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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關鍵點」的改變 
中共「二線分工」的關鍵點，是一九五九年四月的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

會第一次會議。毛澤東在該會議前，集黨、政務一線以及極端權威於一身，可

以「決定途徑」來解釋其在決策過程的影響，然該會之後，毛辭去國家主席，

退居政務二線，但因保有中央委員會主席以及軍委主席，因此毛仍居黨務一線。 

至此，毛對於黨務的影響仍可以「決定途徑」解釋之，但在政務的決策上，則

僅得以「聲望途徑」影響之。本文認為，造成這個「關鍵點」的「內因」與「外

因」可說明如下。 

「內因」可以源自於建政之後，日益繁瑣的行政事務，使得原本不善於日

常政務的毛澤東感到厭倦。特別是反右運動以來，社會階層以及中央地方關係

的分化，都使得行政事務朝向專業化的方向邁進，這本非「抓革命」出身的毛

澤東之所長。早一九五八年之後，毛正式在官方文件提到辭去國家主席的問

題，並在一九五九年四月正式由劉少奇接任該職，由此可知，毛的去職主要是

憚於應付日漸繁瑣的政務，和大躍進路線的失敗並無過多的直接關係。 

「外因」則為蘇共二十大之後，中蘇兩國關係的持續惡化。歷經波匈事件、

籌建長波電台與共同艦隊的爭端，都造成了兩國的紛爭，蘇聯的威脅，使得毛

急欲以超英趕美的方式擴展中國國力，並考慮培養政治繼承人。劉少奇在一九

五九年四月接掌國家主席，之後擔任政務一線的工作，即是毛對政治繼承人之

歷練與安排。 

簡言之，中國內部的政經的分化與複雜以及蘇聯的外在威脅，是導致該「關

鍵點」形成之主因。毛在一九五九年四月之後，由於再無重要的政務職位，故

在政務決策上，只能從「聲望」途徑間接影響決策之制定。但在黨務上，毛仍

居一線，擁有黨務決策的直接制定權，因此得以「決定」途徑來解釋毛在黨務

決策之地位。雖然歷經「關鍵點」之轉折，使得毛辭去國家主席，從而改變了

中共高層的決策制定模式。1即便如此，但由於毛的個人權威以及其仍為黨務一

                                                 
1 在此關鍵點之前，毛澤東集黨務與政務一線於一身，可直接參與一切決策制定。但在該關鍵點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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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之故，所以大躍進以來的左傾路線並未在一九五九年四月之後，伴隨毛退居

政務二線而嘎然終止，一直要到一九六二年的七千人大會之後，中共才因為毛

的首肯才逐漸修正這種左傾的路線。 
 

第一節、 「內因」的發生 
  在「內因」的形成上，最主要是反右運動以來政經的複雜與分化。2在一九

五七年六月後，毛澤東發動反右運動，擴大了國內階級鬥爭的程度，逐漸改變

了八大以來穩定發展的政策方針。毛澤東主導反右運動之後，重新思索八大之

前「冒進」政策的正確性，因而在一九五八年發動「大躍進」運動。「大躍進」

運動造成中國經濟面臨崩潰，使得部分中共高層於一九五九年，對於該路線有

所質疑，並在一九六二年一月的七千人大會上，迫使毛自認錯誤，從而修正大

躍進以來的左傾路線。 

  吾人在檢視一九五六年之後的這段歷史發展時，必須將之視為一個歷史時

期，重視其連續性。毛澤東在一九五六年四月發動「雙百運動」，更在一九五

七四月之後，興起了開門整風的鳴放運動，造成日後反右運動，以及社會階層

矛盾擴大之起源。毛在一九五六年四月廿八日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說到：「在

藝術上『百花齊放』，學術上『百家爭鳴』應作為我們的方針。」3 緊接著，又

在五月二日的最高國務會議第七次會議上說： 

    「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的提出，吸取了我國歷史上學術、文化發

展的經驗，總結了我們黨領導科學文化的經驗和教訓，也借鑒了外國黨

領導科學文化的經驗和教訓。我們黨確定的這個方針，是符合社會主義

社會中科學文化發展的客觀規律方針。4 

五月廿六日，陸定一根據毛澤東對「雙百」的意見，在懷仁堂做了以下的講話：   

                                                                                                                                            
毛退居政務二線，因此大幅減少對於政務決策的直接參與，從而改變中共政治權力的結構。 

2 關於這些問題，可以參考Keith Forster, "Localism, Central Policy, and the Provincial Purges," in Timothy 
Cheek and Tony Saich eds., New Perspectives on State Socialism in China (Armonk: New York Sharpe, 1997), 
pp. 191-192. 

3「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發言」（1956 年4月28日），佚名，學習文選（第一冊），頁137。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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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254-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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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既是為了動員一切積極因素，所以又是一個加 

強團結的政策。⋯⋯有兩種不同的團結。一種是機械服從的團結，一種 

是自覺自願的團結。我們所要的，是自覺自願的團結。5  

陸定一認為藉由「雙百」的運動，可以造成人民內部「自覺自願的團結」。毛

澤東對於陸的講話內容，是極為贊同的，批示到：「此件很好，可以發表。」6 該

講話於是年六月十三日，發表於人民日報。 

毛澤東認為可以調動一切有利的因素，加強團結，這是指「人民內部」的

團結。一九五七年二月，毛在〈關於正確處理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談及兩種

不同性質的矛盾： 

敵我之間的矛盾是對抗性的矛盾。人民內部的矛盾，在勞動人民之間說

來，是非對抗性的；⋯⋯一般說來，人民內部的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

本一致的基礎上的矛盾。7 

毛認為，「人民利益根本一致」的矛盾，是可以容許的。甚至可以將矛盾的訴

諸於眾來化解張力，進而加強階級人民間的團結，長期共存。毛認為「革命時

期的大規模的急風暴雨式的群眾階級鬥爭已經基本結束」，8 因此可以藉由「雙

百」運動來促成國內的團結。毛說到： 

      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長期共存，互相監督，這幾個口號是怎樣提出來

的呢？它是根據中國的具體情形提出來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

方針，是促進藝術發展和科學進步的方針，是促進我國的社會主義文化

繁榮的方針。9 

這可以顯見，當時毛對於「雙百」運動是持肯定且樂觀的態度。此外，吾人查閱 〈關

於正確處理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兩種版本，發現內容迥異處甚多，其中之

                                                 
5 「百花齊放，百家爭鳴」（1956 年 5月 26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建國以來重要文獻選編（第八

冊），頁311。 
6「對《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一文的批語」（1956 年 6月 8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建國以來毛澤

東文稿（第六冊），頁120。 
7「關於正確處理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1957 年2月27日），中共中央毛澤東選集出版委員會，毛澤東
選集（第五卷），頁364-365。 

8 同上註，頁389。 
9 同上註，頁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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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就是關於「香花毒草」的區別問題。10〈關於正確處理人民內部矛盾的問

題〉最早是毛澤東於一九五七年二月廿七日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會議的講

話，後來經過修改，於該年六月十九日在人民日報發表，後者的「人民日報版」

是現今相關出版文獻所收錄之版本，然前者的「講話版」，僅收錄於文革時期

出版的學習文選第一冊。這兩種版本，對於區別「香花毒草」之看法有異。二

月廿七日的「講話版」，只用非常模糊的指涉語氣說到： 

      但事實上那麼多的野草跟糧食競爭，其中有毒草。一株香花，一株毒草， 

我說你當然是香花。但是教條主義也並不是香花。教條主義是什麼花？ 

⋯⋯教條主義並不是馬克思主義，⋯⋯許多新生事物在舊社會幾乎一切 

新生事物都要被打擊的。你比如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曾被人們認為 

是野草，認為是毒草。11 

由於以上的資料是講話稿，所以文字起承不甚通順，但吾人還是可以從中發現， 

「講話版」對於「香花毒草」的區別是持寬容的心態。毛主張只有教條主義是

「毒草」，而馬克思主義不是教條主義，所以不必懼怕爭鳴，只有經得起考驗，

才是「香花」，這可以論證當時毛的心態是樂觀豁達的。 

此外，在一九五七年四月開始，毛開始提出開門整黨的鳴放運動，藉以深

化整風的效用。在毛的授意下，一九五七年四月人民日報的社論提到：「目前

的問題不是放得太寬而是放得不夠。黨的任務是要繼續放手，堅持『百花齊放，

百家爭鳴』的方針。」12毛決意透過黨外知識份子的批判，來增進黨內的活力，

達到整風的目的。 

然而在一九五七年六月之後，「反右運動」開始，毛的態度也傾向於加強

對階級敵人的區別對待。六月十九日，經由毛的修訂，該講話稿發表於人民日

報，其中增加了區別「香花毒草」的六個標準，包括： 

      一、有利於團結全國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二、有利於社會主義

                                                 
10「香花」指人民內部的階級矛盾，「毒草」則指矛盾程度已至敵我之範疇。 
11「關於正確處理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講話稿）」（1957 年 2月27日），佚名，學習文選（第一冊），頁

214。 
12 馬齊彬等編，中國共產黨執政四十年（1949-1989），頁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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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而不是不利於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三、 

      有利於鞏固人民民主專政，而不是破壞或者削弱這個專政；四、有利於

鞏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壞或者削弱這個制度；五、有利於鞏固共產

黨的領導，而不是擺脫或者削弱這個領導；六、有利於社會主義的國際

團結，而不是有損於這個團結。這六條標準中，最重要的是社會主義道

路和黨的領導兩條。13 

毛在八屆三中全會的講話中批評右派，說到「總之，不合乎六條標準嘛！這是 

毒草。」14 毛認為在鳴放的過程中，必須堅持六項原則，特別是「社會主義道 

路和黨的領導」，否則就不是「香花」，而是「毒草」。可以顯見的，毛在二月 

廿七日的「講話版」與六月十九日的「人民日報版」，有著極大的轉變，特別 

是對於區別階級敵人的立場上，有了較為嚴格的規範，何以至此呢？ 

主要是由於黨外的知識份子，諸如羅隆基、章伯鈞、儲安平等人，主張從 

文藝界的鳴放，擴至政治上的共同執政，威脅到共產黨的一黨專政。毛曾在一 

九五七年的八屆三中全會上，批評右派：「我們只提鳴放，右派提大鳴大放。 

我們說在文學藝術和學術上鳴放，他們要發展到政治上。」15 而「右派」在 

政治上的要求，可以儲安平的說法為代表： 

      現在國務院的副總理有十二位之多，其中沒有一個非黨人士，是不是非

黨人士中沒有一人可以坐此交椅，或者沒有一人可以培養來擔任這樣的

職務？從團結黨外人士，團結全國的願望出發，考慮到國際上的觀感，

這樣的安排是不是還可以研究。16 

此外，張奚若批判中共有四大偏差，包括：好大喜功、急功近利、鄙視既往、 

迷信將來。章伯鈞提出要整合政協、人大、民主黨派、人民團體以組成「政治 

                                                 
13「關於正確處理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1957 年2月27日），中共中央毛澤東選集出版委員會，毛澤東
選集（第五卷），頁393。 

14「做革命的促進派」（1957 年10月9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建國以來重要文獻選編（第十冊）（北

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 年），頁610。 
15「在八屆三中全會上的講話」（1957 年10月 7日），佚名，毛澤東思想萬歲，頁124。 
16 儲安平，「中共中央統戰部邀民主黨派負責人繼續舉行座談會」（1957 年6月 1日），新華半月刊，第 

12期（1957 年），頁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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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院」。羅隆基則主張要建立「平反委員會」，17此外，羅隆基還認為中共領 

導是小知識份子領導大知識份子。18這樣的訴求，直接威脅到毛澤東與共產黨 

的地位。李維漢回憶： 

五月中旬，匯報到第三次或第四次時，已經放出一些不好的東西，什麼

「輪流坐莊」、「海德公園」等謬論都出來了。毛澤東同志警覺性很高，

說他們這樣搞，將來會整到他們自己頭上。19 

因此，毛澤東確實是因為黨外知識份子提出了政治上「輪流坐莊」的要求後，

才決定對之進行反制。丁抒認為反右運動是事先計劃的「陽謀」，目的是為了

要「引蛇出洞」，恐怕是言過其實。20 

毛澤東因為黨外知識份子的政治要求，而至感不快。李志綏回憶了毛在一

九五七年五月中旬的情況： 

毛這步棋估計錯了。最後毛幾乎一天到晚睡在床上，精神抑鬱，患了感

冒，把我叫回來。睡眠更加不規律。毛感覺上了民主黨派的「當」，自信

心受到極大挫折，因此毛準備狠狠「整」民主人士。21 

毛決心「整」黨外的民主人士，確實是發生在五月中旬之後。毛在〈事情正在

起變化〉一文中，以略帶嘲諷的口吻寫到：「右派有兩條出路。一條，夾緊尾

巴，改邪歸正。一條，繼續胡鬧，自取滅亡。右派先生們，何去何從，主動權

在你們手裡。」22 緊接著，中共中央發出〈中共中央關於組織力量準備反擊右

派份子進攻的指示〉，要防止「民主黨派中反動份子的猖狂進攻」。23人民日報

於六月廿二日，登載了〈不平常的春天〉，該文曾經毛的增修，包括以下文字：

「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右派份子的反動言行，也可以受到保護，不受批判

                                                 
17 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 年），頁51-55。 
18 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年（下）（台北：聯經出版社，1998 年），頁668。 
19 李維漢，回憶與研究（下）（北京：中共黨史資料出版社，1986 年），頁833-834。 
20 丁抒，「不是『陽謀』是甚麼？」，二十一世紀（香港），第40期（1997 年4月），頁63-70。 
21 李志綏，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錄，頁188。 
22「事情正在起變化」（1957 年 5月 15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建國以來重要文獻選編（第十冊），

頁269。 
23「中共中央關於組織力量準備反擊右派份子進攻的指示」（1957 年 6月 18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
建國以來重要文獻選編（第十冊），頁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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嗎？」24 毛對於右派的不滿，躍然紙上。 

毛澤東發動反右運動後，改變了八大之後的穩定方針。反右運動的擴大化， 

為日後「大躍進」運動的發動，創造了條件，鄧小平在一九八一年就指出：「我

看對反右派鬥爭，還是兩句話：一句是必要的，一句是擴大化了。」25 金觀濤

和劉青峰認為，反右運動之後，一種以全民動員來進行經濟建設的方式被再度

突顯出來。26 這樣的轉變，可從毛在一九五七年九月、十月召開的八屆三中全

會講話看出端倪。毛在十月七日的講話中說到： 

八大決議說主要矛盾是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與落後的生產力之間的矛

盾，講道理不能這樣講。⋯⋯嚴格地講，說社會主義制度與生產力不適

合當然是不對的，我們恰好就是社會主義制度發展生產力。27 

毛一反八大對於矛盾問題的決議，並主張社會主義制度是發展生產力最好的憑

藉，因此可以加速建設的步伐。十月九日在該會議的總結講話中，明確指出： 

      去年掃掉了幾個東西，把多、快、好、省掃掉了。好省沒人反對，但多

快不提了，⋯⋯去年把這個口號掃掉了，現在要恢復這個口號，⋯⋯共

產黨應該永遠是個促進委員會。⋯⋯多促退就要犯錯誤，也就是說，不

可過分強調反冒進。28 

在此之後，全黨瀰漫在對於「反冒進」的批判與檢討。一九五七年十一月十三 

日，人民日報刊載〈發動全民，討論四十條綱要，掀起農業生產的新高潮〉社 

論，提及「有些人害了右傾保守的毛病，像蝸牛一樣爬行得很慢。⋯⋯認為農 

業發展綱要草案是『冒進』了。他們把正確的躍進看成了『冒進』。」29 

    一九五七年十二月，毛澤東於杭州召開會議，批判「反冒進」。毛說到：「批 

評右傾保守，就很舒服，愈批評愈高興，要愉快地批評右傾保守。」30一九五 
                                                 
24「對《人民日報》社論稿《不平常的春天》的批語和修改」（1957 年 6月），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建
國以來毛澤東文稿（第六冊），頁519；「不平常的春天」（1957 年 6月 22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
建國以來重要文獻選編（第十冊），頁295。 

25「對於反對錯誤思想傾向問題」（1981 年3月27日），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鄧小平文選（第二卷）， 
頁380。 

26 金觀濤、劉青峰，「反右運動與延安整風」，二十一世紀（香港），第40期（1997 年 4月），頁32。 
27「在八屆三中全會上的講話」（1957 年10月 7日），佚名，毛澤東思想萬歲，頁126。 
28「在八屆三中全會總結時的講話」（1957 年10月9日），佚名，學習文選（第一冊），頁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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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年一月，毛召開南寧會議，更為嚴厲的批判「反冒進」。毛於一月十一日的 

講話中說到： 

      不要提反「冒進」這個名詞好不好？這是政治問題。一反就洩了氣。六

億人一洩了氣不得了。⋯⋯是保持熱情，鼓足幹勁，乘風破浪，還是潑

冷水。洩氣？這一點被右派抓住，來了一個全面反「冒進」。陳銘樞批

評我「好大喜功，偏聽偏信，喜怒無常，不愛古董。」張奚若批評我「好

大喜功，急功近利，輕視過去，迷信將來。」31 

毛認為「反冒進」這個名詞不應再提，更認為陳銘樞等右派份子會藉由「反冒 

進」來進行攻訐，可以證明反右運動與日後發動「大躍進」之間的關係。一月 

十二日的會議上，毛又批評： 

右派一攻，把我們一些同志拋到距離右派只有五十米遠了。右派來了個

全面反「冒進」，什麼「今不如昔」，「冒進比保守損失大」。研究一下，

究竟哪個大，反「冒進」六億人民洩了氣。32 

這段史料，更明確指出，「右派一攻」確實令毛澤東心存戒慎。毛不但擔心黨

內同志「距離右派只有五十米遠」，又擔心「反『冒進』六億人民洩了氣」，因

此，遂開始進行對於「反冒進」之批判。 

     一九五八年三月的成都會議，毛再度提到「反冒進是個方針性的錯誤問

題」。33 四月六日在漢口會議的講話，毛認為與右派的鬥爭是「兩條路線鬥爭」 

，必須「冷一冷，然後再放一放。」34 在毛的心目中，「反冒進」的政策和右

派的猖獗是密不可分的，必須要以任何可能的手段迫使右派「現出原形」，毛

用極為生動的口吻說到： 

      蛇不讓它出來怎麼能抓它？我們要叫那些王八蛋出現唱戲，在報紙上放

屁，長長他們的志氣，然後讓人民看清楚，人民就認識他了。我們是一

                                                                                                                                            
29 薄一波，若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頁636。 
30 薄一波，若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頁637。 
31「在南寧會議上的講話」（1958 年1月11日），佚名，學習文選（第一冊），頁41。 
32 同上註，頁45。 
33 同上註，頁78。 
34「在漢口會議上的講話」（1958 年4月 6日），佚名，毛澤東思想萬歲，頁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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逼一捉，一鬥一捉。城裡捉，鄉裡鬥，好辦事。35 

甚且，毛還在四月八日提到，「冒進」是「穩妥派」反對躍進的口號，因此「我 

們要用『躍進』替代『冒進』，使他們不好反對。」36 這是毛澤東第一次明確 

指出，要使用「躍進」做為經濟建設的口號。 

    由以上之探討，可以看出中國自反右運動以來，階級衝突之擴大，使得中

國的內部政務更為繁瑣，特別是知識份子與黨內路線的爭執，使得毛澤東感到

心力交瘁。而「抓革命」出身的毛澤東，只能從劃分階級的手法去應付這些問

題，對於較專業之日常事務是毫無興趣的，這是導致其決心辭去國家主席的一

項原因。早在一九五八年一月的〈工作方法六十條（草案）〉，毛就提到： 

      今年九月以前，要醞釀一下我不作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主席的問

題。⋯⋯這是因為去掉共和國主席這個職務，專作黨中央主席，可以許

多節省時間做一些黨所要求我做的事情。這樣，對於我的身體狀況也較

為適宜。37 

這顯示毛在一九五八年初，就因為工作事務的繁重以及健康問題，表示要辭去 

國家主席。但這僅止於正式之草案文件，並未付諸實際的決議，而一九五八年 

的中國政情，因為大躍進的提出而呈現出一片狂熱的景象，身處政務與黨務一 

線的毛澤東，絕對殫精竭力的。 

   一九五八年五月的八大二次會議，正式宣布發動大躍進。該會議通過了毛 

創議的「鼓足幹勁、力爭上游、多快好省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路線。」周恩來、 

陳雲、李先念與薄一波等人，並作了自我批判，承認過去推行「反冒進」的錯 

誤。38 

    八大二次會議上，毛澤東藉由對其他領導人之批判，清楚的表達其對於「反 

冒進」之不滿，並迫之附和毛的決定。八大會議前後，劉少奇雖然力主集體領 

導以及於「反冒進」之重要性，但在八大二次會議上，卻表現出完全服從於毛 
                                                 
35「在漢口會議上的講話」（1958 年4月 6日），佚名，毛澤東思想萬歲，頁185。 
36 薄一波，若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頁641。 
37 「《工作方法六十條（草案）》」（1958 年 1月），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建國以來毛澤東文稿（第七冊）， 
頁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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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態度。劉在該會議的工作報告上說到： 

      毛澤東同志提出的十五年趕上和超過英國的口號，鼓足幹勁、力爭上

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口號，要當促進派，不要當促退派的口

號，勤儉建國、勤儉持家的口號，苦戰三年、爭取大部分地區的面貌基

本改觀的口號，所有這些號召，迅速地被幾億人口組成的勞動大軍掌

握，成為極其偉大的物質力量。39 

從這段報告，可以看出毛對於大躍進路線的主導。而黨內高層幾乎同意毛利用 

群眾力量，「多快好省」地發展推行「大躍進」路線。在此之後，全國掀起躍 

進的狂潮，特別表現在人民公社與大煉鋼運動。各生產大隊以生產隊為單位， 

組織人民公社，大行平均主義，提出「放開肚皮吃飯」。40另外，大煉鋼運動影 

響了秋收，再加上基層幹部謊報收成量，中央因而提高糧食徵購量，一九五八 

年年底，一些地方的公社開始停止供糧，並發生不正常死亡的嚴重問題。41 

    由於毛澤東發動「大躍進」初期，兼任黨務與政務一線，並享有極端的個 

人權威，因此在決策制定的地位上，可用「決定途徑」來解釋其影響力。毛在 

黨內的決定性角色，使得全黨陷入高度的狂熱，幾乎無人有任何異議。李志綏 

對於毛澤東批判反冒進的強烈態度，有生動的回憶，毛曾認為：「現在有人對 

總路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還抱著懷疑態度，甚至個別人還暗中反對，我看 

這些人真是『帶者花崗岩腦袋，去見上帝』了。」42在這樣的氛圍下，黨內實 

再無一人敢違逆毛的旨意。鄧小平回憶：「『大躍進』，毛澤東同志頭腦發熱， 

我們不發熱？劉少奇同志、周恩來同志和我都沒有反對，陳雲同志沒有說話。」 
43  

    承前所述，一九五六年以後的一連串繁重的政務，使得毛想要辭去國家 
                                                                                                                                            
38 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 年），頁121-132。 
39「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向第八屆全國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的工作報告」（1958 年 5月 5日），中共中
央文獻研究室，建國以來重要文獻選編（第十一冊）（北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 年），頁292。 

40 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頁156-157。 
41 同上註，頁 160；王振輝，「民粹主義與毛澤東：重評毛澤東的大躍進與人民公社」，展望與探索（台

北），第1卷第 7期（2003 年 7月），頁69。 
42 李志綏，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錄，頁268。 
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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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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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特別是在大躍進推動之後，毛僅關心路線方針之執行，對於日常政務再 

無心思去擘畫。八屆六中全會，毛正式提出辭去國家主席的建議，該會的公報 

寫到：  

      全會通過的關於這個問題的決定指出，這完全是一個積極的建議。因為

毛澤東同志不擔任國家主席的職務，專做黨中央的主席，可以使他更能

夠集中精力來處理黨和國家的方針、政策、路線的問題，也有可能使他

騰出較多的時間，從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工作，而並不妨礙他對於

國家工作繼續發揮領導作用。這樣，對於全黨和全國人民都更為有利。

44 

由上可知，毛對於辭去國家主席的正式請求，是出現在一九五八年初制定〈工 

作方法六十條（草案）〉之時，而中共正式通過這項請求，則於該年十二月的 

八屆六中全會。在此同時，大躍進運動正如火如荼的展開，其負面的影響並不 

為中共高層所知悉，因此，中共在八屆六中全會通過毛去職的原因，應該和大 

躍進運動的失敗無必然關係，而僅是因為毛對於日常政務的厭倦。 

但是在一九五八年年底，大躍進運動引出了災難，地方官員瞞報實情逐漸 

露出破綻，45這些負面的訊息，對於主持大躍進路線的毛澤東，當有一定的衝

擊。一九五九年初，高層領導的口風開始有所轉向，除了毛澤東改口要「壓縮

空氣，實事求是」外，46另一個明顯的例子，就是當時負責財經一線的陳雲，

對於大躍進路線的做法提出了批判。陳在該年十二月廿三日的講話中，列舉數

項工作缺失，包括「注意了數量，忽略了質量，對『多快好省』沒有完整的理

解。」；「有些地方把必要的規章制度也打掉了」；「業務機關放鬆了必要的管理

工作，特別是技術管理工作，是不對的。」最後，陳雲說到： 

      現在的問題是，我們的頭腦必須清醒，要清醒地認識到我們自己的本領

不大。這並不是打擊群眾的積極性，而是面對現實。⋯⋯應該小心謹慎

                                                                                                                                            
文獻編輯委員會，鄧小平文選（第二卷），頁296。 

44「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六次全體會議公報」（1958 年 12月 17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
建國以來重要文獻選編（第十一冊）（北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 年），頁653-654。 

45 李志綏，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錄，頁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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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前進，並在前進中隨時總結經驗，這是提高自己的重要方法。47 

陳雲點醒眾人，「要清醒地認識到我們自己的本領不大」，為當時中國畸形的發 

展適時的提出疑慮。事實上，早在十一月底的武昌會議，毛就注意到自己「本 

領不大」的問題，高指標的數據是幹部「作假」的結果。毛認為：「現在的嚴 

重問題，不僅是下面作假，而且是我們相信，從中央、省地到縣都相信，主要 

是前三級相信，這就危險。」48 這些因大躍進而衍生的問題，使得毛在一九五 

八年年底之後，斷斷續續受到黨內高層領導的反彈與壓力。  

    一九五九年四月後，中共高層領導人對於大躍進的懷疑更為直接。薄一波

就曾在一九五九年五月提出批判： 

      今年一千八百萬噸鋼裡面有不少是土鋼，用處不多，我們要提高質量，

把它削了。總之，要實事求是。講丟人，早就丟了。去年大躍進，今年 

副食品供應這樣緊張，對外貿易交不了貨，這還不丟人？面子是次要

的，實事求是是主要的。49 

從薄一波的這段講話，頗能察覺出大躍進發動後，黨內部分高層的心聲。薄認

為這種未考量客觀情勢的做法，是會「丟人」的，甚且若要「講丟人」，去年

大躍進時「早就丟了」。六月十三日，薄再度嚴厲的指出：「領導的指導思想出

了毛病。我們從去年到今年，有些地方違背了經濟發展的客觀法則，不是按照

經濟發展的客觀法則進行工作。」50 領導人對於「實事求是」的呼籲，衝擊了

毛的權威。 

但本文必須強調，儘管有部分領導對於大躍進的做法有所質疑，然並無證

據指出早一九五九年之時，中共高層就完全體察到大躍進所帶來的危害。職是

之故，少數負責財經一線的領導人對於毛澤東權威的衝擊，僅侷限在相當細微

                                                                                                                                            
46 吳冷西，憶毛主席－我親身經歷的重大歷史事件片斷（北京：新華出版社，1995 年），頁107。 
47「總結經驗是提高自己的重要方法」（1958 年 12月 23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建國以來重要文獻

選編（第十一冊），頁676-678。 
48「在武昌會議上的講話（二）」（1958 年 11月 23日），佚名，學習文選（第二冊）（台北：國防部情報

局，1979 年複印版），頁233。 
49 薄一波，「實事求是，一點兒也不丟人」（1959 年5月30日），黨的文獻（北京），第1期（2001 年），

頁24-25。 
50「認清形勢，調整經濟關係」（1959 年 6月13日），黨的文獻（北京），2001 年第 1期，頁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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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層次上，一九五九年之時，大躍進仍為黨內共識，因此毛的去職，僅因其憚

於日常政務的繁複，和大躍進的失敗並無太大的關係。 

再由一九五六年至一九六二年間的中國重要的財政支出表，可以更加說明

上述觀點。從表九可以看出，一九五八年大躍進發動開始，大多數的支出金額

都大幅上漲，到了一九六一年才降下來，一九六二年下降的程度更為明顯。這

表示大躍進路線直到一九六二年以遭到黨內的修正 。事實上，雖然早在一九 

五八年底，黨內部分領導就對於大躍進路線抱持懷疑，但因為毛澤東在黨內的

極端地位，大躍進的發動與停止，都必然和毛有絕對的關係。換句話說，沒有

毛的首肯，黨內其他領導不敢貿然廢止大躍進路線，即便在一九五九年四月之

後，毛正式辭去國家主席，但憑其非正式權威的地位，使得毛仍得以「聲望途

徑」來影響政務決策之制定。  

表九 一九五六年至一九六二年間的中國重要財政支出表 

年份 國內基

建支出 

增援企業流

動資金 

地質勘

探費

工交商部

門事業費

支援農業生產支出和

各項農業事業費 

文教科學衛

生事業費 

撫恤和社會

福利救濟費

1956 139.58 10.79  5.17 10.80 7.70 23.90 5.67 

1957 123.71 20.82  6.27 12.36 7.99 27.76 5.29 

1958 229.38 25.66 6.90 16.25 9.34 28.64 3.22 

1959 302.34 54.28 8.96 14.98 22.05 36.47 4.41 

1960 354.45 67.47 10.25 19.58 33.73 50.46 7.94 

1961 110.18 29.39 6.47 13.54 31.01 41.23 10.09 

1962 55.65 47.78 4.79 10.29 19.29 36.74 8.14 

單位：億元（人民幣） 
資料來源：國家統計局國民經濟綜合統計司，新中國五十年統計資料匯編（北京：中國統計出版社，1999

年），頁11-12。 

 

質言之，大躍進路線的錯誤方針，雖使得毛的個人權威受到一定的影響，

但從相關史料中，吾人並不認為在中共高層在一九五九年就已完全體認到該路

線之錯誤。從一些蛛絲馬跡來看，部分領導對於大躍進路線是有微詞的，但影

響層面並不高，非但無法衝擊毛的權威，更不可能導致其辭去國家主席。種種

證據都指出，一九五六年後，中國政經局勢的複雜以及政務的專業化，使得毛

澤東不耐繁瑣，因此將國家主席讓與劉少奇，自己則退居政務二線，以進行理

論與路線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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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外因」的發生 
在外因的形成上，主要是中國與蘇聯的關係日益惡劣，因而產生了培養政

治繼承人的壓力。一九五六年蘇共二十大，中蘇兩國關係始生裂痕，歷經波匈

事件、長波電台與共同艦隊事件，兩國嫌隙愈來愈深，毛澤東和赫魯雪夫對於

是否和西方世界「和平共處」的問題上，又存在著本質上的差異，最後，蘇聯

於一九六O 年七月，宣佈撤走駐華顧問。51中蘇之間的衝突，導致中共急欲培

養繼承人，這是促使毛澤東在一九五九年四月，將國家主席授與劉少奇，以培

植其政治能力之原因。 

一九五六年十月中旬，蘇聯兵圍華沙，中共向蘇聯表示反對武裝干預他國

內政的意見。毛澤東於十月廿日約見蘇聯駐華大使尤金，吳冷西回憶當時的會

議氣氛相當緊張，毛身著睡衣於臥室接見，並向尤金表明「如果蘇聯出兵，我

們將支持波蘭反對你們，並公開聲明譴責你們武裝干預波蘭。」52 

此外，一九五六年十月，匈牙利發生暴動，蘇聯派兵弭平，旋即準備撤兵。

但蘇聯撤兵的舉動，毛澤東認為將不利於匈牙利政局的穩定。毛在十月卅日主

持的政治局會議中，表示蘇聯在波蘭問題的干預內政以及匆忙撤出匈牙利駐軍

的決定，都是錯誤的，赫魯雪夫一左一右的做法都不對。53 該會議上，中共與

會領導皆認為波、匈情況不同，蘇聯出兵波蘭，將會引起兩國間的戰爭。但蘇

聯進軍匈牙利，是根據華沙公約，從匈牙利政府之請，用以穩定局面，蘇軍若

撤離，將使得匈牙利共黨面臨瓦解。54 

蘇聯、波蘭、匈牙利之間的緊張，使得原本看似和諧的社會主義陣營衝突

乍現。面對國際共黨之間的新發展，毛澤東開始思慮中國即將面臨的新型態矛

盾。從是年十二月四日毛澤東寫與黃炎培的信中，頗能察覺出毛的焦慮與重新

思索，該信寫到： 

社會總是充滿著矛盾。即使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社會也是如此，不過矛

                                                 
51 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頁364。 
52 吳冷西，十年論戰（上），頁39-40。 
53 同上註，頁51。 
54 同上註，頁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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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的性質和階級社會有所不同罷了。既有矛盾就要揭露和解決。有兩種

揭露和解決的方法：一種是對敵我之間的，一種是對人民內部的。前者

是用鎮壓的方法，後者是用說服的方法，即批評的方法。我們國家內部

的階級矛盾已經基本上解決了，⋯⋯但是人民內部的問題仍將層出不窮 

，解決的方法，就是從團結出發，經過批評與自我批評，達到團結這樣

一種方法。55 

毛澤東在該信透露出對於共黨陣營分裂的不安。由於共黨國家之間的抗衡，毀

滅了蘇聯為「社會主義唯一祖國」的神話，這也使得毛澤東得以進一步思索中

國未來的發展途徑，提出了兩種性質的矛盾說，期冀透過「批評與自我批評」

達到團結，以求國內局勢的穩定。 

該年十二月，針對波匈事件所引起的效應，毛澤東認為必須作一決議，這

就是在十二月廿九日刊於人民日報的社論─〈再論無產階級專政的歷史經

驗〉。該文重提兩種性質的矛盾說，強調不能混淆敵我矛盾與人民內部矛盾的

區別，「否則，我們必然會迷失方向，就不可能對於國際現象作出正確的解釋。」

56毛澤東急欲透過對人民內部矛盾的解決，來團結國內，以避免敵我矛盾可能

帶來的傷害，毛澤東之所以擔心「敵我矛盾」未妥善區分，將會「迷失方向」，

使得無法對「國際現象作出正確的解釋」，這顯示毛澤東對蘇聯有所防備，並

逐漸將蘇聯與中國之間的矛盾，劃歸為「敵我矛盾」。 

〈再論無產階級專政的歷史經驗〉的修稿過程中，毛澤東親自參與審定。

其中，在第六稿第九頁上，毛刪去了「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迅速發展，在很

大程度上就是學習蘇聯經驗的結果」這段文字，並在旁白處寫下「中國建設事

業的方針是否正確，還待將來證明，這裡不說為宜。」的批語。57 這證明了毛

澤東更加質疑師法蘇聯的可行性。 

在蘇共廿大之後，中蘇關係就已生變。在波匈事件之前，已可以察覺出中

                                                 
55「給黃炎培的信」（1956 年12月4日），建國以來毛澤東文稿（第六冊），頁255。 
56「再論無產階級專政的歷史經驗」（1956 年 12月 29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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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3。 
57「對《再論無產階級專政的歷史經驗》稿的修改」（1956 年 12月），建國以來毛澤東文稿（第六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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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對蘇聯的警惕。周恩來在一九五六年十月的國務院常務會議報告中，就隱約

透露出對蘇聯的猜忌，周說到： 

      我們向蘇聯提出五十五個援助項目的要求是帶有試探性的。蘇聯在第二

十次黨代表大會以後需要各國黨的支持，結果沒有很好地考慮就答應

了，現在一算又搞不了，不給也不好說，只好提出推遲時間。⋯⋯赫魯

曉夫兩年前來中國就說，蘇聯幫助中國不是無私的，就是為了自己。58 

中國對蘇聯的要求是「試探性的」，而蘇聯則不斷「推遲時間」，並認為援華的

目的是「為了自己」，足見兩國過去宣稱的兄弟之誼已經不復再見。歷經波匈

事件後，中蘇關係更是漸行漸遠。在〈再論無產階級專政的歷史經驗〉發表後

一個月，毛澤東明白的表示：「中蘇關係，皮總是要扯的，因為總有矛盾，有

矛盾就有鬥爭。」59  

一九五七年一月七日至二月廿五日，周恩來應赫魯曉夫之請，率團至蘇聯

協助處理波匈事件，並順道訪問東歐六國。60 期間與赫魯曉夫的會談中，發生

不少爭論，周在一月廿四發與中共中央的報告中，記載了對蘇共的不滿： 

他們〔蘇共〕常常把蘇共黨的利益同各兄弟黨的利益對立起來，常常把

個人領導的利益同黨的利益對立起來，常常把蘇聯的利益同世界人民的

利益對立起來，這樣就使得他們常常主觀地、片面地、衝動地設想問題

和解決問題，而不能客觀地、全面地、冷靜地把上述兩方面的利益結合

起來。61 

周恩來提到蘇聯的三個「利益對立」說，頗受毛澤東的肯定。在周發送報告之

後的第三天，也就是在一月廿七日的省市委會議上，毛澤東對此作了評論： 

      在形勢的壓迫下，蘇聯那些頑固份子還要搞大國沙文主義那一套，行不

通了。⋯⋯這次我們的代表團到蘇聯去，就給他們捅穿了一些問題。我

                                                                                                                                            
頁285。 

58「爭取外援，但不依賴」（1956 年 10月 1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周恩
來外交文選（北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0 年），頁173。 

59「在省、市委書記會議上的總結」（1957 年 1月），佚名，學習文選（第一冊），頁171。 
60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周恩來年譜：1949-1976（中卷）（北京：人民出版社，1997 年），頁4。 
61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周恩來傳（下），頁1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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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電話裡跟恩來同志說，這些人利令智昏，對他們的辦法，最好是臭罵

一頓。⋯⋯這回恩來同志在莫斯科就不客氣了，跟他們抬杠子了，搞的

他們也抬了。這樣好，當面扯清楚。他們想影響我們，我們想影響他

們。⋯⋯矛盾總是有的，目前只要大體過得去，可以求同存異，那些不

同的將來再講。如果他們硬是這樣走下去，總有一天要統統捅出來。62 

毛澤東以極為不客氣的口吻警告蘇聯如果硬是這樣走下去，則中國「總有一天 

要統統捅出來。」足見兩國的嫌隙。二月二十七日的〈關於正確處理人民內部 

矛盾的問題〉講話中，毛再度提及「蘇聯要不要學習？蘇聯好不好？現在似乎 

不好了。」63 這些話挑明了中蘇關係的本質上，存在著難以解決的矛盾。 

    一九五七年十一月，毛澤東率團訪問蘇聯，期間又與赫魯雪夫在「和平過 

渡」的問題上，意見相左。該年十一月七日，毛澤東在莫斯科同中國留學生講 

話時提到： 

      世界的風向變了。去年的「天氣不太好」，而今年的「天氣好了」。社會

主義陣營和資本主義陣營之間的鬥爭不是西風壓倒東風，而是東風壓倒

西風。64 

這是毛澤東首度以東、西風的比喻，表達社會主義世界終將戰勝資本主義世界

的信心。十一月十八日的講話中，再度表達「東風壓倒西風」的看法。毛說到： 

      現在我感覺到國際形勢到了一個新的轉折點。世界上現在有兩股風：東

風，西風。中國有句成語：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我

認為目前形勢特點是東風壓倒西風，也就是說，社會主義的力量對於帝

國主義的力量占壓倒的優勢。65 

毛澤東對於「東風壓倒西風」的信心，還表現在他獨特的戰爭觀。毛繼續說到： 

      現在要打，中國只有手榴彈，沒有原子彈，但蘇聯有。⋯⋯極而言之，
                                                 
62「在省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1957 年1月27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文集（第
七卷），頁191-192。 

63「關於正確處理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講話稿）」（1957 年 2月27日），佚名，學習文選（第一冊），頁
231。 

64「在莫斯科大學禮堂給我國留學生的講話」（1957 年11月 7日），佚名，學習文選（第二冊），頁14。 
65「在莫斯科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上的講話」（1957 年 11月 18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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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掉一半人，還有一半人，帝國主義打平了，全世界社會主義化了，再

過多少年，又會有二十七億， 一定還要多。⋯⋯如果帝國主義硬要打

仗，我們也只好橫下一條心，打了仗再建設。66 

毛澤東這種即使打原子彈，也不過「死掉一半人」的戰略，使得其根本無畏於 

西方國家。毛認為「美帝國主義沒有倒，還有原子彈，我看也是要倒的，也是 

紙老虎」。67 

這樣的態度，使得毛認為赫魯雪夫之所以提出「和平過渡」，是因為過於 

憂慮國際衝突的威脅，因此根本不值一哂。李越然回憶，當赫魯雪夫要求與毛

對於「和平過渡」進行探討時，毛遞出一張信封，要求李越然譯為俄文給赫魯

雪夫，該信封寫到：「赫魯曉夫同志：我已經睡了。關於和平過渡的問題，由

鄧小平同志和你們談，我們倆不談了，好嗎？」68 

    由此可知，毛澤東根本不願和赫魯雪夫就「和平過渡」的可行性進行討論。 

而赫魯雪夫對於「東風壓倒西風」的主張，也是心存質疑。吳冷西回憶： 

      當時赫魯曉夫是贊成毛主席這個東風壓倒西風的觀點的，後來在布加勒

斯特會議上他又反對了。他說，什麼東風，東風從哪裡來？東風是不是

從你們中國來，是不是中國的風壓倒我蘇聯的風。69 

總之，毛澤東的訪蘇之行，和赫魯雪夫的晤談是極為不快的。除了上述的衝突 

外，李越然的回憶中，透露出更多史料，足以佐證毛澤東與赫魯雪夫的心結， 

赫魯雪夫曾向毛要求「我們的專家在中國沒有什麼事情做，是不是可以回來？」 

毛澤東則在筵席中直接批評赫魯雪夫的修養不好，容易得罪人，赫魯雪夫回應 

「你不了解，有些人拿了我們的東西，還罵娘，真使人生氣。」70 這是在暗批 

中國獲得蘇聯專家的援助，反而不思感激。 

     此外，從赫魯雪夫的回憶錄中，亦發現在這次訪蘇之行上，毛澤東和赫 

                                                                                                                                            
文集（第七卷），頁321。 

66 同上註，頁326。 
67 同上註， ，頁328。 
68 李越然，李越然回憶錄，頁162。 
69 吳冷西，十年論戰（上），頁117。 
70 李越然，李越然回憶錄，頁163-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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魯雪夫對於軍事的觀點簡直是南轅北轍，最主要是在於科技因素的重視與漠視 

。毛澤東是極為輕視西方科技的，認為「帝國主義是紙老虎」，兩人對此有生 

動的對話： 

      毛：我認為如果帝國主義要進攻中國的話，你們不應介入，我們自己可

以同他們戰鬥。⋯⋯另外，如果你們受到進攻，我認為你們不應反

擊。 

      赫：那我們應做什麼？ 

      毛：撤退。 

      赫：撤退〔到〕哪裡？ 

      毛：你們以前撤退過，你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一直撤退到斯大林格

勒。如果你們再次受到進攻，你們可以一直撤退到烏拉爾山，堅持

兩、三年，有中國做你們的後盾。 

      赫：毛澤東同志，如果現在爆發戰爭，你認為會持續多久？這可不像上

次戰爭，上次是飛機、坦克，這次已有導彈和原子彈。你怎麼會想

到我們有兩、三年的時間撤退到烏拉山呢？⋯⋯71 

這段對話，顯見毛澤東的戰爭思維仍停留在「人民戰爭」階段，因此不視西方 

科技武器為威脅，這也加深毛對於「東風壓倒西風」的信心。 

    波匈事件以來，毛澤東與赫魯雪夫在國際局勢、戰略等問題，有了根本上 

的差異，這使得毛澤東開始畏懼蘇聯與中國國力的差距，並急欲迎頭趕上。毛 

在一九五七年末的訪蘇之行，還在莫斯科說了這樣的話： 

      赫魯曉夫同志告訴我們，十五年後，蘇聯可以超過美國。我也可以講， 

十五年後我們可能趕上或者超過英國。⋯⋯中國呢，再過十五年〔鋼鐵 

產量〕可能是四千萬噸，豈不超過了英國嗎？那末，在十五年後，在我 

們陣營中間，蘇聯超過美國，中國超過英國。72 

                                                 
71 Khrushchev, Nikita著，趙紹棣譯，赫魯曉夫回憶錄（下）（北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88 年），頁

463-464。 
72「在莫斯科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上的講話」（1957 年 11月 18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
文集（第七卷），頁325-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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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一聽到「赫魯曉夫同志」要在十五年內讓蘇聯超過美國，馬上也宣示要

在相同時間內超過英國，這證明當時毛已不願見到蘇聯與中國的國力差距加

大。劉少奇在一九五七年十二月二日的一份祝詞中，提到了關於「十年到十五

年」完成基本目標的談話，可以顯見毛「十五年超英」的理念已下傳黨內。劉

說到： 

我國工人階級和我國人民在今後十年到十五年內的基本任務，就是要優

先發展重工業的基礎上，實行工農業同時並舉的方針，把我國建成一個

具有現代工業、現代農業和現代科學文化的社會主義強國。73 

十七天後，也就是十二月十七日，薄一波更明確論及「十五年超英」的決心，

可見這項方針在此時已迅速成為黨內共識。薄說到： 

      為了爭取我國在今後十五年或者更多的時間內，在鋼鐵和其他重要工業

產品的產量方面趕上或者超過英國，⋯⋯我們必須又多、又快、又好、

又省地進行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74 

但以中國當時的貧弱，毛想到的就是以「多快好省」的方式來完成他的諾言。

早在一九五七年十二月十二日人民日報的一篇社論就可以看到這個端倪，該社

論是毛澤東於蘇聯時，直接指示刊出的。它寫到：        

實現多快好省的方針，有沒有可能呢？回答是完全肯定的。⋯⋯我們的

國家是一個勞動力多、人民勤勞勇敢、幅員廣大、自然條件好、資源豐

富的國家。75 

在毛的思維中，利用中國廣土眾民，是可以「多快好省」的達到超過英國的目 

標。這樣的理念，在之後的「大躍進」付諸貫徹，因此，大躍進的發動和國際 

環境是有絕對的關係。 

    中蘇關係的惡化，除了影響大躍進的發生外，另一個主要的影響就是迫使 

                                                 
73 劉少奇，「劉少奇同志代表中共中央致祝詞」（1957 年12月2日），新華半月刊（北京），第1期（1958
年），頁2。 

74 薄一波，「關於經濟部門整風的幾個問題」（1957 年12月19日），新華半月刊（北京），第7期（1958
年），頁105。 

75 人民日報社論，「必須堅持多快好省的建設方針」（1957 年12月12日），新華半月刊（北京），第1期
（1958 年），頁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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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作出了培養政治繼承人的安排。在一九五八年初，毛澤東已在正式文件提及 

要辭去國家主席的問題。在〈工作方法六十條（草案）〉中，毛寫到「今年九 

月以前，要醞釀一下我不作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的問題。」76 毛急欲安排政治 

繼承人的心思，應是受到日益惡化的中蘇關係所影響。 

    一九五八年春之後，中蘇關係進一步惡化。原因是蘇聯向中國提出建立長 

波電台的要求，甚至提出建立共同艦隊，蘇聯此舉，被中共視為侵犯中國主權。 

該年七月廿二日，毛澤東與蘇聯駐華大使尤金談到這個問題。毛說到：「你們 

搞你們的［艦隊］，我們搞我們的。我們總要有自己的艦隊。兩把手不好辦。」 
77 面對蘇聯的威脅進一步加深，毛澤東再度透露了培養政治繼承人的決定。該 

年七月卅一日的一封信中，毛寫到「我決心辭去國家主席一職」。78 

此外，毛對中蘇關係惡化的另一個反應，就是將「超英」甚至「趕美」時 

間一減再減，以早日壯大國力。吾人可由該年五月舉行的八大二次會議上找出

毛澤東的許多相關言論，舉例如後。 

    在五月三日的講話中，毛提到「現在看來，只要十五年就可以超過英國， 

並且趕上美國。」79 在這裡，毛似乎將「超英」與「趕美」的時間同時設定為 

十五年。如前所述，在毛於莫斯科的講話中，「十五年超美」是由「赫魯曉夫 

同志」先提出來的，毛因而也表示中國將「十五年超英」，以追隨老大哥的步 

伐，但在五月三日的八大二次會議講話中，毛已經認為十五年的時間，可以同 

時「超英」兼「趕美」。 

    五月二十日的講話，毛又做了修正。毛說到「超過英國需要七年時間」， 

而這七年的改變「大體上都是量變，不是突變」，但也有「突變」，例如「煤炭 

趕上英國就不要七年，二三年就可以」。80 毛這種七年是「量變」，二三年是「突 

                                                 
76「工作方法六十條（草案）」（1958 年 1月），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建國以來毛澤東文稿（第七冊），

頁64。 
77「同蘇聯駐華大使尤金的談話」（1958 年 7月 22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文集（第七卷），
頁390。 

78「關於相關透露毛澤東準備辭去國家主席職務給宦薌的電報」（1958 年 7月31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
室，建國以來毛澤東文稿（第七冊），頁332。 

79「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的講話」（1958 年 5月3日），佚名，學習文選（第二冊），頁156。 
80「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的講話」（1958 年 5月20日），佚名，學習文選（第二冊），頁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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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的理論，是很有問題的，這根本無法解釋「超英」的時間為何可以從十五 

年跳到七年，又降至二三年的「突變」？況且，毛在之後的言論中，「超英」 

的時間還繼續下降。 

    一個月後，也就是六月二十二日，毛在一份批語寫到：「超過英國，不是 

十五年，也不是七年，只需要兩到三年，兩年是可能的。」81 該份批語，是薄 

一波進行政治局報告時，毛所做的批示。按照這份批語的內容，兩年超英是「可 

能的」，這似乎說明兩年「超英」的時限已不是「突變」，而是「量變」。 

    毛一再的下降「超英」的時間，在黨內獲得支持。胡喬木就在此時附和： 

「無論如何，中國是向著並不遙遠的具體目標躍進，完全不用十五年就一定超 

過英國。」82 足見毛「超趕」的狂熱竟成為黨內共識。 

    更令人驚訝的是，毛的超趕論不僅限於「超英」，甚且又擴及「趕美」。九 

月二日的一封信中，毛寫到「為五年接近美國、七年超過美國這個目標奮鬥吧 

！」83 這樣十五年、七年、兩年的「超英」、「趕美」時限，令人目不暇給，需 

要製表來清楚的了解。該表見於表十。 

 

表十 毛澤東提及「超英趕美」的時限 
提出時間 提出的講話或文件 「超英」時間 「趕美」時間 

1957/11/8 在莫斯科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上的講話 15 年 未提及 

1958/5/3 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的講話 15 年 15 年 

1958/5/20 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的講話 7 年 未提及 

1958/6/22 關於向軍委會印發〈兩年超過英國〉報告的批語 2 年 未提及 

1958/9/2 給劉少奇、陳雲、李富春等同志的一封信 未提及 7 年 

資料來源：作者自行整理 

 

 

                                                 
81「關於向軍委會印發《兩年超過英國》報告的批語」（1958 年6月22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建國
以來毛澤東文稿（第七冊），頁278。 

82 胡喬木，「病樹前頭萬木春」（原載《紅旗》1958 年第 2期），新華半月刊（北京），第13期（1958 年），

頁27。 
83「給劉少奇、陳雲、李富春等同志的一封信」（1958 年9月2日），佚名，學習文選（第二冊），頁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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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沈志華認為，毛澤東這樣迫切的將「超英趕美」的時限一減再減，最大的 

原因是來自於中蘇關係的日益惡化。84中國在一九五 O 年代，與西方的關係一 

直沒什麼變化，而改變最大的，是與蘇聯的關係。對此，本文亦持相同觀點。 

蘇共二十大之後，中蘇關係就每下愈況，毛澤東將「超英趕美」的時限一直縮 

小，最終的目的是加速壯大國力，以達到凌駕蘇聯的目標。毛在八大二次會議 

曾說到：  

      一九四九年六月，我們派一個代表團去莫斯科，XX 同志去的。斯大林

敬酒祝賀「中國會超過蘇聯」，當時中國同志不好喝這杯酒，講了二十

分鐘，最後喝下來。這是應該喝的。先生教學生，難道叫你不爭氣，一

定要爭氣。如果學生不超過先生，不能說明是好先生。⋯⋯不要自卑感，

妄自菲薄，應該把自己放在恰當的地位。85     

這段講話，可以佐證毛超趕蘇聯的野心，實是昭然若揭。此外，赫魯雪夫也認 

為毛澤東主導的「大躍進」最終是為了超越蘇聯，並確保毛在中國的地位。赫 

魯雪夫回憶： 

      毛想搞什麼是清楚的：他認為如果他能在五年內同英國並駕齊驅，然後

趕上美國，他就能把列寧的黨拋在後面，並且超過十月革命以來蘇聯人

民所邁的步子。⋯⋯他想使全世界―特別是社會主義世界―對他的天才

和他的領導才能獲有深刻印象。86 

中蘇關係就在這種「超」、「趕」競逐的份圍下，急轉直下，這可以從赫魯雪夫

於一九五八年夏季訪華的情形得到再一次佐證。赫魯雪夫於該年七月卅一日至

北京，就長波電台與共同艦隊的問題進行協商。根據中共發表的會談公報內

容，雙方是在「極其誠懇、親切的氣氛中」，對於中蘇友好的問題進行討論。87 

但吾人比對其他史料，卻發現結果大相逕庭。 

吳冷西回憶毛澤東將赫魯雪夫接到懷仁堂，一路上沒有舉行什麼儀式，沒

                                                 
84 沈志華，「蘇聯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反應及其結果─關於中蘇分裂緣起的進一步思考」，二十一   
世紀網路版（香港），http://www.cuhk.edu.hk/ics/21c/index2.htm。 

85「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的講話」（1958 年 5月17日），佚名，學習文選（第二冊），頁163。 
86 李文政等譯，最後的遺言（上），頁279-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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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鋪紅地毯，一路上大家也沒有講什麼話，場面極為嚴峻。88 而兩人晤談的氣

氛亦極為緊張，毛澤東直接打斷赫魯雪夫的話，厲聲質問：「我問你，什麼叫

共同艦隊？」赫魯雪夫認為中國對蘇聯的不信任，是「觸犯了我們的自尊心」，

毛回應：「什麼觸犯你們的自尊心？是誰觸犯了誰的自尊心？你們提出搞共同

艦隊，這是觸犯我們的自尊心。」89 最後，赫魯雪夫提到要撤出蘇聯駐華顧問，

以對中國進行施壓。90 這樣的會議過程，何來「極其誠懇」？又何有「親切的

氣氛」？ 

此外，吾人查閱赫魯雪夫的回憶錄，亦可以看出他在當時對毛澤東的不滿

與疑惑。對於軍事合作的問題，赫魯雪夫曾質問：「毛同志，我們完全不能理

解你。我們使用你們的港口，既可為你們的利益服務，也可以為我們的利益服

務。」91 對於現代戰爭的看法，兩人再度發生激烈的爭吵，赫魯雪夫強調現代

科技對於戰爭的重要性，使用「一顆氫彈可以把所有的師變成一大堆烤肉」，

毛則反駁其所經歷的戰爭中，「經常是步槍和刺刀起主要作用」，而並非科技問

題，這可以顯見毛對於西方軍事科技的蠻不在乎。最後，赫魯雪夫認為，身為

共黨領袖之一的毛澤東，「怎麼會對戰爭問題抱有如此幼稚的看法」。92   

由上可之，中蘇領導人對於諸多看法意見分歧，特別是赫魯雪夫對於毛澤 

東的軍事思想，深感不解。另一個令毛澤東不滿的原因，是蘇聯尋求與美國「和

平共處」的態度。赫魯雪夫在給羅素的公開信中，明確指出：「在不同社會制

度的國家和平共處的基礎上，首先是通過解決美蘇關係的途徑來保證普遍和平

與繁榮─是為我們蘇聯人民所理解的。」93蘇聯尋求與美國「和平共處」的態

度，應是顧慮到現代戰爭的威脅，但這卻讓視西方國家為「紙老虎」的毛澤東

頗不以為然。該年九月，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表達對美國的警惕。毛說到： 

美帝國主義他們結成軍事團體，什麼北大西洋，巴格達，馬尼拉，這些

                                                                                                                                            
87「毛澤東和赫魯曉夫會談公報」（1958 年8月 3日），新華半月刊（北京），第 16期（1958 年），頁 1。 
88 吳冷西，十年論戰（上），頁162-163。 
89 同上註，頁165。 
90 同上註，頁167-168。 
91 李文政等譯，最後的遺言（上），頁257-258。 
92 同上註，頁266-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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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的性質究竟是怎樣？我們講它們是侵略的。它們是侵略的，這是千

真萬確的。94 

這顯示毛反美的立場仍然堅定。但國際局勢的變化，卻與毛的期望背道而馳，

美蘇靠攏的態勢愈來愈明顯。一九五八年十月廿四日，杜勒斯再度強調對於共

黨世界「和平演變」的希望，提到共產主義「將逐漸讓位於一種更著重國家福

利、人民福利」的制度，而現在「俄國和中國共產黨人並不在為他們人民的福

利而奮鬥，⋯⋯這種共產主義會發生演變。」而毛澤東對於杜勒斯的言論是相

當注意的，每天都親自看參考資料，以便於了解時事，「任憑風浪起，穩坐釣

魚船」。95美國的「和平演變」威脅以及蘇聯向美國的靠攏，都使得毛再一次體

認到培養政治繼承人的重要性。一九五八年十二月的八屆六中全會，毛正式提

出辭去國家主席的要求。96 

一九五九年之後，中蘇關係的的分歧進一步擴大。該年一月，蘇聯片面廢

除幫助中國製造原子彈的協定。97而此時，蘇聯也因為駐華科技專家受到歧視，

而對中國極為不滿。赫魯雪夫回憶，蘇聯駐華顧問常受到「成群結隊的喝醉了

酒的中國人謾罵」，甚且被秘密搜索住處，調查有無任何「反華文件」。98  

赫魯雪夫於一九五九年九月至美國訪問，結束訪美行程後，轉至北京參加

中國國慶。而赫魯雪夫此行，讓中共領導感覺「他是來吵架的」。99 赫魯雪夫

甚至希望中國能改善與美國的關係，此舉顯然是應美國之求來說服中國，令中

共領導甚感不快。吳冷西回憶在會議爭吵激烈時，毛澤東甚至笑著對中共領導

說「不要打架呵」。100這段詼諧的史料，恰好可以察覺出當時氣氛的緊張。降至

十月四日，毛澤東召開政治局會議，討論的結果，與會領導一致認為： 

                                                                                                                                            
93 赫魯雪夫，「赫魯雪夫給羅素的公開信（摘要）」，新華半月刊（北京），第 3期（1958 年），頁175。 
94「在第十五次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1958 年9月 5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建國以來毛澤東文 
稿（第七冊），頁385。 

95 薄一波，若干重大決策與事件回顧（下卷），頁1139-1140。 
96「對同意毛澤東不作下屆國家主席候選人的決定稿的批語和修改」（1958 年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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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3。 

97 薄一波，若干重大決策與事件回顧（下卷），頁1140。 
98 李文政等譯，最後的遺言（上），頁270。 
99 吳冷西，十年論戰（上），頁221。 
100 同上註，頁222-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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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赫魯曉夫對艾森豪威爾抱有幻想，只看到美國當局表面上表示所謂「愛 

好和平」的一面，而且真的相信，〔這是因為他〕沒有看到美帝國主義 

的本質。他說艾森豪威爾和我們一樣「熱愛和平」。赫魯曉夫這樣講， 

至少在這個問題上表現有修正主義的傾向。101 

中蘇關係在一九五六年之後的持續惡化，導致中共在一九五八年急欲發動大躍

進，以充實國力；並迫使毛澤東決定作出政治繼承的安排，以培養接班人，維

持中共政權的長久鞏固。就本文的理路而言，一九五九年四月毛辭去國家主

席，是導致「二線分工」運作變遷的「關鍵點」，而該項關鍵點的形成「外因」，

和中蘇關係的惡化有密切關係。毛澤東在中蘇關係日生嫌隙後，急欲栽培政治

接班人，因此培養劉少奇在政務一線的執政力，以利於後續接班，並維繫政權

之鞏固。 

 

小結 
本節由「內因」與「外因」的層次，去論證毛澤東於一九五九年四月辭去

國家主席的原因。由於毛的去職，使得其無法直接參與政務的決策，代之而起

的是透過其非正式權威的影響力來間接影響之。由於本文從直接∕間接參與決

策的角度，來定義一線∕二線，因此在歷經一九五九年四月的「關鍵點」之後，

毛在政務確實是退居二線，然在黨務仍是一線。就決策的影響途徑而言，毛在

此「關鍵點」之前，由於身兼黨務一線、政務一線，以及擁有極端的個人權威，

因此可以「決定途徑」來解釋其極端的決策影響力；然在一九五九年四月之後，

由於退居政務二線，故僅能由「聲望途徑」來解釋其對政務決策的影響。 

毛雖在一九五九年四月之後辭去國家主席，但大躍進以來的左傾路線並未

自此終止，反而一直延續到一九六二年。箇中理由，就是毛享有決策的主導權，

但其決策權除了來自於黨務的權力外，更多的成分是源於其非正式影響力。簡

言之，毛在此「關鍵點」之前的決策地位，可由「決定途徑」來解釋，而一九

五九年四月之後，在政務決策的影響則轉以「聲望途徑」解釋之。 
                                                 
101同上註，頁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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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該「關鍵點」的「內因」，是毛不願再處理日漸繁重的政務。反右運動

擴大後，中國政經局勢的複雜，使得毛較願意負責大政方針之制定，而不願再

進行日常政務的推動。在「外因」的影響，則源於中蘇關係的持續惡化，特別

是一九五八年之後，更是急轉直下。蘇聯的威脅，使得毛澤東思索培養繼承人

的重要性。 

 總結上述的討論，毛澤東辭去國家主席的原因，牽涉到「內因」與「外因」。

前者是毛不願再處理日常政務，後者是因應蘇聯的威脅，而讓劉少奇繼任國家

主席，以保證政權繼承的穩定。而一九五九年四月之後，毛正式退居政務二線，

改變了一九五六年來，毛獨掌黨政大權的政治結構，從而改變了「二線分工」

的運作模式。因此，一九五九年四月的二屆人大第一次會議，是影響毛時期「二

線分工」運作的一個「關鍵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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