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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二線分工」的成因 
由於「民主集中制」造成「非正式政治」的影響、權力集中以及政治繼承

不明確的缺失，因此中共在堅持「民主集中制」的同時，會衍生出另一套制度

來修補這些缺失，作為鞏固政權的配套。以毛時期為例，「二線分工」的成因

亦和上述三項缺失有密切關係，但在「毛掛帥」的格局下，毛澤東在面對這三

項缺失的威脅時，都非出於自願性的解決，而僅是在一定歷史情境下，迫使毛

作出「二線分工」的決定。毛時期「二線分工」的三項成因，簡述如下： 

首先，是減少「非正式政治」的影響上。在一九五六年後，因黨內支持「反

冒進」，衝擊了毛的權威，為中共在八大會議時取消「毛澤東思想」提供有利

條件，毛的「非正式政治」在八大前後的弱化，是造成「二線分工」得以實現

的首要關鍵。第二，是避免權力集中。在八大時，中共黨內要求集體領導的聲

勢高漲，劉少奇更主張增設國家副主席，以分散中央權力，毛則主張擴大中央

書記處的權限，並安排鄧小平接掌書記處總書記，以鞏固自身權力。八大時，

中央機構因為黨內政治鬥爭而造成重劃，使得權力得以分散，是導致「二線分

工」的第二項原因。最後，是安排權力繼承。由於美國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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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使毛澤東體認到培養繼承人的重

要性，但是毛對於任何培養繼承人的決定，皆以不衝擊自身權威為考量，這也

導致了毛時期政治繼承的失敗。以下，就這三項成因探討如後。 

 

第一節、 減少「非正式政治」的影響 
在「非正式政治」的影響上，以毛澤東的極端權威，為最重要的因素。而

毛在一九五九年四月之前，由於享有黨務、政務，以及個人權威的最高決定性，

因此在本文所運用的四項決策制定途徑上，毛在一九五九年四月之前可用「決

定途徑」來解釋其在中共決策過程之影響。 

極端的「非正式政治」，勢將干預了正式政治的運作。因此，決策權要以

「二線分工」的模式進行，第一項先決條件，就是「非正式政治」的影響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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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弱。一九五六年之後中共黨內對於「反冒進」的支持，是衝擊毛權威的關鍵，

並為中共決議在八大黨章廢除「毛澤東思想」，創造了有利的條件。這使得「非

正式政治」的影響逐漸降低，「二線分工」的決策模式才得以形成。 

學者在討論毛的極端權威時，多從三種途徑進行研究。第一種是政治人格

研究途徑：認為毛澤東天生有一種「領袖魅力」（charisma），容易使其他人產

生「害怕」（fear）和「信服」（belief）。在毛澤東對爭議未表態時，其他領導人

尚有爭辯的空間，然而在毛澤東清楚表態後，其餘領導人只有順從的餘地。毛

澤東善於在關鍵時刻保持緘默，讓其他領導人將意見表達出來，毛澤東即使有

不滿也隱忍不發，而在毛認為可以掌握局面時，才迅速將反對意見公諸出來，

讓對手毫無防備。1 其次是文化研究途徑：認為毛澤東在延安時期，發動整風

運動，整肅了王明等國際派，並在七大時定「毛澤東思想」於一尊，而奠定了

在中共黨內掌握「符號資本」（symbolic capital）的權力。2 最後，是歷史研究

途徑：中共由於革命戰爭的需要，而賦予領導人高度的決定權。3一九四三年三

月廿日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中央機構調整及精簡的決定〉，決定在「會議中

所討論的問題，主席有最後決定之權」。4 毛澤東在該會議所取得的「最後決定

權」，可視為毛澤東在黨內最高地位的確立。 

毛澤東的「非正式政治」，在八大前後，受到了弱化，主要是由於毛的「冒

進」政策，受到黨內「反冒進」的制衡，衝擊了毛的權威。「冒進」與「反冒

進」的爭端，可以源自一九五五年六月下旬，對於農業合作化發展速度之爭。

5 農業部部長鄧子恢認為農業合作化的速度，不可操之過急，這種想法，和毛

澤東的意見發生衝突。根據文革流露出來的史料，鄧子恢的政策曾受到黨內部

分高層的支持。劉少奇在一九六六年的自我批判就表示： 

                                                 
1  Teiwes, Leadership, Legitimacy, pp. 46-50; Frederick C. Teiwes and Warren Sun, China’s Road to Disaster, pp. 

13, 26, 46, 47, 79; 關向光，「一九五八年中國大陸人民公社之產生及其理念根源」，東亞季刊，第32卷
第 2期（2002 年春季號），頁4。 

2 David E. Apter and Tony Saich, Revolutionary Discourse in Mao’s Republic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15-18. 

3 陳水林，「中國共產黨『主席』建制的設立和撤銷」，浙江學刊（嘉興），第 4期（2004 年），頁141。 
4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年譜：1893-1949（中卷）（北京：人民出版社，1993 年），頁430-431。 
5 Chang, Power and Policy in China, pp. 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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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五年鄧子恢同志破壞掉十萬個合作社的計劃，是我主持的一次中

央會議講過的。沒有遭到反駁，事實上就批准了他的計劃，他就在一次

中央檢討會議上大加發揮。6  

由此可知，中共高層對於生產關係變革速度之爭，早在一九五五年就已存在。 

 毛澤東對於上述的不滿，在一九五五年七月表現出來。該年七月十一日，

毛澤東在頤年堂約見鄧子恢等人，批評鄧子恢：「你的思想要用大砲轟。」7 在

七月卅一日的〈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報告中，毛澤東甚且認為： 

在全國農村中，新的社會主義群眾運動的高潮就要到來。我們的某些同

志卻像一個小腳女人，東搖西擺地在那裡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說：走快

了，走快了。8 

毛澤東的「小腳女人」論，迅速獲得黨內的認同。由於毛擁有極端的個人權威，

使得其在明確表達意見後，易獲得中共高層領導的支持。泰偉斯認為，毛澤東

善於讓其他領導人抒發己見，必要時保持靜默，甚至同意他者的意見，在足以

掌握局勢時，才會將自己真實的意見表達出來，使得該意見成為黨內共識。9 毛

對於鄧子恢的批判，使得劉少奇和周恩來在一九五五年十二月五日的中央座談

會，都接受了毛的看法。劉、周在該會議上，傳達毛對於召開八大的指示，做

了以下的談話： 

      劉少奇：在關於八大的準備工作談話時，主席提出：中心思想要講反對

右傾思想，反對保守主義，提早完成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

主義改造的計劃。⋯⋯主席說，客觀事物，不平衡是經常的，平

衡是暫時的，⋯⋯衝破了平衡是好事，不要怕。 

周恩來：湖塘的水是臭的，活水才不會臭。 

劉少奇：不要按平衡辦事，按平衡辦事就恰恰要犯錯誤。10 

                                                 
6「劉少奇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檢討」（1966 年11月23日），Red Guard Publications, vol. 16 (Washington: 

Center for Chinese Research Material, Association of Research Libration, 1975), p. 5150.  
7 薄一波，若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頁345。 
8 同上註，頁345。 
9 Teiwes and Sun, China’s Road to Disaster, pp. 46-47. 
10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劉少奇傳（下）（北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 年），頁777-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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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顯示當時中共高層對於「衝破了平衡」的冒進政策，是無異議的，甚且要以

「反對右傾思想」作為八大會議的中心思想。隨後，毛澤東在十二月六日的講

話中，再一次宣示了反右傾的決心。毛要求「八大做一次總結性的檢查，⋯⋯

反保守、右傾、消極、驕傲，⋯⋯做到又快又好。」11該年年底，毛澤東為反

擊右傾保守的思想，主編了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毛在序言寫到：「農

業合作化的進度這樣快，是不是在一種健康的狀態中進行的呢？完全是的。」

12 這種冒進的情緒，使得中共中央在一九五六年一月廿三日，通過了〈一九五

六年到一九六七年全國農業發展綱要〉（簡稱〈農業四十條〉的草案，毛澤東

在一月廿五日的最高國務會議上，討論了〈農業四十條〉，認為「我國人民應

該有一個遠大的規劃，要在幾十年內，努力改變我國在經濟上和科學文化上的

落後狀況，迅速達到世界上的先進水平。」13 

    但從一九五六年一月底開始，局勢有所改變。部分領導人開始察覺出冒進

政策所帶來的危害，其中，又以周恩來和陳雲為代表。14 特別是在八大會議之

前，尤以周恩來主導「反冒進」最力。一九五六年二月八日，周恩來在國務會

議上指出： 

超過現實可能和沒根據的事，不要亂提，不要亂加快，否則就很危

險。⋯⋯決不要提出提早完成工業化的口號。冷靜地算一算，確實不能

提。⋯⋯領導者的頭腦發熱了的，用冷水洗洗，可能會清醒些。各部專

業會議提出的數字都很大，請大家注意實事求是。15  

周恩來要防止「領導者的頭腦發熱」，這隱約衝擊著毛澤東的權威。毛澤東曾

在一九五七年的一次講話中，透露「我腦子開始也有點好大喜功，去年［一九

五六年］三、四月才開始變化。」16 毛所謂的變化，應該是受到周恩來「反冒

                                                 
11「關於反右傾反保守的講話」（1955 年12月 6日），佚名，學習文選（第一冊），頁397。 
12「《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序言」（1955 年12月27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建國以來毛澤東文

稿（第五冊）（北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 年），頁485-486。 
13 馬齊彬等編，中國共產黨執政四十年（1949-1989）（北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 年），頁107。 
14 Teiwes and Sun, China’s Road to Disaster, p. 20.  
15「經濟工作要實事求是」（1956 年 2月 8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周恩來經濟文選（北京：中央文

獻出版社，1993 年），頁251；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周恩來年譜：1949-1976（上卷）（北京：人民出

版社，1997 年），頁545。 
16「約集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和無黨派民主人士講話紀錄」（1957 年4月30日），佚名，學習文選（第一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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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的衝擊。而毛對於「冒進」政策的收斂，一直延續到一九五六年年底，劉

少奇在該年十一月的一次報告中，曾提到為尋求經濟發展的穩當，是否可以採

取較為右傾的主張時，毛澤東插話說：「看什麼右，這種右可以。」17 

毛澤東由原先的反對右傾保守，改口成「這種右可以」，可知當時毛的「冒

進」政策確實受到掣肘。但吾人以為，毛自始至終不認同「反冒進」的主張，

贊同右傾的意見僅是迫於無奈，在局勢對己有力時，毛澤東便會將「反冒進」

視為錯誤政策而加以評擊。在一九五八年三月間，毛主導的「大躍進」政策正

逢高潮時，提及了一九五六年的「反冒進」，表現出完全否定的看法： 

一九五五年是在生產關係的所有制方面取得勝利的一年，⋯⋯我們沒有

預料到一九五六年國際方面會發生那樣大的風浪，也沒有預料到一九五

六年國內方面會發生打擊群眾積極性的「反冒進」事件。這兩件事，都

給右派猖狂進攻以相當的影響。18 

毛在一九五八年認為，一九五六年的「反冒進」是「沒有預料到」的，可以證

明毛自始都不贊同「反冒進」政策。而毛在一九五六年關於放慢發展速度的言

論，只不過是曲意迎合其他黨內領導。 

毛澤東的權威，在一九五六年四月廿五日至廿八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受

到極大的挑戰。毛在該會議上，提議增加廿億元的基建投資，受到周恩來的反

對。胡喬木回憶到： 

      會上由以周恩來同志發言最多，⋯⋯毛澤東最後仍堅持自己的意見，就

宣佈散會。會後，周恩來同志又親自去找毛主席，說我作為總理，從良

心上不能同意這個決定。這句話使毛主席非常生氣。不久，毛主席就離 

開了北京。19 

周恩來等人在該會議上對冒進的否定，應該是至為強烈的，才會使得毛憤然離

                                                                                                                                            
頁321。 

17「為防止領導人員特殊化」（1956 年 11月 10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劉少奇論黨的建設（北京：

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 年），頁647。 
18「一批按語」（1958 年 3月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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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央文獻出版社，1992 年），頁139。 
19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周恩來傳（下）（北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 年），頁1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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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周的「反冒進」政策在黨內引起爭辯，但「冒進」與「反冒進」政策拉拔

的結果，在當時是渾沌不明的。毛曾回憶，「［一九五六年］四月中在政治局擴

大會議上，⋯⋯那時沒有明確的決議，就是『君子協定』。」20 由於一九五六

年四月中，中共黨內並未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所以毛的回憶很可能是指四月

廿五日至廿八日的政治局擴大會議。21 在該會議上，並未有明確的決議，只有

模棱兩可的「君子協定」，這反映出當時毛、周之間的政策矛盾未獲解決。 

在一九五六年六月初，黨內對「反冒進」的支持逐漸明朗。薄一波回憶到，

劉少奇在六月四日主持中央會議，決定了「制止冒進、壓縮高指標和過大建設

規模、在綜合平衡的基礎上穩定前進的方針。」22 六月五日的國務院常務會議

上，李先念表示：「今年的財政預算看來是打高了」。薄一波認為：「今年預算

我同意總理所說的，拿出去確實不好。」23 六月十日，中宣部起草的社論〈要

反對保守主義，也要反對急躁情緒〉脫稿，並先後交由陸定一、劉少奇和胡喬

木修改，以突顯「反冒進」的主張。該文提到： 

下面的急躁冒進有很多是上面逼出來的。⋯⋯又由於缺少深入的調查研

究工作，對實際情況了解不夠，心中無數，有盲目性，在這種情況下，

處理事情就容易偏於一面，發生片面性。24  

該社論在六月廿日，刊登於人民日報，但毛澤東對於這篇「反冒進」的社論， 

是極端不滿的。當劉少奇將文稿付梓前，送交毛檢視，毛澤東直接批下「不看 

了」三個字。25 在一九五八年的南寧會議上，毛澤東再一次將這篇社論做了批 

注，在「心中無數，有盲目性」的字句旁邊，批下「？尖銳地針對我」的字句， 
26 並在該會議的講話中，說到「這篇社論，我批了『不看』二字，罵我的我為 

                                                 
20「在八大會議上的第四次講話」（1958 年5月23日），佚名，毛澤東思想萬歲，頁220。 
21 馬齊彬等編，中國共產黨執政四十年（1949-1989），頁111-112。 
22 薄一波，領袖、元帥、戰友（北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2 年），頁60。 
23「李先念在國務院常務會議上的發言」（1956 年6月 5日），黨的文獻（北京），第2期（1990 年），頁

5；「薄一波在國務院常務會議上的發言」（1956 年6月 5日），黨的文獻（北京），第 2期（1990 年），

頁5。 
24「要反對保守主義，也要反對急躁情緒」（1956 年6月20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建國以來重要文

獻選編（第八冊）（北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 年），頁381-382。 
25 薄一波，若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頁538。 
26 毛澤東的批注，原文即如此。「在一份關於反冒進的摘錄材料上的批注」（1958 年 1月），中共中央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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什麼要看！」27此外，根據一份文革時流露出來的史料，毛澤東在一九五六年 

六月，就以極為嚴厲的語氣批判了該社論：「六月二十日社論有原則性錯誤。 

⋯⋯社論的提法同魏忠賢的辦法一樣，君子小人。引我的話，搯頭去尾，只引 

反左的。這不對。」28 這些史料，都可以用來論證毛澤東的權威在一九五六年 

六月，受到了挑戰。 

    黨內領導對於「反冒進」的支持，使得八大會議的召開前夕，中共高層 

對於發展路線的主張，圍繞在平衡穩健的氛圍中。七月三日至五日的國務院常 

務會議，周恩來、陳雲、李先念和薄一波皆認為，「二五計劃」要求財政收入 

和支出每年以百分之十六成長的指標，「應該壓下來」。29 

但值得注意的是，毛的個人權威僅受到有限度的衝擊，並非如西方學者認 

為的，完全被劉少奇等人架空。西方學者常引用李志綏的回憶錄，指出八大相

關文件的起草過程中，完全未經毛澤東的批准與修改，30 該論點恐怕有疑義。

事實上，不論是劉少奇、周恩來或鄧小平等人在報告的起草上，皆受毛澤東的

直接領導。31毛之所以傾向於右傾保守，主要是因為黨內的壓力所迫。薄一波

的回憶錄中，記載了一件不尋常的事，周恩來在八大的「二五計劃」報告草案

中，關於一九六二年的糧食產量指標，由原來的五千億斤，被別人先後修改為

五千二百與五千三百億斤，毛澤東在九月十三日批示：「五千億斤為宜」。32 這

說明了毛澤東始終控管著八大文件的起草，而毛之所以贊同「反冒進」，是因

為憚於黨內其他領導的壓力。 

    此外，還有一例可以佐證西方學界對於毛澤東未能參與八大文件起草的錯 

誤見解。在八大通過的政治〈決議〉中，令毛澤東最為不滿的，是關於國內主 

要矛盾是「先進的社會主義制度同落後的社會生產力之間的矛盾」的決定。王 

                                                                                                                                            
獻研究室，建國以來毛澤東文稿（第七冊），頁34。 

27「在南寧會議上的講話」（1958 年1月12日），佚名，毛澤東思想萬歲，頁152。 
28「對《人民日報》一九五六年六月二十日社論的批評」（1956 年6月），佚名，學習文選（第一冊），頁

415。 
29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周恩來傳（下），頁1235。 
30 參見李志綏，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錄（台北：時報文化，1994 年），頁173。 
31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劉少奇傳（下），頁793。 
32 薄一波，若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頁546。 



毛澤東時期「二線分工」變遷之研究：歷史制度主義的觀點 46

光美曾經回憶： 

      黨的八大結束後第三天，在天安門城樓上，毛澤東對劉少奇說：黨的八

大關於我國基本矛盾的提法不正確。少奇十分震驚，只答到：「呦，〈決

議〉已通過公佈了，怎麼辦？」33 

這段回憶，記載了毛在八大結束後僅三天，就否定八大路線，否定的時間， 

是至今所有史料中，所出現最早的。在八大會議結束後三天，毛即反對〈決議〉， 

這幾乎可以認為毛從未贊同〈決議〉的內容，部分學者甚至認為，毛澤東在政 

治〈決議〉案上，是被強迫簽字的。34 

但是胡繩在晚年的談話中，提及對八大關於基本矛盾〈決議〉的質疑。胡 

繩認為，該〈決議〉是臨時決定起草的，「七大沒有什麼決議，⋯⋯進城以前

的七屆二中全會，毛主席的講話就是決議。」但是當時負責起草文件的人員，

覺得應該對於當前的主要矛盾，總結一項〈決議〉，「我回想可能是胡喬木」。35

胡繩的論點，獲得韓鋼的支持，韓鋼認為毛澤東曾在九月廿七日凌晨二時，閱

畢〈決議〉的草案，並批示「即送胡喬木同志：照此付印，付翻譯。」36 但胡

喬木卻又做了少量修改，特別是加入「先進的社會主義制度同落後的社會生產

力之間的矛盾」的字樣。37 本文認為，毛澤東自始參與八大文件的起草，而毛

對於八大〈決議〉的不滿，有部份是來自於起草人員工作上的疏失。 

    由此可知，毛澤東的權威雖受衝擊，但不至於被完全架空。李志綏所說的

「八大的政治報告起草討論，我［毛澤東］沒有參加，事先稿子也不給我看，

說是來不及了。」38 恐怕是言過其實。 

    毛澤東的權威，在八大前後，受到了弱化。在該年十一月的八屆二中全會， 

毛甚至同意了周恩來關於「重點發展，適當收縮」的方針，但在一九五七年初， 
                                                 
33 王光美，「與君同舟，風雨無悔」，收錄於 郭家寬編，你所不知道的劉少奇（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0 年），頁25-26。 
34 胡繩，「談黨的『八大懸案』」，中共黨史研究（北京），第 6期（2002 年），頁65。 
35 此段談話，係根據胡繩的錄音紀錄整理。胡繩，「談黨的『八大懸案』」，頁65-67。 
36「關於討論和修改中共八大政治報告決議草案的批語」（1956 年9月27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建
國以來毛澤東文稿（第六冊）（北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 年），頁211。 

37 韓鋼查閱原始檔案，確認為胡喬木的筆跡。韓鋼，「『八大懸案』釋疑」，中共黨史研究（北京）第 2
期（2003 年），頁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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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旋即改口說，「去年［一九五六年］下半年來，有一股右傾機會主義的風」。 
39一九五八年初更直接表示，在八大二中全會關於同意「重點發展，適當收縮」 

的方針，是個「妥協方案」，是用來「擋一擋『反冒進』之水」。40 吾人以為， 

毛澤東的個人權威，因「反冒進」的政策之爭，受到了掣肘，種種對於「反冒 

進」政策的默認，都僅是一個「妥協方案」。因此，毛澤東的「非正式政治」 

在八大前後，受到了一定的衝擊。  

另一個衡量「非正式政治」減弱的指標，是八大會議上，中共決定將「毛 

澤東思想」自黨章的指導思想中移除。41「毛澤東思想」的存廢，象徵著毛在

黨內地位的浮沉。由於共黨國家視意識型態為統攝一切運作之價值觀，因此，

領導人在意識型態的解釋權，是權力合法性的來源。舒曼認為，共黨領導人會

在「實踐的意識型態」（practical ideology）上互爭主導權。42 羅德明用「路線」

的概念來分析意識型態的爭奪，並以文化大革命為例，認為毛澤東與劉少奇，

就是在「群眾路線」（mass line）與「政黨路線」（party line）之間，進行權力鬥

爭。43 李英明分析了毛澤東在延安時期，藉由意識型態的鬥爭，對國際派進行

整肅，進而鞏固了黨內意識型態之解釋權。44 由上可知，共黨領導人指導思想

的存廢，是攸關其在黨內「非正式政治」運作的要件。 

「毛澤東思想」自黨章的摘除，確實可以視為毛澤東個人權威減弱的一項

指標。劉少奇在七大時，正式將「毛澤東思想」列入黨章，作為中共的指導思

想，45但「反冒進」衝擊了毛澤東的「非正式政治」，八大時，中共決議將「毛

澤東思想」自黨章中移除。46 這當中值得深究的是，可否以此來論斷中共黨內

對於毛澤東的權力鬥爭？可否以此來論斷毛的「非正式政治」有所減弱？ 

                                                                                                                                            
38 李志綏，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錄，頁173。 
39「在省、市委書記會議上的插話匯集」（1957 年1月），佚名，學習文選（第一冊），頁179。 
40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周恩來傳（下），頁1252。 
41 關於「毛澤東思想」的提出經過，可參閱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關於建國以來黨的若干歷史問題的 
決議注釋本(修訂)（北京：人民出版社，1991 年），頁500-507。 

42 Schurmann, Organization and Ideology in Communist China, pp. 19-25.  
43 Lowell Dittmer, " Line Struggle in Theory and Practics: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Reconsidered , 

" The China Quarterly, No. 72 (December 1977), pp. 676-685. 
44 李英明，中國：向鄧後時代轉折（台北：生智出版社，1999 年），頁21。 
45「論黨」（1945 年5月14日），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劉少奇選集（上卷），頁333。 
46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傳 1949-1976（上）（北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 年），頁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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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界在探討上述問題時，有兩種極端的看法。第一種，是以麥克法夸爾為

代表的西方觀點，認為「反冒進」政策使得高層領導敢於挑戰毛的權威，在八

大時，以劉少奇為主的中共領導，堅持集體領導的原則，主張廢除「毛澤東思

想」，但這項舉動，引起毛澤東的不滿，造成了日後文革爆發的遠因。47 

第二種看法，來自於中共官方或學界，對於西方論點的反擊。其認為毛澤

東在建國以後，已多次提到不再使用「毛澤東思想」，因此八大會議關於刪去

「毛澤東思想」的決定，絕非被迫的。48 例如，在一九五三年四月，毛澤東曾

對彭真批示：「凡有『毛澤東思想』字樣的地方，均應將這些字刪去。」49一九

五三年五月，毛對於蕭克批示：「凡有『毛澤東思想』字樣的地方均改為『毛

澤東同志的著作』字樣。」50一九五六年四月提到： 

斯大林在他一生的後期，愈陷愈深地欣賞個人崇拜，違反黨的民主集中

制，違反集體領導和個人負責相結合的制度，因而發生了例如以下的一

些重大的錯誤。51 

這顯示毛澤東是認知到個人崇拜的危險，而主動廢除「毛澤東思想」。 

以上兩種看法，皆有可取之處。第一種看法，成功的解釋了毛的「非正式

政治」自「反冒進」以後，所受到的弱化及影響；第二種看法，則修正了西方

學者過度誇大中共黨內鬥爭程度的缺失。52 本文認為，第一種看法的侷限是比

較小的，這樣的論點，確實合理的解釋「延安圓桌」（the Yan’an round table）模

式在八大瓦解後，53 黨內的一連串路線鬥爭，詳見下文分析。 

                                                 
47 MacFarquhar,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1, pp. 99-104. 
48 林克，「毛澤東不支持八大路線嗎？」，收錄於 林克 等編，歷史的真實？毛澤東身邊工作人員的證言

（台北：書華出版社，1995 年），頁48；龔育之，「毛澤東與八大黨章的兩個特點」，中共黨史研究（北

京），第2期（2004 年），頁5-8。 
49「關於在中國政治法律學會章程及宣言刪去『毛澤東思想』字樣的批語」（1953 年4月10日），中共中
央文獻研究室，建國以來毛澤東文稿（第四冊）（北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0 年），頁192。 

50「關於將內務條令等文件中的『毛澤東思想』改為『毛澤東同志的著作』的批語」（1953 年5月24日），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建國以來毛澤東文稿（第四冊），頁238。 

51「對《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歷史經驗》稿的批語和修改」，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建國以來毛澤東文稿

（第六冊）（北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 年），頁62。  
52 這種看法，尤以將文革的發生解釋為「兩條路線的鬥爭」（struggle between two lines）為代表。

MacFarquhar,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1 , pp. 2-3. 
53 對於「延安圓桌」模式的探討，可參閱 Kenneth Leiberthal, " The Great Leap Forward and the Split in the 

Yan’an Leadership, 1958-65, " in Roderick MachFarquhar ed., The Politics of China Second Edition: The Eras 
of Mao and Deng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87-147; Jing Huang, Factionalism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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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中共官方和學界所普遍認知的論點，亦即，毛澤東因認知到個人崇拜的

危險，所以在建國後屢次提及廢除「毛澤東思想」，是有疑義的。毛澤東之所

以主張不再提「毛澤東思想」，最大的原因是蘇聯的影響。胡喬木就透露： 

     為什麼八大沒有提毛澤東思想？也是因為蘇聯的關係。蘇聯始終拒絕承

認毛澤東思想，在蘇聯報刊上絕口不提毛澤東思想。凡是中共文件中提

了的，他們刊用的時候都給刪掉。這成了一個禁區。54 

以胡喬木長期擔任毛澤東私人秘書的經歷，這段回憶有相當高的真實性。毛澤 

東之所以不提「毛澤東思想」，是因為該「思想」不被蘇聯承認，所以是「禁 

區」。五O 年代初期中蘇交往的密切，特別是對於蘇聯科技援助的迫切，55使得 

毛澤東不會不考慮蘇聯的意見。 

但自蘇共二十大之後，中蘇關係產生裂痕，自大躍進運動後，嫌隙更深， 

毛開始提到個人崇拜的重要性。一九五八年的成都會議，毛在談話中不滿「中

國藝術家畫我和斯大林的像，總比斯大林矮一些。」並且不諱言的表示，必須

要有「正確的」個人崇拜。56一九六四年六月十四日，為批判蘇聯的觀點，經

由毛澤東提議，中共發表了《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路線的建議》，指出「反

對個人迷信」是錯誤的。57此外，「毛澤東思想」一詞也在黨內重新被廣泛運用，

58至文革時期，劉少奇甚至被質疑反對「毛澤東思想」而遭受批判。59 依循黨

史的發展，吾人並不認為毛是自願否定「毛澤東思想」，而僅是在蘇聯的不承

認以及「冒進」政策的失敗下，才被迫放棄之，這可由中蘇關係惡劣後，重新

提及「毛澤東思想」以及個人崇拜來獲得證明。 

毛的「非正式政治」在八大前後，遭到挑戰，是導致「二線分工」得以實

                                                                                                                                            
Chinese Communist Politics (New York: 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107-349. 

54 胡喬木，胡喬木回憶毛澤東（北京：人民出版社，1994 年），頁10-11。 
55 關於該議題，可參閱沈志華，「對在華蘇聯專家問題的歷史考察：作用和影響─根據中俄雙方的檔案

文獻和口述史料」，中共黨史研究（北京），第 2期（2002 年），頁38-44。 
56 「在成都會議上的講話」（1998 年3月10日），佚名，毛澤東思想萬歲，頁162。 
57  吳冷西，十年論戰 1956-1966：中蘇關係回憶錄（上）（北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 年），頁587。 
58  可參見「正確地宣傳毛澤東思想」（1960 年3月25日），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鄧小平文選（第
一卷）（北京：人民出版社，1983 年），頁283-284。 

59 「劉少奇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言論一百例」（1967 年5月），Red Guard Publications, vol. 16 ,  
p. 5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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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的首要因素。由於「反冒進」政策的提出，導致高層領導對政策的歧見，特

別是周恩來等人對於冒進的反對，都弱化了毛的個人權威，降低其「非正式政

治」的影響。降至八大，中共決議將「毛澤東思想」自黨章廢除，其相關背景，

與「反冒進」以來黨內對於毛權威的衝擊，有絕對的關係。「大躍進」之後，

毛對於「反冒進」的批判以及對於「毛澤東思想」的重新肯定，都顯示了一九

五六年贊同「反冒進」與廢除「毛澤東思想」，都是鬥爭下的妥協產物，絕非

毛的本願。而這些妥協的結果，證明了毛的「非正式政治」在當時受到減弱，

使得八大會議上，中共的政治環境有利於若干政治改革，遂使得毛與其他領導

透過協議，逐步調整中央機構的建置，將決策權劃分一、二線。 

 

第二節、 避免權力集中 
毛澤東的「非正式政治」，在八大前後受到弱化，最明顯的影響，就是創

造了權力分散的有利條件。政治權力的分散，表現在中央黨務首長的增設，包

括設立四位中央委員會副主席，該構想是由劉少奇所提出。此外，更表現在中

央書記處的重組，以分散政治局的決策權，此觀點則是毛澤東所主張。這些中

央領導機構的增設，都表現了中共對於權力分散的思考，亦透露了黨內的權力

鬥爭，特別是毛澤東和劉少奇之間，藉由中央權力分散的劃分，來擴張自己的

勢力。 

     中共在建政之前，由於革命戰爭的需要，必須統一決策權的行使。包括

一九四一年中央關於增強黨性的決定，一九四二年中央關於抗日根據地領導一

元化的決定，都突顯了決策權集中的要旨。60而最具代表性的決定，是一九四

三年三月通過的〈關於中央機構調整及精簡的決定〉，該〈決定〉強調為使「事

權更加統一和集中，以達到更能增強領導效能的目的」，61必須加強決策機制。 

其中，最重要的決議就是推選毛澤東擔任中央委員會、中央政治局、中央書記

處的主席，而中央書記處係根據中央政治局決定的方針，處理日常工作性質的

                                                 
60「關於修改的的章程的報告」（1956 年 9月 16日），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鄧小平文選（第一卷），頁

227。 
61 姜華宣等編，中國共產黨重要會議紀事（1921-2001）（北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 年），頁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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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中央書記處主席，對於會議所討論的問題，擁有「最後決定權」。62茲將

一九四三年三月的中央政治局∕書記處成員表，整理於表七。  

 

表七 一九四三年三月的中央政治局∕書記處成員表 
職權劃分 委員∕書記 主席 

 
中央政治局 

 

 
制定決策方針 

毛澤東、劉少奇、任弼時、周恩來、朱德、 
彭德懷、王稼祥、康生、陳雲、張聞天、秦邦

憲、陳紹禹、鄧發、凱丰、關向應 

 
毛澤東

 
中央書記處 

根據政治局制定的

方針，處理日常事務

 
毛澤東、劉少奇、任弼時 

 
毛澤東

說明：一、姓名用黑體字顯示的領導，係同時兼任中央政治局∕書記處二職。 

二、中央書記處主席毛澤東一框，用加粗線條，是為了突顯該職擁有的 
「最後決定權」。 

三、表列的中央政治局成員，均為委員，直至八大後，中共才設置政治 
局常委的建制。 

 
資料來源：王健英編，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料匯編─領導機構沿革和成員名錄：一大至十四大（增訂本）

（北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4 年），頁610。 
 
 

由表七可知，中央書記處的書記均為政治局委員，這象徵著方針制定權與

日常事務權的統一。毛澤東兼任中央政治局∕書記處主席的身份，並擁有〈決

定〉賦予中央書記處主席的「最後決定權」，突顯了當時決策權的集中，亦顯

示了當時的權責並未細分。一九四五年的七大，上述架構無太大的更迭，中央

書記處書記增加了朱德和周恩來，成為五人，該五人亦同時是中央政治局委

員。63 而七大黨章第三十四條的規定如下：  

      第三十四條第一款：由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選舉中央政治局與中央書記

處，並選舉中央委員會主席一人。 

      第三十四條第三款：中央書記處在中央政治局決議下處理中央日常工作。 

      第三十四條第四款：中央委員會主席即為中央政治局主席與中央書記處 

書記。64 

 
                                                 
62 趙生暉，中國共產黨組織史綱要（蕪湖：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 年），頁180。 
63 王健英編，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料匯編，頁682。 
64 胡天楚、唐昕編，黨的代表大會知識通覽，頁305。 

最後決定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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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大的黨章，將一九四三年三月〈決定〉的內容明文化。當時擁有中央最 

高決策權的五位領導，包括毛澤東、朱德、劉少奇、周恩來、任弼時，均擔任 

中央政治局委員以及書記處書記，而毛澤東亦續任中央委員會、中央政治局、 

中央書記處的主席。但對中央書記處主席「最後決定權」的規定，卻不盡同於 

〈決定〉。依〈決定〉的規範，「最後決定權」侷限在中央書記處主席，並不適 

用在政治局的範疇，亦即，僅用於日常事務的決定，並不能用在路線方針的制 

定，但七大黨章卻未見明文規定，這反而使得領導人可以操控「最後決定權」 

的適用範圍65 造成毛澤東日後得以任意收放決策權。66「最後決定權」衍生於 

革命戰爭的需要，但七大之後，對於該權限並未明文取消，但也未詳細規範， 

這種模糊的態度，是造成中共建政後，權力運作不明確的一項制度缺失。 

建政之後，中共開始思考權力分散的問題，但高層之間對該議題看法互異。 

劉少奇一直較贊同集體領導，反對權力集中於少數的個人。例如劉曾於八大的

報告中提到： 

為了力求黨的領導工作符合於客觀實際，便利於集中群眾的經驗和意見， 

減少犯錯誤的機會，必須在黨的各級組織中無例外地貫徹執行黨的集體領

導原則和擴大黨內民。67 

但是毛澤東對於避免權力集中的看法，不盡同於劉少奇。基本上，毛澤東雖然

贊同擴大地方分權，68但是對於中央權力的分工，是持保留的態度。一九五三

年初，經由毛澤東提議，中共中央規定政府各部門黨組均直接受黨中央領導，

均須向中央請示工作方針，69顯示了毛對於中央權力分散的戒慎。 

 

                                                 
65 陳水林，「中國共產黨『主席』建制的設立和撤銷」，頁141。 
66 例如，毛澤東曾在一九六O 年表示：「我要掛帥。這是大家都記得的。」但在一九六二年卻提及：「拿

中央常委或是政治局來說，⋯⋯只要大家不贊成，我就得服從他們的意見，因為他們是多數。」參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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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北京：中

央文獻出版社，1996 年），頁 2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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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北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 年），頁22。 

67「在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政治報告」（1956 年9月15日），中央文獻研究室，建國以來

重要文獻選編(第九冊)(北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年)，頁 111。 
68 MacFarquhar,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1 , pp. 67-68. 
69 薄一波，若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頁309-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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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層領導對於分權意見的張力，在一九五三年第一次爆發出來，原因是對

於增設中央委員會副主席的看法互異。在一九五三年，黨中央提出是否採取蘇

聯部長會議的形式，以及黨中央是否增設副主席或總書記。70 對此，吾人有理

由相信，這兩項建議都是劉少奇提出來的。關於部長會議的形式，薄一波曾回

憶： 

一九五三年二月，黨中央為加強集體領導，⋯⋯少奇同志考慮，可以試

行中央各部部長集體辦公的制度，並徵詢高崗的意見。高崗竟以為這是

少奇同志想把握書記處的權力，不予合作。71 

劉少奇為了貫徹集體領導的方針，不但主張採用部長會議制，更主張增設中央

委員會副主席。八大前夕，中共對了增設副主席的問題，舉行多次的探討，毛

澤東曾在七屆七中全會的講話中，提到：「黨章上現在準備修改，叫做『設副

主席若干人』。首先倡議設四位副主席的是少奇同志。」72由上述的史料可知，

劉少奇確實是極力主張集體領導，特別是率先提出了增設中央委員會副主席。 

毛澤東在一九五三年前後，對於劉少奇提議增設中央委員會副主席是極端

不滿的，只是隱忍未發。但由部分史料所透露的內容，還是可以察覺出毛對於

分散中央權力的戒慎，例如在一九五三年五月，毛澤東曾批示「凡用中央名義

發出的文件、電報，均須經我看過方能發出，否則無效。」73 並以書面批評劉

少奇「過去數次中央會議決議不經我看，擅自發出，是錯誤的，是破壞紀律的。」

74由此可知，毛、劉之間對於權力是否分散的看法，已有相當的分歧。 

在分散中央權力的意見中，尤以增設中央副主席最令毛所不滿，這可以由

高饒事件的發生來論證。大陸學者林蘊暉認為，毛、劉的隔閡由來已久，毛澤

                                                 
70 薄一波，若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頁314。 
71 同上註，頁312-313。 
72「關於中共中央設副主席和總書記的問題」（1956 年 9月13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文集（第
七卷）（北京：人民出版社，1999 年），頁110。 

73 關於用中央名義發文件、電報問題的信與批語」（1953 年 5月19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建國以 
來毛澤東文稿（第四冊），頁229。 

74「對劉少奇、楊尚昆破壞紀律擅自以中央名義發出文件的批評」（1953 年5月19日），中共中央毛澤東 
主席著作編輯出版委員會，毛澤東選集（第五卷），頁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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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一直藉由高崗的影響力來制衡劉少奇。75但高崗卻急欲藉著增設副主席，來

擴張勢力。鄧小平回憶： 

高崗去找陳雲同志談判，他說：「搞幾個副主席，你一個，我一個。」這

樣一來，陳雲同志和我〔鄧小平〕才覺得問題嚴重，立即向毛澤東同志

反映，引起他的注意。76 

高崗要增設副主席的意見，確實引起毛澤東的注意。毛在一九五三年十二月廿

四日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開始抨擊高崗分裂黨的團結，認為「北京有兩個司

令部」，77 並在一九五四年二月，召開七屆四中全會，通過了〈關於增強黨的

團結的決議〉，強調「黨的團結的利益高於一切」。78 本文認為，毛原先運用高

崗來制衡劉少奇，以尋求政治的平衡，但自從高崗提出增設副主席的說法，毛

澤東遂即刻對其展開嚴厲批判，這是因為高崗的行徑，逾越了毛澤東對於權力

分散的底限。毛澤東自始都對增設副主席心存芥蒂，但由於顧忌劉少奇過去在

「白區」的經歷，使得毛對劉多有隱忍，79但是相同的建議出自於高崗口中，

毛遂立即對其展開鬥爭。 

毛澤東的「非正式政治」在八大前後，遭到弱化。黨內的意見，不但在經

濟上要求「反冒進」，在政治上更主張集體領導。如上節探討的，在一九五六

年四月底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關於冒進的方針，備受質疑，毛遂憤然

離京。在該次會議中，毛的權威受到挑戰，周恩來藉機強調集體領導的重要性，

周認為集權集的多，將「帶來陰暗的一面，就是容易缺乏民主，忽視民主。」

80 此外，關於設置副主席的問題，在這次會議上，應該曾被再度提出。毛澤東

在該會議的總結講話中提到：「中央究竟是設一個副主席還是設幾個副主席，

                                                 
75 林蘊暉，「高崗事件與中共高層在鞏固新民主主亦秩序上的分歧」，二十一世紀（香港），第78期（2008
年 8月），頁64-66。 

76「對起草《關於建國以來黨的若干歷史問題的決議》的意見」（1980 年 3月至1981 年 6月），中共中央 
文獻編輯委員會，鄧小平文選（第二卷），頁257。 

77 薄一波，若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頁 320；「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的講話」（1955
年 3月31日），毛澤東選集（第五卷），頁147。 

78「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關於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1954 年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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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選編）（下）

（北  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 年），頁221。 
79 張旭成就是以此觀點，來論證毛時期黨內的權力鬥爭。參見 Chang, Power and Policy in China, p.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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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請你們討論。少奇同志提出設幾個副主席，現在的這個黨章草案上是說設一

個副主席。」81 

黨內對於集體領導的呼聲，在之後持續增加。周恩來在一九五六年七月 

做了〈專政要繼續，民主要擴大〉的報告；82 劉少奇在八大的政治報告上，亦

提到「堅持黨的民主原則和集體領導原則」；83最後，在八屆二中全會上，劉更

明確指出「國家領導人員的權力應該有一定限制，什麼事情他有多大的權力，

什麼事情不准他做，應該有一種限制。」84這些史料都說明了八大前後，集體

領導確實成為黨內共識，毛澤東憚於這些意見，也不得不做出讓步，最大的讓

步，就是在八大黨章中，贊同劉少奇對於增設中央委員會副主席的意見。 

本文贊同麥克法夸爾的觀點，八大文件的草擬過程中，反映了毛、劉之間

的抗衡。85 特別是黨章關於中央機構的增設上，更反映出黨內的權力鬥爭，毛

澤東一方面同意增設副主席，一方面卻將中央書記處的職權重新劃分，並委以

鄧小平擔任中央書記處總書記，以分散劉少奇等人的決策權。中央書記處在七

大時，僅是附屬於政治局之下的辦事機構，特別是中央書記處書記均為政治局

委員，更降低了中央書記處的獨立性。吾人查閱八大黨章的草擬過程，發現黨

內對於中央書記處的重新定位是發生過爭執的。一九五六年五月末，鄧小平將

〈關於討論黨章修改稿的通知〉下發地方黨委，要求對幾個問題表示意見，其

中包括： 

第三章第九條關於中央機構問題，曾考慮到兩種形式。一種是保持原來

性質的書記處外，設一個副主席。一種是不設原來的書記處，增設幾個

副主席，並且設立另外性質的書記處或者其他名稱的組織，請你們考慮

哪一種形式較好。86 

                                                                                                                                            
80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周恩來年譜：1949-1976（上卷），頁569。 
81「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總結講話」（1956 年4月28日），毛澤東文集（第七卷），頁54。 
82「專政要繼續，民主要擴大」（1956 年 7月21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周恩來選集（下卷）（北京：

人民出版社，1984 年），頁204-210。 
83「保持黨的正確領導」（1956 年9月15日），劉少奇論黨的建設，頁637。 
84「要防止領導人員特殊化」（1956 年11月10日），劉少奇論黨的建設，頁645。 
85 MacFarquhar,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1 , pp. 102-104. 
86 楊瑞廣，「中共八大的籌備及大會日誌」，黨的文獻（北京），第5期（1996 年），頁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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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可知，當時對於中央書記處的定位存在兩種看法。其一是維持七大時的性

質，其二是「設立另外性質的書記處」。地方黨委對於上述問題的意見，因囿

於資料所限，本文無法獲悉其意見歸向，但從相關史料的透露，毛澤東是極力

主張「設立另外性質的書記處」。毛曾在一九六六年提到：「［中央政治局］常

委分一、二線，搞書記處，是我提議的，大家都同意了。」87這顯示了當時黨

內對書記處性質之爭，是由毛澤東對其拍版定案，才讓「大家都同意了」。此

外，從李雪峰的回憶中，亦可證明毛對於「設立另外性質的書記處」的堅持。

李雪峰回憶： 

      他〔鄧小平〕曾向毛主席提出，書記處還是作為政治局的辦事機構，負

責對軍隊和國務院的文件承送。主席不同意，強調書記處是黨中央的辦

事機構，什麼事都要管，中央的事都由你們做，發文用中央名義。這實

際上是賦予書記處重要責任，也是對小平同志的信任。在以後書記處的

工作中，對承辦軍隊和國務院的文件，一般按照小平同志的意見轉出

去。88 

根據李雪峰的回憶，毛澤東不但主張擴大中央書記處的權限，強調「什麼事都 

要管」，更將該處的權力賦予鄧小平。而中央書記處權限擴張的結果，必然稀 

釋了劉少奇等人在中央委員會和政治局的權力。 

毛澤東對於鄧小平，一直有一份特殊的信任與情誼。赫魯雪夫回憶毛澤東 

訪蘇時，曾批評過劉少奇、周恩來、朱德，卻單獨讚揚鄧小平。赫魯雪夫回憶： 

      他〔毛澤東〕對劉少奇和周恩來談些什麼，我記不確切了，但他不喜歡

他們倆人中的任何一人。他在批評這些人時，給我舉了一些人的名字、

日期和具體事情來支持他的這些否定的看法。然後他開始講到朱德，說

他甚至不是一個政治家―他是一個大兵。大家知道，朱德是一位偉大的

將軍和一位優秀的共產黨員，但這並沒有妨礙毛誹謗他。⋯⋯看來毛所

稱讚的他們唯一同志是鄧小平。我記得毛給我指指鄧說到：「看見那邊

                                                 
8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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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年版），頁658。 
88 李雪峰，「關於黨的八大召開前後的歷史片段回憶」，黨的文獻（北京），第 4期（1996 年），頁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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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那個矮子嗎？他非常聰明，並且有著遠大的前途。」89       

此外，鄧小平之女鄧榕亦回憶到毛澤東對於鄧的關愛。鄧小平在文革時期遭到

兩次整肅，毛澤東都堅決保留鄧小平的黨籍，甚且在一九七六年鄧再度受到四

人幫的迫害時，毛澤東曾指示汪東興將鄧安置在東交民巷的房子，予以保護。

毛澤東一直賞識鄧小平的人品和能力，並在生前就確定鄧為接班人之一。90  

吾人認為，毛在八大之前就決定對鄧予以重用，甚至為鄧更改中央黨職的

設置。除了對於中央書記處的擴權外，從中央委員會總書記的設立過程中，亦

可用來支持本文論點。率先提出要設置中央委員會總書記的人，正是毛澤東。

毛在審視八月五日的黨章修正案時，曾在「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選舉⋯⋯中央

委員會主席一人、副主席若干人。」的後面，加上「和總書記一人」的字句。

91 過去中央委員會並無總書記的建置，一九五四年四月廿七日始設秘書長，由

鄧小平擔任，92毛在一九五六年八月五日將「總書記」寫入黨章草案，很明顯

是為了增加鄧小平在黨內威望。根據一九五六年九月十三日的一份談話稿，內

容如下； 

      毛澤東：至於秘書長改為總書記，那只是中國話變成外國話。 

鄧小平：我還是比較安於擔任秘書長這個職務。 

毛澤東：他願意當中國的秘書長，不願意當外國的總書記。其實，外國

的總書記就相當於中國的秘書長，⋯⋯他說不順，我可以宣傳

宣傳，大家如果都贊成，就順了。我看鄧小平這個人比較公

道，⋯⋯他比較有才幹，比較能辦事。93 

毛澤東不但早就打算修改黨章，讓鄧接任中央委員會總書記，還願意幫鄧「宣 

傳宣傳」，好讓黨內都接受，這透露了兩人在當時的政治關係非比尋常。 
                                                 
89 Khrushchev, Nikita 著，李文政等譯，最後的遺言－赫魯曉夫回憶錄續集（上）（北京：中國廣播電視

出 
版社，1988 年），頁257-258。 

90 毛毛，我的父親鄧小平（北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 年），頁477-483。 
91 楊瑞廣，「中共八大的籌備及大會日誌」，頁67；「對《中國共產黨黨章（草案）》的修改和評語」（1956
年 8月），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建國以來毛澤東文稿（第六冊），頁165。 

92 馬齊彬等編，中國共產黨執政四十年（1949-1989）（北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 年），頁587。 
93 該談話是中共七屆七中全會第三次會議講話的一部份。參見 「關於中共中央設副主席和總書記的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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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毛決定讓鄧接任中央委員會總書記的另一個考量，可能是來自於八 

大新設立的政治局常委。毛澤東在一九六六年的講話中，亦回憶「［中央政治

局］常委分一、二線」是自己所提議的。94 而常委名單的討論中，中共黨內在

八大會議前夕，就已經做出了共識。毛在一九五六年九月十三日的講話中就提

到：「至於常委，準備就由［中央委員會］主席、副主席和總書記組成。」95毛

澤東不但主張設立中央政治局常委以及中央委員會總書記，又推薦鄧小平接任

中央委員會總書記，最後，又表示要讓總書記兼任常委，毛的一連串舉動，很

明顯是為了方便鄧接任政治局常委。 

而鄧小平在八大的黨章報告中，亦在相當程度上捍衛毛澤東的地位，特別 

是對於領袖地位的強調。96 鄧在該報告中表示： 

       我想談一下領袖對於黨的作用。⋯⋯馬克思主義也從來沒有否認領袖

人物對於政黨的作用。⋯⋯對於領袖的愛護―本質上是表現對於黨的利

益、階級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的愛護，而不是對於個人的神化。97 

鄧小平在八大報告中，肯定領袖對於黨的重要性，這和劉少奇等人對於集體領 

導的重視有所出入。依循上述脈絡，吾人認為劉少奇主張增設副主席的意見， 

使得毛心生戒慎，促使毛決定擴張中央書記處的職權，並安排鄧小平執掌中央 

書記處總書記，以削弱劉的勢力。 

承上所述，在八大的人事安排中，是以中央委員會主席、副主席以及總書 

記擔任政治局常委，而另外設置一個不同於七大性質的書記處以利於和政治局

常委分權。八大黨章第卅七條第三款規定：「中央書記處在中央政治局和它的

常務委員會領導之下，處理中央日常工作。」98 而七大黨章第三十四條第三款

                                                                                                                                            
題」（1956 年9月13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文集（第七卷），頁111。 

9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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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關於中共中央設副主席和總書記的問題」（1956 年 9月13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文集（第
七卷），頁112。 

96 MacFarquhar ,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1 , pp. 104-105. 
97「關於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1956 年 9月16日），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鄧小平文選（第一卷） 
（北京：人民出版社，1989 年），頁234-235。 

98「中國共產黨章程」（1956 年 9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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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頁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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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規定：「中央書記處在中央政治局決議下處理中央日常工作。」99七大明定中

央書記處僅能就中央政治局「決議下」的政策，處理中央事務的機構，因此書

記處是完全附屬在政治局之下；但八大則將之修改為在中央政治局「領導之

下」，定位較為模糊，使得中央書記處和政治局的關係，未有嚴謹之規範，書

記處因此可以獲得較為自主的決策權，而分散了政治局的一元化領導。將八大

的相關中央領導職表，列於表八。 

 

表八 八大中央政治局常委∕書記處成員表 
職權劃分 中央委員會 

主席 毛澤東 
副主席 劉少奇、周恩來、朱德、陳雲 

 
中央政治局常委 

 

 
制定決策方針 

總書記 鄧小平 
中央書記處 

總書記 鄧小平 
 
書記 

彭真、王稼祥、譚震林、譚政、黃克誠、

李雪峰 

 
 
 

中央書記處 

 
在中央政治局和它的

常務委員會領導之

下，處理中央日常工作

候補書記 劉瀾濤、楊尚昆、胡喬木 

說明：姓名用黑體字顯示的領導，係同時兼任中央政治局常委∕書記處書記二職。 

資料來源：馬齊彬等編，中國共產黨執政四十年（1949-1989），頁 587；「中國共產黨章程」（1956 年 9
月 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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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選編（下），頁474。 
 
 

此外，八大的人事安排中，另一項有別於七大的規定，就是兼任中央政治

局以及書記處的領導大為減少，這亦有利於兩機構的分權。七大時，任職中央

書記處的五位領導，包括毛澤東、朱德、劉少奇、周恩來、任弼時，皆兼任政

治局委員；但到了八大，同時擔任政治局常委以及書記處書記的領導，僅止於

鄧小平一人，大大減少了兩機構人員的重疊性。人事架構的調整，使得中央書

記處擁有獨立於政治局常委會的組織，而鄧小平同時接任政治局常委以及中央

書記處總書記，則有利於兩機構的傳達與聯繫，當然亦有利於毛對於中央書記

處的控制。 

簡言之，中共高層領導在一九五 O 年代，對於權力分散的問題是有歧見

                                                 
99 胡天楚、唐昕編，黨的代表大會知識通覽 ，頁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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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別是對於是否增設中央委員會副主席的議題上，曾導致高崗在一九五三

年的失勢，亦在八大前後在黨內發生過爭執。但由於一九五六年以來，「反冒

進」政策衝擊了毛的權威，弱化其「非正式政治」的影響，使得其他領導人敢

於提出增設中央委員會副主席，特別是以劉少奇率先主張。而毛對劉的反制，

是擴張中央書記處的職權，並拉攏鄧小平執掌書記處，以保持毛在黨內的地

位，藉以降低因增設副主席所帶來的影響。毛、劉之間的抗衡，使得中央權力

重新劃分至政治局常委會以及書記處，改變了革命戰爭以來權力集中於政治局

的結構。這是導致八大之後，中共決策模式得以形成「二線分工」的第二項原

因。 

 

第三節、安排政治繼承 
由於共黨體制對於權力更迭的規範不明，政治繼承的成敗，往往是決定共

黨國家延續或瓦解政權的關鍵。毛澤東生前指定了數位政治繼承人，包括劉少

奇、鄧小平、周恩來、林彪、華國鋒等人。毛將黨政日常事務交由這些人來處

理，自己則思考「較重大的問題」（larger problem），藉以考察政治繼承者的政

治態度與能力，形成了羅德明所稱的「拖延的繼承」。100 

根據毛澤東的看法，中共對於繼承人的培養，早在延安時期就已注意到，

101八大成立政治局常委會以及中央書記處後，政治繼承的格局更為明顯。如前

所述，毛曾提及常委分一、二線，以及設立較為獨立的中央書記處，透過書記

處的分權，可以避免政治局的權力集中，以利於讓常委區分一、二線。毛曾回

憶：「我處在二線，別的同志在一線。」102 這裡所謂的「別的同志」，就是指毛

的政治繼承者。依循上述脈絡，安排權力繼承確實是導致「二線分工」的一項

成因，但是值得深究的是，毛是在生前就有意安排這種「拖延的繼承」，來保

持中共政權的延續？亦或這些備位繼承者的安排，都僅是權力鬥爭下的產物？

亦即，毛的退居二線，到底是自願的，或是被迫的？ 

                                                 
100 Dittmer, China Under Reform, p. 61. 
101 熊向暉，我的情報與外交生涯（北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9 年），頁386。 
1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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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年版），頁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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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中共建國以來的歷史發展而言，安排權力繼承的背景相當複雜，簡而言

之，上述的兩個因素都兼然有之。毛最初的確是有意識的安排權力繼承人，但 

毛的這項動機背後，卻是受到國際環境的逼迫。由於來自於美國「和平演變」

政策的威脅，以及蘇共在史達林去世後的政治亂象，都促使毛澤東意識到安排

政治繼承人的必要性。但是這些備位繼承者的政治路線，在之後卻不盡同於毛

澤東，使得毛心生不滿，最後導致政治繼承的失敗。 

早在一九五三年一月，美國國務卿杜勒斯就強調要對社會主義國家施以

「和平演變」的策略。薄一波回憶了當時的局勢： 

      他〔杜勒斯〕對一些社會主義國家內部出現的「要求自由化的力量」感

到滿意，並把希望寄託在社會主義國家第三代、第四代人的身上，說社

會主義國家領導人「如果他繼續要有孩子的話，而他們又有孩子的孩

子，他的後代將獲得自由」。⋯⋯毛主席十分注意杜勒斯的這些言論。103 

降至一九五七年，艾森豪更提出「和平取勝戰略」，以促使「蘇聯世界內部的 

變化」。104這些「和平演變」的策略都使毛澤東注意到培養繼承人，以保證社會 

主義路線能長遠的實行。此外，蘇聯在史達林死後的紛擾政局，亦使毛澤東體 

悟到培養繼承人的迫切性。毛在一九六六年指出：「為什麼分一、二線呢？一 

是身體不好，二是蘇聯的教訓。馬林可夫不成熟，斯大林死前沒有當權。」105 

馬林可夫雖繼史達林之後接掌政權，但並未厚植其權力基礎。赫魯雪夫藉 

由批判馬林可夫對於輕工業的優先發展政策，解除其部長會議主席的職務，並

在蘇共二十大時確立自己成為黨內「一把手」的地位，當時距離史達林去世尚

未滿三年。106 一九五六年二月在蘇共所召開二十大，赫魯雪夫在會議中發表了

關於批判史達林的秘密報告，毛澤東於該年三月十七日隨即為此召開中央會

議。107 毛在會議中，對赫魯雪夫的秘密報告作了兩個評論： 

一是揭了蓋子，這是好的，二是捅了婁子，全世界都震動。揭開蓋子，

                                                 
103 薄一波，若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北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 年），頁1139。 
104 同上註，頁1140。 
105「在中央政治局匯報會議上的講話」（1966 年10月24日），佚名，毛澤東思想萬歲，頁655。 
106 楊奎松，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 年），頁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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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斯大林及蘇聯的種種做法不是沒有錯誤。各國黨可根據各自的情況

辦事，不要再迷信了。捅了婁子，搞突然襲擊，⋯⋯全世界的共產黨都

出現混亂。108 

毛指的「揭了蓋子」，是指史達林的政策有所錯誤，因此各共黨可以按照 

該國的國情制定出適合所屬的政策。毛在一九五六年三月廿四日的政治局擴 

大會議提到，批評史達林的好處是「打破『緊箍咒』」，幫助中共走出蘇聯模式 

的束縛。109一九五六年四月廿五日所發表的〈論十大關係〉，再次提出了以蘇為 

鑒的觀點。該文在論及中央與地方關係時，認為「我們不能像蘇聯那樣，把什 

麼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的死死的，一點機動權也沒有。」110在談到中國與 

外國的關係時，毛則強調： 

一切國家的長處都要學，⋯⋯但是，必須有分析有批判的學。⋯⋯他們

的短處、缺點，當然不要學。對於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經驗，也

應當採取這樣的態度。111 

此外，「捅了婁子」則是批評赫魯雪夫對於史達林的「鞭屍」行為，過度醜化

史達林的形象，造成共黨世界指導思想的混亂，並導致諸如波、匈事件等反共

浪潮的出現。112中共依據政治局擴大會議的討論，在四月五日的人民日報刊登

了〈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歷史經驗〉。該文有部分稿件來自於毛的親自加寫，

包括以下文字： 

      有些人認為斯大林完全錯了，這是嚴重的誤解。斯大林是一個偉大的馬

克思主義者，但也是一個犯嚴重錯誤而不自覺其為錯誤的馬克思列寧主

義者。我們應用歷史的觀點看斯大林，對於他的正確的地方和錯誤的地

方作出全面的和適當的分析，從而吸取有益的教訓。113 

                                                                                                                                            
107 吳冷西，十年論戰（上），頁1。 
108 同上註，頁6。 
109 同上註，頁15。 
110「論十大關係」（1956 年 4月 25日），中共中央毛澤東主席著作編輯出版委員會，毛澤東選集（第五
卷），頁275。 

111 同上註，頁285。 
112 薄一波，若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頁1139。 
113「對《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歷史經驗》稿的批判和修改」（1956 年4月 2日），建國以來毛澤東文稿（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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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由毛澤東所執筆的文字，顯示了毛對於過度批判史達林不表贊同。四月六 

日毛會晤蘇共中央主席委員米高揚時，更明確指出：「中蘇之間有些不同的看 

法，如對斯大林。」114 而毛在八大同南斯拉夫共黨聯盟代表團的講話中，再度 

強調「赫魯曉夫批判斯大林，你們從上到下都歡迎，而我們就不同，我們人民 

不滿意。因此，中國不掛斯大林的像不行。」115這些史料，都證明了毛澤東認 

為赫魯雪夫對史達林「鞭屍」的行徑，是「捅了婁子」。 

美國「和平演變」的策略，使得毛認識到培養政治繼承者才能保證社會主

義路線的實行。赫魯雪夫批判史達林的事件，毛認為是「掀了蓋子」，更是「捅

了婁子」，這使得毛認定政治繼承者必須要有因應中國情勢的能力，不能一味

仿照蘇聯模式，此外，更必須信仰馬列主義的原理原則。根據李越然的回憶，

毛曾表示有三位領導人具備接班的能力： 

第一位是劉少奇。⋯⋯無論能力、經驗還是聲望，都完全具備條件了。

他的長處是原則性很強，弱點是靈活性不夠。第二是鄧小平。⋯⋯這個

人既有原則性、又有靈活性，是難得的人才。⋯⋯第三是周恩來。這個

同志在大的國際活動方面比我強，善於處理各種複雜的矛盾。116 

毛對於政治繼承人的條件論，後來成型於一九六四年的中央會議的講話。毛在

該會議上認為政治繼承人的條件，包括要懂馬列主義、要為大多數人民謀福

利、要能團結大多數人、要能容納各種意見、要能自我批評。117 因此，本文認

為毛澤東在建國後，因受到國際環境的壓力，而開始重視培養政治繼承者。 

如前所述，八大會議對於制度結構的重新安排，反映了毛與中央領導間的

權力抗衡。雖然一九五六年後，毛的「非正式政治」受到「反冒進」的削弱，

被迫作出分散中央權力的決定，就安排政治繼承一項，所有的史料都指向了毛

                                                                                                                                            
六冊），頁65；「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歷史經驗」（1956 年4月5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建國以來

重要文獻選編（第八冊），頁238。 
114 吳冷西，十年論戰（上），頁31。 
115「吸取歷史教訓，反對大國沙文主義」（1956 年9月24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文集（第 
七卷），頁122。 

116 李越然，李越然回憶錄：中蘇外交親歷記（北京：世界知識出版社，2001 年），頁169。 
117「培養無產階級的革命接班人」（1964 年6月16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建國以來毛澤東文稿（第

十一冊）（北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 年），頁8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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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此決定的主要動機，是來自於美、蘇的迫使。 

毛對於繼承人的制度性安排，亦表現在中央委員會副主席的設置。就權力

鬥爭的觀點而言，八大會議對於中央委員會副主席的設置，雖然是毛、劉妥協

下的產物，但另就政治繼承的角度而論，毛之所以贊同設置副主席，也包含了

政治繼承的考量。毛提到： 

一個主席，又有四個副主席，還有一個總書記，我這個「防風林」就有

幾道。「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這樣就比較好辦。⋯⋯不像蘇

聯那樣斯大林一死就不得下地了。我們就是要預備留那一手。118 

設置這些「防風林」的必要性，後來被毛澤東再度肯定。一九六一年蒙哥馬利

訪華時，毛曾對其表示赫魯雪夫的秘密報告，使得「全世界共產黨搖搖欲墜。

這股風也向中國吹，我們有『防風林』，頂住了。」119 

    毛澤東雖然是有意識的安排政治繼承，但由於和領導間對於國內政策的歧 

見，使得毛亦同時注意鞏固自身權力，最終造成了政治繼承的失敗。吾人同 

樣可以從八大會議的籌備過程中，洞察出這種政治運作的妥協。最為明顯的例 

子，就是對於「名譽主席」的設置。毛在八大召開前就提到：「我是準備了的， 

就是到適當的時候就不當主席了，請求同志們委我一個名譽主席。名譽主席是

不是不幹事呢？照樣幹事，只要能夠幹的都幹。」120 八大黨章第卅七第五款正

式將「名譽主席」明文化，但未規定名譽主席的權限，121 不過依據毛最初的構

想，這個名譽主席是「能夠幹的都幹」。 

毛澤東雖然打算逐步交出重要黨政職位，但卻在八大另設一個權大無比 

的名譽主席，該名譽主席從八大後，就為毛而懸置在黨章中。毛澤東曾在一九

六一年談到：「要是馬克思不請我，我就當那個名譽主席。」122 後來毛雖然不

                                                 
118「關於中共中央設副主席和總書記的問題」（1956 年 9月 13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文集
（第七卷），頁110-111。 

119 熊向暉，我的情報與外交生涯，頁386。 
120「關於中共中央設副主席和總書記的問題」（1956 年 9月 13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文集
（第七卷），頁111。 

121「中國共產黨章程」（1956 年 9月 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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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頁474。 

122 熊向暉，我的情報與外交生涯，頁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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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接任該主席，但由此可以看出毛在安排政治繼承時，並不忘卻鞏固自身的權

力。相同的模式還可見諸於一九五八年十二月對於卸任國家主席的草擬稿，該

稿曾被毛修改為：「在將來，如果出現某種特殊情況需要他在擔任這種工作的

時候，仍然可以根據人民的意見和黨的決定，再提他擔任國家主席的職務。」

123 毛澤東對於權力的眷戀，是導致毛時期政治繼承失敗的關鍵。 

    毛在之後對於繼承人的整肅，是因為繼承人的政策方針背離毛的主張，才 

使得毛心生不滿。雖然由於美國的「和平演變」政策以及蘇共在二十大對史達 

林的批判，讓毛認知到培養繼承人的重要性，但無可避免的，繼承人的勢力擴 

張，必將衝擊領導人的既有權力，造成一種「兩難困境」（dilemma）。124 毛時 

期的政治繼承，亦難脫這種循環，毛所內定的繼承人，最後多受到毛的懷疑及 

整肅。李志綏的回憶錄，甚且認為毛澤東早在八大會議時，就對於政治繼承者 

有所懷疑。李志綏以曾經擔任毛私人醫生的經歷指出： 

也就是在一九五六年夏季這個期間，毛第一次告訴我他要辭掉國家主

席，退居二線。我那時以為他只是隨口說說而已。當時我對毛不夠了解，

不曉得毛向來不做戲言。⋯⋯但我後來才了解毛的所謂「退居二線」，

是種政治手腕，以此來考驗其他領導人的忠誠度―特別是劉少奇和鄧小

平―當時毛已對他倆起了戒心。⋯⋯在一九五六年九月的中共第八次全

國代表大會上，毛確定了他對劉少奇和鄧小平的懷疑。125 

毛在一九五六年夏季就提及要辭去國家主席，退居二線，就李志綏看來，這是

為了考驗領導人的忠誠度。因此可以證明毛對於政治繼承的安排，有很大因素

是迫於國際環境的無奈，毛始終都眷戀著職位，一切論及「退居二線」的言論，

除了是因應美、蘇威脅之舉外，更有很大的成分是藉機觀察領導人的態度，以

維護自己的權力。 

而李志綏所謂對於「退居二線」的主張，「毛向來不做戲言」，亦可由毛之

                                                 
123「對同意毛澤東不作下屆國家主席候選人的決定搞的批語和修改」（1958 年 12月 9日），中共中央文
獻研究室，建國以來毛澤東文稿（第七冊），頁634。 

124 Myron Rush, Political Sucession in the USS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5), pp. 77-78. 
125 李志綏，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錄，頁171-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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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的言論證明。一九五七年三月十日，毛對於新聞出版界代表談話時說到：「我

也想替報紙寫文章，但是要把主席這個職務辭了才成。」126 一九五七年四月十

日對於人民日報負責人的談話中，亦提到：「我辭去國家主席職位以後，可給

你們寫文章。」127 

這些言論，若依上述的理路，都是毛在國際局勢威脅下，被迫的決定，並

藉此考驗領導人的政治態度。而這也可以順利解釋，為什麼毛澤東會在一九六

六年的講話中提到：「我想在我沒死前，樹立他們［政治繼承人］的威信，沒

有想走到反面。這是我故意大權旁落。」128 毛的這段回憶，顯示其對於繼承人

最初是有意的加以扶持，「故意大權旁落」，以便於「樹立他們的威信」，去面

對美、蘇的挑戰。但最後的運作，卻導致繼承人的權力坐大，與毛的意見發生

分歧，使得結果「走到反面」。 

由以上的探討，吾人可以認為，安排權力繼承亦是導致「二線分工」決策

的因素之一。由於國際環境的威脅，使得毛澤東決定「退居二線」扶植「一線」

繼承者，並藉以考察政治態度，以進行「拖延的繼承」。但就實際而言，這種

繼承方式是窒礙難行的，因為一線、二線對於權力的分配，始終存在張力關係。

129 這導致了毛時期的政治繼承，往往以失敗告終，繼承人最終多遭到整肅的命

運。 

 

小結 
經由本節的探討，可以認為「二線分工」的成因和「民主集中制」的缺失

確實有關係。就「路徑依賴」的延續性而言，只要中共堅持以「民主集中制」

作為黨政的基本組建理念，就會衍生出「二線分工」這項非正式制度，來修補

「民主集中制」的三項缺失。 

毛時期在面對「民主集中制」所衍生的問題時，並非是以一種「有意識」

                                                 
126「同新聞出版界代表的談話」（1957 年 3月10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文集（第七卷），頁

265。 
127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傳 1949-1976（上），頁667。 
128「在中央政治局匯報會議上的講話」（1966 年10月24日），佚名，毛澤東思想萬歲，頁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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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態度去設法修補，而多是遭逢國內或國際的壓力時，不得已之所為。雖然八

大時，對於減少「非正式政治」的影響、避免權力集中、安排權力繼承，都做

出了頗為適當的安排，而「八大路線」也因此為中共史家所稱美，130但就中共

建政以來的發展而言，八大會議的種種決定，承載了高層領導間權力鬥爭的結

果，包括「反冒進」的主張、避免個人崇拜、實行集體領導、培養政治繼承人

的決定，都只是一項妥協方案，是禁不起時間考驗的。中共史家在解釋八大路

線中斷的原因時，幾乎千篇一律都是以黨內的「左傾思想」打倒正確的思想來

論述，131 但這樣的解釋，並未觸及到問題的核心。 

八大會議是導致「二線分工」成形的重要會議，而會議的諸多方針對於修

補「民主集中制」的三項缺失，確實是切中要害。可惜諸多的政策，只反映了

黨內政治勢力的權力平衡，因此中共在之後的政治運作，仍然未臻建制化，「二

線分工」的原則亦未完全貫徹，導致了反右運動、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等錯誤

決策，在日後接踵而至，使得象徵團結與和諧的「延安圓桌」模式徹底瓦解。 

 

 

 

 

 

 

 

 

 

 

 

                                                                                                                                            
129 申明民，「中國的代際政治」，頁12-13。 
130 胡繩，中國共產黨的七十年（北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 年），頁 366-380；石仲泉等編，中共八
大史（北京：人民出版社，1998 年），頁6-25。 

131 楊先材，「八大研究述評」，教學與研究（北京），第5期（1996 年），頁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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