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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文革期间，对于毛泽东、林彪与军队的关系有一种通行的“一贯提

法”：毛“亲手缔造”，林“亲自指挥”。 

    读本文可以发现，这个“一贯提法”可不是随便说说，短短的一句话，在毛

泽东有意抬举林彪的背景下提出，再经不断的修改提炼、到最终定型，费时近

一年，是领导集体的心血结晶。于是，要不要在这个“一贯提法”中塞进看上去

无伤文意的四个字，就成了政治局会议上争论不休的大问题，甚至要惊动远在

外地的毛本人。 

    按照“中国特色”的政治文化，“提法”的变化往往暗示着“斗争形势的发展”，

甚至会牵动社稷安危。四个字的取舍，看似“应景文章”，无关宏旨，实则意味

深长，为庐山风云埋下了伏笔。后来在庐山迷雾中转了向的衮衮诸公只能怨自

己没有悟出“微言大义”。 

    从庐山会议到“九·一三”，先是党中央、后是全国人民跟着伟大舵手急转弯

。照例，一部分人被抛下“革命航船”陷于没顶之灾；更多的人身子转了，脑筋

却转不过来，全国思想大乱，文革败相已露端倪。  

    其实说穿了，“缔造”和“指挥”的风波的要害无非是：军队到底听谁的？信奉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毛泽东当然要防范军权的旁落，既“缔造”之，自然“指挥”

之，名正言顺；熟谙党内斗争的林彪对“副统帅”的地位本就深自忧惧，他既不

能、也不敢、甚至不想“指挥”，避之唯恐不及，但“是祸躲不过”，最终还是难逃



一劫。 

    古人云，兵者凶也。在现代民主法治社会，国家政治生活自有其运作程序

，既不可能动用军队干预，竞争各方也决不担心失败后有身家性命之忧；而在

专制体制下，军权本身就是政治斗争的资本，不仅是领导权、发言权，而且关

乎领导者本人的自由权乃至生命权。失势者固然朝不保夕，得势者又何尝有一

日安宁？明乎此，当不难理解毛、林、周诸位的处境。 

    阎长贵先生的文章小中见大，勾勒出现代中国政治形态之一斑。 

 

 

“缔造”和“指挥”的风波 
 
                                                 阎 长 贵 
 
 

政治局会议上的争论 
 
    １９７０年，“两报一刊”为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诞生四十三周年所写的
社论，题目叫做《提高警惕 保卫祖国》，其开宗明义的第一句话为： 
    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中国人
民解放军，已经走过了四十三年英勇战斗的历程。 
    周恩来在１９７０年７月２５日、２７日连续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
论这篇社论，会上对这句话发生了激烈的争论。陈伯达主张改回到过去几年的

一贯提法，即将“直接指挥”前面的“毛主席和”四字去掉。张春桥坚决主张

不改。康生认为新提法不易译成外文。周恩来觉得此事重大，需要毛主席本人

定夺。 
    ７月２８日，周恩来将“八一”社论稿送正在杭州的毛泽东审定，同时附
信报告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的情况。汪东兴回忆说，我把总理的信给毛主席念

了，他要我代他画圈后退回去。我觉得难办，所以我没有圈回去，把信带在身

边。毛主席、周总理在上海接见外宾后，周总理、黄永胜都问我那个报告毛主

席圈阅了没有，我说你们问毛主席。当时，毛主席对着我说：“怎么搞的？”

意思是说你怎么没把信圈回去。我说：“这样大的事，我不敢圈。两种意见，

您到底赞成哪一种？”毛主席说：“两种意见，我都不赞成。缔造者不能指挥

，能行吗？缔造者也不光是我，还有许多人。”还说，这类应景文章，既然已

经政治局讨论修改过，我就不看了。当着周总理、黄永胜的面，毛主席让我删



去“毛主席和”四个字，恢复过去的提法。 
    实际上，这个新提法并不是１９７０年“八一”社论才有的。１９６９年
“两报一刊”二十周年的国庆社论《为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写道：

“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毛主席和林彪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是所向无敌的。”当时中央负责宣传的是张春桥、姚文元。这个新提法，是

他们自己所为，还是有人授意？张春桥在讨论１９７０年的“八一″社论时坚

持不改，这又是为什么？陈伯达和张春桥对这个问题的争论仅仅是“文字”之

争吗？周恩来、汪东兴为什么认为这是需要毛表态的大事？ 
 

“一贯提法”的形成 
 
    历史表明，这个“一贯提法”，在我们党和军队的历史上绝不是从来就有
的。林彪虽然在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后代替彭德怀当上国防部长，主持军委的

日常工作，但直到１９６６年８月八届十一中全会成为接班人和中央唯一的副

主席以前，从来没有人把他同毛泽东并列来讲军队的“缔造”、“领导”和“

指挥”的问题。远的不说，就看八届十一中全会前后： 
    ——１９６６年８月１日，《人民日报》纪念建军三十九周年的社论中说：
“毛泽东同志亲手缔造和直接领导的这支伟大的人民军队”。同日，《解放军报

》的社论中说：“毛主席亲手缔造了我们这支军队”。 
    ——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５日（这时林彪已被选为接班人），《解放军报》在
《毛泽东思想是我们的命根子》的社论中仍然说：“由毛主席缔造和培养的我人

民解放军”。 
    ——１９６６年１１月９日，《解放军报》在《一定要把毛泽东思想伟大红
旗举得更高》的社论也说：“我们军队是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所不同的

，此社论还高度赞扬“林彪同志是毛主席 亲密的战友， 好的学生，是活学

活用毛主席著作 好的榜样”。 
    可见，陈伯达所谓“过去几年的一贯提法”，不是“文化大革命”一开始
就有。我们来粗略地考察一下这个“一贯提法”形成的轨迹： 
    ——１９６６年１１月１３日，徐向前在接见军队院校来京串联革命师生
员工大会上讲话中说：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亲自领导的。自林

副主席主持军委工作以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我军的战斗力空前加

强了。 
    ——１９６６年１１月２７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全国各地红卫兵
和革命师生代表讲话中说：无产阶级专政的中国为什么这样巩固？靠什么呢？

靠的就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由林彪同志主持的非常革命化的人民解放军。 
    ——１９６６年１１月２９日，总政副主任刘志坚在和叶剑英、陈毅等接
见军队造反派时说：我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的，是在林副主席直接领导下…… 
    ——１９６７年２月２７日，陈伯达在接见原三司部分代表时说：人民解
放军是毛主席亲自领导的，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直接领导的。 
    由所引这些话可以看出，到这时还没有形成陈伯达所说的“一贯提法”，
我们继续往下看： 
    ——１９６７年４月１０日，《解放军报》在《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的
社论中说：“我们人民解放军是伟大统帅毛主席亲手缔造和培育的，毛主席的



亲密战友林彪副统帅直接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军队”。 
    ——１９６７年４月２０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给毛主席
的致敬信中说：“人民解放军是您亲手缔造的、林彪同志直接领导的无产阶级

的革命军队”。 
    ——１９６７年４月２８日，《红旗》杂志在《热烈响应拥军爱民的号召》
的社论中说：“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林彪同志直接指挥的

伟大革命军队”。 
    ——１９６７年５月７日，《人民日报》在《一定要把全国办成毛泽东思想
的大学校》的社论中说：“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林彪同志直

接指挥的伟大的人民军队”。 
   ——１９６７年５月２９日，《解放军报》 
在《拿起笔杆紧握枪，为保卫无产阶级政权而斗争》的社论中说：“我军是伟大

的统帅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林彪副统帅直接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军队”。 
    到这时， “一贯提法”，可以说已经基本形成，并得到了毛泽东的认可。 
    ——１９６７年８月２５日，毛泽东批示“很好，照发”的中共中央、国
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开展拥军爱民运动的号召》中说：毛主席

亲手缔造、亲自领导和林彪同志亲自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１９６７年９月５日毛主席批示“已阅，照办”的中共中央、国务院
、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不准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和各种军用物

资的命令》中说：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是

林副统帅亲自指挥的举世无双的人民军队。 
    由此可见，“一贯提法”不但有一个逐渐“完善”和定型的过程，而且还
是集体创造。 

  

“一贯提法”与林彪的地位 

 
    笔者认为，“一贯提法”关乎毛泽东和林彪同军队的关系。林彪是开国元
勋，在十大元帅中，年龄 轻却排序第三，仅次于朱德、彭德怀。在１９６６

年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林彪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党中央唯一的副主席，应该

说，这个所谓“一贯提法”，是“文革”中吹捧林彪的一种表现。 
    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之中和之后，由 
毛泽东发起了对林彪一系列“史无前例” 
的吹捧。经毛泽东亲自修改审定的八届十一全会公报说：“林彪同志号召人民

解放军在全军开展学习毛泽东同志著作的运动，为全党全国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对林彪的吹捧掀起了一次又一次高潮。 
    １９６６年９月２５日，叶剑英在接见艺术院校、团体代表时说：“ 近

时期，我们党内还有一个很值得庆贺的大喜事，就是毛主席选定了他自己的第

一个接班人。主席选了几十年了，究竟谁来接班？选来选去，验来验去，经过

近四十年革命斗争的考验，证明了林彪同志具有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是伟大

的政治家和战略家，还有高度的领导艺术，是毛主席 好的接班人。主席选定

林彪同志这样 亲密的战友为接班人，肯定地说，不但我们文化革命运动取得

彻底胜利，而且对整个中国、整个世界的革命取得胜利也完全是乐观的。林彪



同志的身体比我们中的任何人都好。我们确信，林彪同志跟着毛主席领导二、

三十年是毫无问题的。有了主席，有了林彪同志这样英明伟大的领袖，有了他

们两个人（刚刚好，马克思、恩格斯也是两个人），我们的革命就无往而不胜，

就可以信心百倍地完成我们伟大的革命事业。”  
    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９日，肖华在空军干部会上讲话说：“林彪同志一贯
忠实、 坚决、 彻底地贯彻毛泽东思想，执行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他是毛主

席 亲密的战友， 好的学生，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 好的榜样。我们都应

当向林彪同志学习。” 
    １９６７年１月２１日，周恩来在接见部分来京军事院校学生时说：“在
十一中全会上，我推荐了林彪同志，他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 好，跟毛主席

跟得 紧的，我推荐他为副统帅。” 
    １９６７年１１月２１日，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将《中央关于征询
对召开“九大”的意见和通报》稿，送毛泽东审阅。毛删去了“‘九大’要大力

宣传林副主席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好学生”中的“和好学生”四个字。同“

好学生”相比，“亲密战友”使人感到有平起平坐的味道。 
    在１９６８年１０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通过的新党章草案，明确地
写上了“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忠诚、 坚定地执行和捍

卫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

人。”林彪要求删去这些话。康生说：“八届十一中全会确定林彪同志为毛主

席的接班人，这是百年大计，是关系到我党、我国今后命运，关系到我国革命

和世界革命的大事。林彪同志很谦虚，他要求把党章草案提到他的一段删去，

我们的意见必须保留。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接班人，这是会上公认的，是

当之无愧的。” 
    １９６９年４月１４日，周恩来在“九大”全体会议上发言，说：“林彪
同志成为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早在４０年前已经开始。林彪同志是南

昌起义失败后率领一部分起义部队走上井冈山，接受毛主席领导的一位光荣代

表。”同年５月１４日，他在国务院系统传达“九大”会议精神时，又说了同

样的话。（“九一三”事件后，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周恩来做了《对我们

党在新民主义革命阶段六次路线斗争的个人认识》的报告，讲到南昌起义时说：

“九大”时我有一句话讲错了，讲林彪是光荣代表，应该朱德是光荣代表，首

功是朱德同志，林彪是跟上去的。） 
 

林彪对“一贯提法”的态度 
 
    迄今为止，笔者没收集到任何林彪赞同这个“一贯提法”的材料。而且从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的不少事实看，林彪似乎不大赞成过于突出自己。除了上面

谈过的，我们再从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和张云生《毛家湾纪实》等书中选取

几个实例： 
    １９６７年３月２０日，林彪在叶剑英主持的军以上干部会议上讲话。他
说：“ 近我发现有什么林彪同志语录，是学生搞的，一个是中学校搞的，另

一个是一个什么红卫兵组织搞的，我们就收到两种。另外，我们总政过去也搞

了我的一个政治工作语录，我看不要搞。你们看到的时候，请你们代为没收。

总政，我是给你们讲了。我这个意见是雷打不动的，你们不要搞。” 



    １９６７年６月１６日，林彪致信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称：“近一个
多月来，我看了三次演出，每次演出中，都有‘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和‘祝林

副主席永远健康’这两个口号并提的情况……不宜提‘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

的口号。只有突出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才符合全国和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客观

需要和实际。今后一切演出、一切会议、一切文件、一切报刊以及其他各种宣

传形式都应突出毛主席，不要把我和毛主席并提。……盼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

的同志们今后帮助注意掌握这一点，并希望将我这封信转发到县团级，由他们

传达到所有的基层组织和革命群众组织。”（笔者写过一篇《林彪不让祝他“永

远健康”内情》，发表于《党史博览》２００４年第１０期） 
    １９６７年１２月１３日，林彪致信军委和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军区，
再次提出不要宣传他，并“特别提出以下各点，盼同志们严格注意：一、不要

在街上和刊物中，宣传‘树立林副主席的崇高威望’的口号。二、不要出我的

语录和文集。三、戏剧、电影、小说中，不要叙述我的革命历史事迹。四、不

要呼喊‘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的口号。五、 近各地开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

分子会，要求我题词的很多。鉴于 近一次题词引起了个别地方两派的纠纷，

因此，一概不再题词了。六、应大力突出宣传毛主席和党中央， 好宣传不要

提到我。在万一需要提到我时，也无论如何不可超过十分之一的比例。这样才

能造成宣传的统一性和集中性。以上各点，盼在营以上干部中印发传达，务必

落实。”并要求此信“部队发到营以上，地方发到县以上” 。 
    １９６８年９月９日，林彪晚上出去“转车”，看到北京街头有“纪念林
副主席‘八九讲话’发表一周年”一类标语，回来以后下令林办工作人员必须

连夜把那些标语撕掉。 
    １９６８年１０月２６日，林彪在八届十二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
话中说：“ 后，我想讲一点，就是整个两年多的工作，主要是毛主席领导的

，具体执行主要是中央文革，特别起作用的是江青同志、总理、伯达同志、康

生同志以及中央文革其他同志。而我呢，就是没有做多少事。我也不是故意偷

懒，就是身体不好，不能够做多少事情。所以实际情况了解的不多，工作也做

得不多。但是我在主观上总是愿意跟着毛主席的。我有一点保留的意见，就是

这次党章上把我的名字写上，我很不安。”笔者认为，林彪这话基本上是符合

实际的。在“文化大革命”中，在很多问题上，林彪几近“不作为”。 
    根据以上的事实和情况，林彪对所谓“过去几年的一贯提法”的形成，似
没有参与，没有起什么作用，换句话说，这个提法与林彪没有关系。有的书，

认定“这个提法”是林彪“急于取得更高地位和权力”的证据之一，是没有说

服力的。 

 

毛泽东：“缔造就不能指挥呀？” 

 
   如前所说，毛泽东是曾经批准和认可了所谓“过去几年的一贯提法”的。在
他批示“很好，照发”和“已阅，照办”的文件中，都有这个“一贯提法”。

可是“九大”后，特别是九届二中全会后，毛泽东又表示不赞成这种提法，一

再责问：“缔造就不能指挥呀？” 
    在１９７１年的南巡中，毛泽东多次谈到这个问题。 



    ８月２７日，在武汉，毛主席同刘丰第二次谈话：我犯了个错误。胜利以
后，军队的事情我管得不多。我要管军队了。我光能缔造就不能指挥了吗？  
    ８月３１日，在南昌，同许世友、韩先楚、程世清等谈话：缔造人民解放
军、领导我们军队的人，能缔造、能领导，就不能指挥吗？他们把缔造和指挥

分开，难道缔造者就不能指挥呀？另外，我们这个军队是不是哪一个人缔造出

来的呢？或者是哪几个人缔造出来的呢？我看不是，人多着呢！朱德、恩来、

贺龙、刘伯承、叶挺，这么多人发动的南昌起义，他们就不能指挥了吗？又说

：说军队的缔造者、领导者就不能指挥，这是不对的。缔造者、领导者也不是

少数人，也不是我毛泽东一个，也不是你林彪一个，我们党内有很多同志是领

导兵暴的、领导军队的。 
   ９月３日，在杭州，毛泽东同南萍谈话：进城那时，我管打仗，也管军队。
朝鲜战争人家打胜了，我就没有管了，要人家去管。军队开始是聂荣臻管的，

以后是彭德怀管，后头是林彪管。……现在我要管军队的事，我不相信军队要

造反。军队要统一，军队要整顿。什么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和领导的，林亲自

指挥的，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呀！又提到：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人民

学解放军，这不完全，还要加上“解放军要学全国人民”。 
    从这些谈话看：（一）其矛头明显地指向林彪（但说林彪把“缔造”和“指
挥”分开，认为“缔造”不能“指挥”，没看到林彪这样说过——其实即便是

提出“一贯提法”的人也不会这样想）；（二）毛泽东已不再相信林彪，也不相

信他负责的军队，说“军队要整顿”，提出“解放军要学全国人民”，“我要

抓军队了”等等，都是表明这个意思；（三）毛泽东明确提出“‘缔造’也不是

我毛泽东一个，有许多人”，恐怕是为孤立和反对林彪以争取同盟者采取的一

种策略。 
    在这个所谓“一贯提法”问题上，毛泽东在思想上前后来了个一百八十度
的大转弯，这和军队在“文革”中的作用以及发展变化有关。毛泽东发动“文

革”，需要林彪及其所领导的军队支持（所谓请无产阶级专政的“尊神”），“

文革”发动、特别是“全面夺权”后，各行各业一片混乱，惟有军队是一支稳

定的力量，毛泽东和中央通过“三支两军”以稳定全国。“没有一个人民的军

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一时成为中国 响亮的口号。事物总有两重性。在

“文革”发展过程中军队势力急剧膨胀。“九大”选出的２１名中央政治局委

员，如果把陈伯达算在内，林彪的势力占了三分之一；在中央委员（１７０名）

和候补中央委 
 
员（１０９名）中，军人占４９％，接近一半；同时当时各省、市和中央各部委

的第一把手也绝大多数是奉命支左的军队干部。当时的中国，“党天下”颇有

“军天下”之趋势。毛泽东在九届一中全会上引用苏联说中国是“军事官僚专

政”的话，已经表示他对军队势力过分膨胀不满了。无疑，军队势力坐大，这

是毛泽东错误发动“文化大革命”一手造成的，又是他不愿意看到的。因此，

设法削弱和翦除林彪的势力，日益成为毛泽东朝思暮想的要务。 
 

周恩来与“缔造”和“指挥” 

 
   其实，谈到中国军队的“缔造”、“领导”与“指挥”不提周恩来，不符合



历史事实。他是中共领袖中 早掌握武装的人，也是南昌起义的主要领导者和

组织者。“文革”初期有人建议把建军节的日子改为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的

日子，毛泽东不同意，他说，恩来同志领导的南昌起义，时间早，局面大。 
    在１９２７年１１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周恩来虽都为
领导暴动失败受到惩办，但毛被撤销政治局候补委员，周只受到警告，然后又

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在１９２８年举行的“六大”上，周继续被选为常

委，具体兼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和中央军事委员会书记。在此后相当长的时期内

，周是中共中央的实际主持者。在和毛的关系上，周作为领导和上级，前后约

有八、九年的时间。周领导井冈山时期（包括瑞金时期）的毛，有失误，但也很

赏识毛的才干，积极向全党推广毛泽东创造的经验。人们普遍认为，周是中共

党内 早认识毛的军事才干的人，在这方面，周对毛来说，可谓“伯乐”。当

毛脱颖而出成为中共军队的统帅后，周尽心竭力辅助毛，是毛在军事上的主要

助手。谁都不能否认，周恩来是中共军队的主要缔造者、领导者和指挥者之一

。 
    再看周恩来和林彪的关系。１９２４年，周恩来就是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
任，林彪是黄埔军校四期学员，可以说林是周的学生，他们有师生之谊。林彪

走出黄埔军校后，由于能征善战，跃升很快，但在党内和军中的地位同周相比

还是十分悬殊。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周向毛推荐林作接班人，并使他成为党

的唯一副主席。周居林之下，不卑不亢，尽责尽力，任劳任怨。仅就周和林的

关系讲，“缔造”和“指挥”风波中的两种提法，也都是不正确的。 
    “缔造”和“指挥”的风波，云里雾里，纷纷扬扬，其实质和底蕴，简单
地说，即军权问题。夺取政权靠枪杆子，保卫和巩固政权也靠枪杆子——这是

中国共产党一再申明和强调的。军权，或者说，军队的指挥权，在中国政治中

十分重要，也十分敏感。多少人在这个问题上“跌过跟头”，给在中国从事政

治活动的人留下了沉痛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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