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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选 刘少奇选集 和
七千人大会 的有关情况

王光美同志访谈录

(本刊特约记者) 黄 峥

记 者: 1962年初, 中共中央召开了一次很重要的工作会议, 就是 七千人大会 。刘少奇

同志代表党中央向大会提出了书面报告, 并发表了重要讲话。请您介绍一些相关的情况。

王光美: 整个 1961年, 少奇同志工作一直十分紧张。尤其是下去调查之后, 少奇深感形势

严峻, 责任重大, 全身心投入当前工作。这中间有一件事: 毛主席在 毛泽东选集 第 4卷编完

后再次提议, 编辑出版 刘少奇选集 。中央书记处对此作了决定, 并成立了由康生负责的编辑

小组。康生和编辑小组几次要向少奇同志专门汇报, 但少奇对这件事没有兴趣, 因而一直没有汇

报成。有时编辑小组把整理好的单篇文章报给他审定, 他也没有看。1961年春, 编辑小组拟出

了 刘少奇选集 的初选目录。4月份我们在湖南调查, 康生和编辑小组的熊复、王力、邓力

群、李鑫等专程赶到长沙, 向少奇同志汇报编辑工作情况。少奇同志对康生和编辑小组的同志

说: 还是不搞为好, 不印没有害处, 印了有害则不好, 不要祸国殃民。现在党、国家和人民正

处在困难时期, 工作这么紧张, 实在没有心情回过头去看多少年前的文章。

康生把选目交给少奇, 非常谦恭地说: 这些文章不仅对外国同志有好处, 对我们国内也有

现实意义。这个选集可出 5卷, 150万字。但要系统地反映刘主席的思想不容易, 有些好文章摆

不上。

少奇同志翻看了一下这个目录。它似乎勾起了一些回忆。他说: 在白区早年写的不成熟,

也不能畅所欲言。批评立三路线的, 成熟一点, 当时写好交立三、富春看过, 立三要发表。后来

写的, 有的过于尖锐, 伤人太多, 因为头上顶着右倾机会主义帽子, 肚子里有气。有些文章, 当

时争论很激烈, 写给总书记洛甫的信, 触怒了一些人。如果出版, 要改, 字斟句酌, 工作量很

大。要重新整理, 没时间。用处也不大。 康生马上说: 这是人民的呼声啊! 你的文章外国都印

了, 我们不印不好交代啊!

少奇同志不好再说什么。他是个组织纪律观念很强的人。他表示: 既然中央作了决定, 你

们工作照常进行就是了。

到了 11月, 由于过度劳累, 少奇同志病倒了, 不得不停下工作休息。我陪他到广东从化疗

养。在休息期间, 少奇同志仍念念不忘怎样使国家渡过难关。他看到疗养院的院子里有橡子、木

薯, 就想尝试一下这些东西能不能代替粮食。他亲自拣了一些, 要炊事员郝苗同志做给他吃。郝

苗不知道吃橡子要经过一道特殊的泡制工序去掉毒性, 而是按一般粮食代用品的做法, 做成类似

馒头那样的东西。谁知少奇吃了之后, 直拉肚子, 出现中毒症状, 搞得大家很紧张。保健医生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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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严厉地批评了郝苗。当然这不能怪郝苗, 因为是少奇同志硬让他做的。

为了进一步统一全党思想, 贯彻国民经济调整方针, 中央决定开一次工作会议。少奇同志接

到中央通知, 于 12月 19日回到北京。

中央工作会议先是小规模的, 从 12月 20日到1962年1月 10日。会议讨论了国际国内形势、

国民经济计划、党的工作等问题。会议中间, 中央决定工作会议进一步扩大规模, 全面总结这几

年来的经验教训, 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统一思想, 以便团结全党和全国人民, 集中力量克服当

前的困难, 争取国民经济早日好转。中央还决定由少奇同志主持起草一个总的报告, 代表中央提

交扩大的工作会议。所以在会议的后半段, 少奇同志以主要精力准备这个报告。在小平同志的协

助下, 经过起草小组夜以继日的工作, 报告终于在扩大会议正式开始前写出了初稿。

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从1962年 1月 11日正式开始。出席会议的有中央、中央局、省、地、

县的领导干部, 共 7100多人。

记 者: 除中共中央、中央局负责人外, 全国每个县委2人, 地委 3人, 省、市、自治区委

4人, 中央一级的部、委 4人, 还有大型厂矿企业和军队各大单位的负责同志, 共 7118人。

王光美: 所以后来通常称 七千人大会 。党中央开过很多中央工作会议, 这是出席人数最

多的一次。少奇同志提交给 七千人大会 的报告, 本来应该先经中央政治局和毛主席通过, 然

后拿到会上讨论。这次毛主席建议, 先不要开政治局会议讨论了, 报告初稿直接发给到会同志,

同时组成一个由少奇同志负责、有关领导同志参加的起草委员会, 吸收与会者的意见修改定稿。

这样, 扩大会议开始后, 首先讨论少奇同志的报告稿。

一段时间以来, 党内外对形势和工作的看法差异很大。出席 七千人大会 的同志来自全国

各地、各个不同的岗位, 对很多问题的看法不一致。能不能在这个会上统一认识, 关键在少奇同

志代表中央提出的报告。少奇同志认为, 只有实事求是才能统一全党的思想, 无论是分析形势、

肯定成绩、提出问题, 都要坚持实事求是。在那些日子里, 少奇同志频繁地找有关同志谈话, 主

持起草委员会讨论, 为沟通各方面的思想反复做工作。

经过会上讨论和起草委员会修改, 少奇同志的报告又改出了一稿。1月 25 日晚, 少奇同志

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 讨论并基本通过了这个报告稿, 决定正式向大会作报告。毛主席又提议,

报告已经经过上上下下反复讨论, 大家都熟悉了, 少奇同志就不要在会上念稿子了, 改为书面报

告发给大家, 同时请少奇同志口头敞开讲讲, 对书面报告作补充和说明, 加深大家的理解。

少奇同志对毛主席的意见历来是很尊重的。本来他没有准备第二天在大会上讲话, 但既然主

席说了, 他就说: 好, 但我必须准备一下。这里的会我就先告退了。 回到家里, 少奇同志连夜

准备了一个口头讲话的提纲。第二天, 在大会开始前, 政治局常委们先到大会主席台旁边的休息

室, 传阅少奇同志写的讲话提纲。少奇同志把花了一个通宵写出来的提纲交给毛主席, 主席看完

一页, 就交给其他常委同志, 一页一页地传看。好在提纲不长, 只有十几页, 字又比较大, 很快

就传看完了。

少奇同志在大会上按提纲发挥, 作了长篇讲话。讲话中的有些新提法是未见诸书面报告的,

还提到不少事例, 但这些都曾同毛主席和一些负责同志谈论过。当然, 既然是口头讲话, 总是要

比书面报告随意一些。书面报告是经过反复修改推敲, 经过秀才们的字斟句酌才定稿的。我觉

得, 少奇同志的这篇讲话来之不易。它集中了党内大多数同志的正确意见, 也是他深入基层调查

研究的一个结晶。这个讲话正确分析了形势, 根据实际情况研究了客观规律, 总结了正反两方面

的经验, 突出地讲了实事求是与群众路线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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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奇同志在口头讲话里面, 讲了两个 三七开 的观点。一个是说, 缺点成绩三七开, 就是

七分成绩, 三分缺点错误; 另一个是说, 造成这几年严重困难的原因是三七开, 就是 三分天

灾, 七分人祸 。

林彪长期养病, 好多中央会议都不参加, 七千人大会 一开始也没通知他参加。后来主席

让通知他参加。林彪到会以后作了个发言。他的讲话比较特别, 说我们有些同志, 不能够很好体

会毛主席的思想, 把问题总是向 左 边拉, 向右边偏。

七千人大会 后, 为了研究和贯彻国民经济调整的政策, 又开了两次重要会议: 一是 2月

下旬在中南海西楼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即西楼会议; 二是 5 月上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

议。那时毛主席已经南下去了武汉, 会议由少奇同志主持。经过这两次会议, 全国上下迅速行动

起来, 调整工作全面展开。

当时党内外许多同志听说中央正在编辑 刘少奇选集 , 都很高兴。 七千人大会 期间, 不

少同志建议, 如果选集不能很快出版, 可以先发表少奇同志有关党员修养、党性锻炼方面的文

章, 配合 七千人大会 精神的传达贯彻。首先选中的一篇就是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1962年

夏的一天, 邓力群同志拿着康生写的条子到我们家来, 将这篇文稿报送少奇同志审改。 论共产

党员的修养 一文是少奇同志 1939年在延安马列学院的讲演, 已经过了 20多年, 有些提法需要

订正, 还要适当补充一些内容。少奇同志向编辑小组谈了修改意见, 口授了一些内容, 还亲自动

手写了一些章节。在编辑小组初步整理的基础上, 他又对全文作了 3次修改。少奇同志定稿后,

正式将文章报送中央书记处审查。最后经中央书记处审定,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于 1962年 8月

1日在 红旗 杂志、 人民日报 同时发表。

(责任编辑: 李 琦)

毛泽东与 20世纪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

学术研讨会征文通知

今年是毛泽东逝世 30 周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当代文献研究中心、中央党校中国马克思主义

研究基金会和湘潭大学、韶山管理局 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 拟在此前后联合召开 毛泽东与 20 世

纪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 学术研讨会。研讨会面向全国征集学术论文。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会议主题: 毛泽东与 20 世纪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会议时间: 2006年 9 月 7 9 日。会议地点:

湖南省湘潭市 (湘潭大学和韶山) , 其中湘潭大学为主会场 ( 9 月 6 8 日) , 韶山为分会场 ( 9 月 9

日)。论文写作要求: 论文要理论联系实际, 观点正确, 材料翔实, 说理充分, 内容新颖, 有一定的

学术水平。论文必须是自己独立研究的成果, 此前未公开发表过。篇幅 8000 字左右, 最多不超过

10000字。报论文选题、交稿日期和寄送地址: 2006 年 1 月 15 日 2 月 15 日报论文题目。论文交稿

日期为 2006 年 6月 15日 (盘、稿各一份, 并附作者学术简历) , 以投寄邮戳为准。请于此前寄送到

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一编研部唐洲雁、郝首栋收, 邮编 100017, 联系电话: 唐洲雁 ( 010) 83085830、

郝首栋 ( 010) 83085833; 湖南作者请寄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彭臻, 邮编 411105, 联系电话:

( 0732) 8293097。2006 年 7月上旬组委会将组织有关专家统一评审, 7 月中旬通知入选者以文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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