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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 年 4 月 25 日和 5 月 2 日，毛泽东先后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论十

大关系》的报告。由于种种原因，这篇文章当时并没有公开发表。1965 年在刘少奇的主持下，曾经形

成过一个整理稿，在党内作为中央文件下发。这篇文章直到 1976 年 12 月 26 日才首次在《人民日报》

公开发表。a 该文发表之后引起了广泛关注，学术界对其进行了较为深入和广泛的研究。

学 术界对《论十大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论十大关系》产生的历史背景、《论十大关系》

的形成、发表过程和历史地位以及《论十大关系》与“论十二大关系”、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

谐社会的关系等方面。b 近年来有学者对《论十大关系》文献本身的形成与传播的过程也进行了较为

深入的研究。c 但对《论十大关系》一文的主题，目前学术界的研究尚且比较薄弱，代表性的观点有两

种，但这两种观点互不相同。一种观点认为，该文的主题应该采用 1965 年作为中央文件下发的《论十

大关系》中的说法，即“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为着一个目的，为着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动员一切可用

的力量，来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d 另一种观点认为，该文的主题应该采用 1976 年 12 月

作者简介  韩晓青，中共中央党校党史部副教授（北京，100091）。
a目前能够看到的《论十大关系》的版本有三个：一个是中央档案馆 2001 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八十年珍贵档案》

中《论十大关系》记录稿首页的影印件，但可惜只能看到首页，不能看到全文；一个是 1965 年作为中央文件下发的版本；
一个是 1976 年 12 月 26 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的版本，后来《毛泽东选集》第 5 卷、《毛泽东著作选读》《毛泽东文集》
收录《论十大关系》一文时都依照的是这个版本。能够看到全文的两个版本在内容上是有所差别的。

b参见柳建辉、潘鹏：《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论十大关系〉研究述要》，《党的文献》2007 年第 3 期。
c代表性的文章有邱巍：《〈论十大关系〉的形成和传播——若干史实与观点的补充和辩证》，《中共党史研究》

2013 年第 1 期；孙佩：《〈论十大关系〉的整理过程研究》，《毛泽东思想研究》2014 年第 3 期。
d罗平汉在《〈论十大关系〉几个问题的探讨》（《安徽史学》2016 年第 3 期）一文中认为：“对于《论十大关系》

基本思想，毛泽东在报告的开头就明确提出‘最近两个月来，政治局分别听取了中央的经济、财政三十四个部门的工作
汇报，交换了一些意见，政治局又讨论了几次，综合起来，有十个问题，十个矛盾。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为着一个目
的，为着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动员一切可用的力量，来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换言之，该文作者认为《论
十大关系》的主题就是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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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其主题是“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一篇文章的主题至关重要，并且一

般来讲是唯一的。那么究竟该采用哪种说法？本文在详细考察《论十大关系》不同版本的基础上，对这篇文

章的主题进行了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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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日公开发表时的说法，即“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

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a 从文字表述可以看出，这两种观点之间的差别还是比较大的。

文章的主题是文章的关键所在，尤其是《论十大关系》一文，其主题究竟该采取哪种观点，不仅牵涉到

文章本身，还牵涉到后来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以及中共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出现的曲折等问

题。那么《论十大关系》一文的主题究竟应该采用哪种观点？理由是什么？本文拟就该问题进行探讨。

一、不同版本《论十大关系》对该文主题的不同表述

目前能够看到的《论十大关系》的版本有三个：一是中央档案馆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八十年珍贵档

案》，以《毛泽东〈论十大关系〉讲话记录稿》为题，收录了《论十大关系》讲话记录稿首页的影印件，

其后文部分没有收录；b 二是 1965 年 12 月 27 日作为中央文件下发的版本；三是 1976 年 12 月 26 日《人

民日报》公开发表的版本。

（一）1956 年和 1965 年版本《论十大关系》的主题

中央档案馆《论十大关系》讲话记录稿的影印件，是目前能够看到的《论十大关系》一文的最

早版本。其中正文第二段对该文主题的表述如下：“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为着一个目的，为着调动

一切积极因素，动员一切可用的力量，来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c 这个记录稿毛泽东并没

有审阅过。上面有彭真的批示：“此件未经毛主席阅。请勿翻印。彭真  十月十日”。d

1965 年 12 月 27 日，中共中央以“中发【65】751 号”文件形式，将《论十大关系》下发给了各中央局，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各党委、党组，总政治部。其中正文第二段

对该文主题的表述是：“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为着一个目的，为着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动员一切可用

的力量，来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和中央档案馆保存的影印件的表述是一致的。但该文

件同时指出：“这个文件是当时讲话的一篇记录稿，毛泽东同志最近看了后，觉得还不大满意，同意下

发征求意见。请各级党委对文件的内容提出意见，汇总报告中央，以为将来修改时参考。”同时特别标明：

“不登党刊。”

这就表明，上述 1965 年版本的《论十大关系》，毛泽东是看过的，但是由于多种原因，他对文章并

不满意。文章的主题是阐明文章主旨的关键所在，毛泽东作为写文章的高手，对于文章主题这种关键问

题，想必他在审读文章的时候是高度关注的。他不同意发表，特意注明不登党刊，除了对文章内容本身

不满意之外，对文章主题的表述可能也存在不同的看法。

（二）1975 年版本《论十大关系》的主题

1976 年 12 月 26 日《人民日报》首次公开发表《论十大关系》。这个公开发表的版本其实是 1975

a邱巍在《〈论十大关系〉的形成和传播——若干史实与观点的补充和辩证》（《中共党史研究》2013 年第 1 期）一
文中认为：“1956 年《论十大关系》讲话时，毛泽东还没有明确把多快好省作为指导思想，但在其思想发展中，《论十
大关系》为提出多快好省总路线提供了思想基础和政策起点。毛泽东自己后来也是更多地从调动各种力量、多快好省的
角度来阐释《论十大关系》讲话。这也是 1965 年版本‘多快好省’被整理进讲话主题句的原因。”从中可以看出，邱文
并不认为“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是《论十大关系》一文的主题。换言之，他认为应该采用 1976 年 12 月 26 日公
开发表版本的表述：“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
义事业服务。”至于为什么 1976 年公开发表的版本会与 1965 年的版本主题句不一样，他在文中给出的原因是：“一个可
能的解释是：1975 年整理时依据的是更原始的记录稿，其中没有‘多快好省’的相关表述，而前述公开的影印件则是
一个整理过的记录稿，‘多快好省’表述是整理中加进去的。”薄一波在其论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也认为：

“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以苏为鉴，总结自己的经验，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
是《论十大关系》的基本指导思想，也是听取 34 个部委和地方党委汇报的目的。”参见《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上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 年，第 332 页。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传》也认为：“‘以苏为鉴’，根
据中国情况走自己的路，是贯穿《论十大关系》的基本思想。”参见《毛泽东传》（四），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年，
第 1446 页。

b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八十年珍贵档案》第 3 卷，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1 年，第 1058 页。
c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八十年珍贵档案》第 3 卷，第 1058 页。
d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八十年珍贵档案》第 3 卷，第 105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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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就定下来的。a1975 年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6 月 8 日上午，他约胡乔木谈话，商量编辑《毛泽

东选集》第五卷等问题。6 月 15 日，他和康生联名致信中央政治局各同志说：“经请示毛主席同意，毛

选五卷的编辑整理工作应继续进行。”“这是全党的一件大事，应当抓紧搞。目前五卷工作的重点，是继

续做好毛主席讲话记录稿的整理工作。原来陈伯达整理的《论十大关系》《谈对立统一》等六篇稿子，

需要重新整理。”毛泽东圈阅同意之后，成立了由康生、邓小平、胡乔木组成的三人工作小组，负责《毛

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编辑工作，胡乔木负责具体工作。在胡乔木的具体主持下，毛泽东两次讲话记录稿

被重新进行综合整理，形成了一个《论十大关系》整理稿。b

1975 年 7 月 9 日，邓小平同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阅读、讨论胡乔木接手重新整理的毛泽东文

稿《论十大关系》后，胡乔木于 7 月 12 日写就《关于〈论十大关系〉整理稿的几点简单说明》，指出：“这

个整理稿是根据主席 1956 年 4 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讲话和 1956 年 5 月在最高国务会议讲话两个

记录稿综合整理的。”说明中列举了整理稿中一些内容和文字上的修改之处。7 月 13 日，邓小平将胡乔

木主持重新整理的《论十大关系》送毛泽东审阅，附送了胡乔木写的“几点简单说明”。邓小平在送审

报告中说：“《论十大关系》稿，已整理好，我看整理得比较成功”，“我们在读改时，一致觉得这篇东西

太重要了，对当前和以后，都有很大的针对性和理论指导意义，对国际（特别是第三世界）的作用也大。

所以，我们有这样的想法：希望早日定稿，定稿后即予公开发表，并作为全国学理论的重要文献。此点，

请考虑。”当天，毛泽东圈阅同意，随后又批示：“可以印发政治局同志阅。暂时不要公开，可以印发全

党讨论，不登报，将来出选集再公开。”7 月 19 日，邓小平批示：“政治局仍定于下礼拜二（廿二日）读

这篇。乔木、李鑫同志参加。”7 月 22 日晚，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读《论十大关系》，胡乔木、李

鑫列席。江青等认为稿子整理得还不够完善，提出一些枝节问题。邓小平回答：主席已看过两次，有什

么问题，待最后付印时再请示。当晚十二时，邓小平致信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报告，刚才在政治局

会议上读了，大家没有修改意见，会上当场拟了一个通知，现送上，请批示。”7 月 23 日，中共中央的

这个通知即发出。通知指出：毛主席 1956 年 4 月《论十大关系》的报告，经过重新整理，主席已经同

意并决定印发全党讨论。主席的这个报告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全党应作为当前理论学习的重

要文件之一。望各级党委注意指导这一文件的学习和讨论。c8 月 5 日，邓小平再一次批示：“《论十大

关系》这套文件，是经过毛主席看过的（一字未改），现退存中办。以后，毛选第五卷定稿一篇，送存一

篇。”d

从上可以看出，第一，1975 年对《论十大关系》的整理是为将其收录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做准备的。这项工作具体是由胡乔木来做的，他整理的依据不是原来陈伯达整理的稿子，而是毛泽东

1965 年 4 月 25 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 5 月 2 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原始讲话记录稿。胡乔木的整

理稿以毛泽东讲话的原始记录为基础，更忠实地体现了其讲话精神。第二，毛泽东对胡乔木整理出来

的《论十大关系》是持肯定态度的。邓小平向毛泽东汇报整理稿的情况后，毛泽东首先是圈阅同意，之

后批示“暂时不要公开，可以印发全党讨论，不登报，将来出选集再公开。”这与对 1965 年整理稿的态

度是不同的。之后，中央政治局集体阅读《论十大关系》，没有提出意见。邓小平再次把这个情况汇报

给毛泽东，并把文件准备印发全党讨论的通知报告给了毛泽东。之后中央向全党发出了通知，说明毛泽

东批准了这个通知，认为这篇文章已经整理得比较成熟了。之后，邓小平批示：“《论十大关系》这套

文件，是经过毛主席看过的（一字未改），现退存中办。以后，毛选第五卷定稿一篇，送存一篇。”这都

a程中原：《邓小平的二十四次谈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注释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年；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 年；
刘金田：《邓小平与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发表》，《党的文献》2007 年第 3 期。这些已有的研究成果对此都有论及。

b刘金田：《邓小平与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发表》，《党的文献》2007 年第 3 期。
c《胡乔木传》编写组编：《邓小平的二十四次谈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年，第 31-32 页。
d刘金田：《邓小平与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发表》，《党的文献》2007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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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毛泽东对胡乔木整理的《论十大关系》是肯定的、满意的，并决定将其收录入《毛泽东选集》第五

卷中。

这个整理稿就是 1976 年 12 月 26 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的版本。此后，《毛泽东选集》

第五卷、《毛泽东著作选读》《毛泽东文集》收录《论十大关系》时，都采用了这一版本。这一版本对

文章主题的表述为：“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

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a 与上述两个版本的表述有了明显的变化。

（三）1975 年版本《论十大关系》题解的变化

值得注意的是，1975 年版本《论十大关系》一文，除了 1976 年 12 月 26 日在《人民日报》公

开发表外，后来还被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毛泽东文集》第七卷。

但在收录入不同地方的时候，该文的题解却并不一致。题解是对一篇文章主题很好的脚注，题解的变化

也势必会影响到对《论十大关系》一文主题的理解。

这篇文章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和在收录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时的题解是完全一致的，即：“这

是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同志在这篇讲话中，以苏联的经验为鉴戒，

总结了我国的经验，论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十大关系，提出了适合我国情况的多快好

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基本思想。”b 这两个题解都认为，《论十大关系》这篇文章提出了多快好省

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基本思想，而这条总路线是适合中国国情的。这与文章本身对主题的表述存在

较大的差异。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这与 1978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我们党对总路线的评价和判断有

关。“文革”结束后，党的十一大召开，虽然纠正了“文革”当中的许多错误做法，但对阶级斗争和社

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当时仍然持肯定的态度，所以才会出现题解和文章本身表述的主题不一致的情况。

但在收入《毛泽东著作选读》和《毛泽东文集》时，文章的题解发生了与之前题解较大的变化。为

什么会发生这种变化？这是因为 1978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1981 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

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后，党对自身在建国后的这一段历史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对社会

主义建设时期的总路线有了更加客观的认识和评价。

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收录了《论十大关系》一文，文章的题解是：“这

是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在这篇讲话中，以苏联的经验为鉴戒，总结了我国的

经验，提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基本方针，对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进行了初步的探索。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了这个讲话，四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就讨论情况作总结

发言。在这个发言中，毛泽东提出：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们的

方针。”c

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的《毛泽东文集》第七卷收录了《论十大关系》，该文题解是：“这是毛泽东

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这次会议于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在北京召开，各省、市、

自治区党委书记也参加了会议。这篇讲话，以苏联的经验为鉴戒，总结了中国的经验，提出了调动一切

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基本方针，对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初步的探索。中

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了这个讲话，四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就讨论情况作总结讲话。他在总结讲话中

提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d 这与收录入

a《论十大关系》（1956 年 4 月 25 日），《人民日报》1976 年 12 月 26 日。
b参见《论十大关系》，《人民日报》1976 年 12 月 26 日；《毛泽东选集》第 5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年，

第 267 页。
c《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 268 页。
d《毛泽东文集》第 7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 2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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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著作选读》时的题解，文字表述虽然略有不同，但基本意思一致。

这两个题解都认为，《论十大关系》以苏为鉴，总结中国的经验，提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

主义事业服务的基本方针，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初步探索。这与前文中的两个题

解认为该文提出了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观点有着很大的差别。但是客观来讲，这两个题解

和文章本身的主题是符合的。题解的变化明显受到了时代的影响。

综上所述，在目前能看到的《论十大关系》的几个版本里，该文的主题有两种表述：第一种，《中

国共产党八十年珍贵档案》收录的《论十大关系》记录稿首页，1965 年作为中央文件下发的《论十大

关系》，对于该文主题的表述是一致的——“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第

二种，1976 年 12 月 26 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的《论十大关系》，收录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毛

泽东著作选读》《毛泽东文集》中的《论十大关系》是同一个版本，都是 1975 年经胡乔木整理、毛泽东

审阅定下来的版本。这个版本的《论十大关系》对该文主题的表述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

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同一篇文章的主题为什么会有不同的界定？究竟应该采取哪一种说法？原因是什么？这是本文要进

一步讨论的问题。

二、《论十大关系》主题的界定

如本文开始所述，有学者认为该文主题是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有学者认为该文主题是调动国

内外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并且在改革开放前后的不同历史时期，即使是该文的同

一版本，题解部分对其主题的表述也不一样。多年以后尘埃落定，回看该文的主题，笔者认为该文的主

题应该采用“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

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这一表述。

有学者认为《论十大关系》一文的主题是“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a 其重要的依据就是：

“从《论十大关系》到‘大跃进’，就毛泽东本人而言，思想恰恰有其内在的关联，这就是他的‘多快好

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正因为如此，1956 年《论十大关系》发表后党内一些领导人倡导的反冒进，

毛泽东并不赞同，而且在 1956 年 11 月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在讲话中对反冒进明显表现出不

以为然。”反右派斗争后，“在 1957 年 9 月召开的扩大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对反冒进作了措

辞相当严厉的批评，认为反冒进扫掉了多、快、好、省，扫掉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还扫掉了促进委

员会，并且强调‘我们总的方针，总是要促进的’。众所周知，‘大跃进’运动就是在对反冒进的批评中

一步步地发动起来的。”“从《论十大关系》前后毛泽东的思想看，他其实就是试图走出一条比苏联更好

更快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他后来发动‘大跃进’也是秉持着这样的指导思想。”b 可以说 1956 年社会

主义改造完成之后，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毛泽东的头脑中一直存在着求快的思想，这是不容否

认的，但是不知是否就可以据此说《论十大关系》一文的主题就是“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显然

这样来推论是不恰当的，理由如下。

（一）毛泽东“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思想的一贯性，并不能说明《论十大关系》的主题就是“多

快好省”

不容否定，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毛泽东的头脑中一直有着“多快好省”这根弦，他对

1956 年刘少奇、周恩来等人的反冒进是不满的，但是一直隐忍，直到 1958 年初的南宁会议、成都会议

a罗平汉在《〈论十大关系〉几个问题的探讨》（《安徽史学》2016 年第 3 期）一文中认为：“对于《论十大关系》
基本思想，毛泽东在报告的开头就明确提出‘最近两个月来，政治局分别听取了中央的经济、财政三十四个部门的工作
汇报，交换了一些意见，政治局又讨论了几次，综合起来，有十个问题，十个矛盾。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为着一个目
的，为着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动员一切可用的力量，来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也就是说该文认为《论十大
关系》主题应该采用 1965 年版本的说法。

b罗平汉：《〈论十大关系〉几个问题的探讨》，《安徽史学》2016 年第 3 期。



-48-

才进行了回击。a 此后又提出了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的总路线。这一点

既是历史事实，也是得到学界认可的。但是笔者认为，不能因为毛泽东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一

直有着“多快好省”的思想，从而就认定《论十大关系》一文的主题是“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这还要回到《论十大关系》一文的文本来看。b 按照中央的分工，刘少奇负责中共八大的政治报告，

为了做好这个报告，刘少奇召集国务院各部门进行工作汇报。毛泽东得知后非常感兴趣，让薄一波帮他

安排各部委向他汇报。从 1956 年 2 月 14 日至 4 月 24 日，毛泽东听取了国务院 34 个部门还有国家计委

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汇报，《论十大关系》就是毛泽东听取汇报的直接成果。毛泽东后来自己回忆

说：“那个十大关系怎么出来的呢？我在北京经过一个半月，每天谈一个部，找了三十四个部的同志谈话，

逐渐形成了那个十条。如果没有那些人谈话，那个十大关系怎么会形成呢？不可能形成。”c

中央文献研究室主编的《毛泽东传》这样描述毛泽东听取汇报的情况：“在紧张疲劳的状态下，毛

泽东度过了这难得又十分重要的四十三个日日夜夜。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几乎每天都是‘床上地下，地

下床上’。一起床，就开始听汇报。每次都是四五个小时。地点在中南海颐年堂。周恩来除个别时候因

事请假外，每次都来，刘少奇、陈云、邓小平有时也来参加。他们时而插话，发表意见。各部事先把汇

报写成书面材料送给毛泽东。毛泽东听口头汇报时，不断插话，提出问题，发表意见，进行评论。从毛

泽东发表的意见和评论中，可以看出《论十大关系》形成的思想轨迹，可以看出他对社会主义建设问题

的一些思考和见解。为了听汇报，毛泽东还不得不改变长期养成的夜间工作的习惯。”d 可以看出，

在《论十大关系》形成的过程中，毛泽东的主要精力集中在了解中国的国情、调查研究、思考在中国如

何建设社会主义。

在毛泽东听取汇报的过程中，世界历史上发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苏共二十大。苏共二十大批评了

斯大林的错误，暴露了苏联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这对于同一时期正在思考中国如

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毛泽东来说，无疑是十分重要的，正如他自己在《论十大关系》中所说：“特别值得

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

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e 苏联方面建设

社会主义过程中所犯错误的暴露，使毛泽东在思考如何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时不得不考虑吸取苏联在这

方面所犯错误的教训。

结合国际国内两个方面的因素，再统观《论十大关系》这篇文章，明显可以看出在这篇报告中，毛

泽东的核心思想就是以苏联的经验为借鉴，试图找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并没有体

现出其“多快好省”的思想。用《论十大关系》中的话来讲：“我们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外、国内国外的

一切积极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f

正如《毛泽东传》的评价：“这就是《论十大关系》的基本方针，这就是毛泽东关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的根本指导思想。”g 毛泽东后来也自己评价说：“一九五六年四月的《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我们自己

的建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h 他在《十年总结》中

也说：“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但从一九五六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

a1956 年前后，毛泽东在“多快好省”这个问题上的一致性，有许多论著都有论述。中央文献研究室出版的《毛
泽东传》、林蕴晖的著作中都有提及。

b这里依据的《论十大关系》的文本是《毛泽东文集》第 7 卷中的版本。
c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 年 2 月 18 日。
d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四），第 1433 页。
e《毛泽东文集》第 7 卷，第 23 页。
f《毛泽东文集》第 7 卷，第 44 页。
g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四），第 1448 页。
h《毛泽东文集》第 7 卷，第 369-37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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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a

有学者虽然认为《论十大关系》的主题是“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但是在文章中也自相矛盾

地指出：“由此可见，毛泽东这篇报告的核心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中国已经跨进社会主义的

情况下，如何避免苏联在建设问题上走过的弯路，加快中国经济发展，走出一条有别于苏联的社会主义

建设道路。其中所论及的前五个是经济关系，后五个是政治关系，毛泽东之所以强调要处理好这些关系，

正如他在报告最后所说的那样：‘总之，我们要调动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因素，间接的因素，直接

的积极因素，间接的积极因素，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b

回顾 1956 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在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不可否认，在毛泽东的头

脑中一直存在着“多快好省”的想法，这与他们那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急于改变中国的面貌以及在社会主

义建设方面经验不足都有着很大的关系。具体到《论十大关系》这篇报告的形成，我们可以看出这一时

期毛泽东思考的核心问题是以苏联的经验为借鉴，走出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不再重蹈苏联

的覆辙，不再犯苏联所犯的错误，并没有体现其头脑中一贯的“多快好省”的思想。因此不能因为毛泽

东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一贯主张“多快好省”，就认为《论十大关系》一文的主题也是“多快好省地

建设社会主义”。

（二）中共八大主题的改变，间接证明《论十大关系》的主题不是“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中共八大的指导思想原本是反对右倾保守思想。毛泽东反对右倾保守的思想，体现了其“多快好省”

的思想，或者说就是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思想另外一个侧面的表现。但是毛泽东调查研究的结果，

特别是《论十大关系》报告的出台，改变了中共八大的指导思想。

1955 年 7 月，在农业合作化的速度问题上，毛泽东和时任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的邓子恢发生了争

论。这场争论使毛泽东得出各行各业都存在“右倾保守”的结论。1955 年 11 月 30 日、12 月 1 日，毛

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要求继续在各项工作中反对右倾保守思想，提前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1955
年 12 月 27 日，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中，提出了要在各行业中反对“右倾保守”

思想。毛泽东说：“现在提到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问题，已经不是批判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速度的右

倾保守思想的问题，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现在的问题，不是在这些方面，而是在其他方面。这里

有农业的生产，工业（包括国营、公私合营和合作社）和手工业的生产，工业和交通运输的基本建设的

规模和速度，商业同其他经济部门的配合，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同各种经济事业的配合等等方

面。在这些方面，都是存在着对情况估计不足的缺点的，都应当加以批判和克服，使之适应整个情况

的发展……但是现在的问题，还是右倾保守思想在许多方面作怪，使许多方面的工作不能适应客观的发

展。现在的问题是经过努力本来可以做到的事情，却有许多人认为做不到。因此，不断地批判那些确实

存在的右倾保守思想，就有完全的必要了。”c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于 1955 年 12 月 5 日召集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参加座谈会。到会的

包括在京的中共中央委员、中央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共 100 余人。刘少奇主持会

议，传达毛泽东关于准备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意见，即：八大的中心思想是要反对右倾思想，

反对保守主义，提早完成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要保证 15 年的同时争取 15 年以前超

额完成。刘少奇提出：要全党准备八大，迎接八大，使八大开好，使八大的准备工作和各地方各部门的

工作结合起来。d 周恩来在 1956 年 1 月举行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也传达了这个精神。他说：“党中央

决定，把反右倾保守思想作为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中心问题，要求全党在一切工作部门中开展这

a《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9 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年，第 213 页。
b罗平汉：《〈论十大关系〉几个问题的探讨》，《安徽史学》2016 年第 3 期。
c《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5 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 年，第 486-487 页。
d《刘少奇年谱》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年，第 37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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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斗争。”a

此后，刘少奇为起草中共八大的政治报告，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同时，毛泽东也做了大量的调

查研究，正是在调查研究的过程中，毛泽东逐步改变了中共八大的指导思想。“正是在这次漫长的调

查研究基础上，经过中央政治局的多次讨论，形成了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共中央对召开八

大的指导思想，也由原来反对右倾保守的套子里走了出来，转向对走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

索。”b 中央文献研究室主编的《刘少奇传》也指出：“此后不久，刘少奇在多次谈话中指出：要强调总

结我们自己的经验，用我们自己的经验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不能照抄人家的。任何外国经验只能用作

参考，决定问题必须从本国的具体情况出发。任何外国的经验，包括苏联的经验，可以加以改变而不能

死搬。他又说：社会主义制度也有它的缺点，必须不断改进，使它更完善，更适合于各民族经济和社会

的情况。把任何一个制度绝对化是不妥当的。”c

当年参与中共八大报告起草工作的邓力群也回忆说：“刘少奇非常推崇毛主席关于十大关系的讲话。

当天晚上听了主席的讲话，把我和陈伯达找去，说：毛主席听了各部委的汇报以后，在政治局常委会上

讲了一篇话，讲十大关系，讲得非常好。少奇同志说：这十大关系就可以作为八大报告的总纲。八大报

告就把这个作为纲要，体现了主席讲的十大关系。”d

1958 年 5 月，刘少奇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的政治报告中也说：“同年四月，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中央

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做了关于‘十大关系’的报告”，“这个报告的总的精神，就是要把一切积极因素都调

动起来，把一切可用的力量都调动起来，为尽快地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工作报告，就是根据毛泽东同志关于处理十大关系的

方针政策而提出的。”e

如果《论十大关系》的主题是“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那就和原定中共八大指导思想“反对

右倾保守”没有多大差别，也就谈不上八大指导思想的改变。但刘少奇等人都指出中共八大的指导思想

以《论十大关系》为指导，中共八大的指导思想发生了变化，这也从侧面说明，《论十大关系》的主题

并不是“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而是以苏联的经验为借鉴，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探索适合

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也从侧面回答了为什么中共八大决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没有得到很好的

贯彻落实，很快就中断了，因为这些思想路线并没有体现毛泽东一贯要求的“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的思想。后来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是“反反冒进”的，是主张多快好省的。

（三）《论十大关系》长期不能公开发表，也证明其并没有体现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上一贯的“多

快好省思想” 

《论十大关系》一文，命运颇为坎坷，一直到 1975 年才最终定稿，1976 年 12 月 26 日首次在《人

民日报》公开发表。对于《论十大关系》一文长期没有发表的原因，学界有着众多的解释，但是笔者认

为其没有体现毛泽东一贯要求的“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是其被毛泽东屡次阻止公开发表

的重要原因。

1965 年 12 月 15 日，刘少奇为印发毛泽东《论十大关系》一文致信毛泽东：“‘主席：此件我又看

了一遍，觉得对于一些基本问题说得很好，对现在的工作仍有很重要的指导作用。建议将此件作为内部

文件发给县、团级以上各级党委学习。昨日见主席时，主席已同意这样。望主席再看一遍，并批交小平、

a《周恩来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年，第 159 页。
b林蕴晖：《刘少奇与毛泽东在建国初年》，《国史札记·人物篇》，北京：东方出版中心，2012 年，第 101 页。
c金冲及、陈群主编：《刘少奇传》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 年，第 723-724 页。
d《邓力群自述（1915—1974）》，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年，第 267 页。
e刘少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1958 年 5 月 5 日），《建国以

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11 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 年，第 259-26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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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真办理。’经毛泽东同意，《论十大关系》一文于二十七日印发县、团级以上党委。”a 但该文件同时指

出：“这个文件是当时讲话的一篇记录稿，毛泽东同志最近看了后，觉得还不大满意，同意下发征求意见。

请各级党委对文件的内容提出意见，汇总报告中央，以为将来修改时参考。”同时特别标明：“不登党刊。”

1975 年年初邓小平复出，组织胡乔木等人对《论十大关系》讲话稿进行了重新整理。整理好之后，

在当年 7 月 13 日报送毛泽东。当天毛泽东圈阅同意，随后又批示：“可以印发政治局同志阅，暂时不要

公开，可以印发全党讨论，不登报，将来出选集再公开。”b

毛泽东很长时间不同意《论十大关系》一文发表，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他对整理稿不满意的因素，

但是更重要的原因恐怕还是他认为《论十大关系》一文并没有很好体现其“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的思想。从对农业合作化速度问题上和邓子恢的争论开始，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在毛泽东的头脑中

一直有着“多快好省”这根弦，对 1956 年刘少奇、周恩来等人的反冒进，毛泽东其实是不满意的，但

是当时党内的民主氛围还比较好，再加上其他的原因，毛泽东暂时没有表示反对意见。反右派斗争之后，

毛泽东对当年的“反冒进”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在他的倡导下，酝酿出来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

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之后才有了“大跃进”。虽然后来出现了问题，进行了调整，但是

毛泽东在建设社会主义的速度问题上，一直认为应该保持一种“跃进”的势头，这终其一生是不变的。

这就是为什么在 1965 年刘少奇主张发表《论十大关系》，但是毛泽东却不主张发表的深层次原因。

而在 1975 年“文革”期间，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出现了种种问题，回看《论十大关系》所提出的调动

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来建设社会主义，有着深层次的积极意义。毛泽东在某种程度上也意识到自己的错

误，这也是为什么此时毛泽东同意发表这篇文章的原因。

（四）界定《论十大关系》的主题应该依据公开发表的版本

此外，界定一篇文章的主题，毫无疑问应该依据公开出版发行的版本。就《论十大关系》这篇文

章而言，目前能够看到的三个版本，1976 年 12 月 26 日《人民日报》刊出的版本是《论十大关系》唯一、

公开的版本。

中央档案馆编印的《中国共产党八十年珍贵档案》仅收录了《论十大关系》记录稿首页，当然不是

公开发行的版本。1965 年作为中央文件的《论十大关系》，只是下发到县、团级以上党委学习，并且文

件还特意注明：“这个文件是当时讲话的一篇记录稿，毛泽东同志最近看了后，觉得还不大满意，同意

下发征求意见。请各级党委对文件的内容提出意见，汇总报告中央，以为将来修改时参考。”显然这个

版本的《论十大关系》也不是公开发行的版本，并且毛泽东明确表示对这个版本的内容不满意。这两个

版本的《论十大关系》显然不能作为界定其主题的依据，唯一的依据应该是公开的版本。

仔细比对公开版本和能看到的另外两个版本，关于文章主题的核心词句，都处于文章开头的第二自

然段。在这个关键内容上，公开版本和另外两个版本有着明显的差别。但有学者判断这篇文章的主题，

依据的却是 1965 年版本的内容。c 笔者认为这样是不合适的。因为公开发行的、被毛泽东认可的版本

里面，这一段话的关键内容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修改为：“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

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d

a《刘少奇年谱》下卷，第 630 页。
b《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年，第 68 页。
c“对于《论十大关系》基本思想，毛泽东在报告的开头就明确提出：‘最近两个月来，政治局分别听取了中央的

经济、财政三十四个部门的工作汇报，交换了一些意见，政治局又讨论了几次，综合起来，有十个问题，十个矛盾。提
出这十个问题，都是为着一个目的，为着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动员一切可用的力量，来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
义。’”并且作者在注释里还明确说：“目前能看到《论十大关系》有两个版本，一是 1965 年作为中央文件发表的版本；
一是 1976 年 12 月 26 日由《人民日报》公开发表的版本，收入 1977 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 5 卷和 1999 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 7 卷是该版本。这两个版本的内容有所不同，这一段话来自于 1965 年的版本。”罗平汉：《〈论十大关系〉
几个问题的探讨》，《安徽史学》2016 年第 3 期。

d《毛泽东文集》第 7 卷，第 2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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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语

不可否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三大改造完成后，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上，毛泽东的头

脑中一直存在着“多快好省”的思想。他之所以有这种思想，和当时中国一穷二白的基本国情有关，和

毛泽东那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立志于早日把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强国的志向有关。但是 1956 年中共八

大召开前后，毛泽东在一个多月调查研究的过程中，其主要的精力无疑是放在了如何避免苏联在社会主

义建设中的错误，走出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一段时间调研和思考的结晶，就是《论十大关

系》。《毛泽东传》对《论十大关系》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论十大关系》的发表，标志着毛泽东对中国

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开始形成一个初步的然而又是比较系统的思路。”a如果按照这个思路一直走下

去，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可能会搞得更好。《论十大关系》确实标志着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良好开端。

但是在后来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毛泽东很快回到了他惯有的思路上来，依靠政治运动、群众运

动来鼓干劲，“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所以他 1956 年的思想和 1958 年发动“大跃进”的思想有着

一贯性，这也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但这并不能否认《论十大关系》所标志的良好开端，也正是因为毛泽

东本人在建设社会主义思想上的一贯性，才导致了以《论十大关系》为标志的良好开端的中断。而并不

是有学者认为的“由此可见，在快速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1956 年和 1958 年毛泽东的思想认识是一致

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指导下的‘大跃进’运动，并不是《论十大关系》所标志的‘良好开端’的中

断，而恰恰是其‘多快好省’建设思想的具体实践。”b

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中国自己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历程历尽坎坷，1956 年《论十大关系》的发表不

能不说是良好开端。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中国自己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无疑打下了毛泽东个人深深

的印记。这一探索的初步结晶，是毛泽东集中精力、排除外部因素干扰、借鉴苏联经验、集中进行理论

探索的结果。这样的探索毕竟是初步的，虽然比较系统，但只是一个思路性质的。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实

践中，在那种集中进行理论探索的环境消失以后，重新回到如火如荼的生动的社会主义实践的过程中，

毛泽东很容易以其惯有的思维来指导社会主义实践。就像在一个人的一生当中，其整体来说对某件事情

有个思考，但是在执行的过程中，外部环境发生变化，会短暂地改变其原有的想法，一旦这种外部环境

消失，他又恢复其原有的思考、思路，这也是正常的现象。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共八大的指导思想贯彻

了《论十大关系》的主要内容，但是 1958 年毛泽东就发动了“大跃进”，这个刚刚开始的良好开端就中

断了。

我们不能因为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出现了这样或者那样的错误，就否定

1956 年曾经有一个以《论十大关系》为标志的良好开端。《论十大关系》所提出的“调动国内外一切积

极因素”来建设社会主义的思路和主张，不应该因中共以及毛泽东本人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出现

的错误或者波折而被泯灭掉，反而值得人们倍加珍惜。这一正确的初步探索出现和实践的时间都很短，

但不能掩盖其在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和历史地位，也不能掩盖

其自身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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