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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毛泽东研究是世界范围内的重要课题。美国学者迈斯纳是国外学者中进行毛泽东研究的代表性人
物。迈斯纳对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乌托邦主义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当然
对其许多观点我们并不能同意。此外，迈斯纳还对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历史进行了论述，在指出毛泽东时代社
会主义建设出现失误和挫折的同时，也充分肯定了这一时期取得的社会经济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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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Maurice Meisner’s Ｒesearch of MAO Zedong
CAO Jingwen
（ Department of Social Sciences，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 200062，China）

Abstract： The research on MAO Zedong is an important topic in the world． Maurice Meisner，an American scholar，is the representative of overseas scholars of the research． Maurice Meisner discuss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rxist theory，Utopianism and Maoism，and put forward some original opinions． Of course，we can’t agree with many of his views． Maurice Meisner also discussed the Chinese
history before the reform and opening，pointed out the mistakes and setbacks in socialist construction
during the era of MAO Zedong，and fully affirmed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achievements achieved in
the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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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不仅属于中国，而且属于世界。毛泽东作为 20 世纪举世公认的最为重要的政治家、革命家
和思想家，对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进程都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 毛泽东研究是世界范围内的重要课题。
国外对毛泽东生平和毛泽东思想的研究 ，以美国学者最为活跃，而迈斯纳 （ Maurice Meisner） 则是美国毛
泽东研究的代表性学者之一。
迈斯纳，汉名“马思乐 ”，1931 年出生于美国的底特律。1954—1959 年就读于美国芝加哥大学，
1959—1960 年获美国大学校际研究所奖学金，
1960—1962 年获福特基金会地域训练研究生奖学金，并
于 1962 年获得博士学位。从 1962 起，他先后在哈佛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弗吉尼亚大学历史系、伯
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中国研究中心 、威斯康星大学历史系等机构进行教学和研究工作。2012 年 1 月，
迈斯纳因病去世。
毛泽东研究是迈斯纳学术研究的主要领域，其主要著作有： 《李大钊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 》、
收稿日期： 2013 － 07 － 09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国外中国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研究综述”（ 编号： 11BKS053）
作者简介： 曹景文（ 1965 － ） ，男，山东济宁人，史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海外
中国学。

4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 年

《毛泽东和毛泽东后的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马克思主义、毛主义和乌托邦主义》、《毛泽东： 政治
家和智者的肖像》、《邓小平时代》等。迈斯纳的毛泽东研究主要集中以下几个方面 ：

一、“毛主义”中的乌托邦思想
迈斯纳在其代表性著作《马克思主义、毛主义和乌托邦主义 》( 中译本名为《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
乌托邦主义》) 一书中最核心的观点，就是毛泽东思想中有乌托邦主义的成分 。
迈斯纳在书中首先列举了毛泽东思想与乌托邦社会主义理论的三点相似之处 。 第一，“毛主义并
不认为经济落后是实现社会主义目标的障碍 ，反而认为它可以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种优越性。 正因
为这样，毛才宣称，中国革命的特点或优点是‘一穷二白’，认为处于前工业社会的中国正在为全球社会
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未来开辟道路 ”。 第二，认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实现并不依赖于物质生产力的发展，
而依靠一代‘新人’的‘美德 ’———这些人能够也必将把他们的社会主义思想意识赋予历史现实 ”。 第
三，“不愿意承认‘现代化’的种种不良后果是历史进步所要付出的必要代价 ”。这不仅是因为毛泽东认
为这种代价过高，还因为，如果不存在一个最终导致社会主义的客观历史过程 ，那就难以保证支付了这
［1］（ p59 － 60）
迈斯纳认为，毛泽东没有正视经济落后是建设社
种代价就一定能实现所预期的社会主义目标 。
会主义的不利条件，没有注重生产力对建设社会主义的作用 ，也不愿意认可现代化建设对社会主义带来
的不良后果，这三个方面是毛泽东思想中具有乌托邦主义的重要构成要素 。
迈斯纳随后又从实践层面上分析了毛泽东思想中乌托邦主义的具体表现 。 他认为，毛泽东思想与
乌托邦相似之处在实践上表现为“大跃进”时期农村公社化的运动中，以及随之产生的“从社会主义向
共产主义过渡”的理论中。迈斯纳指出，对于城市工业化的种种后果，毛泽东所采取的措施是在农村实
行工业化，把政治重心和社会经济重心从城市转移到新的农村公社 。人民公社不仅是发展经济的主要
部门，也是向乌托邦共产主义“跃进”的基本社会单位。
凭什么断定毛泽东的上述理论与实践不是属于马克思主义范畴 ，而是所谓乌托邦主义的内容呢？
迈斯纳对此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区别于乌托邦主义的三大标准 ，即： 第一，马克思主义主张现代工业资本
主义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必要和进步性的阶段 ，它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先决条件； 乌托邦主义则反对
这一前提。第二，马克思主义认为工业无产阶级是社会主义未来的承担者 ； 乌托邦主义则否认这一观
点。第三，马克思主义坚信历史的客观规律性 ； 而乌托邦主义则认为人们的思想意识和道德潜力是社会
历史发展的决定因素。迈斯纳明确指出，根据这三个标准，毛泽东思想都明显地倾向于乌托邦主义，而
不是马克思主义。
迈斯纳的关于毛泽东思想是乌托邦主义的观点是我们决不能认同的 。毛泽东思想如果是乌托邦主
义，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就不可能取得胜利 ，社会主义建设也不可能取得巨大成就。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 其实，迈斯纳对所谓乌托邦的定义是模糊和矛盾的 。他把乌托邦区分为积极形式
的乌托邦和消极形式的乌托邦。积极的乌托邦不仅对未来提出了合理性的社会设想 ，而且有助于人们
相信能够靠自己的现世的行动创造出完美的新秩序 ； 而消极的乌托邦则常常采取的形式是对美好社会
的学究式的描述，它甚至可以与空想社会主义划上等号。 正如迈斯纳自己所说： 乌托邦既是“福地乐
土”，又是“乌有之乡”。迈斯纳所说的“毛主义”中的乌托邦成分到底是积极的乌托邦还是消极的乌托
邦？ 迈斯纳自己并没有说清楚。迈斯纳之所以把毛泽东思想看成乌托邦 ，是因为他根本就没有看清毛
泽东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 。 由于迈斯纳受施瓦茨、费正清等人的影响很深，热衷于使用
“毛主义”这一概念，来说明毛泽东思想不同于马克思主义。 所以，他在书中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与乌托
邦主义区别的三个标准，从这三个方面来说明“毛主义”与乌托邦的相似而与马克思主义的区别 。 可他
自己又在书中多次谈及马克思的乌托邦主义 ，混淆了马克思主义与乌托邦主义之间的界限 。其实，这是
因为迈斯纳只看到了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而没有辩证地认识到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 。
同时，迈斯纳对毛泽东思想的分析割裂了理论与现实的关系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但更是一个不发达
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基础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必须从中国的基本
国情出发，而不可能从马克思主义的本本出发 。所以，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并不是像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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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纳所说得那样： 轻视工人，重视农民； 立足农村，反对城市等等。 确实，毛泽东的晚年在对社会主义的
认识上犯有急于求成的错误，但对其思想观点要辩证地分析，绝不能简单地把毛泽东思想统统地归结为
所谓的“乌托邦主义”。

二、“毛主义”中的民粹主义信念
迈斯纳在分析毛泽东的人民群众观和党群关系理论时 ，把所谓的“民粹主义 ”作为毛泽东思想的重
要内容。他甚至认为，毛泽东不仅是一个在马克思主义伪装下的民粹主义者 ，而且民粹主义的思想和要
求还深刻地影响了毛泽东修改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 。
迈斯纳认为，在毛泽东思想的理论生涯的开端，就已经出现了民粹主义的信念。 他将时间确定为
1919 年的下半年，认为这时的毛泽东已经看到中国人民作为唯一的统一的实体 ，具有巨大的革命潜力。
于是，毛泽东大声疾呼“民众的大联合”这一“刻不容缓”的重大政治行动。虽然中国人民几千年来遭受
压迫，羸弱不堪，但在毛泽东看来，这个落后的历史乃是现在和将来政治上的重大有利条件 ，因为“蓄之
既久，其发必速”。正是从这一方面，迈斯纳断定毛泽东思想同民粹主义一样，对人民固有的潜力有着
特殊的信赖，而不像典型的列宁主义者那样，对群众的自发性表示怀疑。 迈斯纳还认为毛泽东在 1927
年写的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的民粹主义的倾向更加显著，尽管这时毛泽东已坚定地献
身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了。他说： 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里不仅把农民看作革命的民众基
础，而且把革命创造力和政治判断标准这些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党才具备的东西 ，赋予了农民。在毛
泽东看来，不是党来评判农民的革命能力，而是农民来评判党是否足够革命。 迈斯纳认为，用农民来评
判党的观点是典型的民粹主义的表现 。
在分析历史发展动力时，迈斯纳强调毛泽东认为真正的社会创造力属于人民自己也是典型的民粹
主义信念，正是对人民群众的民粹主义的信心促成了毛泽东的“群众路线 ”观点。 他说： 尽管毛主义学
说强调需要组织和纪律，但那些按照纯粹的列宁主义标准可能具有组织和领导群众的必要意识的人却
反复被敦促去“和群众打成一片”，“向群众学习 ”，老老实实“当群众的学生 ”。 迈斯纳认为，正象民粹
主义者指责城市是资产阶级腐恶之源一样 ，毛泽东也在城市里找到了旧的资产阶级腐朽文化的残余和
新的资产阶级不平等的滋生地。并且正如俄国民粹主义者谴责西方资产阶级和普遍瞧不起西方城市无
产阶级一样，毛泽东也是既轻视现代西方社会各阶级 ，又担心中国新兴的城市无产阶级总是太易于受资
产阶级的腐朽影响。在两种情形里，革命的最后希望，都寄托在对农村的相对纯洁和对农民天生的社会
主义( 或可能转向社会主义) 倾向的信赖上。迈斯纳还指出，毛主义中的民粹主义倾向，是在一种视“人
民”为有组织的整体并赞美他们自发的革命行动和集体潜力的强烈倾向中表现出来的 。毛主义虽然是
一种要求阶级分析和不断进行“阶级斗争 ”的学说，但他也设想过中国人民，或至少是绝大多数中国人
民，作为一个潜在统一的“无产阶级”存在。对于有些不革命的人应从“人民”的全体成员中排除，“文化
大革命”的矛头就是主要指向新兴的城市贵族阶层 、文化和科技知识分子，特别是以城市为基础的党的
官僚主义者。
在分析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关系时 ，迈斯纳更是武断地强调： 在毛主义对马克思列宁主义
的阐述中，大多数有特色的东西实质上可以归结为民粹主义的信仰和冲动 。 毛主义把民粹主义与马克
思主义的社会理论结合在一起来促进社会变革 ，以求未来实现一个平均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 。
在 20 世纪 90 年代，国内的老一辈党史专家围绕着毛泽东思想中是否具有民粹主义因素的讨论十
分激烈。作为笔者个人，我是不认可迈斯纳关于毛泽东思想具有民粹主义信念的分析 。 这是因为迈斯
纳只看到了毛泽东重视人民群众的作用 ，没有看到毛泽东关于党对群众领导作用的强调。 毛泽东多次
明确指出： “我们应该到群众中去，向群众学习，把他们的经验综合起来，成为更好的有条理的道理和办
［2］（ p933）
法，然后再告诉群众( 宣传) ，并号召群众实行起来，解决群众的问题，使群众得到解放和幸福。”
“要在人民群众那里学得知识，制定政策，然后再去教育人民群众。所以要当先生，就得先当学生，没有
一个教师不是先当过学生的。 而且就是当了教师之后，也还要向人民群众学习，了解自己学生的情
［3］（ p324）
由此可见，毛泽东并不是像迈斯纳所说得那样 ，对人民群众的信赖到了对其自发性不表示任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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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怀疑的程度，相信群众超过了对党组织的信任。在毛泽东那里，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之间是辩证统一
的关系，党要依靠群众，善于做群众的学生； 同时，党又必须教育群众，善于做群众的先生。 而迈斯纳只
看到了毛泽东要求党要做群众的学生 ，而没有充分注意还要做群众的先生 。另外，迈斯纳还把毛泽东的
群众观点与列宁的群众观点对立起来 ，认为列宁在党与群众之间所做的选择是绝对相信党和它的组织 ，
只存在这一条原则———信任、服从党和党的领导人，而毛泽东则是“双重信任 ”———既要相信群众，又要
相信党，而且相信群众超过了相信党。其实，迈斯纳在这里割裂了列宁关于党与群众的关系的观点，列
宁也十分重视群众的作用。列宁曾明确指出： “我们需要的是新型的党，另一种性质的党。我们需要的
是能够经常同群众保持真正的联系的党 ，善于领导这些群众的党。”“对于一个人数不多的共产党来说，
对于一个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来领导一个大国在暂时没有得到较先进国家的直接援助的情况下向社
会主义过渡的共产党来说，最严重最可怕的危险之一，就是脱离群众，就是先锋队往前跑得太远，没有
‘保持排面整齐’，没有同全体劳动大军即大多数工农群众保持牢固的联系。”“在人民群众中，我们毕竟
是沧海一粟，只有我们正确地表达人民的想法，我们才能管理。否则共产党就不能率领无产阶级，而无
［4］（ p343）
产阶级就不能率领群众，整个机器就要散架。”
迈斯纳用列宁的群众观点来比对毛泽东的群众观
点为民粹主义显然也是站不住脚的 。

三、“毛主义”中的“唯意志论”因素
国外有些学者乐于称毛泽东为“唯意志论”者，认为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过于注重精神方面
的力量，而迈斯纳更是把这种观点推向了极端 。
迈斯纳把毛泽东思想中的“唯意志论”因素的出现上溯至 1919 年，到 20 世纪 30 年代毛泽东的革命
经历更加巩固了所谓的“唯意志论 ”的倾向。 迈斯纳认为，历史 ( 以及创造革命 ) 的决定因素是人的意
识—思想、意志以及人们的行动，这种根深蒂固的唯意志论的信念是毛泽东早期思想中十分重要的组成
成份。迈斯纳特意分析了长征对毛泽东“唯意志论”信念的影响，他说： “长征的心理效果难以捉摸。 至
少对于毛泽东来说，长征的经验有助于加强他的这种唯意志论信念 ： 人只要具有正确的意志、精神和革
［5］（ p39）
迈斯纳认为，长
命觉悟就能克服一切物质障碍，并且可以按照自己的思想和理想改造历史现实 。”
征期间形成的不畏艰难险阻、勇于牺牲、艰苦奋斗的精神形成了后来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特有的价值
观。他说： 长征使毛泽东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这种信心逐渐形成了禁欲主义的价值观。 后来，迈斯纳还
从社会主义目的与手段的关系上论述了毛泽东的这种价值观 。他说： 无论怎样，苦行主义价值观绝不是
目的，它通常是服务于更高利益与达到最终目标的手段 。按照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必不可少的苦行
主义生活模式的目的不在其自身 ，它只是一种手段，目的在于使中国人民能够改造自己 ，改造自然，实现
马克思主义理论曾经揭示的存在于未来共产主义乌托邦中的“真正人的生活 ”。 他还说，毛泽东反复强
调，只有自觉地追求马克思主义的目标 ，完善共产主义社会或组织的萌芽，普及正确的社会价值观并在
普及过程中使之内在化，创造共产主义社会的物质前提，共产主义才会实现。
迈斯纳发现，毛泽东十分注重思想教育，认为人的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是确定历史进程中的决定性
因素。他说： 在毛泽东的说教中阐发的价值观是 1949 年以来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以不同途径、不同方式
宣传和流行着的价值观的核心部分 。中国人民尤其是中国青年不断地受到教育 ，告诉他们自私是罪过，
自我克制是美德，努力工作、俭朴、自我约束、勤奋和忠诚是合乎道德的箴言。 迈斯纳指出，毛主义理论
家认为，在中国，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根本对立业已消除 ，但是，两者间的非对抗性差别仍然存
在。毛主义理论家强调指出，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随时存在着非对抗性差别转化为对抗性矛盾的危
险。与这种危险斗争，需要加强思想和政治工作，通过有计划的具体政策，促使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相
结合。共产主义必要的物质前提发展，必须伴随着同样必要的不间断的思想改造过程和社会与政治的
革命行动。注重思想教育也成为迈斯纳断定毛泽东是“唯意志论”者的证据。
迈斯纳认为，毛泽东的唯意志论在实践中的体系更为明显 ，特别是在“大跃进 ”运动中，毛主义的一
个显著特征是特别强调人的思想觉悟的作用及群众的思想 。 他说，毛泽东主张只要依靠“群众的积极
性和创造性”，相信人们就会像响应纯粹的物质刺激一样对道德和意识形态的呼吁作出积极的响应 ； 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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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东承认“人是决定性的因素”，并且相信会出现所谓的“多面手”的“新人”，这些人的思想和行动将会
创造一个崭新的社会。迈斯纳认为，毛泽东对“人民群众创造力 ”的颂扬带有强烈的面向农村的性质，
因为革命首创精神和有潜力达到高水平道德觉悟的花环 ，首先套在了“起先锋作用的农民 ”的脖子上。
迈斯纳尤其认为，毛泽东提出的“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的思想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注意充分发挥
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作用的表现 。
确实，思想政治工作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赢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传家宝 ，也是推进社会主义
建设的重要手段。但把注重鼓励人民群众发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积极性和善于做思想政治工
作，简单地作为判断毛泽东是否是一个“唯意志论”者是有很大问题的。 毛泽东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理
论家，是彻底的唯物论者，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十分善于处理尊重客观规律和发挥人的主观能
动性的关系。正如日本学者竹内实所说： 毛泽东是一位注重实践、不断创新的革命家，他是从中国革命
实践的立场出发对中国革命展开了革命性的批判 。毛泽东正是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在中国政治的
特殊情况( 因军阀割据造成国家分裂和军阀相互战争形成内乱状态 ) 下获得了开拓革命根据地的现实
性，但又并非把其看作是固定不变的 ，制定出流动性的游击战术。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确立以后，毛泽
东又适时地提出要找到一条适合中国的发展道路 。竹内实的这一分析是很有道理的，毛泽东是注重人
的精神层面的东西，善于调动人民群众的革命和建设的积极性 ，但更注重一切从实际出发，尊重客观规
律。迈斯纳的分析严重地割裂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之间的关系 ，把尊重社会发展规律与发挥人的主
观能动性严重地对立起来了。恩格斯在论述人的思想和行为活动规律时指出 ： 人们“行动的一切动力，
［6］（ p247）
列宁也指出： “我
都一定要通过他的头脑，一定要转变为他的愿望的动机，才能使他行动起来 ”。
［7］（ p189）
，
。
们应当积极从事在政治上教育工人阶级的工作 从事发展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的工作 ”
可见，马
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很重视思想政治工作 。

四、毛泽东时代取得的社会经济成就
迈斯纳在《毛泽东和毛泽东后的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 中文书名为《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
—
—
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一书中，承认毛泽东晚年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方面经历了严重的曲
折，但也充分肯定了这一时期所取得的社会经济方面的巨大成就 。
迈斯纳认为，毛泽东时期的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功 。他对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学者大谈毛泽东
时代的“不合理之处”和“不平衡状态”不以为然，列举了中国的经济数据说明当时取得的成就。 他说：
在毛泽东时期，工业总值增长 38 倍，重工业总产值增长 90 倍。 从 1950 年到 1977 年，工业产值以每年
13． 5% 的速度增长； 如果从 1952 年算起，那就是 11． 3% 。这是世界所有发展中国家和主要发达国家在
同一时期取得的最高增长率； 而且中国工业产量在这个期间增长的步伐 ，比现代世界历史上任何国家在
迅速工业化的任何可比期间所取得的工业增长步伐都快 。在毛泽东时代，工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
比重从 30% 增加到 70% ，这反映了中国已经从一个主要是进行农业生产的国家引人注目地变成了一个
比较工业化的国家。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以前，中国就在大量生产喷气式飞机、重型拖拉机和现代远
洋轮船，在生产核武器和洲际导弹，而且在 1970 年( 中国首次成功地试验原子弹以后六年 ) 就已经发射
了一颗人造卫星。
迈斯纳认为，毛泽东时期工业化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化 。他说，虽然当时中国的大多数
劳动力仍然在从事农业生产，但城市里的工人阶级已经从 1952 年的 300 万人增加到 20 世纪 70 年代中
叶的 1800 万人以上。此外，在农村中建立小规模工业的政策，导致大约 3 亿农村劳动力中的 2800 万农
民变成公社工厂或大队工厂的工人 ，虽然那些工厂大多数是在初级技术水平上组织生产的 。 一个庞大
的技术知识界出现了。中国科技人员的数目从 1949 年少得可怜的 5 万人 ( 1952 年有 42． 5 万人 ) 增加
到 1966 年的 250 万人，到 1979 年增加到 500 万以上，这些人当中的 99% 是在 1949 年以后培养起来的。
在迈斯纳看来，尽管毛泽东时期出现过挫折，但这一时期是中国现代工业革命时期这一结论是肯定的 。
迈斯纳特别强调了毛泽东时代社会建设方面取得的成就 。他说： 毛泽东主义时代大量增加了教育
设施和受教育的机会，扫除了大量的文盲，并且建立了比较完整的保健制度，这些都是前所未有的。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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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毛泽东统治的 25 年间，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几乎翻了一番 ( 从 1949 年以前的 35 岁增加到 20 世纪 70
年代中叶的 65 岁) ，这一事实提供了引人注目的统计数据，证明共产党人的那场革命给绝大多数中国
人民带来了物质利益和社会利益 。迈斯纳最后断言： 未来的历史学家们一定会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
上的毛泽东时代( 无论他们可能对这一时代作出其他什么判断 ) ，作为世界历史上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之
一，作为带来了巨大的社会利益和人类利益的时代载入史册 。
迈斯纳没有像有些国内学者那样对毛泽东时代取得的成就选择性失明 ，只是一再强调以毛泽东为
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方面的挫折和失误 。迈斯纳能够辩证地分析论
述改革开放前 30 年的中国历史所取得的成就是难能可贵的 。如何客观公正地评价改革开放前的历史 ，
如何正确对待改革开放后的现实 ，我们必须要有正确的历史观。正如党的总书记习近平所说： “虽然这
两个历史时期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指导 、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有很大差别，但两者决不是彼此
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 ，也不能用改革
［8］
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 。” 胡锦涛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也充分肯定了毛泽东
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所做的贡献 ，他说： 毛泽东“在探索过程中，
虽然经历了严重曲折，但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 ，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
［9］（ p10）
简单粗暴地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 、理论准备、物质基础 ”。
是历史虚无主义的表现。潜心研究毛泽东时代的新中国历史是一个任重道远的艰巨任务 ，有待于史学
工作者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视角出发 ，挖掘更多史料，纠正谬说，客观公正地进行探究。
毛泽东作为一位历史人物，虽然离开我们已经 30 多年的时间了，但国内外学者对毛泽东的评价有
着较大的差别。如何看待这些差别，还是美国学者施拉姆说得好： “对于像毛这样一个重大人物，历史
还没有作出它的裁决，也还不可能作出它的裁决。”“毛泽东虽然不像 60 年代那样在中国和世界都以高
大威严形象耸立在人们眼前，但甚至直到今天，他还没有远逝在地平线上，因此我们能够以客观的历史
［10］（ p3 － 4）
作为国内研究毛泽东的学者，既要重视别人的观点，但更要保持清醒的头脑，
眼光去观察他。”
要有自己的眼光。
参考文献：
［1］〔美〕莫里斯·迈斯纳． 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乌托邦主义［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1．
［2］毛泽东选集（ 第三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3］毛泽东文集（ 第八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9．
［4］列宁． 列宁专题文集［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5］〔美〕莫里斯·梅斯纳． 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史［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2．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四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7］列宁全集（ 第十五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8．
［8］习近平． 毫不动摇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实践中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有所前进［N］． 人民日报，
2013 － 01
－ 06．
［9］胡锦涛． 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10］〔美〕施拉姆． 毛泽东的思想［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0．

（ 责任编辑： 郭荣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