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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部门和各人民团体党组、党

委、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 

中央决定撤销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批转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

的汇报提纲》，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

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所谓“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是根本错误的，是违反中央和

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路线的，是违反一九六二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关于

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的指导方针的。这个提纲，对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和发

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对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六五年九月至十月间中央工作会议上（即在一

次有各中央局负责同志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关于批判吴晗的指示，阳奉阴违，

竭力抗拒。 

所谓“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实际上只是彭真同志一个人的汇报提纲，是彭真同

志背着“五人小组”成员康生同志和其他同志，按照他自己的意见制造出来的。对待这样

一个关系到社会主义革命全局的重大问题的文件，彭真同志根本没有在“五人小组”内讨

论过、商量过，没有向任何地方党委征求过意见，没有说明要作为中央正式文件提请中央

审查，更没有得到中央主席毛泽东同志的同意，采取了极不正当的手段，武断专横，滥用

职权，盗窃中央的名义，匆匆忙忙发到全党。 

这个提纲的主要错误如下： 

（一）这个提纲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用资产阶级世界观来看待当前学术批判的

形势和性质，根本颠倒了敌我关系。我国正面临着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

潮。这个高潮有力地冲击着资产阶级和封建残余还保存的一切腐朽的思想阵地和文化阵

地。这个提纲，不是鼓舞全党放手发动广大的工农兵群众和无产阶级的文化战士继续冲锋

前进，而是力图把这个运动拉向右转。这个提纲用混乱的、自相矛盾的、虚伪的词句，模

糊了当前文化思想战线上的尖锐的阶级斗争，特别是模糊了这场大斗争的目的是对吴晗及

其他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中央和各中央机关，各省、市、自治

区，都有这样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批判。这个提纲不提毛主席一再指出的吴晗《海

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问题，掩盖这场斗争的严重的政治性质。 

（二）这个提纲违背了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这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论点。

当报刊上刚刚涉及吴晗《海瑞罢官》的政治问题的时候，提纲的作者们竟然提出“在报刊

上的讨论不要局限于政治问题，要把涉及到各种学术理论的问题，充分地展开讨论”。他

们又在各种场合宣称，对吴晗的批判，不准谈要害问题，不准涉及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对

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罢官问题，不准谈吴晗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问题。毛泽东同志经常告

诉我们，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上的斗争，是长期的阶级斗争，不是匆忙做一个政治结论

就可以解决。彭真同志有意造谣，对许多人说，主席认为对吴晗的批判可以在两个月后做

政治结论。又说，两个月后再谈政治问题。他的目的，就是要把文化领域的政治斗争，纳

入资产阶级经常宣扬的所谓“纯学术”讨论。很明显，这是反对突出无产阶级的政治，而

要突出资产阶级的政治。 



（三）提纲特别强调所谓“放”，但是却用偷天换日的手法，根本歪曲了毛泽东同

志一九五七年三月在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所讲的放的方针，抹煞放的阶级内容。毛泽

东同志正是在讲这个问题的时候指出，“我们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进行长

期的斗争。不了解这种情况，放弃思想斗争，那就是错误的。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

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又说，“放，就是放手

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这个提纲却把“放”同无产阶

级对于资产阶级反动立场的揭露对立起来。它的所谓“放”，是资产阶级的自由化，只许

资产阶级放，不许无产阶级放，不许无产阶级反击资产阶级，是包庇吴晗这一类的反动的

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这个提纲的所谓“放”，是反毛泽东思想的，是适应资产阶级需要

的。 

（四）在我们开始反击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时候，提纲的作者们却提出，“在真理

面前人人平等”。这个口号是资产阶级的口号。他们用这个口号保护资产阶级，反对无产

阶级，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根本否认真理的阶段性。无产阶级同资产

阶级的斗争，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同资产阶级以及一切剥削阶级的谬论的斗争，不是东风压

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根本谈不上什么平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

对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无产阶级继续清

除资产阶级钻在共产党内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代表人物等等，在这些基本问题上，难道能够

允许有什么平等吗？几十年以来的老的社会民主党和几十年以来的现代修正主义，从来就

不允许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有什么平等。他们根本否认几千年的人类历史是阶级斗争史，

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和对资产

阶级的专政。相反，他们是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同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一

道，坚持资产阶级压迫、剥削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反对马克思列

宁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他们是一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他们

同我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丝毫谈不到什么平等。因此，我们对他们的斗争也只能

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平等的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

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而不能是什么别的关

系，例如所谓平等关系、被剥削阶级同剥削阶级的和平共处关系、仁义道德关系等等。 

（五）提纲说，“不仅要在政治上压倒对方，而且要在学术和业务的水准上真正大

大地超过和压倒对方”。这种对学术不分阶级界限的思想，也是很错误的。无产阶级在学

术上所掌握的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毛泽东思想的真理，早已大大地超过了和压

倒了资产阶级。提纲的提法，表现了作者吹捧和抬高资产阶级的所谓“学术权威”，仇视

和压制我们在学术界的一批代表无产阶级的、战斗的新生力量。 

（六）毛主席经常说，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就要讲道理，讲

道理就是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在破资产

阶级思想体系的斗争中建立和不断发展起来的。但这个提纲却强调“没有立，就不可能达

到真正、彻底的破”。这实际上是对资产阶级的思想不准破，对无产阶级的思想不准立，

是同毛主席的思想针锋相对的，是同我们在文化战线上进行大破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革命

斗争背道而驰的，是不准无产阶级革命。 

（七）提纲提出“不要象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又说“警惕左派学术工作者

走上资产阶级专家、学阀的道路”。究竟什么是“学阀”？谁是“学阀”？难道无产阶级

不要专政，不要压倒资产阶级？难道无产阶级的学术不要压倒和消灭资产阶级的学术？难



道无产阶级学术压倒和消灭资产阶级学术，就是“学阀”？提纲反对的锋芒是指向无产阶

级左派，显然是要给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戴上“学阀”这顶帽子，倒过来支持真正的资产阶

级的学阀，维持他们在学术界的摇摇欲坠的垄断地位。其实，那些支持资产阶级学阀的党

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钻进党内保护资产阶级学阀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才是

不读书、不看报、不接触群众、什么学问也没有、专靠“武断和以势压人”、窃取党的名

义的大党阀。 

（八）提纲的作者们别有用心，故意把水搅浑，混淆阶级阵线，转移斗争目标，提

出要对“坚定的左派”进行“整风”。他们这样急急忙忙抛出这个提纲的主要目的，就是

要整无产阶级左派。他们专门收集左派的材料，寻找各种借口打击左派，还想借“整风”

的名义进一步打击左派，妄图瓦解左派的队伍。他们公然抗拒毛主席明确提出要保护左

派，支持左派，强调建立和扩大左派队伍的方针。另一方面，他们却把混进党内的资产阶

级代表人物、修正主义者、叛徒封成“坚定的左派”，加以包庇。他们用这种手法，企图

长资产阶级右派的志气，灭无产阶级左派的威风。他们对无产阶级充满了恨，对资产阶级

充满了爱。这就是提纲作者们的资产阶级的博爱观。 

（九）正当无产阶级在思想战线上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发动一场新的激烈斗争刚刚

开始，而且许多方面、许多地方还没有开始参加斗争，或者虽然已经开始了斗争，但是绝

大多数党委对于这场伟大斗争的领导还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的时候，提纲却反

复强调斗争中要所谓“有领导”、要“谨慎”、要“慎重”、要“经过有关领导机构批

准”，这些都是要给无产阶级左派划许多框框，提出许多清规戒律，束缚无产阶级左派的

手脚，要给无产阶级的文化革命设置重重障碍。一句话，迫不及待地要刹车，来一个反攻

倒算。提纲的作者们对于无产阶级左派反击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的文章，已经发表的，

他们极端怀恨，还没有发表的，他们加以扣压。他们对于一切牛鬼蛇神却放手让其出笼，

多年来塞满了我们的报纸、广播、刊物、书籍、教科书、讲演、文艺作品、电影、戏剧、

曲艺、美术、音乐、舞蹈等等，从不提倡要受无产阶级的领导，从来也不要批准。这一对

比，就可以看出，提纲的作者们究竟处在一种什么地位了。 

（十）当前的斗争，是执行还是抗拒毛泽东同志的文化革命的路线的问题。但提纲

却说，“我们要通过这场斗争，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开辟解决这个问题（指“彻底清

理学术领域内的资产阶级思想”）的道路”。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

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关于正确处理

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著作，早已在文

化思想战线上给我们无产阶级开辟了道路。提纲却认为毛泽东思想还没有给我们开辟道

路，而要重新开辟道路。提纲是企图打着“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这个旗帜作为幌子，

开辟一条同毛泽东思想相反的道路，即现代修正主义的道路，也就是资产阶级复辟的道

路。 

总之，这个提纲是反对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

的文化革命路线，打击无产阶级左派，包庇资产阶级右派，为资产阶级复辟作舆论准备。

这个提纲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同这条修正主义路线作

斗争，绝对不是一件小事，而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的命运，关系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关

系我们党和国家将来的面貌，也是关系世界革命的一件头等大事。 

各级党委要立即停止执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全

党必须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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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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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一批反革命的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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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我们的接班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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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通知，可以连同中央今年二月十二日发出的错误文件，发到县委、文化机关党

委和军队团级党委，请他们展开讨论，究竟那一个文件是错误的，那一个文件是正确的，

他们自己的认识如何，有那些成绩，有那些错误。 

          中    央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 

 

已发：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各党

委、党组，总政治部。共印三九，九八五份。 

          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九日发出 

 

                 

一九六五年九月到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 

中发［66］267号附件二 
 

一九六五年九月至十月间 
 

毛主席早就察觉到吴晗的问题，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向党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的问

题。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主席在中央常委会议上（有各大区同志参加），从阶级斗争的

观点出发，问彭真同志，吴晗是不是可以批判？彭真同志回避问题的实质，只回答说，吴

晗有些问题可以批判。这件事直到一九六六年一月二日以前，彭真同志对康生等同志都没

有说过。 

 

一九六五年九月二十三日 
 

彭真同志在文化部召集的文化厅局长会议上讲话，多次指名攻击毛主席。他还说

“在真理面前，是人人平等的，管你是党中央的主席也好”。他还用“错误人人有份”的

口号来打击左派，包庇资产阶级右派。两天后，陆定一同志也在文化厅局长会议上讲话，

大反斯大林。 

 



十一月十日 
 

上海市委根据毛主席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指示，加紧准备了批判吴晗的文章。

《文汇报》于十一月十日发表姚文元同志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文章指

出，《海瑞罢官》鼓吹“单干风”、“翻案风”，是毒草。 

 

十一月十二日至二十六日 
 

上海《解放日报》、浙江《浙江日报》、山东《大众日报》、江苏《新华日报》、

福建《福建日报》、安徽《安徽日报》、江西《江西日报》先后都转载了姚文。 

 

十一月十一日至二十八日 
 

北京各报刊，在十八天内，都未转载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各报刊多次请示是否可以

转载，彭真同志和中宣部都不让转载。彭真同志还在许多场合，责备上海市委发表姚文元

同志文章不打招呼，“党性到那里去了”。 

姚文发表后，《北京日报》社长范瑾同志曾两次询问《文汇报》负责同志，摸姚文

元文章的“背景”。 

 

十一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九日 
 

上海市委因北京各报都不转载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即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将姚文印成

单行本。二十四日上海新华书店急电全国新华书店征求订购数字，大多数地方都有复电。

北京新华书店奉命不复，电话询问也不表示意见，直到二十九日，才复电同意。 

 

十一月二十八日 
 

在周恩来同志的督促下，彭真同志被迫在人大会堂西大厅开会，讨论北京报纸转载

姚文元同志文章的问题，有北京市委的同志和中宣部副部长周扬、许立群、姚溱等同志参

加。彭真同志一到，就问“吴晗现在怎样？”北京市委书记邓拓说，“吴晗很紧张，因为

他知道这次批判有来头。”彭真同志大声说：“什么来头不来头，不用管，只问真理如

何，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这是狂妄地露骨地反对毛主席。 

 

十一月二十九日 
 

《文汇报》发表一个版的读者来信，要求开展《海瑞罢官》问题的讨论。 

《解放军报》转载姚文，编者按语指出，《海瑞罢官》是一株大毒草。 

《北京日报》转载姚文。但该报编者按语不表示支持姚文，反而强调对《海瑞罢

官》这出戏有不同意见，应该展开讨论。 

 



十一月三十日 
 

《人民日报》在《学术研究》栏转载姚文。编者按语按照彭真同志的意见，只把这

个问题作为学术问题来讨论，并且强调“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反批评的自由”，没

有表示支持姚文元同志文章。按语的最后一段，引用毛主席的话，指出对那些有毒素的反

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要进行斗争。这是周恩来同志加的。 

 

十二月二日 
 

《光明日报》转载姚文，比《北京日报》迟了三天。这是根据姚溱同志转达的彭真

同志的意见，说不能同时转载，以免震动太大。 

 

十二月六日 
 

《文汇报》、《解放日报》同时报道全国各报转载姚文元文章的情况，登载了《解

放军报》、《北京日报》、《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的编者按语，按发表先后把《解

放军报》的编者按语登在前面。彭真同志对此极为不满。 

 

十二月八日 
 

《红旗》发表戚本禹同志题为《为革命而研究历史》的文章，批评了以翦伯赞、吴

晗为代表的反动的历史观，但没有指名。 

 

十二月十二日 
 

《北京日报》、《前线》发表邓拓的文章，署名向阳生，题为《从<海瑞罢官>谈到

“道德继承论”》，企图把对吴晗的批判，从政治问题拉到所谓道德继承的“学术”问题

上去。这篇文章是在彭真同志亲自指导下写的，最后由彭真同志亲自修改，经过北京市委

书记处传阅定稿。 

 

十二月十四日 
 

彭真同志在国际饭店开北京市委工作会议时，把吴晗找去，对他说，“你错的就检

讨，对的就坚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是直接向吴晗示意，给他撑腰，要他坚持他

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 

 

十二月二十一日 
 

毛主席同陈伯达、艾思奇、关锋等同志谈话中指出：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

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点了名，对戏剧界、史学界、哲学界震动很



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

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庐山会议是讨论工作的，原来打算开半个月，会

议快结束了，彭德怀跳了出来。他说：你们在延安骂了我四十天的娘，我骂你们二十天的

娘还不行！他就是要骂娘的。 

 

十二月二十二日 
 

毛主席同彭真、康生、杨成武等同志谈话，又讲了前一天同陈伯达等同志谈的那些

意见。毛主席说，要害是“罢官”，我们庐山会议罢了彭德怀的官。彭真同志立刻辩解

说，我们经过调查，没有发现吴晗同彭德怀有什么组织联系，掩盖吴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

的政治问题。 

 

十二月二十三日 
 

彭真同志要求单独同毛主席谈话。谈话后，彭真同志故意造谣，说毛主席赞成他的

所谓“放”的方针，还造谣说，吴晗问题要两个月以后做政治结论。又说，两个月以后再

谈政治问题。彭真同志造的这个谣，在许多场合散布过。 

 

十二月二十六日、二十七日 
 

上海市委同志向彭真同志汇报情况，谈到姚文元的文章是根据九月中央工作会议时

毛主席指示发表的，彭真同志未置可否。他说对姚文元的文章也要“一分为二”。彭真同

志讲了他的所谓“放”的方针，还说吴晗问题要作为学术问题讨论。彭真同志批评上海转

载北京各报按语不该把《解放军报》按语放在第一篇，应当把《北京日报》的按语放头一

篇。彭真同志还说：吴晗在民主革命时期和反右派斗争时都是左派，邓拓是左派，他署名

向阳生的文章是我叫他那样写的。 

 

十二月二十七日 
 

《北京日报》发表吴晗《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这篇文章是假检讨，真反

攻。他为了辩解同“单干风”“翻案风”无关，提出了《海瑞罢官》是在《论海瑞》一文

的基础上写的，而《论海瑞》是根据庐山会议精神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吴晗的《海瑞罢

官》同庐山会议联系起来，这就自己暴露了自己的要害。《北京日报》急忙发表，却不加

按语，实际上是对吴晗的支持。这是彭真同志从上海打电话催着要这样发的，还要《人民

日报》转载。 

 

十二月二十九日 
 

《人民日报》发表中宣部主持写的署名方求的文章，题为《<海瑞罢官>代表一种什

么社会思潮？》。这篇文章关于“清官”问题的观点是很错误的。 



十二月三十日 
 

《人民日报》转载了吴晗的所谓《自我批评》，加了一个编者按语。这个按语没有

一句话揭露吴晗的所谓“自我批评”的实质。这是彭真同志决定的。 

 

一九六六年一月二日 
 

彭真同志召集了文教、报刊、北京市和部队的有关负责同志三十多人参加的会议。

首先由胡绳同志传达毛主席同陈伯达等同志的谈话，他在传达时，有意隐瞒了毛主席指出

的《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康生同志说，毛主席讲了要害问题是罢官，庐山会议我们

罢了彭德怀的官。吴晗六月写了《海瑞骂皇帝》，九月写了《论海瑞》，年底，也就是彭

德怀罢官以后，开始着手写《海瑞罢官》。彭真同志讲话强调要所谓“放”，说扯得越宽

越好。他批评《解放军报》的按语中指出吴晗《海瑞罢官》是一株大毒草“妨碍了放”。

他说政治问题两个月以后再说，先搞学术。他还攻击上海，说他们只批评《海瑞罢官》，

而对《海瑞上疏》不作检讨。实际上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已经批评到了《海瑞上疏》。《海

瑞上疏》的创作，是周扬同志亲自向上海京剧院布置的。 

陆定一同志在会上攻击上海发表姚文元同志文章没有同他打招呼。他还说，要先搞

学术问题，政治问题以后搞。他还在其他场合说，姚文元的文章，要是没有最后一部分

（指揭露《海瑞罢官》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问题）就好了。陆定一同志的基本观点，

同彭真同志是一致的。 

 

一月六日 
 

上海市委发出《关于讨论（海瑞罢官）问题的通知》。要求全市各级党组织重视这

场大辩论，加强领导。八日，召集全市党员干部会议，讲了要害问题是罢官，要求发动全

党、工农兵群众参加讨论，从大辩论中提高认识，培养队伍。 

 

一月八日 
 

姚溱同志把一九六二年《宣教动态》八十八期刊登的庆云（即关锋）的一篇杂文

《从陈贾说起》，送给彭真同志，为彭真同志整关锋同志提供材料。 

 

一月九日 
 

彭真同志批发《毛主席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同陈伯达等同志的谈话纪要》，

故意隐瞒了关于《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部分。 

 

 

 

 



一月十三日 
 

《人民日报》刊登思彤（即王若水）的文章，题为《接受吴晗同志的挑战》。这篇

文章提到要害是罢官，提到庐山会议。这篇文章发表几天以后，许立群同志责问，为什么

要讲庐山会议和要害问题？ 

 

一月十三日至十七日 
 

关锋同志和戚本禹同志的两篇批判吴晗《海瑞罢官》要害问题的文章写成。这两篇

文章都送给了中宣部，一直被他们压着。 

 

一月十七日 
 

许立群同志召集《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红旗》、《前

线》、《新建设》六个编辑部的同志开会。他在会上说，根据彭真同志的指示，要把三报

三刊的学术批判管起来，稿件和版面要审查，《红旗》先不要搞。他强调要“放”，把

“放”同讲要害问题对立起来。不同意先集中搞《海瑞罢官》问题，要同时讨论历史人物

评价，历史剧，道德继承等问题，说要“有领导地造成‘一场混战’”。 

在这个会上，北京市委《前线》杂志的同志说，根据市委的意见，他们不打算再发

表批评吴晗的文章，只准备将来转载带结论性的文章。 

 

一月十八日至二十七日 
 

戚本禹同志打电话问许立群同志，批判吴晗政治要害问题的文章可否发表？许立群

同志答复：攻要害的文章不止你一篇，别人还有，现在都不能发表。 

关锋、戚本禹同志又把他们攻要害的文章送给彭真同志审查，彭真同志叫他的秘书

打电话说，彭真同志工作很忙，最近要下乡，没有时间看文章。 

 

一月三十一日 
 

彭真同志要许立群同志马上把攻击左派、包庇右派的材料送给他。许立群同志立即

送去了。 

 

二月二日 
 

江青同志根据林彪同志的委托，邀请刘志坚、谢镗忠、李曼村、陈亚丁四位同志，

就部队文艺工作的若干问题，开始进行座谈。 

 

 

 



二月三日 
 

彭真同志召集五人小组扩大会。会上发了七个攻击左派、包庇右派的材料。 

会上有两种根本不同的意见。 

一种以彭真同志为代表，他们大肆攻击关锋等左派同志。彭真同志说，左派也要整

风，不要当“学阀”。他还说，已经查明吴晗同彭德怀没有关系，因此不要提庐山会议。

彭真同志还要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同志和北京市委书记郑天翔同志证明，邓拓是拥护三

面红旗的，长期以来是坚定的。彭真同志说，为了“放”，不要谈《海瑞罢官》的政治问

题。象郭沫若这样的人都很紧张了，学术批判不要过头，要慎重。陆定一同志在会上又大

反斯大林一通。 

另一种意见以康生同志为代表，指出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同吴晗的斗争，是两个阶

级、两条道路的斗争，要分清阶级界限，要保护关锋等左派同志，依靠他们组织我们的学

术批判队伍，要把斗争的锋芒针对吴晗，要揭露吴晗的政治问题、要害问题，要联系庐山

会议的阶级斗争背景来谈。康生同志批评许立群同志不收集吴晗的材料，专门收集左派的

材料。 

会后，彭真同志要许立群同志和姚溱同志起草“汇报提纲”。 

 

二月四日 
 

许立群同志和姚溱同志，根据彭真同志自己的意见，在钓鱼台关起门来制造所谓

“五人小组汇报提纲”，谁也不许进去，谁也不让知道，连对同住在一个楼里的所谓五人

小组成员康生、吴冷西两位同志也严密封锁，不透露一点消息。 

 

二月五日 
 

政治局常委开会。临开会前，彭真同志把所谓“五人小组汇报提纲”送给常委。上

面写着：“此件因时间匆促，来不及在五人小组传阅和商酌。”在会上，叫不是“五人小

组”成员的许立群同志口头汇报情况，彭真同志插了一些话，没有读“提纲”，没有提出

“提纲”中的关键问题请常委讨论，也没有说要作为中央正式文件发给全党。 

 

二月八日 
 

彭真等同志向毛主席汇报。彭真同志采取了欺骗常委的同样手法，叫许立群同志向

毛主席汇报，然后彭真同志说了一些话。在汇报过程中，毛主席的意见同彭真同志的意见

是完全对立的。毛主席一向认为，吴晗的《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是同庐山会议，同

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有关的。这次，毛主席又当面问了彭真同志两次，吴晗是不是反党

反社会主义？而彭真同志事后却故意歪曲，说毛主席认为吴晗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彭真

同志否定解放以后毛主席亲自领导的各次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批判，他认为这些批判都

是虎头蛇尾，没有结论，他说这次要做政治结论。毛主席明确地反对和批驳了这种意见，

指出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斗争，是长期的阶级斗争，决不是匆促做一个政治结论就可以



解决的。这里也就戳穿了彭真同志假造说毛主席主张两个月以后做政治结论的话，是彻头

彻尾的谎言。当彭真同志说到，要用“整风”的方法整左派的时候，毛主席立刻反驳，说

“这样的问题，三年以后再说”。当许立群同志攻击关锋同志的杂文时，毛主席明确地顶

了回去，说：“写点杂文有什么关系。”“何明（即关锋）的文章我早就看过，还不

错。” 

这一系列的问题，都说明毛主席是不赞成这个所谓“五人小组汇报提纲”的。但

是，彭真同志根本不理睬毛主席的指示，滥用职权，搞了一个中央的批语，把这个“提

纲”变成了中央的正式文件。这个批语没有送给毛主席审阅，而彭真同志竟然用欺骗手

法，打电话告诉常委同志，说文件已经毛主席同意，火速发给全党。 

 

二月十二日至十四日 
 

彭真同志对上海市委的同志说，“汇报提纲”是常委讨论过，毛主席同意了的，问

题都解决了，也不需要跟你们谈了。上海市委的同志提出：“提纲”中“不要局限于政治

问题”等还需要研究。十三日，彭真同志指定胡绳同志同张春桥同志谈话。胡绳同志说，

不能讲吴晗反党反社会主义，不能联系庐山会议，并且硬说是毛主席的意见。胡绳同志

说，这是彭真同志要他这样讲的。 

 

二月十八日 
 

许立群和胡绳同志在北京召集学术界和各报刊负责同志传达“汇报提纲”。他们根

本不传达毛主席反对他们收集左派材料、反对对左派进行“整风”、反对他们要仓促做政

治结论的指示，讲了一套同毛主席指示完全对立的错误意见。他们继续包庇吴晗，不准讲

吴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问题，不准把《海瑞罢官》同庐山会议联系起来。他们对抗毛主席

的保护左派、建立和扩大左派队伍的方针，继续打击左派，把锋芒针对着左派。 

传达后分组讨论，邓拓被指定为第一小组的召集人。 

 

二月二十日至二十八日 
 

北京听传达的同志正在讨论的时候，彭真同志带着许立群和胡绳同志到三线参观去

了。许立群同志在临走前说，问题已经解决了，让他们讨论讨论就行了。 

 

三月一日 
 

在许立群同志指定专人整理并以他自己的名义发出的《学术批判问题座谈会讨论简

况》中，吹嘘所谓“五人小组汇报提纲”是“学术界兴无灭资的纲领性文件”，是“思想

斗争的二十三条”，“总结了过去学术批判和讨论的经验”，“中央这样直接地抓学术问

题，过去还不多，说明中央很关怀，并且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三月二日 
 

《红旗》发表尹达同志的文章，题为《必须把史学革命进行到底》。这篇文章被中

宣部压了一年半。 

北京市委叫吴晗当了四清工作队员，下乡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为了怕暴露是吴

晗，化名为“老李”。 

 

三月十一日 
 

许立群同志向彭真同志汇报上海市委宣传部长杨永直同志请示“学阀”是否有所

指，彭真同志叫许立群同志给杨永直同志打电话，就说我彭真说的：第一，学阀没有具体

指是什么人，是阿 Q，谁头上有疮疤就是谁。第二，问上海发姚文元文章为什么不跟中宣

部打个招呼。在讲这两点的时候，彭真同志又怒气冲冲地说，上海市委的党性那里去了！ 

 

三月十二日 
 

《光明日报》发表穆欣同志的文章，题目是《评（赛金花）剧本的反动倾向》。这

篇文章，被中宣部压了一年又四个月。 

 

三月十七日至二十日 
 

毛主席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专门就学术批判问题讲了话。讲话中指出，我们在

解放以后，对知识分子实行包下来的政策，有利也有弊。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

知识分子掌握实权。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出他们的反党反社会

主义的面目。吴晗和翦伯赞等人是共产党员，也反共，实际上是国民党。现在许多地方对

于这个问题认识还很差，学术批判还没有开展起来。各地都要注意学校、报纸、刊物、出

版社掌握在什么人手里，要对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进行切实的批判。我们要培养自己的年

青的学术权威。不要怕年青人犯“王法”，不要扣压他们的稿件。中宣部不要成为农村工

作部（注：中央农村工作部一九六二年被解散）。 

 

三月二十五日 
 

《红旗》发表戚本禹、林杰、阎长贵的文章，题目是《翦伯赞同志的历史观点应当

批判》。 

 

三月二十八日至三月三十日 
 

毛主席同康生同志谈了两次话，然后又同康生、赵毅敏、魏文伯、江青、张春桥等

同志谈了一次话，批评所谓五人小组汇报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指出这个提纲

是错误的。毛主席说，一九六二年十中全会作出了进行阶级斗争的决议，为什么吴晗写了



那么多反动文章，中宣部都不要打招呼，而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却偏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

呢？难道中央的决议不算数吗？毛主席指出，扣压左派稿件、包庇反共知识分子的人是

“大学阀”。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毛主席说，我历来主张，凡

中央机关作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各地要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宫。去

年九月会议，我问各地同志，中央出了修正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

毛主席要求支持左派，建立队伍，进行文化大革命；批评彭真同志、中宣部和北京市委，

包庇坏人，压制左派，不准革命；如果再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

“五人小组”要解散。对于三月十一日彭真同志叫许立群同志给杨永直同志打电话的问

题，毛主席要彭真同志向上海市委道歉。 

 

三月三十日 
 

中央军委批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并报中

央和毛主席审批。 

 

三月三十一日 
 

康生同志向周恩来同志和彭真同志详细地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彭真同志说，他没

有包庇吴晗，只是主张“放”，“五人小组汇报提纲”可以修改一下。他顽固地抗拒毛主

席的批评。 

 

四月一日 
 

彭真同志在深夜向上海市委书记曹荻秋同志打了两次电话，不是根据毛主席的指示

向上海市委道歉，而是编造一套谎言，抵赖和掩饰自己的错误，推卸责任。 

 

四月二日 
 

周恩来同志报告毛主席，完全同意毛主席的指示，指出“五人小组汇报提纲”是错

误的，准备召开书记处会议讨论毛主席的指示。 

彭真同志向毛主席作了简单空洞的表示，没有任何具体内容，只说“在这一方面确

有严重错误和缺点”。他强调所谓“这一方面”，就是说，他在“这一方面”以外的各方

面都是正确的。 

《光明日报》和《人民日报》同时发表了戚本禹同志的文章，题目是《（海瑞骂皇

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这篇文章被彭真、许立群同志压了两个半月。 

 

四月三日 
 

总政治部刘志坚同志根据彭真同志的意见，于三月三十一日，代中央为《林彪同志

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起草了一个批语。这个批语送给彭真同志



后，刘志坚同志感到太一般化，于四月三日又代中央起草了第二个批语，增加了社会主义

文化大革命的意义和重要性，毛主席一向十分重视文化战线上的阶级斗争，毛泽东文艺思

想是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方向等重要内容。新的批语于四月四日送给彭真同志，被他压下

了，没有采用。 

 

四月三日 
 

彭真同志召开北京市委常委会，掩饰自己的错误，继续包庇邓拓，布置对抗中央。 

 

四月五日 
 

彭真同志召集十几个人开会，他在会上说：他在合作化、工商业改造、农村工厂四

清、国际反修等方面，都不是落后分子，唯独在学术方面是落后分子。他说，这是因为上

学迟，知道的情况少。他还说，他的严重错误在于“放”，想再放出几个吴晗来，结果是

幻想。他还提出要取消清规戒律，不要受任何束缚，烧着谁就是谁。又说，吴晗问题已经

差不多了，到定案的时候了。 

《红旗》杂志发表关锋、林杰同志的文章，题为《（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

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两株大毒草》。这篇文章也被彭真、许立群同志压了两个半月。 

 

四月七日 
 

中宣部副部长林默涵同志在全国创作会议上作报告，在中央尚未正式批准《林彪同

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之前，全面地剽窃了《纪要》的内容，

并且作了严重的歪曲，为所谓三十年代的错误的文艺路线辩护。 

 

四月九日至十二日 
 

邓小平同志主持书记处会议，周恩来同志参加。先由康生同志传达了毛主席的指

示。然后，彭真同志作了几句形式主义的表态，夸耀他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会反对毛主

席，实际上却继续顽固地抗拒毛主席的批评。康生同志系统地批评了彭真同志在这次学术

批判中所犯的一系列严重错误。陈伯达同志从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上、从政治

路线方面批评了彭真同志的一系列严重错误。最后，周恩来同志和邓小平同志指出，彭真

同志的错误路线，是同毛主席的思想对立的，是反对毛主席的。 

这个会议决定：（一）起草一个通知，彻底批判“五人小组汇报提纲”的错误，并

撤销这个提纲。（二）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报毛主席和政治局常委批准。 

 

四月十日 
 

中央批发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注：中央

的第一次批语已经撤销，另换了一个新的批语）。 



四月十日到十五日 
 

彭真同志连续召集北京市委常委开会，匆匆忙忙地要所属各级党组织进行所谓对吴

晗、邓拓、廖沫沙的批判，用假积极来掩护他们包庇坏人的错误。 

彭真同志背着中央，把中央的《通知》草稿交给北京市委的同志传阅，这是违背党

的纪律的。 

 

四月十六日 
 

毛主席召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彭真同志的错误，撤销所谓《文化革命五人

小组的汇报提纲》，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等问题。 

 

四月十六日 
在彭真同志直接指挥下，北京市委在《北京日报》上，以三个版的篇幅，发表了吴

晗、邓拓、廖沫沙三个人的材料，并且加了一个《北京日报》和《前线》的编者按语。这

个毫无自我批评、别有用心的按语，内容和分寸，都是彭真同志具体规定，并且由他最后

定稿，下令在十六日见报的。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新华总社当天广播了这个按语。当晚新华总社通知撤销。 

 

四月十八日 
 

解放军报》发表社论，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

革命》。第二天，全国各报转载了这篇社论。 

 

四月十九日 
 

中央书记处通知首都各单位： 

（一）《北京日报》十六日的编者按语和材料，因为北京市委毫无自我批评，首都

各报都不要转载。各报按原订计划发表学术批判文章。 

（二）各高等院校、各机关、各基层单位，停止执行北京市委布置的那种制造混乱

的措施。 

 

四月二十四日 
 

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基本上通过了中央的《通知》草稿，提交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讨论。 

 

 

 

 



五月四日 
 

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四同志的错误问

题。 

 

五月四日 
 

《解放军报》发表题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社论。 

 

五月九日 
 

《解放军报》发表高炬同志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 

《光明日报》发表何明同志的文章：《擦亮眼睛，辨别真伪》。 

《解放军报》和《光明日报》同时发表一批材料：《邓拓的（燕山夜话）是反党反

社会主义的黑话》 

 

五月十日 
 

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同时发表姚文元同志的文章：《评“三家村”》。

第二天，全国各报刊转载了这篇文章。 

 

五月十一日 
 

《红旗》发表戚本禹同志的文章：《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 

 

五月十四日 
 

《人民日报》发表林杰同志的文章：《揭破邓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 

 

五月十六日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中共中央《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