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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胡耀邦研究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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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特别是在
未有的繁荣景象，发表文章近

）

年胡耀邦诞辰 周年以来，对胡耀邦的研究呈现出前所
篇，出版专著近十部。本文对这些研究成果作一回顾和述

评，同时指出研究中应注意的问题，并对研究前景加以展望，希望能为学者们以后的研究带
来些许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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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的悼词中写到：
“胡耀邦同志作为一个
马克思主义者，他的一生是光辉的。
”在胡耀邦长
达
年的革命生涯中，他为党为国家为人民作出
了杰出的贡献，其深邃的思想对于指导我们当今
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仍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近年来，学术界对他的研究日趋升温。

一、近年来胡耀邦研究概况
从文献上来看，目前还没有一部权威性较高的
胡耀邦文献专著。只是严如平在香港出版了《胡耀
邦年谱简编》、《胡耀邦年谱初编》，但其权威性、
影响力都无法和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例如《邓小平
年谱》这样的文献相媲美。目前我们所能利用到的
文献主要是《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十二
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新时期统一战线文献选
编》等这样的综合性文献资料。
从专著上来看，近年来相继出版了一些关于胡
耀邦的专著。早期的有
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
社出版的田国良、孙大勋主编的《胡耀邦传》；
年红旗出版社出版的柴红霞等主编的《胡耀邦谋
略》；
年
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沈
宝祥著《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
年新华出
版社出版的戴煌著《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近

年北京出版社出版的胡耀邦女儿满妹
期的有
主编的《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还
有张黎群、张定、严如平等主编的三卷本的《胡耀
邦传》，目前只出版了第一卷（
），
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论文
集。比如湖南人民出版社和人民出版社分别出版的
学习胡耀邦同志在党的十二大的报告文集《开创新
局面的伟大纲领》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
展马克思主义》，还有严如平在香港出版的《怀念
耀邦》（ — 集）。
从文章上来看，成果比较多，尤其是
年
胡耀邦诞辰 周年以来，人们纷纷撰文纪念。迄
今为止学术性、文艺性、回忆录性的文章有近
篇。当然这些文章的质量参差不齐，也有很多重复
之作。但也不乏有一些价值很高的文章。比如沈宝
祥写的几篇文章，无论就史料价值还是学术性研究
方面，都堪称这方面的力作。再如李景田教授所写
的《胡耀邦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奋斗经历和突
出贡献》一文，是关于民主革命时期胡耀邦研究的
代表作。此外，在
年党中央和地方都举办了
纪念胡耀邦诞辰九十周年座谈会，在这些座谈会
上，当时的国家副主席曾庆红、团中央第一书记周
强、中组部常务副部长赵洪祝、江西省委书记孟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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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等都做了专题讲话，这些讲话也是胡耀邦研究中

年轻化；五、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反对任何形式

的重要成果，对胡耀邦研究起到了推动作用。

的个人崇拜；六、努力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身
体力行为人民服务。这篇文章的优点是概括较为全

二、胡耀邦研究的主要方面
（一）胡耀邦党建思想的研究
胡耀邦在党建方面的能力和贡献是得到大家
年，陈云曾经这样评价过胡耀邦：
公认的。
“耀邦的长处就是党务工作，抓党建是一把好手。
”
年，邓小平还讲过：
“耀邦抓党风党纪还是铁
面无私的。
”我们说能同时得到两位老前辈肯定，
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足见胡耀邦在党建方面有很多
深刻的思想，为党的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
在胡耀邦党建思想的研究方面，可说是成果颇
丰。沈宝祥曾在文章中把把胡耀邦对党的思想路线
建设的贡献归纳为三点：
“
（一）在拨乱反正中较早
地阐明思想路线的重要性，并着手解决这个问题。
（二）提出实践标准并将它纳入思想路线的范畴。
（三）通过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和平反冤案等卓有成
效的实践活动，有力地推进了思想路线建设，特别
是，使思想路线为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所掌握。
”
我认为这三点概括还是非常中肯简练的。可以说，
胡耀邦对思想路线建设的最大贡献还是“真理标准
问题大讨论”。沈宝祥所著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
始末》一书，详尽地论述了这一讨论的全过程。他
指出：“胡耀邦是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发起者、
推动者、领导者和创新者。
” 作为真理标准大讨
论的开篇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
是胡耀邦指导《理论动态组》的同志们写作完成
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被当代学者誉为一次不亚
于“新文化运动”的思想解放运动，正是这场大讨
论，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做了思想理论上的准备，为
彻底纠正“文革”错误，推行改革新政铺平了道
路。胡耀邦在这场大讨论中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此外，有些文章还专门就胡耀邦党建思想的内
容进行探讨。发表在《宁波党校学报》
年第
期的《胡耀邦党建思想探析》一文，把胡耀邦党
建思想内容概括为六个方面：一、针对“两个凡
是”的理论方针，针锋相对地提出“两个不管”；
大力倡导“四不主义”，努力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和
作风。二、主张废除主席制、建立总书记制，确保
党的集体领导和团结统一；三、反对搞政治运动和
阶级斗争，运用民主法制的办法解决复杂社会矛
盾；四、坚决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大力推进干部

面，基本涵盖了胡耀邦党建思想的主要内容。缺点
是概括不够简练。比如说第一点完全可以概括为
“努力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一句话，然后在
这个标题下面再具体论述“两个不管”和“四不主
义”。
（二）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的研究
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无论就时间上来讲，还是影
响力上讲，都要首推戴煌所著的《胡耀邦与平反冤
假错案》一书。这本书作者通过多年的采访和资料
万字的篇幅，写下了两部分内容；第
积累，以
一部分评述了
年胡耀邦出任中组部部长后，
为平反冤假错案而呕心沥血的动人事迹；第二部分
记录了几宗曾轰动全国而内情却鲜为人知的大案
的平反过程。这本书的可贵之处在于作者没有去一
一揭示历次整人运动的过程和前因后果，而是客观
地描述了这些冤案的一一平反，以及为受害者的一
一昭雪，可以说是做到了有的放矢、重点突出。
在这方面研究成果中也有几篇好文章。例如钟
康模在《论胡耀邦在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中的胆
识和贡献》一文中，通过大量列举事例，论述了胡
耀邦在平反冤假错案的过程中所体现出的超凡胆
识和重要贡献。沈宝祥在《胡耀邦与拨乱反正》一
文中向我们介绍了胡耀邦为平反冤假错案所作的
舆论准备。在粉碎四人帮一周年的
年 月
日，在胡耀邦具体指导下，
《理论动态》刊登了《把
“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一文，
这篇文章在全社会引起了强烈反响，为平反冤假错
案吹响了第一声号角。
胡耀邦之所以深受人民的爱戴，一个很重要原
因就是他组织平反了大量的冤假错案。据中央信访
部门统计，自
年至
年的 年时间里，胡
耀邦共批阅人民来信
多封，单是经过胡耀邦
亲自批准平反和安排适当工作的高级干部和知识
名人就有六千多人。胡耀邦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
“对找我申诉的上访人员，一律不要阻拦。
” 在组
织平反过程中，他强调：
“解决的办法不必层层转，
可以一杆子插到底。解决时，也不必搞许多可有可
无的繁琐查证，把基本情节弄确凿了就可拍板，这
样才能提高工作效率。
” 正是由于胡耀邦的这种
执着和魄力，才使得堆积如山的冤假错案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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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结束后的仅仅几年就基本得到平反，这为十一

了一大步。
” 我们且不论陈张二人，单说胡耀邦，

届三中全会后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提供了组织保证。
（三）胡耀邦人格风范的研究

他的确为中国历史的发展作出过贡献，但说他“把
中国历史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则未免有些言过其

这是研究成果最多的一个领域，文章比如《胡

实。在历史转折关头，真正的决策者，发挥关键作

耀邦的雅量》、
《胡耀邦的党性与亲情》、
《走近胡耀
邦》等等。书籍方面，出版的几部胡耀邦的专著都

用的还是总设计师邓小平，胡耀邦只是一个具体执
行者，只不过他在执行的过程中有一些具体的创

或多或少地谈到了胡耀邦的人格风范。胡耀邦的个
人风范体现在很多方面，我把它概括为如下四个方

造，而且工作呕心沥血，鞠躬尽瘁。但不能因此人
为地拔高其地位，把他放到扭转乾坤的位置上。这

面：廉洁奉公，谦虚好学；严于律己，宽以待人；

篇文章还指出：“没有他发动真理标准的讨论和主

作风民主，平易近人；顾全大局，光明磊落。当然
还有其他很多方面，但主要的是这几个方面。每个
方面都有很多的研究成果，在此仅举一例。例如朱

持平反冤假错案，就谈不上拨乱反正。而没有这
些，邓小平同志提出的经济上的改革开放也很难行
得通。
” 我们说真理标准大讨论，虽然是胡耀邦

尚同的《胡耀邦谈一生的两件憾事》一文。在文中
记述了胡耀邦曾跟别人提起，在一生中有两件事难

首先发起的，但如果没有邓小平、陈云等人的支
持，是很难开展下去的，当然也就不会起到思想解

以原谅自己。指的是在批彭德怀和刘少奇时，胡耀
年胡耀邦
邦迫于无奈举了手。沈培在《回忆
同志的一席谈话》一文中讲述了胡耀邦同安徽的同
志谈王有香批邓扩大化的问题。胡耀邦指示，批邓
是中央的决定，王没有错。我们说，两篇文章记述
的事，性质其实是相同的，即都是如何对待错误批
判的问题。但胡耀邦作出的结论却形成了鲜明的对
比，对自己难以原谅，对别人则宽宏大量。这正体
现了他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高贵品质。
人们之所以纷纷撰文记述研究胡耀邦的人格
风范，倒不是大家喜欢歌功颂德，着实是基于胡耀
邦高尚的人格魅力。正像曾庆红在纪念胡耀邦的座
谈会上指出的那样，胡耀邦“为我们树立了共产党
人始终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共产主义理想
不懈奋斗的榜样；为我们树立了共产党人始终保持
进取精神的榜样；为我们树立了共产党人始终实践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榜样；为我们树立了共
产党人始终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的榜样。
”

放的作用。对此，沈宝祥曾这样评价：“在这个过
程中，邓小平起了中流砥柱的作用。胡耀邦也作出
了重要的贡献。
” 我认为这样的评价才是较为中
肯客观的。
严禁假借纪念胡耀邦的名义散布资产阶级
自由化思想。在胡耀邦的研究中，有些人以纪念胡
耀邦的名义，公开发表文章，含沙射影地攻击社会
主义制度，攻击共产党，大肆散步资产阶级自由化
的思想，宣扬西方的民主、法制和价值观，蛊惑那
些不明真相的读者，社会影响很坏。

三、胡耀邦研究中应注意的问题
必须正确定位和科学评价胡耀邦。近年来
学术界对于胡耀邦的定位和评价问题，尚未达成共
识，但值得注意的是在研究中存在着一种错误倾
向。有些人以胡耀邦对党对国家对人民作出巨大贡
献为由，脱离实际的主观任意提高其地位。比如说
有的文章把陈独秀、张闻天和胡耀邦放在一起进行
论述，指出：
“他们在位期间都继承五四运动传统，
发扬科学民主精神，在党的政治生活中创造了一个
生动活泼或较为宽松的局面，把中国历史向前推进

四、胡耀邦研究前景展望
（一）研究资料有待进一步丰富
近年来，关于胡耀邦的研究资料出版了一些，
特别是在
年胡耀邦诞辰
周年之际，相继
出版了一些著作，纪念性的文章更是层出不穷，从
而掀起了胡耀邦研究的热潮。但总体来看，胡耀邦
的研究资料，特别是一些权威性高的文献资料，目
前仍很匮乏。但展望未来，前景仍是乐观的。这主
要是由于胡耀邦研究对于加强执政党建设，推进社
会主义民主法制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相信
未来胡耀邦的研究资料会逐渐丰富起来。
等到
年，胡耀邦诞辰百年之际，必将会有很多资料问世。
（二）研究方法有待进一步创新
目前，关于胡耀邦研究的方法还主要局限于历
史的方法，回顾胡耀邦的生平，介绍其思想，并加
以逻辑分析。研究的方法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创新。
例如，我们可以采用比较的方法，把胡耀邦的党建
思想同邓小平、陈云的党建思想进行比较研究，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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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横向的比较；我们也可以把胡耀邦各个时期的党

至今仍未过政治敏感期，这也是胡耀邦研究不足的

建思想进行比较研究，这是纵向的比较。
（三）研究领域有待进一步拓展

一个重要原因。但我想，只要本着客观公正的态
度，还是会取得积极成果的。而且历史是最好的

近几年，对胡耀邦研究的领域，如前所述，主

“镇静剂”，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问题的政治敏感

要是胡耀邦党建思想的研究、平反冤假错案的研
究、人格风范的研究，而对于胡耀邦的经济思想、

性将会逐渐淡化，这对于胡耀邦的研究无疑将起到
促进作用。

外交思想统一战线思想、民主革命时期思想以及所
犯错误的研究，虽然有所涉及，但尚显不够。尤其

综上所述，虽然胡耀邦的研究近年来取得了一
些新进展，但总体来看，胡耀邦研究还处于起步阶

对于胡耀邦所犯错误的研究，至今为止可以说还是

段，尚有很大的研究空间，还需要我们继续去探求。

一片处女地。很多人介于政治敏感性而不愿涉足。
我们说，纪念胡耀邦，除了要研究他伟大光辉的一

参考文献

面，也要研究其错误，研究错误的性质、原因、危
害等等，这对于指导现实，避免错误是大有裨益
的，也符合唯物辩证法两点论的原理。总之，研究
领域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拓展。
（四）研究的政治敏感性逐渐减弱
勿庸讳言，胡耀邦研究的政治性很强，可以说

沈宝祥 胡耀邦对思想路线建设的贡献
学习时报
沈宝祥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
社
张木 胡耀邦这样处理信访问题
曾庆红 在纪念胡耀邦同志诞辰
人民日报
何方 从陈独秀张闻天到胡耀邦

PDF created with pdfFactory Pro trial version www.pdffactory.com

党史文汇
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炎黄春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