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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乔木与“八大”党章的修改及党章报告的起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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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1956 年 9 月 26 日党的八大上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是建国后中国共产党制定的第一部党章，

党在执政后面临的一系列形势和任务的变化，都在“八大”党章中得到充分体现和贯彻。修改党章的工作是从

1955 年 9 月开始的。作为修改党章和修改党章报告起草委员会成员，胡乔木全程承担了修改党章和起草党章报

告的任务，先后多次出席中央会议。按照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等的指示，会议广泛征求意见和讨论意见，对党章

进行了多次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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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乔木参与修改党章和关于修改党章报告的起

草，比参与修改八大政治报告要早些。这项工程在

举行七届六中全会之前就开始了。
1955 年 9 月 5 日，胡乔木出席了在中南海西楼

会议室召开的讨论修改党章问题的会议。会议开了

一天。9 月 10 日下午，主持修改党章和修改党章报

告起草委员会的邓小平召集会议，讨论修改党章问

题。14 日上午继续开会。会上确定，先由该委员会

成员胡乔木起草《中国共产党章程》。

七届六中全会开过一个星期多一点，10 月 20

日，胡乔木就完成了《中国共产党章程( 初稿) 》，即

党章第一次修改稿。此稿共分十章 78 条，只有条文

部分，党纲部分注明“暂缺”。当天，邓小平批示，印

发十余份给有关同志。①

1956 年 2 月 6 日上午，邓小平在中南海西楼会

议室召开中央秘书长会议，讨论关于起草修改党章

报告问题。这个报告的起草任务还是交给了胡乔

木。不过，要起草这个报告，首先要把党章修改完

成。所以，在此后的五六个月里，主要精力还是花在

修改党章上面。
4 月 2 日上午，胡乔木出席邓小平在中南海西

楼会议室主持召集的中央秘书长会议，讨论修改

《中国共产党章程( 初稿) 》。在此前后，吸取中央政

治局委员和几位领导同志的修改意见后，胡乔木在

陈伯达的初稿上修改了《党章“总纲”( 初稿) 》，于 3

月 30 日致函杨尚昆:“初稿送上，很不放心，希望先

印发秘书长会议各同志，待修改后再送书记处，可

否?”31 日，中央机要室即铅印 20 份分发。

胡乔木又在其上作了十余处重要修改。第一句

关于党的性质，改写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

级的有组织的先进部队，是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工

人、农民和其他劳动者按照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和

共产主义的目的组织起来的。”在思想方面，在坚持

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之外，加上:“中国共产党根

据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主张批判地接受本国的和

外国的一切文化遗产和革命经验。”关于党的任务，

指出:“中国共产党目前在发展生产方面的中心任

务，就是尽可能迅速地实现国家工业化，有系统地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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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使中国具有强大的现代

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

代化的国防。在讲党必须不倦地巩固我国的人民民

主专政这一段中，胡乔木加上了:“中国共产党必须

为我国民主生活的更加发展，民主制度的更加完善

而斗争。”他的修改强调: “必须不断地发扬党的工

作中的群众路线的传统”，每一个党员“都必须全心

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倾听人民群众的意见，注意了解

和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同时又强调: “党是工人

阶级的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党必须努力在我们国

家的生活的一切方面发挥它的正确的领导作用和核

心作用，而反对任何降低党的作用和削弱党的统一

的分散主义倾向。”
4 月 10 日，胡乔木又对“总纲”作了若干修改，

印出党章的“第二次修改稿”。4 月 12 日，胡乔木改

完党章具体内容，由 78 条改为 72 条，对第六章“党

的基层组织”作了较多修改。胡乔木写便条交杨尚

昆“请酌办”。中央办公厅即铅印三百份，分发讨论

修改。
4 月 13 日、20 日两天上午，胡乔木出席邓小平

在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的中央秘书长会议，讨论修

改党章等问题。4 月 22 日下午，胡乔木出席毛泽东

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讨论党章修改问题。②4 月 23 日上午 9 时至 9 时 40
分，胡乔木出席谭震林召集的讨论党章修改问题的

会议。按会议决定，从 25 日至 28 日，修改党章委员

会每天上午连续开会，讨论修改党章。4 月 28 日，

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

特别讲了修改党章问题，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党委

进行讨论，征求修改意见。他提出，新党章应充分体

现纪律性和创造性，体现群众路线。还提出关于副

主席设一个还是几个、是否设常任代表的问题，请大

家讨论。4 月 29 日上午，胡乔木出席邓小平在中南

海勤政殿主持召开的各省市委书记会议，向到会者

介绍有关修改党章的问题。4 月 30 日，印发了党章

的“第三次修改稿”。5 月 3 日至 5 日，胡乔木出席

邓小平在中南海西楼主持的讨论修改党章的会议。

经过讨论吸收意见后，胡乔木于 5 月 10 日修改

出了党章“第四次修改稿”，写批语交代:“今天下午

印出，发 政 治 局 会 议 各 同 志 和 全 体 中 委、候 补 中

委。”邓小平于 5 月 14 日上午召开会议对这一稿进

行讨论，一直讨论到下午一点半才散会。接着，17

日下午，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修改

党章问题; 19 日上午，邓小平在西楼会议室召开会

议专门讨论党章的总纲部分; 紧接着，刘少奇又主持

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党章草案。

胡乔木等经过将近十天的修改，形成了一个比

较成熟的党章修改稿。5 月 19 日，胡乔木在《中国

共产党党章》题下，加括号注明: “第五次修改稿，根

据中央政治局会议 5 月 17 日和 19 日的讨论修改”。

胡乔木于 5 月 20 日批:“照此付印，发给参加会议各

同志，同时用第四次稿将修改的地方用红笔改出几

份送主席处。”

此后，胡乔木对 5 月 20 日印发的“第五次修改

稿”又作了若干修改( 主要是关于地方组织和基层

组织) ，于 5 月 22 日由中办机要室印发。原标题下

的说明删去，径称“修改稿”。
5 月 28 日上午 9 时，邓小平召集会议讨论党章

草案的印发问题。当天，邓小平代中央拟的《中央

关于印发党章修改稿交各地方、各单位讨论的通

知》下发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党中央和国家机

关党委，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

党章草案进入广泛征求意见阶段，党章修改报

告的起草问题便提上议事日程。6 月 14 日上午，邓

小平在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的中央秘书长会议上讨

论了这个问题。执笔起草这个报告的任务又交给了

胡乔木。6 月 24 日下午，胡乔木出席了毛泽东在中

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

决定党的八大于 9 月 15 日开幕，要求大会的三个文

件必须在 8 月中旬定稿。

胡乔木于 7 月初写成八大政治报告第一稿( 初

草) 以后，即转入起草修改党章报告。7 月 23 日，胡

乔木在北戴河写成《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 初草) 》

的引言和前四部分。按手稿印出打字稿后，又作了

若干文字修改。前四部分的内容为: 一、从七大以来

革命形势的发展和国家状况的变化，说明修改党章

的根据并概说修改的情况 ( 没有根本原则上的不

同，在具体内容上却有很多改变，其中包括一些带有

原则性的改变) 。二、关于党纲，着重说明“我们党

的群众路线问题”。报告回顾七大以来走过的道

路，说明党章总纲总结了实际斗争的经验，给了群众

路线以更深刻更丰富的内容，包含深刻的理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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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实际意义，并指出由于党成了执政党而具有更重

大的意义。报告用很大篇幅揭露、分析了在这方面

存在的问题，提出“我们必须向这些脱离群众的、官
僚主义的现象进行经常的斗争”。三、关于民主集

中制。说明民主集中制是“群众路线在党内生活中

的应用”，“是我们党的列宁主义的组织原则”。报

告稿总结了 1935 年以来这方面的经验，阐述了党章

草案关于民主集中制中上下级关系问题上新增加的

三个方面的规定，关于党组织集体领导、发扬党内民

主问题以及正确看待领袖对党的作用和反对个人崇

拜的规定。四、关于党的团结和统一。报告稿论述

了党的工作和国家工作的关系，说明应该怎样正确

地发挥自己的领导作用和核心作用。报告稿阐述了

对待党内错误问题上的方针，指出既要纠正党内实

行过火斗争和惩办主义，又要反对包庇姑息的自由

主义态度，为了保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

结和统一，为了及时帮助同志克服缺点，纠正错误，

必须大大发展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
7 月 25 日，邓小平即在北戴河西浴场召开八大

修改党章和修改党章报告起草委员会会议，对党章

和修改党章报告这两个文件进行讨论。从这天到

31 日，除 27 日讨论政治报告起草问题、30 日休息之

外，会议连续开了 5 天。8 月 1 日傍晚，毛泽东在北

戴河东浴场约邓小平谈修改党章问题。此后，8 月 5

日，邓小平将修改党章和修改党章报告起草委员会

讨论设想的中央领导机构设置方案，即党章第三十

七条( 征求意见稿为第三十九条) ，报请毛泽东、刘

少奇、周恩来、朱德核阅。毛泽东作了修改，在“党

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

局的常务委员会和中央书记处，并且选举中央委员

会主席一人、副主席若干人”之后，加上“和总书记

一人”。［1］( P165)

1956 年 8 月 9 日，中共中央发出决定在 8 月 20

日召开七届七中全会的通知。八大文件的起草工作

更加紧张地进行。邓小平和胡乔木等及时地把八大

政治报告修改过程中的一些新想法、新提法，在八大

的新党章和修改党章报告中体现出来。例如，8 月

上旬，毛泽东在 8 月 8 日中办印发的政治报告初稿

第 110 页上讲中国共产党特别需要民主党派的监督

一段文字旁加批语:“首先是阶级的监督，群众的监

督，人民团体的监督。”这一重要思想，在党章草案

的总纲和有关条文中都得到了充分论述，作出了明

确的规定。邓小平后来在一次干部会上回顾说:

“党要受监督，党员要受监督，八大强调了这个问

题。”［2］( P270)

在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中央领导机构的设置方案

后，胡乔木于 8 月 11 日起草成“关于修改党章报

告”的五、六两部分，即“关于党员”、“关于组织机

构”，完成了这个报告的全部起草工作。续完的《关

于修改党章报告》全稿共六部分。胡乔木在“续完”

的稿子上签发: “即打 20 份送邓小平同志分发”。

邓小平收到后作了不少修改。第二天，邓小平批示

“退乔木”。中央办公厅即印成《关于修改党章的报

告( 初草) 》( 一九五六年八月十二日) 。

半个月后，8 月 27 日下午，邓小平在中南海西

楼会议室召开修改党章和修改党章报告起草委员会

会议，讨论这两个文件。邓小平嘱杨尚昆当晚将修

改党章报告初稿送毛泽东审阅。③毛泽东连夜阅改，

在稿子首页上批示: “此件看了一遍，觉得大体可

用。作了些小的修改，请你们酌定。第 23 页批了一

点建议修改的意见，请考虑，许多句子太长，不好读。

我在第 23 页的一段中试增了一些标点。请考虑全

文都增加一些标点。”［3］( P505)

8 月 28 日，胡乔木等即按毛泽东的意见再作一

次修改。当天付印，胡乔木把标题《关于修改党的

章程的报告》( 初草) 改为《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

告》( 修改稿) 。刘少奇看过 8 月 28 日印发的修改

稿后，批道:“退邓小平同志。在第十三页上有一点

改动。”最后，这个报告由邓小平改定。他将“修改

稿”三字删去，注明日期，签上名字: “《关于修改党

的章程的报告》( 一九五六年九月十六日 ) 邓 小

平”。

邓小平、胡乔木等对党章和党章修改报告再作

修改后，印发给 8 月 30 日开始举行的八大预备会议

讨论。
9 月 3 日，各代表团开始讨论，至 5 日讨论结

束。邓小平、胡乔木等听取各代表团的意见又作了

修改。毛泽东于 9 月 10 日晚对两个文件又细细推

敲，晚上十时，写下批语:“即退小平同志: 两件改处

都看过，同意这些修改。我只在党章第三条觉得应

当添三个字，请酌定。”［1］( P165) ，④

9 月 13 日晚上，毛泽东主持中共七届七中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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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全体会议，就修改党章、设立中央机构问题发

表讲话。他说: 党章准备修改，叫做“设副主席若干

人”。中央准备设四位副主席，就是少奇同志、恩来

同志、朱德同志、陈云同志。首先倡议设四位副主席

的是少奇同志。另外，还准备设一个书记处，书记处

的名单没有定，但总书记准备推举邓小平同志。毛

泽东还说明，这样做，我们这个“防风林”就有几道。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样就比较好办。

这对于我们这样的大党，这样的大国，为了国家的安

全，党的安全，恐怕还是多几个人好。［3］( P516)
这是毛

泽东、刘少奇等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也是八大党章

的重要的新内容之一。
1956 年 9 月 16 日下午，邓小平在八大第二次

全体会议上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9 月

26 日，大会全体代表一致通过了新修改的《中国共

产党章程》，一致通过邓小平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的

章程的报告》。
注释:

①据石仲泉、沈正乐、杨先材、韩钢主编: 《中共八大史》，人

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489 页。邓小平批示: 此件请印十

余份发下列同志: 政治局委员、起草小组: 谭震林、李雪峰、

刘澜涛、马明方、安子文、胡乔木。并批: 印后送我三份，原

稿退我。以下叙述修改党章经过，据中央档案馆存档案和

《中共八大史》者，不再加注。

②出席这次会议的有: 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彭德怀、

康生、张闻天、董必武、邓小平、谭震林、李雪峰、宋任穷、胡

乔木、马明方、安子文、杨尚昆。

③杨尚昆当天即送毛泽东。他在印发文件上写道:“主席: 此

稿今日下午起草委员会已作了修改，正重印中，遵小平同志

嘱，特将修改本送上，请审阅。再次压缩明日才能开始。”

④毛泽东在“参加关于党的政策的实际问题的自由的、切实

的讨论”的“实际问题”前面加上了“理论和”三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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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 Qiaomu and the Revision and Report Draft of the Eighth Congress Party Constitution
CHENG Zhongyuan

(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Xicheng，Beijing 100009)

Abstract: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dopted at the Eigh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Party on September 26，1956 is the first Party Constitution enacted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fter the foun-
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series of changes in situations and tasks posed after the Party began to
govern are sufficiently expressed and implemented in the“Eighth Congress”Party Constitution． The revision of the
Party Constitution began on September 1955． As a member of the revision and the revision report draft committee on
the Party Constitution，Hu Qiaomu undertook the task in the entire course of Party Constitution revision and Party
Constitution report draft and attended many Central Committee meetings． According to instructions from Mao Ze-
dong，Liu Shaoqi，Deng Xiaoping and other leaders，and views from meeting discussions and massive solicitation，

he revised the Party Constitution for quite a few times．
Key Words: Hu Qiaomu; revision of the Party Constitution; draft of the report on the Party Constitution

更 正 声 明

由于技术原因，本刊今年第 3 期发表的《延安时期党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的启示》一文作者

有误。该文作者为陈燕楠。特予更正。
本刊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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