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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

本的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

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一九四

九年三月五日），《毛泽东选集》（袖珍本）第 1323 页 

  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

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

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

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

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

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

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一九四

九年三月五日）。《毛泽东选集》（袖珍本）第 1328 页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阶

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一九五三年六月十五日），转引自一九六

七年八月十五日《人民日报》 

  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

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

要犯右倾的错误。就农业来说，社会主义的道路是我国农业唯一的道路。发

展互助合作运动，不断地提高农业生产力，这是党在农村中工作的中心。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一九五三年六月十五日），转引自一九六

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 



  过渡时期充满着矛盾和斗争。我们现在的革命斗争，甚至比过去的武装

革命斗争还要深刻。这是要把资本主义制度和一切剥削制度彻底埋葬的一场

革命。“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想法，是不符合实际斗争情况的，是妨

碍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的。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一九五三年六月十五日），转引自一九六

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 

  有些人虽然顶着共产主义者的称号，却对于现在要做的社会主义事业表

现很少兴趣。他们不但不支持热情的群众，反而向群众的头上泼冷水。 

  《机会主义的邪气垮下去，社会主义的正气升上来》一文的按语（一九

五五年），转引自《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册）第 729 页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

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同旧

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具有根本不

同的性质和情况罢了。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

《毛泽东著作诜读》（甲种本）第 336 页 

  当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之后，中国要

向那里去？向资本主义，还是向社会主义？有许多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是

不清楚的。事实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

《毛泽东著选读》（甲种本）第 337 页 

  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

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

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

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

《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第 352 页 

  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

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

的影响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作为阶级的意识形态，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

如果对于这种形势认识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就会

忽视必要的思想斗争。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

《毛泽东著作诜读》（甲种本）第 352 页 

  在我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还会长

期存在。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建立。我们已经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

改造方面，取得了基本胜利，但是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方面，我们还没有

完全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问题，

还没有真正解决。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

日），《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第 378 页 

  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

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

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

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 

  《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它》（一九五九年年八月十六日），转引

自一九六七年第十三期《红旗》杂志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

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

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

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

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

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

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

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八、

九月），转引自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日《人民日报》 

  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即使在实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以

后的几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都不能说，那里已经完全没有象列宁所反复

痛斥过的资产阶级食客、寄生虫、投机倒把者、骗子、懒汉、流氓、盗窃国

库者这类分子；也不能说，社会主义国家已经不需要或者可以放弃列宁所提

出的“清除这些由资本主义遗留给社会主义的传染病、瘟疫和溃疡”的任务。 

  在社会主义国家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需要一个很

长的历史时期才能逐步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贯穿着

整个历史时期。这种斗争时起时伏，是波浪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斗

争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 

  转引自《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一九六三年六月十四

日），一九六七年第十期《红旗》杂志 

  否认无产阶级专政时期中的阶级斗争，否认在经济战线上、政治战线上

和思想战线上彻底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是错误的。不符合客观事实

的，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转引自《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一九六三年六月十四

日），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日《人民日报》 

  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需要一

个很长的时间才能解决。几十年内是不行的，需要一百年到几百年的时间才

能成功。在时间问题上，与其准备短些，宁可准备长些；在工作问题上，与

其看得容易些，宁可看得困难些。这样想，这样做，较为有益，而较少受

害。 

  转引自《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一九

六四年七月十四日），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日《人民日报》 



  整个过渡时期存在着阶级矛盾、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

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斗争。忘记十几年来我党的这一

条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就会要走到斜路上去。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全国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五年一月），

转引自一九六六年第十三期《红旗》杂志 

  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

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 

  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的信，转引自一九七三年九月二日《人民日报》 

  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革命的谁

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

辟将是随时可能的。全体党员，全国人民，不要以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

大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了。千万注意，决不可丧失警惕。 

  对《伟大的历史文件》一文的批示（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八日），转引

自一九六七年五二十三日《人民日报》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

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

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

继续。 

  转引自一九六八年四月十目《人民日报》 

  我们唱了五十年国际歌了，我们党有人搞了十次分裂。我看还可能搞十

次、二十次、三十次，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反正我信。到了共产主义就

没有斗争了？我就不信。到了共产主义也还是有斗争的，只是新与旧，正确

与错误的斗争就是了。几万年以后，错误的也不行，也是站不住的。 

  《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一九七一年八月

中旬至九月十二日），转引自一九七五年三月一日《人民日报》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 

  转引自一九七二年十月一日《人民日报》 

  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

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 

  转引自一九七五年二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 

  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

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

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 

  转引自一九七五年二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 

  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

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

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 



  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

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

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 

  转引自一九七五年二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 

  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

余都是目。 

  转引自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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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

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

攻击真正的敌人。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

命不失败的。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

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九二六年三月），《毛泽东选集》（袖

珍本）第 3 页 

  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 后的挣

扎。在全国平定以后，他们也还会以各种方式从事破坏和捣乱，他们将每日

每时企图在中国复辟。这是必然的，毫无疑义的，我们务必不要松懈自己的

警惕性。 

  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的开幕词（一九四九年九月

二十一日），转引自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 

  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

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是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

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

《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第 328 页 

  原有的反革命分子肃清了，还可能出现一些新的反革命分子。如果我们

丧失警惕性，那就会上大当，吃大亏。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

《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第 342 页 

  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它比教条主义有

更大的危险性。修正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者，口头上也挂着马克思主义，

他们也在那里攻击“教条主义”。但是他们所攻击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 根本

的东西。他们反对或者歪曲唯物论和辩证法，反对或者企图削弱人民民主专



政和共产党的领导，反对或者企图削弱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在我

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以后，社会上还有一部分人梦想恢复资本主义

制度，他们要从各个方面向工人阶级进行斗争，包括思想方面的斗争。而在

这个斗争中，修正主义者就是他们 好的助手。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

《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表）第 354—355 顶 

  修正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修正主义者抹煞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

区别，抹煞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区别。他们所主张的，在实际上

并不是社会主义路线，而是资本主义路线。在现在的情况下，修正主义是比

教条主义更有害的东西。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

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

日），《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第 379 页 

  对于我们的国家抱着敌对情绪的知识分子，是极少数。这种人不喜欢我

们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他们留恋旧社会。一遇机会，他们就会兴风作

浪，想要推翻共产党，恢复旧中国。这是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条路线、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路线中间，顽固地要走后一条路线的人。这后一条

路线，在实际上是不能实现的，所以他们实际上是准备投降帝国主义、封建

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人。这种人在政治界、工商界、文化教育界、科学技

术界、宗教界里都有，这是一些极端反动的人。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

日），《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第 366 页 

  阶级敌人是一定要寻找机会表现他们自己的。他们对于亡国、共产是不

甘心的。不管共产党怎样事先警告，把根本战略方针公开告诉自己的敌人，

敌人还要进攻的。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就是说，

不可避免的。人的意志想要避免，也不可能。只能因势利导，夺取胜利。 

  《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一九五七年七月一日），转引自

一九六六年七月十七日《人民日报》 

  要警惕出修正主义，特别是要警惕在中央出修正主义。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一月），转引自一九六七年五月

十九日《人民日报》 

  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修正主义的国内根源。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

力，是修正主义的国外根源。 

  转引自《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一九

六四年七月十四日），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 

  修正主义上台，也就是资产阶级上台。 

  一九六四年八月的一次谈话，转引自一九七○年四月二十二日《人民日

报》 

  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 危险的。 



  在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五年九月），转引自一九六七年

九月二日《人民日报》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

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

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

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入，例如赫鲁晓夫那样

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转引自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一

九六七年五月十七日《人民日报》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要解决的根本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

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斗争那些

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转引自一九六六年九月十六日《人民日报》 

  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革命的主要对象是混入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部的资

产阶级代表人物，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党内一小撮走资

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同广大工农兵、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的矛盾，是主

要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的斗争，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

个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的集中表现。 

  转引自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八日《人民日报》 

  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

物。 

  转引自一九六七车十一月六日《人民日报》 

  翻案不得入心。 

  转引自一九七六年三月十日《人民日报》 

  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

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

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转引自一九七六年三月十日《人民日报》 

  （三） 

  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

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

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象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

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

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集会议上的报告》（一九四

九年三月五日），《毛泽东选集》（袖珍本）第 1328 页 

  “你们不是要消灭国家权力吗？”我们要，但是我们现在还不要，我们现

在还不能要。为什么？帝国主义还存在，国内反动派还存在，国内阶级还存

在。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要强化人民的国家机器，这主要地是指人民的军队、



人民的警察和人民的法庭，借以巩固国防和保护人民利益。以此作为条件，

使中国有可能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稳步地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

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消灭阶级和实现大

同。 

  《论人民民主专政》（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毛泽东选集》（袖

珍本）第 1364—1365 丽 

  人民的国家是保护人民的。有了人民的国家，人民才有可能在全国范围

内和全体规模上，用民主的方法，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使自己脱离内外反

动派的影响（这个影响现在还是很大的，并将在长时期内存在着，不能很快

地消灭），改造自己从旧社会得来的坏习惯和坏思想，不使自己走入反动派

指引的错误路上去，并继续前进，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前进。 

  《论人民民主专政》（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毛泽东选集》（袖

珍本）第 l365 员 

  我们的专政，叫做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

这就表明，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制度，而由工人阶级团结全体有公民权的人

民，首先是农民，向着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

设的分子实行专政。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

《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第 330 页 

  新的社会制度还刚刚建立，还需要有一个巩固的时间。不能认为新制度

一旦建立起来就完全巩固了，那是不可能的。需要逐步地巩固。要使它 后

巩固起来，必须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坚持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

命，还必须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进行经常的、艰苦的社会主义革命斗

争和社会主义教育。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

日），《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第 365—366 页 

  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把社会主义革命

进行到底，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为过渡到共产主义

准备条件。 

  转引自《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一九

六四年七月十四日），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八日《人民日报》 

  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

的专政。 

  转引自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六日《人民日报》 

  团结起来，为了一个目标，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要落实到每个工

厂、农村、机关、学校。 

  《在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

九年四月二十八日），转引自一九六九年六月十日《人民日报》 

  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

“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



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

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

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

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

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转引自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一

九六七年五月十七日《人民日报》 

  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

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

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转引自《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一

九六六年八月八日），一九六六年八月九日《人民日报》 

  这次于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

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转引自《中国共产党第八届扩大的第十二次中央委员会全会公报》（一

九六八年十月三十日），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日《人民日报》 

  “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据

我观察，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

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过去领导工厂

的，不是没有好人。有好人，党委书记、副书记、委员，都有好人，支部书

记有好人。但是，他是跟着过去刘少奇那种路线走，无非是搞什么物质刺

激，利润挂帅，不提倡无产阶级政治，搞什么奖金，等等。”“但是，工厂里

确有坏人。”“就是说明革命没有完”。 

  《在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

九年四月二十八日），转引自一九七五年第四期《红旗》杂志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八人之外。宋江投降，

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

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转引自一九七五年九月四日《人民日报》 

  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

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

《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第 348 页 

  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劳动人民要知

识化，知识分子要劳动化。 

  一九五八年的一次讲话，转引自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 

  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

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五·七指示》（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转引自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

《人民日报》 

  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改革旧的教学方针和方法，是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

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 

  转引自《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一九六六年八月九日）《人民日报》 

  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

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

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

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转引自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 

  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

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二年五月），《毛泽东选集》

（袖珍本）第 820 页 

  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

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

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

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

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

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 

  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

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批示》（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二日），转引自一

九六七年五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 

  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

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

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 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

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象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

样的团体。 

  《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批示》（一九六四年六月二十七日），转引自一

九六七年五月二二十八日《人民日报》 

  资产阶级虽然已经被推翻，但是，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

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

无产阶级恰恰相反，必须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

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

神面貌。 

  转引自《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一

九六六年八月八日），一九六六年八月九日《人民日报》 

  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 



  对卫生部工作的指示（一九六五年六月二十六日），转引自一九六八年

第三期《红旗》杂志 

  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 

  《论人民民主专政》（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毛泽东选集》（袖

珍本）第 1366 页 

  对于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

难道可以说既不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又不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吗？ 

  《在中央第三次互助合作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三年十月），转

引自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 

  合作社必须强调做好政治工作。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务是向农民群众不断

地灌输社会主义思想，批评资本主义倾向。 

  《张郭庄合作社的政治工作》一文的按语（一九五五年），转引自《中

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上册）第 321 页 

  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在社会经济制度发生根本变革的时

期，尤其是这样。 

  《严重的教训》一文的按语（一九五五年），转引自《中国农村的社会

主义高潮》（上册）第 123 页 

  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这是毫无疑义的，年年如此，

永远如此。这就是又红又专。将来政治这个名词还是会有的，但是内容变

了。不注意思想和政治，成天忙于事务，那会成为迷失方向的经济家和技术

家，很危险。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保证，它们

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思想和政治又是统帅、是灵魂。只要我们的思想工作

和政治工作稍为一放松，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 

  《工作方法（草案）》（一九五八年一月），转引自一九六九年十二月

十七日《人民日报》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日），转引自一九六七

年八月十六日《人民日报》 

  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就会

变成南斯拉夫那样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

会转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似的专政。这是一个十分

值得警惕的问题，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 

  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转引自一九六七年

八月十五日《人民日报》 

  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转引自一九六八年五月十四日《人民日报》 

  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攻不破的。 



  我们有充分的信心，克服一切艰难困苦，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

会主义共和国。 

  我们正在前进。 

  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 

  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开幕词》（一

九五四年九月十五日） 

  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

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

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

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总题目是正确地处理

人民内部的矛盾。方法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 

  《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九五七年七月），转引自一九七二年十

月一日《人民日报》 

  让我们共同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红旗，同全世界一切马克思列宁

主义者、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一起，把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现代修

正主义的斗争，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坚决进行到底。 

  《给霍查同志的贺电》（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转引自一九六

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 

  我们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失败的阶级还要挣扎。这些人还

在，这个阶级还在。所以，我们不能说 后的胜利。几十年都不能说这个

话。不能丧失警惕。按照列宁主义的观点，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 后胜利，

不但需要本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努力，而且有待于世界革命的胜

利，有待于在整个地球上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使整个人类都得到解放。因

此，轻易地说我国革命的 后胜利，是错误的，是违反列宁主义的，也是不

符合事实的。 

  一九六八年十月的一次谈话，转引自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八日《人民日

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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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共产党人决不抛弃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他们将经过资产阶级

民主革命的阶段而达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阶段。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一九三七年五月三日），《毛泽东

选集》（袖珍本）第 239 页 



  现在的努力是朝着将来的大目标的，失掉这个大目标，就不是共产党员

了。然而放松今日的努力，也就不是共产党员。 

  《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一九三七年五月

七日），《毛泽东选集》（袖珍本）第 254 页 

  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整个思想体系，同时又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这

种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是区别于任何别的思想体系和任何别的社会制度

的，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 完全 进步 革命 合理的。封建主义的思想

体系和社会制度，是进了历史博物馆的东西了。资本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

制度，已有一部分进了博物馆……；其余部分，也已“日薄西山，气息奄

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快进博物馆了。唯独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

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磅礴于全世界，而葆其美妙之

青春。 

  《新民主主义论》（一九四○年一月），《毛泽东选集》（袖珍本）第

646—647 页 

  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主张。我们的将来纲领或 高纲

领，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去的，这是确定的和毫

无疑义的。我们的党的名称和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明确地指明了这

个将来的、无限光明的、无限美妙的 高理想。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袖珍

本）第 960 页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愚公移山》（一九四五年六月十一日），《毛泽东选集》（袖珍本）

第 1001 页 

  世界是在进步的，前途是光明的，这个历史的总趋势任何入也改变不

了。我们应当把世界进步的情况和光明的前途，常常向人民宣传，使人民建

立起胜利的信心。同时，我们还要告诉人民，告诉同志们，道路是曲折的。

在革命的道路上还有许多障碍物，还有许多困难。我们党的七次代表大会设

想过许多困难，我们宁肯把困难想得更多一些。有些同志不愿意多想困难。

但是困难是事实，有多少就得承认多少，不能采取“不承认主义”。我们要承

认困难，分析困难，向困难作斗争。世界上没有直路，要准备走曲折的路，

不要贪便宜。不能设想，那一天早上，一切反动派会统统自己跪在地下。总

之，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关于重庆谈判》（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七日），《毛泽东选集》（袖珍

本）第 1061 页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

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

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 

  《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一九四六年八月），《毛

泽东选集》（袖珍本）第 1091 页 



  人到老年就要死亡，党也是这样。阶级消灭了，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的

一切东西，政党和国家机器，将因其丧失作用，没有需要，逐步地衰亡下

去，完结自己的历史使命，而走到更高级的人类社会。我们和资产阶级政党

相反。他们怕说阶级的消灭，国家权力的消灭和党的消灭。我们则公开声

明，恰是为着促使这些东西的消灭而创设条件，而努力奋斗。 

  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专政的国家权力，就是这样的条件。不承认这一条

真理，就不是共产主义者。没有读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刚才进党的青年同志

们，也许还不懂得这一条真理。他们必须懂得这一条真理，才有正确的宇宙

观。他们必须懂得，消灭阶级，消灭国家权力，消灭党，全人类都要走这一

条路的，问题只是时间和条件。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比资产阶级高明，他们懂

得事物的生存和发展的规律，他们懂得辩证法，他们看得远些。资产阶级所

以不欢迎这一条真理，是因为他们不愿意被人们推翻。被推翻，例如眼前国

民党反动派被我们所推翻，过去日本帝国主义被我们和各国人民所推翻，对

于被推翻者来说，这是痛苦的，不堪设想的。对于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和共

产党，则不是什么被推翻的问题，而是努力工作，创设条件，使阶级、国家

权力和政党很自然地归于消灭，使人类进到大同境域。 

  《论人民民主专政》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毛泽东选集》（袖珍

本）第 1357—1358 页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给我们开辟了一条到达理想境界的道路，而理想境

界的实现还要靠我们的辛勤劳动。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

《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第 348 页 

  社会主义制度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一个不以人们自己的意志

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不管反动派怎样企图阻止历史车轮的前进，革命或迟或

早总会发生，并且将必然取得胜利。 

  《在苏联 高苏维埃庆祝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会议上的讲

话》（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六日） 

  无产阶级必然能够战胜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必然能够战胜资本主义，被

压迫民族必然能够战胜帝国主义。当然，在人民前面还有困难和曲折。但

是，列宁在三十六年前说得好，“重要的是，坚冰已经打破，航线已经开

通，道路已经指明。” 

  《在苏联 高苏维埃庆祝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会议上的讲

话》（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六日） 

  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是列宁创造的党。虽然，苏联

的党和国家的领导现在被修正主义者篡夺了，但是，我劝同志们坚决相信，

苏联广大的人民、广大的党员和干部，是好的，是要革命的，修正主义的统

治是不会长久的。 

  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转引自一九六七年

十一月六日《人民日报》 

  不论在中国，在世界各国，总而言之，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终究是会拥

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在世界上，现在还有许多人在社会民主党的欺骗之



下，在修正主义的欺骗之下，在帝国主义的欺骗之下，在各国反动派的欺骗

之下，他们还不觉悟。但是，他们总会逐步地觉悟过来，总会拥护马克思列

宁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真理，是不可抗拒的。人民群众总是要革命

的。世界革命总是要胜利的。 

  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转引自一九七○年
四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 

  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

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

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

特点的伟大斗争。为了这个事业，我们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并且同今后世界革命的具体实际，尽可能好

一些地结合起来，从实践中一步一步地认识斗争的客观规律。 

  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转引自一九六六年

五月五日《解放军报》 

  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

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

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

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不然的话，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

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

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

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

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

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 

  《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的批语（一九六三年五月九

日），转引自一九六四年七月十四日《人民日报》 

  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

无产阶级自己就不能 后地得到解放。 

  《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的信》（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转引自一九

六七年六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 

  “中国自从一九一一年皇帝被打倒以后，反动派当权总是不能长久的。

长的不过二十年（蒋介石），人民一造反，他也倒了。蒋介石利用了孙中

山对他的信任，又开了一个黄埔学校，收罗了一大批反动派，由此起家。他

一反共，几乎整个地主资产阶级都拥护他，那时共产党又没有经验，所以他

高兴地暂时地得势了。但这二十年中，他从来没有统一过，国共两党的战

争，国民党和各派军阀之间的战争，中日战争， 后是四年大内战，他就滚

到一群海岛上去了。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

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

会容忍的。”“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 

  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的信，转引自一九七五年三月一日《人民日报》 



  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团结起来，全世界革命人民团结起来，打倒帝

国主义，打倒现代修正主义，打倒各国反动派。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

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一定要建立起来。 

  《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贺电》（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

五日），转引自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四日《人民日报》 

  世上无难事， 

  只要肯登攀。 

  《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一九六五年五月），转引自一九七六年一

月一日《人民白报》 

   

上一页   目录    下一页 
 
 

   
 

（五）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

克思列宁主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词（一九五四

年九月十五日），一九五四年九月十六日《人民日报》 

  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

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 

  《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毛泽东著作

选读》（甲种本）第 300 页 

  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

业就不能胜利。 

  在接见出席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时的

讲话（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五日），转引自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六日《人民

日报》 

  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 

  转引自一九七三年九月二日《人民日报》 

  一个政党要引导革命到胜利，必须依靠自己政治路线的正确和组织上的

巩固。 

  《矛盾论》（一九三七年八月），《毛泽东选集》（袖珍本）第 278 页 

  我党规定了中国革命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又规定了各项具体的工作路线

和各项具体的政策。但是，许多同志往往记住了我党的具体的各别的工作路

线和政策，忘记了我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而如果真正忘记了我党的总路线

和总政策，我们就将是一个盲目的不完全的不清醒的革命者，在我们执行具



体工作路线和具体政策的时候，就会迷失方向，就会左右摇摆，就会贻误我

们的工作。 

  《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四八年四月一日），《毛泽东选

集》（袖珍本）第 1211 页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一个路线，一种观点，要经常讲，反复讲。只给

少数人讲不行，要使广大革命群众都知道。 

  转引自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党的路线正确就有一切，

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没有政权可以有政权。路线不正确，有

了也可以丢掉。 

  《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一九七一年八月

中旬至九月十二日），转引自一九七五年十月十九日《人民日报》 

  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

不要搞阴谋诡计。 

  《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一九七一年八月

中旬至九月十二日），转引自一九七二年第四期《红旗》杂志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

意。 

  《关于情况的通报》（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日），《毛泽东选集》（袖

珍本）第 1193 页 

  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简单

地说起来，前者是分清敌我的问题，后者是分清是非的问题。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

《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第 329 页 

  要团结广大群众，团结广大干部，团结这两个百分之九十五。 

  《关于培养接班人的谈话》（一九六四年六月），转引自一九七○年七

月一日《人民日报》 

  我们党历来的方针对犯错误的同志以教育为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转引自一九七二年一月一日《人民日报》。 

  纪律是执行路线的保证，没有纪律，党就无法率领群众与军队进行胜利

的斗争。 

  《论新阶段》（一九三八年十月），转引自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七日）

《人民日报》 

  我希望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战士，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党员

和人民。 

  《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一九七一年八月

中旬至九月十二日），转引自一九七二年第七期《红旗》杂志 



  一般地说，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

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都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都要研究当前运动的

情况和趋势；并经过他们去教育那些文化水准较低的党员。特殊地说，干部

应当着重地研究这些，中央委员和高级干部尤其应当加紧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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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九三八年十月），《毛泽东选

集》（袖珍本）第 498 页 

  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 

  对一个报告的批示（一九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转引自一九七一年

四月九日《人民日报》 

  要教育干部懂得一些马列主义，懂得多一些更好。就是说，要搞马列主

义，不搞修正主义。 

  关于培养接班人的谈话（一九六四年六月），转引自一九七○年七月一

日《人民日报》 

  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在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

九年四月二十八日，转引自一九六九年六月九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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