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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谈学习党史
■ 王
[摘

颖

要 ] 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过程中，毛泽东十分重视对党史的学习，不仅积极倡导全党

学习党史，而且率先垂范，围绕“为什么要学习党史”“从党史中学习什么”“怎样学习党史”等问题进
行了深入思考，形成了自己独到而深刻的见解，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精神财富。他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的必然要求，“把党的事情办得更好”的现实需要，“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的必
要条件，加强教育、促进党的团结统一的有效途径等方面，阐述了“为什么要学习党史”的问题。在“从
党史中学习什么”方面，毛泽东提出，要以整个党的发展过程作为研究对象；既学习胜利的历史，也学习
失败的历史；把党的伟大精神作为重要学习内容。他还对“怎样学习党史”提出了正确有效的方式方法：
强调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指导，遵照全面的历史的方法；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以
中国做中心”；重视材料的占有、整理和分析；采取“古今中外法”。毛泽东的这些论述和实践，对于今
天我们扎实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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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过程中，毛

然要求。只有深刻了解和掌握中国的国情，才

泽东十分重视对党史的学习，不仅积极倡导全

可能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

党学习党史，而且率先垂范，围绕“为什么要

相结合。而中国的国情既包含现实国情，又包

学习党史”
“从党史中学习什么”
“怎样学习党史”

含历史国情，现实国情是在历史国情的基础上

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形成了自己独到而深

发展来的。如果对中国的历史，特别是对党的

刻的见解，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精神财富。

历史一无所知或一知半解，就不可能真正认识

毛泽东关于学习党史的论述和实践，对于我们

中国的国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只能成为

今天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

一 句 空 话。1938 年 10 月， 毛 泽 东 在 党 的 扩 大

示意义。

的六届六中全会上首次提出了“使马克思主义

一、关于为什么要学习党史

在中国具体化”的任务，并进一步指出学习历
史的重要性：“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

弄清楚学习党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搞明

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

白为什么要学习党史，是真正学好党史的认识

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

前提。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过程中，

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1］

毛泽东注重把学习党史作为推动马克思主义中

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要求，“加强策略

国化、解决现实需要、推动党更好地走向未来

教育与学习党在二十年革命斗争中的丰富经

和教育党员干部的有效途径，并对此作出了一

验”［2］，推动成立由党的高级干部组成的高级

系列重要论述。
（一）学习党史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
然要求
加强党史学习，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

［1］《毛泽东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第 534 页。
［2］《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7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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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组，专门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党的

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4］ 每当取

历史经验，大力倡导全党学习党史。毛泽东深

得重大胜利时，毛泽东都要及时回顾历史、总

刻批判主观主义学风，指出：在马克思列宁主

结经验，目的是应对新的形势和任务，把握前

义的态度下，“就是不要割断历史。不单是懂

进方向，鼓舞士气，继续奋斗。1935 年红军长

得希腊就行了，还要懂得中国；不但要懂得外

征胜利到达陕北时是如此，1945 年抗日战争胜

国革命史，还要懂得中国革命史；不但要懂得

利前夕召开党的七大时是如此，1949 年革命即

［1］

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

。

毛泽东向来主张，“研究问题应该从历史的分
［2］

析开始”

。如果割断历史，就无法把握规律，

将取得全国胜利、新中国即将诞生时更是如此。
在重要的历史转折关头，毛泽东对未来蓝图的
描绘是从总结历史经验开始的。例如，他在党
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两个务必”的要求，

就会迷失前进的方向。
（二）学习党史是“把党的事情办得更好”
的现实需要

并在此后撰写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其
中包含着对中国近百年革命历史和中国共产党

1942 年 3 月 30 日，毛泽东在《如何研究中

领导人民进行艰苦卓绝奋斗历程的深刻总结。

共党史》的讲话中开篇就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

当党的事业在探索中遭遇挫折时，毛泽东

“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

更是特别强调要加强党史学习，把学习党史作

［3］

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

。

为战胜困难、打开局面的一项重要举措。20 世

毛泽东把学习党史直接与党的事业成败联系在

纪 50 年代末 60 年代初，面对“大跃进”、人

一起，是因为党的历史中既有成功经验，也有

民公社化运动带来的许多始料未及的困难和问

失败教训。如果没有把党的历史搞清楚，就会

题，毛泽东强调要把学习党史、总结经验摆在

陷于盲目和被动，就会给党的事业带来难以想

非常突出的地位。1960 年 6 月，经济困难的问

象的损失。所以，只有系统地学习和研究党史，

题大面积暴露出来以后，毛泽东在上海会议期

特别是研究党的历史上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

间写下《十年总结》一文。文章以“找到自己

训，做到“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才可能提

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作为十年历史的线索，

高自觉性和主动性，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

剖析高指标、高速度的根源，重申实事求是的

尽量少走弯路，推进各方面的工作。

原则，指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

毛泽东清醒地看到，马克思主义政党只有

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5］。在谈到这篇文

从总结历史中认识和把握社会发展的规律，才

章时，毛泽东说：“我企图从历史来说明问题，

能在重要关头和重大挑战面前担负起历史重任，

就是讲一点历史，因为不讲历史，就没有说服

成为走在时代前列的先进政党。抗日战争时期，

力。”［6］ 可见，每当党遇到重大历史关头时，

面对严峻复杂的形势，为了使全党切实担负起

总是及时总结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注意从中汲

领导全民族抗战的历史重任，毛泽东号召加强

取智慧和力量，这是党能够攻坚克难、把事业

学习，并把学习历史与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

推向前进的一条宝贵经验。

当前运动的情况相并列。毛泽东指出：“指导
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
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

（三）学习党史是“有所发现，有所发明，
有所创造，有所前进”的必要条件
毛泽东认为，历史不仅仅是对过去的记录，
更是把握现在、走向未来的向导；学习党史不

［1］《毛泽东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第 801 页。

［4］《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533 页。

［2］《毛泽东文集》第 8 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

［5］《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9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第 139 页。

1996 年版，第 216 页。

［3］《毛泽东文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6］《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 4 卷，中央文献

第 399 页。

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42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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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单纯研究党过去的事，主要是要引导党员干

对于共产党人来说，学习党史、总结党的历史

部向前看。他曾说过，“要读历史……读历史

经验是推动党的工作创新发展的必要条件。

［1］

的人，不等于是守旧的人”
就会看到前途”

［2］

，“我们看历史，

（四）学习党史是加强教育、促进党的团
结统一的有效途径

。

毛泽东在研究和总结党的历史过程中特别

毛泽东十分重视党史的育人功能。他多次

注意进行理论创新。这是他领导中国革命和建

强调，“只有讲历史才能说服人”［5］，“拿历

设的一个显著特点。延安时期，毛泽东运用马

史来教育最有效力了”［6］。毛泽东认为，学习

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大革命失败

党史是纠正党内错误思想，提高党员干部贯彻

以后党内存在的各种错误倾向和中国革命的经

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自觉性，促进党的团

验教训，进行全面系统的理论思考和概括，发

结统一的有效方法。1939 年，他在《〈共产党人〉

表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

发刊词》中指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

《矛盾论》《〈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

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理解，集中十八

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重要著

年的经验和当前的新鲜经验传达到全党，使党

作。这些著作不仅准确回答了当时抗日时局提

铁一样地巩固起来，而避免历史上曾经犯过的

出的种种问题，科学论述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

错误——这就是我们的任务。”［7］ 在编辑《六

命阶段和未来建设新中国的一系列根本问题，

大以来》的过程中，毛泽东看到许多他过去没

而且深刻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

有看到的材料，深感教条主义对中国革命的严

主张，为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夺取新民主主义

重危害。他指出，总结过去的经验，对于犯错

革命的胜利指明了方向。这些重要理论创新成

误的人和没有犯错误的人都是一种教育。了解

果不是凭空产生的，“都是革命经验的总结”。

过去的错误，可以使今后不再犯重复的错误。［8］

毛泽东后来深有感触地说：“那些论文和文件，

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花了很大精力领

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产生，在以前不可能，因

导党的高、中级干部集中学习党的六大以来的

为没有经过大风大浪，没有两次胜利和两次失

重要文件，研究党的历史，检讨历史上的路线

败的比较，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还不能充分认

是非，克服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等错误思想。

识中国革命的规律。”

［3］

他亲自主持起草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毛泽东还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高度看待

对党内若干重大的历史问题作出正确的结论，

总结历史经验，指出这是实现创新的必由之路。

使全党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对中国民主革命基

1964 年，他在审阅周恩来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

本问题的认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达到一

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草稿时，加写了这样一

致，为党的七大的胜利召开奠定了坚实基础。

段文字：“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

正如毛泽东所说，通过学习党史，“使我们对

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

今天的路线和政策有更好的认识，使工作做得

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

更好，更有进步”［9］。

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

毛泽东认为，学习党史对于继承和发扬党

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
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4］
在毛泽东看来，历史是打开未来大门的钥匙。

［5］《毛泽东文集》第 8 卷，第 276 页。
［6］ 《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
江泽民、胡锦涛关于学习和总结历史的论语》，
《党的文献》

［1］《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 3 卷，中央文献

2007 年第 5 期。

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290 页。

［7］《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614 页。

［2］《毛泽东文集》第 8 卷，第 385 页。

［8］ 参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中卷，

［3］《毛泽东文集》第 8 卷，第 299 页。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238 页。

［4］《毛泽东文集》第 8 卷，第 325 页。

［9］《毛泽东文集》第 2 卷，第 40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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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1936

毛泽东强调，我们必须完整地系统地研究

年 12 月，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

党的整个发展历程。这是因为，只有在党的整

指出：“中国共产党以自己艰苦奋斗的经历，

个发展过程中，才能发现党的历史发展的规律

以几十万英勇党员和几万英勇干部的流血牺

性。如果只了解某个阶段，而不研究党的历史

牲，在全民族几万万人中间起了伟大的教育作

的全部，就难以全面地揭示党的历史发展的规

用。”

［1］

1959 年，毛泽东重回井冈山时指示：

律性。而且如果不把党的某个阶段放到党的整

安排有关同志分批参观井冈山，让年轻人增加

个发展过程中去考察，我们也不可能把这个阶

些历史知识。

［2］

他要求发挥革命纪念地的宣传

作用，加强党的历史教育。毛泽东也把学习党

段的历史真正认识清楚，得出的结论很可能是
主观的、片面的。

史、总结经验作为增强党员干部必胜信念的切

研究党的整个发展过程，最重要的是“要

实手段。他认为，只有“对历史经验进行了总

把党的路线政策的历史发展搞清楚”［5］。中国

结，对当前的形势和前途都有明确的认识”，

共产党人学习党史、总结历史经验的主要目的，

全党同志才能有“巩固的信心”。

［3］

在毛泽东

是制定出一条正确的路线和相应的方针政策，

的大力倡导和推动下，用党的历史来教育党员，

带领人民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其中要重点研

成为党的建设中的一条成功经验和优良传统。

究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特别是在重要历史转折关

二、关于从党史中学习什么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波澜壮阔、灿烂辉煌，
也充满艰险、有过曲折，其中蕴含着无穷的智
慧和力量，值得深刻领悟和学习。关于要从党
史中学什么，毛泽东作出过深刻论述，即要学
习党的光辉历程，党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以及党

头制定的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实施的
效果。只有系统研究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才能准确抓住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
本质，才能把握住历史规律。
（二）“不仅要研究胜利的历史，也还要
研究失败的历史”
党史学习必须紧紧围绕党的基本经验展开。
毛泽东进一步指出：“研究中国党的历史，不

的伟大精神等。
（一）“用整个党的发展过程做我们研究

仅要研究胜利的历史，也还要研究失败的历史。
只有经过很多痛苦，才能取得经验。不要把错

的对象”
党的光辉历程是党史学习的基本对象。它

误认为单纯是一种耻辱，要看作同时是一种财

可以划分为若干阶段，每个阶段又有许多具体

产；不能说错误路线没有用处，它是有很大的

的事件和人物，包含很多细节。是孤立地去看

教育意义的。”［6］

待这些具体的历史阶段、个别的细节，还是把

毛泽东认为，成功的经验固然是宝贵的，

党的发展过程作为一个整体去研究呢？毛泽东

是值得认真总结的，但失败的教训对于党走向

作出明确回答：“我们是用整个党的发展过程

成熟也是至关重要的。实际上，“错误往往是

做我们研究的对象，进行客观的研究，不是只

正确的先导”［7］。他辩证地看待王明的“左”

研究哪一步，而是研究全部；不是研究个别细节，

倾教条主义错误，一方面指出其给中国革命造

而是研究路线和政策。”

［4］

成了巨大损失，另一方面指出其对我们也有帮
助，教育了党，教育了人民，使人少走弯路。［8］

［1］《毛泽东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毛泽东认为，错误是难以完全避免的，对待错

第 184-185 页。
［2］ 参见《毛泽东用史评忆——一些亲历者的文章和谈

［5］《毛泽东文集》第 2 卷，第 399 页。

话摘登》，《党的文献》2007 年第 6 期。

［6］《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 4 卷，第 607 页。

［3］《毛泽东文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

［7］《毛泽东文集》第 8 卷，第 326 页。

第 435 页。

［8］ 参见 《毛泽东文集》第 7 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

［4］ 《毛泽东文集》第 2 卷，第 399 页。

版，第 64-6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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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的正确态度是吸取教训，迅速彻底地改正，

只要我们这样干了，就不会脱离群众。”［3］ 他

使工作有更大进步。据曾担任毛泽东俄文翻译

还讲了解放战争时期的一个真实的故事：“锦

的师哲回忆，1956 年，毛泽东在会见米高扬，

州那个地方出苹果，辽西战役的时候，正是秋天，

谈到“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给党带来的危害和

老百姓家里很多苹果，我们战士一个都不去拿”，

损失时指出：这些教训和经验是不能不予以认

战士们当时的伙食仅是“盐水加一点酸菜”，

真检查和总结的，只有对以往走过的道路、所

却没有一个人去拿苹果。毛泽东指出，“这个

遇到的事件、所犯的错误作个认真负责的检查

酸菜里面就出政治，就出模范。解放军得人心

和总结，从中吸取应有的教训，得出正确的结论，

就是这个酸菜”。［4］ 毛泽东注重对党的伟大精

对革命才会有益，才有助于革命事业的进一步

神进行传承和弘扬，善于运用党的伟大精神启

发展。

［1］

迪现在、昭示未来。1957 年 1 月，他在省市自

（三）把党的伟大精神作为党史学习重要
内容

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说：“我们现在遇到的困
难不算很大，有什么了不起呀！比起万里长征，

在漫长而艰辛的革命和建设历程中，无数

爬雪山过草地，总要好一点吧。长征途中，在

共产党员顽强拼搏，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甚

过了大渡河以后，究竟怎么走呢？北面统是高

至不惜流血牺牲，培育形成了一系列彰显党的

山，人口又很少，我们那个时候提出要千方百

理想信念、性质宗旨和奋斗目标的伟大精神。

计克服困难。什么叫千方百计呢？千方者，就

毛泽东把党的伟大精神作为党史学习的重要内

是九百九十九方加一方，百计者，就是九十九

容。在他看来，党史启迪现在、昭示未来作用

计加一计”，“只要想尽一切办法，困难是可

的实现，既要凭借对党的经验的总结，也要依

以解决的”。［5］ 这些讲话在当时和后来都产生

靠对党的伟大精神的传承和弘扬，党的伟大精

了深刻影响，成为从党史中汲取伟大精神力量

神能够赋予人们进行接续奋斗的强大力量。

的经典范例。

1939 年 5 月 30 日，毛泽东在西北青年救国

三、关于怎样学习党史

会举行的模范青年授奖大会上简要回顾了五四
以后青年运动的历史，他说：“中国的青年运

关于如何学好党史，毛泽东结合实践探索，

动有很好的革命传统，这个传统就是‘永久奋

从指导方法、原则方向、材料整理等方面进行

斗’。我们共产党是继承这个传统的，现在传

了深刻阐述，创造性地提出了“古今中外法”

下来了，以后更要继续传下去。”

［2］

毛泽东从

党的历史中概括出“永久奋斗”的优良传统和
伟大精神，以此激励广大青年在中国共产党领
导下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并争取中国最后的

等学习研究方法，给党史学习提供了重要借鉴
和遵循。
（一）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指
导，遵照全面的历史的方法

“独立、自由、幸福”。新中国成立后，毛泽

毛泽东强调：“我们研究党史，必须是科

东谈党史时常常会针对现实问题阐述党的伟大

学的，不是主观主义。”［6］ 如何保证党史学习

精神。比如，1956 年，他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

研究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呢？毛泽东指出，必须

上说：“我们长征路上过草地，根本没有房子，

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针，用全面的历史的方

就那么睡，朱总司令走了四十天草地，也是那

法研究党史，“中国的历史学，若不用马克思

么睡，都过来了。我们的部队，没有粮食，就

主义的方法去研究，势将徒费精力，不能有良

吃树皮、树叶。同人民有福共享，有祸同当，
这是我们过去干过的，为什么现在不能干呢？

［3］《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 2014 年版，
第 232 页。

［1］ 参见师哲口述《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

［4］《毛泽东文集》第 7 卷，第 162 页。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611 页。

［5］《毛泽东文集》第 7 卷，第 187 页。

［2］《毛泽东文集》第 2 卷，第 190 页。

［6］《毛泽东文集》第 2 卷，第 40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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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结果”［1］。

价党的历史上出现的错误，分清主流和支流。

毛泽东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指导，

他指出：“我们党的历史经验，也是在自己同

采取全面的历史的方法学习研究党史，正确解

各种错误路线作斗争的过程中使自己获得了锻

释党的发展过程中的复杂现象。他指出：“研

炼，因此取得了伟大的革命胜利和建设胜利的。”

究党史上的错误，不应该只恨几个人。如果只

至于工作中时常发生的错误，则是局部的和个

恨几个人，那就是把历史看成是少数人创造的。

别的，“依赖党的集体智慧和人民群众的智慧，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不是主观主义，应该找出

及时地加以揭露和克服，才使它们不能获得发

历史事件的实质和它的客观原因。”毛泽东承

展的机会，没有成为全国性的和长期性的错误，

认领导者在历史当中的作用，但是他同时指出，

没有成为危害人民的大错误”［7］。

“领导人物也是客观的存在，搞‘左’了，搞右了，
或者犯了什么错误，都是有客观原因的，找到
［2］

客观原因才能解释”

。因此，“处理历史问题，

毛泽东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指导，
为正确学习党史指明了方向。他采用全面的历
史的方法研究党史，既有利于避免在实践中重

不应着重于一些个别同志的责任方面，而应着

犯历史上的错误，也对维护党内的团结统一发

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

挥了积极作用。

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

［3］

。

毛泽东反对“否定一切”的观点，主张辩

（二）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
“以中国做中心”

证分析地学习党史。他说：“如果把过去一切

毛泽东历来倡导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反

都否定，那就是一种偏向。我们对问题要分析，

对无的放矢地空谈阔论。他认为，党史学习不

不要笼统地一概否定。我在写《中国革命战争

是为了学习而学习，其根本目的在于总结经验、

的战略问题》时，也说到要保留好的东西，这

指导实践、开辟未来。因此要紧密结合现实，

才是实事求是。”

［4］

他以党的六届四中全会至

遵义会议时期中央的领导路线问题为例，具体

为现实的斗争服务，“研究历史不结合现实不
行”［8］。

阐述了辩证分析的方法。他说：“应作两方面

毛泽东把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作为党史学习

的分析：一方面，应指出那个时期中央领导机

的重要原则。1942 年，他在《整顿党的作风》

关所采取的政治策略、军事策略和干部政策在

的讲话中指出：我们所要的理论家应该“能够

其主要方面都是错误的；另一方面，应指出当

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

时犯错误的同志在反对蒋介石、主张土地革命

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

和红军斗争这些基本问题上面，和我们之间是

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

他还说：“历史上不管中国

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9］。

外国，凡是不应该否定一切的而否定一切，凡

1958 年，《红旗》杂志刊登了陆定一的《教育

没有争论的。”

［5］

［6］

是这么做了的，结果统统毁灭了他们自己。”

另外，毛泽东强调，要辩证分析、正确评

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一文，其中有一段话
是经过毛泽东修改定稿的：“我们也认真研究
兄弟国家的经验和认真研究历史，但目的不是
去抄袭，去搬运，而是为了了解历史情况，了

［1］《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3 年版，
第 357 页。

解教育方面的历史唯物主义，以便有所借鉴，

［2］《毛泽东文集》第 2 卷，第 406-407 页。
［3］《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938 页。
［4］《毛泽东文集》第 3 卷，第 94-95 页。

［7］《毛泽东文集》第 7 卷，第 19-20 页。

［5］《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938-939 页。

［8］ 《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

［6］《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

江泽民、胡锦涛关于学习和总结历史的论语》，
《党的文献》

江泽民、胡锦涛关于学习和总结历史的论语》，
《党的文献》

2007 年第 5 期。

2007 年第 5 期。

［9］《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81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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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自己的情况，做好自己的工作。”［1］

命令，指示“各团连之重要文件，一律集中到

结合现实学习党史，首要的是结合中国的

师部去”［6］。1931 年 4 月，毛泽东等签发《关

现实，就是要在党史学习中坚持马克思主义中

于成立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的决定》，委员会

国化的正确方向。毛泽东指出：“研究中共党史，

由叶剑英等 13 人组成，任务是收集整理红军各

［2］

应该以中国做中心，把屁股坐在中国身上。”

种文献资料。

在党的历史上曾经有一些人，“一切以外国为

毛 泽 东 从 1940 年 开 始 主 持 编 辑《 六 大 以

中心，作留声机，机械地生吞活剥地把外国的

来》，于 1941 年完成，共 280 多万字，收录了

［3］

。毛

从 1928 年到 1941 年间党的重要文件和党的领

泽东严厉地批评了这种“言必称希腊”的主观

导人的重要言论和文章 418 篇，成为整风运动

主义态度，认为其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联系

中党的高级干部学习党史的主要材料。《六大

实际的基本原则。他强调：“不研究中国的特点，

以来》出版后，在党内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许

而去搬外国的东西，就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

多人“读了之后恍然大悟，发生了启发思想的

如果不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的发展，党的思

作用”［7］。后来毛泽东又主持编辑了《六大以

想斗争和政治斗争，我们的研究就不会有结果。”

前》《两条路线》两部文献。这三部大型历史

他明确提出：“我们要把马、恩、列、斯的方

文献集，推动了党史学习的理论化、规范化，

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

促进了延安整风运动的顺利开展，对于总结党

只有一般的理论，不用于中国的实际，打不得

的历史经验、研究党的历史上的路线问题、确

敌人。但如果把理论用到实际上去，用马克思

立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发挥了重要作用。

主义的立场、方法来解决中国问题，创造些新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亲自主持编辑了《毛

东西搬到中国来，不研究中国的特点”

的东西，这样就用得了。”

［4］

毛泽东关于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

泽东选集》第一卷至第四卷。《毛泽东选集》
的出版，不仅对于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产生

“以中国做中心”学习研究党史的论述和实践，

了积极推动作用，而且为党史学习研究的开展

对于推动党史学习为党的事业服务，克服主观

提供了基本的历史文献支撑和重要的理论指导。

主义、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的错误倾向，发挥

毛泽东还多次表示要在文献材料的基础上编写

了重要的作用。

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专门著作。1964 年 6 月，

（三）重视材料的掌握、整理和分析

他在会见外宾时说：“历来中国人没有写回忆

掌握占有材料是学习党史的基础。毛泽东

录这样的习惯，中国人喜欢写历史。我们正在

十分重视对党史文献资料进行收集、整理，强

组织写中国近百年史、近百年通史，即综合性

调要“详细地占有材料，加以科学的分析和综

的历史。我们还在写近百年的军事史、政治史、

合的研究”

［5］

。

早在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就十分注意开

经济史、哲学史和艺术史。也有一些人提议写
党的历史。”［8］

展党史文献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工作。1930 年 12

（四）采取“古今中外法”

月 28 日，正当第一次反“围剿”紧张进行的时刻，

毛 泽 东 在《 如 何 研 究 中 共 党 史》 的 讲 话

毛泽东和朱德发布了红军第一方面军第十一号

中，提出学习和研究党史的一个重要方法，即
“古今中外法”。这一方法，“就是弄清楚所

［1］《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

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

江泽民、胡锦涛关于学习和总结历史的论语》，
《党的文献》
2007 年第 5 期。

［6］《毛泽东军事文集》第 1 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

［2］《毛泽东文集》第 2 卷，第 407 页。

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91 页。

［3］《毛泽东文集》第 2 卷，第 407 页。

［7］《毛泽东文集》第 2 卷，第 399 页。

［4］《毛泽东文集》第 2 卷，第 408 页。

［8］《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

［5］《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799 页。

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1 年版，第 6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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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
究”

［1］

来需要编两种材料，一种是党内的，包括国际
共产主义运动；一种是党外的，包括帝国主义、

。

“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是指
从时间“纵”的方面研究党史。历史是一个完
整的、连续的、不断发展的过程，又呈现出发

地主、资产阶级等。两种材料都按照年月先后
编排，两种材料对照起来研究”［4］。
毛泽东提出学习研究党史的“古今中外法”，

展的阶段性。因此，研究者不能用静止的眼光

十分形象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和方

看问题，而要用发展的观点考察历史，把前一

法，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新的发展。他运用这

阶段的历史与后一阶段的历史联系起来分析。

一方法研究党史，对许多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

比如，毛泽东曾指出，“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

进行科学评价，对党史学习和研究产生了深远

还应该把党成立以前的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

影响。

材料研究一下”

［2］

。只有把这些材料研究清楚

善于学习、研究和总结党的历史，是毛泽

了，才能阐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近代中国革

东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的重要“秘诀”，

命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

也是我们党百年奋斗积累的一条宝贵经验。在

毛泽东学习研究党史时，不是局限于单纯的具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我

体的党的活动，而是关注革命发生的复杂的社

们必须不断增强学习党史的自觉性和紧迫性，

会背景，把研究对象放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来考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习近平关于党的历史

察，阐明历史发展的由来和脉络。

的系列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从党的百年奋斗

“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就是己
［3］

中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

，是指从空间“横”的方面研究

来怎样才能继续成功，坚持唯物史观，坚决反

党史。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政党的

对历史虚无主义，采取科学的方法，把党的历

历史发展，都不是孤立的，都同它所处的国际

史学习好、总结好，把党的成功经验传承好、

国内环境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对此，毛泽东强调，

发扬好，从百年党史中汲取真理的力量、信仰

学习研究党史要有宽广的视野，要放到国内外

的力量、奋斗的力量。

方和彼方”

大背景下进行，不能孤立片面地看问题。毛泽
东还设想，“为了有系统地研究中共党史，将

〔作者王颖，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编审，北京 100017〕
（责任编辑：王亚莉）

［1］《毛泽东文集》第 2 卷，第 400 页。
［2］《毛泽东文集》第 2 卷，第 404 页。
［3］《毛泽东文集》第 2 卷，第 40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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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毛泽东文集》第 2 卷，第 406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