的探討，吾人可知，毛在一九五九年四月之後，退居二線。由於列

寧式黨國體制的侷限，使得決策權容易集於具備個人權威的領導，尤其是毛澤

東。毛澤東在黨內擁有崇高的個人權威，這使得毛澤東可以溢出正式權力的框

架，影響一線領導的運作。在一九五九年四月前，毛在黨、政擁有極高的職位，

可以直接參與決策，因此可以由「決定」途徑來解釋毛的地位。但在一九五九

年四月後，卸任國家主席，退居二線，在政務決策上，靠的是非正式權力，因

此可以由「聲望」途徑來解釋毛在間接參與決策的影響。 

毛澤東擁有極端的個人權威，具有「領袖魅力」，容易使其他領導人信服

之。泰偉斯認為，一九五六至五七年間（八大至八屆三中全會），由於毛澤東

未過份干預正式政治的運作，因此為毛時期官僚組織最為健全的階段，101之後

的政治，則完全受到毛澤東個人獨斷的影響，毛澤東顯然擁有中共黨內唯一極

端的非正式權力。以下就非正式權力∕正式權力的劃分類型，整理於表十三。

其他領導和毛澤東在決策上的互動，可說明如下。 

首先，毛澤東位居黨、政一線時，中共的任何決策均掌握在毛的手中。在

〈類型一〉中，毛澤東身兼黨、政一線與非正式一線，正式∕非正式權力達至

頂峰，享有對決策的最高決定權，因此呈現出「優勢政治」型之分工。毛的極 

端權力，可以輕易的壓制黨內的異見。舉例來說，財經部門在黨、政領域中， 

 

 
                                                 
100黃晴，「遺範永懷─記父親黃克誠二三事」，收錄於黃克誠紀念文集編委會，黃克誠紀念文集（長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 年），頁679。 
101Teiwes, "Leaders, Institution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 " p.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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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三 毛時期「二線分工」類型表 
正式權力  

類型 
 

非正式權力 黨務 政務 
舉例 

一 強 一線 一線 1959.4之前的毛澤東 
二 強 一線 二線 1959.4 之後的毛澤東 
三 強 二線 一線 未有符合的例子 
四 強 二線 二線  未有符合的例子* 
 
五 

 
弱 

 
一線 

 
一線 

劉少奇、周恩來、鄧小平、 
1961.1之前的陳雲、 
1958.9之後的林彪 

六 弱 一線 二線  朱德、楊尚昆、王稼祥 
1965.1之前的陸定一 

七 弱 二線 一線  1962.10之後的譚震林 
八 弱 二線 二線 康生、胡喬木 

*1989 年11月後，鄧小平卸任中央軍委主席，可以視為鄧時期「二線分工」的〈類型四〉。 
資料來源：作者整理 

 

是唯一可以和毛澤東提出相左政見的部門，特別是〈類型五〉的陳雲，在一九 

六一年一月辭去國家基建委員會主任前，一直身任黨，政的財經一線，提出許

多和毛意見相左的政策。一九五六年的「反冒進」，陳雲認為經濟發展需綜合

平衡，而「建設規模的大小必須和國家的財力物力相適應。」102但在毛澤東對

於財經意見表態後，陳雲也不得不進行自我批判，在一九五八年的八大二次會

議上，毛澤東正式提出「大躍進」政策，陳雲被迫承認「反『冒進』的錯誤是

看不見和低估當時群眾生產高潮的偉大成績，是誇大估計了當時財政和市場的

緊張情況。」103因此可知，毛在一九五九年四月前，是擁有高度的決策制定權

的。 

其次，毛在退居政務二線後，部分決策交至一線領導手中，特別是財經方

面的決策，呈現出「權力平衡」型之分工。從一九五九年四月的「關鍵點」之

後析之，〈類型二〉的毛澤東，因擁有極端的非正式權力，又為黨務一線，因

而得以直間接影響決策制定。〈類型五〉的一線領導劉少奇，在一九六二年一

月後，確實主導了部分的政經議題，特別是為了挽救大躍進以來殘破的國民經

                                                 
102 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陳雲文選：1956-1985，頁44。 
103 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頁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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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開始對農業生產責任制予以重新評估。104 但因劉少奇欠缺與毛澤東抗衡的

正式與非正式權力，因此政治影響力遜於毛。一九六二年一月後，毛、劉的歧

見開始明顯，特別是在〈前十條〉和〈後十條〉的制定過程中爆發出來。一九

六三年五月，部分政治局委員與毛澤東，在杭州制定了〈前十條〉，目的是希

望透過群眾運動的方式進行農村社會主義教育，以達成「反修防修」的目的。

由於政策的失當，劉少奇、鄧小平、彭真等一線領導於一九六三年九月制定了

〈後十條〉予以修正，強調一切運動都須透過「工作隊」的領導，以防止路線

的左傾，105但劉少奇和毛的抗衡終歸失敗。  

而文宣議題的決策，在毛時期始終掌握在毛澤東手中。〈類型六〉的陸定

一，是毛時期黨務上，文宣一線的重要領導，但毛澤東往往越過陸定一的職權，

直接干預文宣事務，例如一九五六年六月，由中央宣傳部起草的社論─〈要反

對保守主義，也要反對急躁情緒〉，由於內容提及反冒進，送交毛澤東審閱時，

毛直接批示「不看了」。106即使在毛退居政務二線後，重要文宣決策仍需送交毛

審閱，例如在一九六 O 年的一份關於教育改革的評語，毛寫到，「退陸定一同

志。已閱，很好。」107因此，不論毛是否退居二線，文宣事務的決策，始終掌

握在毛的手中。 

軍事和外事的決策，亦受到毛的直接干預。在軍事決策上，由於毛身任黨

的軍委主席，再加上毛的扈從者─〈類型五〉的林彪，掌握黨、政的軍事一線，

使得毛自始至終就是軍事決策的最高領導，〈類型六〉的朱德雖然是政治局常

委中軍事經歷最為豐富者，建政之後亦參與軍事決策制定，但因未任國家重要

軍事職務，因此僅能視為二線，在軍事決策的參與過程中，只能視之為象徵性

質的參與。此外，在外事決策上，在一九五八年二月後，陳毅繼任為外交部長，

但陳毅並未在政治局常委會或書記處任職，這使得中央的外事決策權得以集中

                                                 
104 中央黨校黨史教研部，中國共產黨重大歷史問題評價（第三冊）（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 
社，2001 年），頁1899-1904。 

105薄一波，若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頁1106-1118；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頁534-543。 
106薄一波，若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頁537-538。 
107「對陸定一在全國人代會的發言稿『教育必須改革』的評語」（1960 年 4月7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
室，建國以來毛澤東文稿（第九冊），頁489-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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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局常委會，特別是毛澤東的手中。 

最後，毛澤東還與其秘書形成扈從關係。〈類型八〉的康生、胡喬木，雖

然在黨、政皆為二線，但由於其特殊的地位，使得在決策上，享有重要的建議

權，特別是財經方面的決策建議上，這可以〈農業六十條〉的決策過程，得到

佐證。 

總結以上討論可知，毛時期一、二線在決策過程之分工，呈現出「決定途

徑」、「正式法規」、「聲望途徑」以及「地位途徑」四類。該四類角色在決策上

之舉例，見於表十四。 

 

表十四 毛時期一、二線之四種角色 
 一線 二線 

正式權力 直接參與決策 間接參與決策 
非正式權力 強 弱 強 弱 
對於決策之影響 決定途徑 正式法規 聲望途徑 地位途徑 

舉例 1959.4前的毛澤東 劉少奇 1959.4後的毛澤東 康生 
決策制定 大躍進 後十條 前十條 農業六十條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這四種角色，代表了一線與二線領導對於決策之影響途徑，其中又以毛澤

東為影響之關鍵。毛在一九五九年四月之前，集正式與非正式權力於一身，因

此可用「決定途徑」來解釋其在政策制定之影響力，因此該時期之「二線分工」

是以毛為唯一主導之「優勢政治」型分工。一九五九年四月之後，毛退居政務

二線，因此可以「聲望途徑」來解釋之後的決策參與，故形成了一、二線之間

互為競逐之「權力平衡」型分工。 

以下，將毛時期二線分工所呈現出的「優勢政治」與「權力平衡」二種類

型，繪於圖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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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黨、政一切的決策                「優勢政治」型 

 

 

 

 

                                                                       「權力平衡」型 

                                                                                

 

 

 

                        

正式權力的運作                    非正式權力的運作（扈從關係的影響）  

                 非正式權力的運作（決策制定的非正式干預） 

圖六 毛時期「二線分工」的兩種類型 

 

由圖六可知，「二線分工」在一九五九年四月前後，有了運作上的轉變。

毛在一九五九年四月之前，集黨務、政務一線以及非正式權力於一身，使得「二

線分工」成為毛所主導的「優勢政治」型，而一九五九年四月之後，則因為毛

的退居政務二線，使得部分決策權移至劉、周、鄧等一線領導手中，特別是財

經方面的決策。但因為毛仍擁有黨務職位，加上毛本身的個人權威，使得毛仍

得以掌握住軍事、文宣、外事等權力。至此之後，決策過程演變為一、二線互

為抗衡之「權力平衡」型之分工，從而導致政治權力的分散。 

 
 
 
 

〈類型一〉    

1959.4前的 
毛澤東 
 
 

〈類型二〉 

1959.4後的 
毛澤東 

軍事

決策
〈類型五〉林彪 

〈類型八〉康生、陳

伯達              

 
〈類型六〉陸定一

文宣

決策

外事 
決策 

財 經

決策 

〈類型五〉劉少奇

、周恩來、鄧小平

、陳雲 

〈類型五〉周恩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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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安排政治繼承 
承第三章所述，毛澤東對於的政治的安排，和國際局勢的壓力是息息相關

的。美國的和平演變政策以及赫魯雪夫在蘇共二十大對史達林的批判，都使得

毛澤東逐漸重視政治繼承人的培養，以貫徹其所認定的社會主義路線。 

一九六一年十月，蘇共召開二十二大，周恩來率領代表團赴會。大會中，

蘇共做出許多決定，包括對於阿爾巴尼亞進行批判、將史達林的遺體遷出列寧

墓、開除莫洛托夫等人的黨籍、宣布蘇聯將由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發展成全民

的國家。108 在蘇共二十二大的諸多決定中，中共將之歸納為「四反」，亦即「反

斯大林」、「反『反黨集團』」、「反阿爾巴尼亞」、「反華」。109 其中，關於「反阿

爾巴尼亞」的問題，由於牽涉到社會主義陣營之間，「兄弟黨」的和諧互助，

中共認為必須反對。吳冷西回憶到，當時劉少奇令他起草一段文字，放在周恩

來於十月十九日在蘇共二十二大的致詞中，而這段文字經毛所審定，全文如下： 

  我們認為，兄弟黨、兄弟國家之間如果不幸發生了爭執和分歧，應該本

著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精神，平等和協商一致的原則，耐心地加以解

決。把兄弟黨、兄弟國家之間的爭執公開暴露在敵人面前，不能認為是

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鄭重的態度，這種態度只能使親者痛、仇者快。中國

共產黨真誠地希望，有爭執、分歧的兄弟黨將會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

礎上，在互相尊重、獨立和平等的基礎上，重新團結起來。我想這是我

們共產黨人在這個問題上應有的立場。110 

周恩來於十月廿一日率團向史達林墓獻上花圈，並於廿三日提前離會，以表示

對於赫魯雪夫的不滿。毛澤東率劉少奇、鄧小平、朱德等人至機場迎接周，以

顯示對其的肯定。111 楊尚昆在其日記記載：「主席的接周，是一種政治行動，

做給修正主義者看看！」112這裡所謂的「修正主義者」，即是赫魯雪夫。 

蘇聯與中共的關係，在這樣的氛圍下，急轉直下。毛在七千人大會上，曾

                                                 
108 楊奎松，走向破裂：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香港：三聯書店，1999 年），頁444。 
109 吳冷西，十年論戰（上），頁470。案：「反『反黨集團』」意指反莫洛托夫等人的「反黨集團」。 
110 吳冷西，十年論戰（上），頁472。 
111 楊奎松，走向破裂，頁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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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到： 

  國際修正主義者不斷地罵我們。我們的態度是，由他們罵去。在必要的

時候，給以適當的回答。我們這個黨是被人家罵慣了的。以前罵的不說，

現在呢，在國外，帝國主義者罵我們，反動的民族主義者罵我們，各國

反動派罵我們，修正主義者罵我們；⋯⋯113 

本文認為，正是由於蘇聯與中共之不睦，使得毛澤東思索培養一線領導的重要

性。一九六二年底，蘇共趁著一些歐洲共產黨召開代表大會的機會，開始向中

共進行攻訐，在這種情況下，中共決定發表一系列的答辯文章。第一篇發表於

十二月十五日的人民日報社論，原標題為「堅持真理，分清是非，團結對敵」，

毛澤東在十四日審閱文稿時，曾寫到「此文已閱，認為寫得很好，有必要發表

這類文章。」但毛認為題目應該「更為概括和響亮些」，因而改標題為「全世

界無產者聯合起來，反對我們的共同敵人」。114 

該篇社論的提出，證明中蘇關係的惡化已難以挽回，毛澤東因為與蘇共路

線之不同，而急欲培養一線繼承人。在「全世界無產者聯合起來，反對我們的

共同敵人」社論發表不久之後，毛在中宣部於十二月十四日編印的宣教動態

上，於該期之末頁，寫下了清人嚴遂成的一首詩─「三垂岡」。115 

  英雄立馬起沙陀，奈此朱梁跋扈何。 

  隻手難扶唐社稷，連城猶〔且〕擁晉山河。 

  風雲帳下奇兒在，鼓角燈前老淚多。 

  蕭颯〔瑟〕三垂岡下〔畔〕路，至今人唱百年歌。 

該首詩用的是李克用的典故。唐末大亂，群雄並起，李克用與朱溫交戰數年，

難分勝負，李在回師三垂岡時，置酒帳下，令人奏「百年歌」，慨然老之將至，

望其子李存勖，盼繼承父業。〈新五代史〉寫到：「時存勖在側，方五歲，克用

                                                                                                                                            
112 楊尚昆，楊尚昆日記（下），頁81。 
113「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62 年 1月 30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建國以來毛澤東文

稿（第十冊），頁38。 
114「對『全世界無產階級聯合起來，反對我們的共同敵人』一文的批語」（1962 年12月14日），中共中
央文獻研究室，建國以來毛澤東文稿（第十冊），頁223。 

115「對列寧反對第二國際機會主義鬥爭的一批材料的批語」（1962 年12月22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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慨然捋鬚，指而笑曰：『吾行老矣，此奇兒也，後二十年，期能代我戰於此乎！』」

116 

毛澤東在中蘇關係惡化之際，寫下「三垂岡」，箇中涵義，自是希冀有後 

繼者「能代我戰於此」，以維持其路線之延續。毛對於該首詩是相當欣賞的，

其文稿中曾多次提及「三垂岡」，例如一九六四年十二月曾書信與田家英：「近

讀五代史後唐莊宗傳三垂岡戰役，記起了年輕時曾讀過一首詠史詩，忘記了是

何代何人所作。請你查一查，告我為盼！」117由此可知，中蘇關係的惡化，確

實使得毛澤東注意到培養一線繼承人的重要性。 

中蘇關係的分裂，更表現在一九六三年的中蘇論戰。蘇共在一九六三年的

中蘇會談期間，發表了一份〈給蘇聯各級黨組織和全體共產黨員的公開信〉，

批評中共，而中共亦在一九六三年九月至一九六四年七月之間，發表了九篇評

論文章加以回應。這九篇文章分別是一九六三年九月六日的「蘇共領導同我們

分歧的由來和發展」；九月十三日的〈關於斯大林的問題〉；九月廿六日的〈南

斯拉夫是社會主義國家嗎？〉；十月廿二日的〈新殖民主義的辯護士〉；十一月

十九日的〈在戰爭與和平問題上的兩條路線〉；十二月十二日的〈兩種根本對

立的和平共處政策〉；一九六四年二月四日的〈蘇共領導是當代最大的分裂主

義者〉；三月卅一日的〈無產階級革命和赫魯曉夫修正主義〉；以及七月十四日

的〈關於赫魯曉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上的教訓〉。118以上的九篇評論文

章，被簡稱為「九評」。 

毛澤東對於培養繼承人的想法，更可見於其在一九六四年六月十六日的講

話中。毛說到：「蘇聯出了修正主義，我們也有可能出修正主義。」為了防止

中國出現「修正主義」，毛正式提出繼承人的五項條件論，包括要教育幹部懂

得一些馬列主義；要為大多數人民謀福利；要能夠團結大多數人；要能聽進各

                                                                                                                                            
建國以來毛澤東文稿（第十冊），頁225。 

116 歐陽修，新五代史：唐本紀第五，國學（北京），http://www.guoxue.com/shibu/24shi/Newwudai/xwd_ 
005.htm。 

117「給田家英的信」（1964 年 12月 29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建國以來毛澤東文稿（第十一冊），

頁288。 
118 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頁598-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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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意見；以及自己有了錯誤，要做自我批評。最後，毛澤東認為：「接班人的

問題還是要部署一下。要準備好接班人。無產階級的革命接班人總是要在大風

大浪中成長的。」119這五項條件論，後來寫進七月十四日的第九篇評論文章─

「關於赫魯曉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上的教訓」。120 

總結以上討論，可以發現，由於中蘇關係的惡化，使得毛澤東重視培養一

線領導的政治能力，以利於政治接班。在一九六二年之後，毛澤東明顯的以二

線領導的身分，培養一線領導的政治能力，特別是將更多的決策權交至劉少奇

等人，以保證中國不會出現類似赫魯雪夫的「修正主義者」。然而，由於毛對

於權力始終不肯放棄，因此在政治繼承上，並未妥善進行權力的移轉。  

 

小結 
中共的二線分工在歷經「關鍵點」的變遷後，達成新的「漸續平衡」。在

一九五九年四月之前，呈現出以毛為主導的「優勢政治」型分工，而在此之後，

則因毛退居政務二線，而逐漸演變為「權力平衡」型的分工模式，尤以一九六

二年的七千人大會之後，毛與其他一線領導的競逐更為明顯。 

在彌補民主集中制的缺失上，這種「權力平衡」型的分工是有較佳效果的。

首先，在避免「非正式政治」的影響上，從彭德懷開始，就有領導人敢提出異

議，反駁毛的觀點。降至七千人大會之後，以劉少奇為主的一線領導一方面補

救大躍進以來殘破的中國經濟，一方面繼續提出諸多迥異於毛的政策，其中又

以對「包產到戶」、「四清運動」的看法，以及〈前十條〉與〈後十條〉的爭執

最具代表性。這些與毛歧異的觀點，在在衝擊了毛的個人權威，降低了「非正

式政治」的影響。 

其次，在避免權力集中的層面上，亦有所助益。一九五九年四月之前，中

共的「二線分工」可以毛主導的「決定途徑」一言蔽之，而呈現出「優勢政治」

的分工模式。一九五九年四月之後，演變為「權力平衡」型的分工，這使得劉、

                                                 
119「培養無產階級的革命接班人」（1964 年6月16日），建國以來毛澤東文稿（第十一冊），頁85-87。 
120 薄一波，若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頁1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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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周等端賴「正式法規」的一線領導，享有較大的決策自主權，尤以財經決

策為然。毛雖退居政務二線，但仍享有黨務一線的地位以及個人權威，因此對

於決策能有影響力，可用「聲望途徑」解釋之。此外，一些未具個人權威，且

亦未居重要黨政職務的二線領導，因與毛有特殊之扈從關係，例如毛的秘書胡

喬木等人，則可以「地位途徑」來解釋其在決策上的間接建議權。質言之，毛

在退居政務二線後，因不再具備對政務的直接決定權，因此是導致中共決策權

分散之主因，即便是毛能繼續以「聲望途徑」來干預決策，但終究未若一九五

九年四月之前的「決定途徑」有影響力。因此，吾人以為「二線分工」在演變

為「權力平衡」的模式後，是較能避免權力集中的。 

最後，是培養政治繼承人。劉少奇在「關鍵點」之後，被毛任命為國家主

席，以扶持其政治能力。由於中蘇關係的日益惡化，使得毛澤東不得不早日扶

植其接班人，以避免中國出現類似赫魯雪夫的「修正主義者」。無疑的，「權力

平衡」型的分工模式，使得一線領導擁有較大的自主權，對培植其政治能力是

有幫助的。但是，備位繼承人的權力日漸擴大，會導致原執政者的猜忌與不安，

造成一種政治繼承的「兩難困境」。劉在接任國家主席後，確實對於中國經濟

的復甦扮演重要角色，有助於其政治權力的鞏固，以利於繼承中共政權，但毛

對其的日益不滿，卻使得中國在一九六六年爆發了文化大革命，並中斷了「二

線分工」之持續。 
    總體而言，「權力平衡」型的分工，較有助於修補民主集中制的缺失。中

共的「二線分工」模式在歷經關鍵點的變遷後，從「優勢政治」型的分工，轉

至「權力平衡」型，獲致了制度變遷的「漸續平衡」，用以更有效的防止「非

正式政治」的影響，避免權力集中，以及培養政治繼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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