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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的 导 师 程 中 原 先 生

鲁 书 月

( 邯郸学院，河北 邯郸 056005)

摘 要: 程中原先生师德师风高尚，对学生毫无保留地热心传授治学方法，耐心答疑解惑。他在张闻天研究、
胡乔木研究、国史研究以及方法论研究等多个领域作出了杰出贡献。程先生的学术研究坚持科学精神与人文情怀

相结合，其学术特点体现在四个方面: 重视史料的收集和应用; 坚持独立思考，不人云亦云; 忠实于历史，做到真、
正、实; 夹叙夹议，通俗晓畅，笔下常带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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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原先生是 2008 年我在当代中国研究

所访学时的导师，是我做学问特别是从事胡乔

木研究的导师，也是我人生的导师。

一

久闻程老师的大名，但直到 2006 年才第一

次在北京玉泉山见到他。这次见面是中国人民

大学李良志老师引荐的。李老师是我在人民大

学读书时的班主任，退休后于 1994 年参加了

《胡乔木传》编写组，与程中原先生一起住在玉

泉山整理胡乔木的资料。我从事胡乔木研究，

缘于李老师的引导。
2006 年，我在河北师范大学法政学院读博

士。博士论文的题目是有关胡乔木晚年对中共

党史研究的理论贡献。读博期间，写了一篇关

于胡乔木晚年对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理论

贡献的文章。有一天，我把文章送给正住在玉

泉山参加《胡乔木传》撰写工作的李良志老师，

想让他提提意见，以便修改完善。李老师阅后

比较满意，他建议我把这篇文章试投给《当代

中国史研究》。程先生当时是《胡乔木传》编写

组的副组长、当代中国研究所的副所长，还兼

《当代中国史研究》主编。李老师说: “程先生

就住在我的隔壁，何不让他看看。”于是我随李

老师来到了程先生的房间。
当时的玉泉山 11 号楼，一层住的全是《胡

乔木传》编写组的人。敲门走进程先生房间，

看到桌子上，书橱里，甚至地下、床上全是书和

资料。李老师说明了来意。程先生放下手头的

工作，热情地接待了我。他问我在哪读博士，怎

么有兴趣来搞胡乔木研究，博士论文的题目是

什么，等等。当我告诉他，我的博士论文题目初

定为《胡乔木晚年对中共党史研究的理论贡

献》时，他吃惊地说: “啊，你也选了这个题目。
我昨天刚刚参加了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杜玉芳

博士的论文答辩，她的论文就是这个题目。”我

听后愕然。因为当时我已经为这个题目收集了

大量的资料，并撰写了近六七万字的初稿。幸

好这次与程先生相见，对我来说最大的收获就

是博士论文少走了不少弯路。如果不是程老师

告诉我这个消息，我仍按原题目埋头收集资料，

后果该是多么悲惨。从北京回来后，我立即重

选方向，重拟题目，重新构思大纲，重新收集资

料，一切从头再来。

二

2008 年暮春，博士论文交稿。在等待外审

的日子里，我有了大量的空闲时间。恰在此时，

得知《胡乔木传》编写组从玉泉山撤回到当代

中国研究所。程先生回到当代中国研究所，负

责《胡乔木传》的统稿工作。得到这个消息，我

就想何不利用这段闲暇时间，到当代中国研究

所访学，拜师于程先生呢? 有了想法，立即付诸

行动。给单位打了电话，征得了领导同意。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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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不停蹄地给当代中国研究所写了访学申请。
可申请发走多日，不见回音。突然想到时任当

代中国研究所所长的朱佳木曾是胡乔木的秘

书，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我提笔给朱佳木所长写

了一封信，表达了我想到当代中国研究所跟随

程先生学习胡乔木研究的访学愿望。信发出没

几天，就收到了回信，同意我做程先生的访问学

者。我非常高兴，匆匆赶到当代所报到，时间是

2008 年 4 月下旬。
原计划在当代所学习半年时间，可实际上

跟随程老师整整 8 个月。8 个月在人生的道路

上是多么短暂，但对我的学术影响却是那样的

深远。先生手把手地毫无保留地向我传授做学

问的方法，不厌其烦地解答我在胡乔木研究中

的种种疑问。在胡乔木研究方面，先生不仅把

我领进门，而且拉着我往前走。
刚到当 代 所 时，程 先 生 正 在 紧 张 地 校 对

100 多万字的《胡乔木传》初稿。每次去他那里

里外外到处堆满书的办公室，发现他不是在伏

案写作，就是在与胡乔木的秘书李今中和责任

编辑张永( 当代中国出版社) 、张伟珍( 人民出

版社) 一起逐字逐句地处理稿子。可不管多

忙，只要见我进来，他总是放下手头的工作，热

情地招呼我坐下，问我有什么问题。有时赶上

讨论《胡乔木传》，他也会让我参加，并就有关

问题征询我的看法。
程先生是知名的大家，我是一个对胡乔木

研究还没有完全入门的小学生，可他在我面前

从不摆谱，没有任何架子。周扬与胡乔木之间

关于人道主义争论的来龙去脉，以及坊间对胡

乔木的种种误解，于光远与胡乔木的聚合分离、
恩恩怨怨，胡乔木与胡耀邦的矛盾产生的前因

后果，关于劝吴祖光退党，关于所谓胡乔木给江

青的效忠信，等等问题，我都是在程先生那 20
多平方米的办公室里找到了答案。

不仅如此，他还毫无保留地教给我做学问

的方法。他结合自己的经验，多次给我讲解四

重证据法。所谓四重证据法，也就是人证、书

证、物证和史证。人证即口述历史、证言，包括

大量回忆录，访谈录。书证即书面的、文字的证

据。程老师讲，书证是历代学者在校勘古籍、考
订史料中辨伪存真、厘讹正误时常用的方法。
物证，即以实物来考证历史事实或文献资料。
最后是史证，即联系事件的来龙去脉，人物的思

想发展，理论观点的源流影响，人物之间的相互

关系，不同事件人物的比较、对照，国际国内大

事的影响等。他结合自己破解《文艺战线上的

关门主义》一文的作者“歌特”是谁、博洛交接

在何时何地怎样进行、遵义会议以后张闻天接

替博古担任的职务是不是总书记、鲁迅致中共

中央祝贺红军胜利的是“东征贺信”还是“长征

贺电”、邓小平是怎样让国务院政研室协助他

进行 1975 年整顿的、华国锋对邓小平第三次复

出是阻挠还是拖延、胡乔木有没有参与起草邓

小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等七大疑

难问题的切身体会，教给我如何灵活运用“四

重证据”法搞好科学研究。
他经常告诉我，研究人物要遵循八大原则:

一是要从历史事实出发，这是我们进行人物研

究的前提。二是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

都要把社会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三

是个人活动是受社会历史条件制约的，因此，要

了解历史活动的实质，就必须考察个人活动背

后的生活历史条件和历史规律。四是研究历史

人物的动机，我们不应该从琐碎的个人欲望而

是要从他所处时代的历史潮流来看; 而判断一

个人，不是看他的声明，而是看他的行动( 他微

笑着对我说，一步行动，胜过一打纲领啊) 。五

是评价历史功绩要看他们比前辈提供了什么新

的东西，看他们对社会发展起到推动、加速还是

阻挠、延缓的作用。六是不应孤立地而是把历

史人物的活动联系起来考察。七是应当具体

地、全面地评价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八是应

当从发展的观点把历史人物放在整个社会的发

展过程中如实地评价。对前人的历史局限性既

不要讳言，也不能苛求。他说，当代人研究当代

历史，研究当代人物，既有有利条件，也有不利因

素，但只要按照这八条原则去做，综合运用四重

证据法去研究某一事件和问题，就能扫除堆积的

尘埃，洗刷涂抹的油彩，揭示历史真相，还历史本

来面目，其研究就能做到科学、公正、客观。
程先生对我方法论的指导，使我获益匪浅。

在程先生指导下，我对胡乔木的研究渐渐入门

上道。
在当代所访学期间，程先生给我确定了一

个研究题目“1978 年胡乔木在国务院务虚会上

的发言及其影响”。他让我把胡乔木的发言的

形成过程、主要内容，及其理论价值和实践价

值，特别是从起草到发表以及人民出版社印刷

小册子大概一年的时间内胡乔木的思想变化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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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楚，在此基础上写一篇论文在《当代中国史

研究》杂志上发表。我按照先生的要求，从讲

话起草的背景、讲话的准备、讲话发表的过程，

到当天的会议简报，到被国务院研究室刊登，到

1978 年 10 月 6 日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直到

人民出版社出版单行本，文章每一步发生了什

么变化，胡乔木进行了哪些修改，为什么做这些

修改，包括胡乔木带领相关人员到上海、天津一

个多月的调研，这些调研工作对文章的修改起

到了什么作用，每一个环节我都调查得清清楚

楚。我查阅了能够查到的各种档案，曾两次到

中南海档案馆查阅资料，多次到人民日报社，访

问了各个阶段的当事人，了解这篇讲话形成、修
改、发表的全过程。对文本更是进行深入细致

的研究。运用先生教给我的四重证据法去做，

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这篇文章发表在《当代中

国史研究》上，先生对我这篇文章很是满意。

三

结束当代所访学回到单位，经领导同意，我

于 2008 年 11 月 28 日向单位申请成立了胡乔

木研究所。研究所特聘程先生担任名誉所长，

请胡乔木的秘书黎虹和李今中先生担任顾问。
对我的邀请，程老师很高兴地接受了。有一天，

程老师从北京打电话给我，他说他把邯郸学院

成立胡乔木研究所的事告诉了邓力群，邓力群

听到这个消息，十分高兴。
研究所成立了，怎么发展，如何搞研究，先

生费了很多心思。他几次专程到邯郸学院，就

研究所如何开展胡乔木研究做专题指导。他建

议: 第一，要抓住胡乔木一生的六个发展阶段进

行研究。第二，要抓住胡乔木生平、业绩的两句

评语，即“从学徒、助手到第一支笔( 杆) ”“百科

全书式的学者”来进行研究。前一句是对胡乔

木有深入了解的邓力群同志说的，后一句是党

史大家胡绳的评价。他告诉我们，不管是邓力

群还是胡绳，应该说是知人之论。两句话合起

来，对胡乔木作了比较概括的全面的评价。第

三，他建议我们研究所要深入研究胡乔木的若

干个“两”。如两个历史决议，两部宪法，两个

大会( 八大、十二大) ，两家报纸( 《解放日报》
《人民日报》) ，两个农村文件，两个机构( 筹建、
创办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和中国社会科学院) ，

两部党史，等等。先生不仅帮助我们谋划长远，

关于近期研究也做了具体部署。他给我们拟定

了三个题目: 第一，建议我们编一本学习与研究

中国共产党两个历史决议的书。把这作为研究

的入门课题。第二，建议我们对胡乔木与某某

人的交往，即把人际关系作为研究的切入点。
第三，建议我们编撰一本书，名字暂定为“胡乔

木生平全记录”。他说，胡乔木作为百科全书

式的学者，虽然他丰富多彩的人生在《胡乔木

传》中得到了全面的展现，但囿于传记的体裁

和篇幅所限，若干问题难以得到深入分析、论

证，一些重要情节和场面，也不可能充分描述和

评论。因此，还有不少问题需要评述，还存在相

当大的研究空间。对于无法在传记中详细分

析、展现的内容，他建议我们尝试主要以专题述

评的方式，编撰一本《胡乔木生平全记录》来给

予补充。
邯郸学院胡乔木研究所成立几年来，按照

先生的要求，我们踏踏实实地从最基础的研究

做起，一步一个脚印。如今，《以史为鉴，可知

兴替———学习与研究中国共产党的两个〈历史

决议〉》《胡乔木对中共重大政治理论问题的晚

年思考》《八十一年人生路———胡乔木生平》三

部著作分别由人民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于 2012 年、2017 年出版，《胡乔木与知识分

子》一书正在紧锣密鼓地撰写之中。在先生的

指导下，胡乔木研究所于 2009 年、2018 年先后

获批“胡乔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的

历史贡献”“胡乔木与中共两个《历史决议》的

形成”两个国家社科基金规划项目，四个关于

胡乔木研究的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我的

专著《胡乔木对中共重大政治理论的晚年思

考》一书于 2014 年获河北省第十四届社科成果

二等奖。另有 3 项胡乔木研究成果先后获河北

省第十一届、第十二届、第十三届社科优秀成果

三等奖。2017 年 3 月出版的由我主编的《八十

一年人生路———胡乔木生平》，荣登《中华读书

报》推荐的当月 20 本好书榜，《中华读书报》用

整版篇幅对这本书进行介绍。不久该书又入围

《作家文摘》2017 十大非虚构好书巅峰决选。
这些成果，从书稿主线、资料遴选，到遣词造句、
文字表达，都受到先生指点和鞭策。在和先生

长期相处中，我获益匪浅。
2018 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一公示，看

到我的课题名列其中，先生第一时间发信祝贺，

他高兴得像个孩子。殊不知，这个课题从选题

到论证，同样花费了先生不少的心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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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不管是在国史研究还是在国史人物研究方

面，先生都是大家，可以说著作等身，贡献非凡，

不少成果填补了历史研究的空白。他先后出版

了 30 多部著作，单张闻天研究的专著就有 9
部: 诸如《张闻天传》《张闻天与新文学运动》
《张闻天论稿》《说不尽的张闻天》《毛洛合作与

长征胜利》《转折关头: 张闻天在 1935—1943》
等。80 多万字的《胡乔木传》也由他主笔完成。
他还参与编辑了《胡乔木文集》《乔木文丛》，以

及《胡乔木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我所知道的胡

乔木》等胡乔木研究资料，并担任了《邓小平

传》部分章节的撰写工作。
在张闻天研究方面，是他第一个在南京大

学图书馆入藏的《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上，发

现了张闻天发表的《社会问题》这篇重要文章，

并根据这篇文章的具体内容和翔实的第一手资

料，提出了张闻天在五四时期就传播马克思主

义，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社会问题，在探索中国

革命道路方面，走在了当时青年的最前列的观

点。他的论据是: 张 闻 天 的 这 篇 文 章 发 表 在

1919 年 8 月。当时《新青年》“马克思主义研究

号”还没有印出来。李大钊编的“马克思主义

研究号”，上面写的出版日期是 1919 年 5 月份，

因印刷延误实际上是 9 月问世的。陈望道翻译

的《共产党宣言》是 1920 年 5 月出版的。张闻

天在 1919 年 8 月发表的文章中就用马克思主

义的唯物史观来分析和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

并引用了《共产党宣言》第二章中的“十大纲

领”，起点很高。
过去即使是最权威的党史著作《中国共产

党的七十年》，也只是肯定 1935 年 1 月 15 日至

17 日召开的遵义会议，而对于扎西会议却只字

未提。先生研究后发现，1935 年 2 月上旬中共

中央政治局在扎西召开的会议，具有关系红军

后来历史命运的重大意义。这次会议主要完成

了变换领导，洛甫取代博古担任总书记，讨论通

过由张闻天起草的《遵义会议决议》，分清了路

线是非等七件大事。据此，先生提出了扎西会

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和完成，从而确立了扎西

会议在长征史、军史、党史上的历史地位。
而先生主编的 1975 年历史转折三部曲:

《前奏》《决战》《新路》，作为雅俗共赏的史学

专著，体现了学术性、思想性、可读性的有机统

一，被党史界的专家学者评价为“是全面评述

伟大转折历史的三本好书”，是“伟大历史转折

的全景式展示”，是一部“高视点的历史俯瞰”
式的专著。

品读先生的学术著作和学术文章，感到科

学精神与人文情怀的完美结合是其鲜明的学术

特点。在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

导，力求做到历史与逻辑统一的前提下，先生第

一个学术特点是十分重视史料的收集和应用，

没有新材料、新观点不写文章，不作空论，不无

病呻吟; 坚持独立思考，有独立见解，从不人云

亦云，不做传声筒是其第二大特点; 忠实于历

史，不说假话、不瞒不骗，做到真、正、实是第三

大特点。第四个特点是夹叙夹议，通俗晓畅，笔

下常带感情。读先生的文章的确是一种高级享

受。先生还十分注重文本研究，他的基本功特

别扎实。不管是从事张闻天研究，还是从事胡

乔木研究，都很重视文本的研究，在融会贯通、
搞清楚来龙去脉基础上下笔写作。因此，他的

研究成果既新又实，既科学又公允。
例如，当很多书都说，粉碎“四人帮”后，华

国锋阻止邓小平出来工作时，通过大量的第一

手资料考证后，先生认为这样的说法不符合历

史事实。他在《新路》一书中提出了新的看法:

强调华国锋不是阻止邓小平出来工作，而是拖

延邓小平出来工作，而这种拖延在当时的形势

下是妥当的。
再如，先生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提出了由

于毛、邓三个层面上的分歧，使 1975 年的整顿

的中断成为必然。在实践层面上，是肯定“文

化大革命”还是否定“文化大革命”; 在路线层

面上，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还是以经济建设为中

心; 在理论层面上，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不同理

解。毛强调“一大二公”，邓则认为在公有制为

主体和共同富裕基础上，允许私营经济和个体

经济是必要补充，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

帮后富，达到共同富裕。这样透彻且符合实际

的分析是以前学界少有的。
先生学术研究方面的贡献还体现在国史研

究的方法论方面，他总结自己的研究经验提出

的“四重证据法”，研究人物的八项原则，以及

参与总结体现国史特点必须包括的“二十三个

要素”等，丰富了历史研究的方法论宝库。而

他运用“四重证据法”，对党史国史上七大疑难

问题的破解，意义重大，今后国史、党史中的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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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章节，可能因此重新改写。如今，四重证据法

已成为党史、国史研究界的共识与共同财富。
谁要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和中国共产党历

史，就得运用四重证据法。而他提出的人物研

究的八条原则，无疑也是一把有效的尺子，在中

国当代史研究界引发强烈反响，成为业内公认

的标准。
先生是一个十分勤奋、特别用功的人。他

能有如此大的学术造诣，能取得如此丰硕的学

术成果，除了天赋之外，取决于他的超常的勤奋

用功，还有他对事业对学问强烈的责任心和事

业心。凡是到过他家，到过他办公室的人，印象

最深的恐怕是他的书房。那顶天立地的书架

上，放满了新旧杂陈的各种书籍、刊物、文献资

料，重重叠叠一直堆积到房顶，各种用于提示的

纸条和纸片贴得到处都是，书桌上堆满了文稿，

就连地上也全堆着书。
有一次和师母夏老师聊天，她告诉我: 有一

年大年三十，家家户户在欢庆佳节，但先生仍然

伏案写了几千字文章。大年初三，夏老师打开电

视，想看一会节目，早已在伏案写作的程老师说:

“夏老师，你还要看电视呀，你要知道，今天已经

是大年初三了，我们该工作了吧。”这就是我们的

程老师，分分秒秒，他都用在学术研究上。
程老师还是一个始终紧跟时代步伐的人。

他的电脑操作水平比我高。他上网查资料的速

度比我都快，在电脑上对文件的修改、注释、标
注比我都熟练。当我对微信还比较陌生的时

候，程老师已经能够熟练地使用微信了。十几

年来，我始终和先生保持着紧密联系。尽管他

已经 80 多岁，但仍然壮心不已，还跟以前一样

精力充沛。
最近一年，先生的身体不佳。先后两次住

进医院。2018 年 11 月初，我和我们研究所的

四位同事前往常州看望他。我发现他的行动有

些迟缓。那天他和夏老师见到我们，特别高兴，

两位年过八旬的老人，坚持要在家里亲自下厨

招待我们。那天一桌晚餐特别丰盛。席间，先

生坚持要喝点酒，我不放心，不让他喝。他把酒

杯举过头顶，微笑着说: “有朋友自远方来，怎

么能不喝点酒呢?”然后一饮而尽。
岁月在侵蚀着两位老人的健康，但他们仍

然笔耕不辍。2017 年，先生给自己定了以下任

务: 完成菡子致程桂芬 75 封信的编注，交《新文

学史料》;《历史转折三部曲》学术版由人民出

版社出版; 《转折年代: 邓小平在 1975—1985》
英文版交付出版，金冲及、傅高义分别作序，杨

国生、艾博翻译;《国共合作的成立与全面抗战

的爆发》《探求历史的真实———程中原国史党

史研究成果自选集》《我的书缘》《活在心中的

故事》《张闻天的人生轨迹与历史贡献》《胡乔

木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和《邓力群纪念文集》等

完成，陆续出版。马工程重点教材《中华人民

共和国史》修订工作和《邓力群国史讲谈录》编

辑工作启动。
这是一个 80 多岁的老人给自己制订的年

度研究计划。如此艰巨的任务，恐怕一个精力

充沛的年轻人，也不易完成。但先生完成了。
先生尽管年事已高，健康欠佳，但他对学术依然

那么投入，对学问依然那么专注。
我近期在重新整理书籍，把先生的著作放

在一个专柜。看着这些书籍，我不禁生出两点

感叹: 一是感恩。我是因读先生的书而进步的。
二是敬仰。多年来，先生笔耕不辍，硕果累累，

真是著作等身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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