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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的 一 点 意 见 

    这个材料是陈伯达同志搞的，欺骗了不少同志。第一，

这里没有马克思的话。第二，只找了恩格斯一句话，而“路

易。波拿巴特政变记”这部书不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第 

三，找了列宁的有五条。其中第五条说，要有经过考验、 

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能够很好地互相配合 

的领袖，这里列举了四个条件。别人且不论，就我们中央 

委员会的同志来说，够条件的不很多。例如，我跟陈伯达 

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 

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的配合。仅举三次庐山 

会议为例。第一次，他跑到彭德怀那里去了。第二次，讨 

论工业七十条，据他自己说，上山几天就下山了，也不知 

道他为了什么原因下山，下山之后跑到什么地方去了。这 

一次，他可配合得很好了,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 

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我这些话， 

无非是形容我们的天才理论家的心（是什么心我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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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是良心吧,可决不是野心)的广大而已。至于无产阶级 

的天下是否会乱,庐山能否炸平，地球是否停转，我看大概 

不会吧。上过庐山的一位古人说:“杞国无事忧天倾”，我 

们不要学那位杞国人。最后关于我的话,肯定帮不了他多少 

忙。我是说主要地不是由于人们的天才,而是由于人们的社 

会实践。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两人一致认为，这 

个历史家和哲学史家争论不休的问题,即通常所说的，是英 

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 

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 

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 

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同时我们 

两人还认为，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问题,我们自己还要 

继续研究,并不认为事情已经研究完结。希望同志们同我们 

一道采取这种态度，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不要上号 

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 

    

毛  泽  东 

一九七Ｏ年八月三十一日 

  材料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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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恩格斯、列宁、毛主席 
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 

     
 

一、恩格斯称马克思为天才 

    恩格斯称赞马克思写的《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一书为： 

“这是一部天才的著作。” 

《卡•马克思著：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 

中，《弗•恩格斯为本书德文第三版作的 

序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 22l 页 

 
 
 

二、列宁称马克思、恩格斯为天才 

    l、“当你读到这些评论的时候,就会觉得自己好象是在亲 

自听取这位天才思想家讲话一样。” 

• •《卡 马克思致路 库格曼书信集俄译本

序言》《列宁选集》第一卷第 76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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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马克思的全部天才正在于他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己经 

提出的种种问题。” 

 

《马克思圭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 

分》《列宁选集》笫二卷笫 378 页 
 
 

3、“马克思的天才就在于他最先从这里得出了全世界历史 

提示的结论,并且一贯地推行了这个结论。这一结论就是关于阶 

级斗争的学说”。 

 

《马克思土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 

分》《列宁选集》笫二卷笫 382 页 
 
 

4、列宁在《预言》一文中，在引用了恩格斯谈到未来世界 

大战时所说的一段话后,赞扬恩格斯: “这真是多么天才的预

见！” 

 
 

《列宁选集》笫三卷第 593 页 
 
 

5、在现代社会中,假如没有“十来个”富有天才(而天才人

物不是成干成百地产生出来的)、经过考验、受过专门剖练和长 

期教育并且彼此能够很好地互相配合的领袖,无论哪个阶级都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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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 

《怎么办?》《列宁选集》第-卷第 

422 页 

三、毛主席称马、恩、列、斯为天才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之所以能够作出他们的理

论,除了他们的天才条件之外,主要地是他们亲自参加了当时的

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 

《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 26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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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致江青同志的信 

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 

江 青:

六月二十九日的信收到。你还是照魏、陈二同志的意 

见在那里住一会儿为好。我本月有两次外宾接见,见后行止 

再告诉你。自从六月十五日离开武林以后,在西方的一个山 

洞里住了十几天,消息不大灵通。二十八日来到白云黄鹤的 

地方,已有十天了。每天看材料，都是很有兴味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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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为自已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 

我的朋友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 

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 

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 

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 

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迫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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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 

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吧。晋朝人阮籍反对刘邦，他从洛阳走到成皋，叹道：世 

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鲁迅也曾对于他的杂文说过同样的 

话。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欢他那样坦率。他说, 

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在跌了几跤之后,我亦往 

往如此。可是同志们往往不信。 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 

信。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 

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 

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 

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 

峣峣次。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 者 

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 

难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我曾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读过 

这几句。人贵有自知之明。今年四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 

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 

北京五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得很凶，简直 

吹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 

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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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党的钟馗了。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 

越重，我是准备趺得粉碎的。那也没有什么要紧，物质不 

灭，不过粉碎吧了。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 

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何况 

我们呢？我劝你也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 

脑，经常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这个问题我同 

你讲过不知多少次，你还记得吧，四月在上海还讲过。以 

上写的，颇有点近乎黑话，有些反党分子，不正是这样说 

的吗？但他们是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我则只说 

对于我所起的作用，觉得有一些提法不妥当，这是我跟黑 

帮们的区别。此事现在不能公开，整个左派和广大群众都 

是那样说的，公开就泼了他们的冷水，帮助了右派，而现在 

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 

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 

后还要有多次扫除，所以我的这些近乎黑话的话，现在不 

能公开，什么时候公开也说不定，因为左派和广大群众是 

不欢迎我这样说的。也许在我死后的一个什么时机，右派 

当权之时，由他们来公开吧。他们会利用我的这种讲法去 

企图永远高举黑旗的，但是这样一做，他们就要倒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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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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长的不过二十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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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是四年大内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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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 

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 

来，将右派打倒。这次文化大革命， 就是一次认真的演 

习。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 一朝覆亡。 有 

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 顷刻瓦解。 凡是 

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这 

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 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 

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 

的，还是这两句老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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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不通信,一写就很长,下次再谈吧! 

 

毛 泽 东 

一九六六年七月八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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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发[1972] 12 号 

-----------★----------- 

 

毛主席批示：同意。 

 

 

 

中 共 中 央 通 知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各省军区、各野战军 

党委，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 

领导小组、党的核心，小组： 

    一九七一年八月中旬至九月十二日，我们伟大领袖 

毛主席到外地巡视，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进行了多次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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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话。许多单位要求将毛主席的谈话整理印发。中央根据 

毛主席在各地谈话纪要，综合整理了一个纪要，现印发给 

你们，请你们按照中发 [1972] 3 号文件规定的范围，即 

向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进行传达。 

    毛主席的谈话，以路线斗争为纲，总结了我党五十年 

来十次路线斗争的经验，提出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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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基本原则问题，明确指出一九七０年庐山会 

议的斗争是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反复强调对犯 

错误的干部要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 

    毛主席的谈话，是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加强党 

的建设和军队建设的纲领性文件，是粉碎林陈反党集团的 

有力武器。 全党全军全国人民， 要认真学习毛主席的谈 

话，进一步展开对林陈反党集团的革命大批判，把粉碎林 

陈反党集团的斗争进行到底。 

 

                    中 共 中 央 

                         一九七二年三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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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在外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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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说，希望你们要搞马克思主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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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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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线 

是个纲，纲举目张。 

    我们这个党已经有五十年的历史了，大的路线斗争有 

十次。这十次路线斗争中，有人要分裂我们这个党，都没 

有分裂成。这个问题，值得研究，这么个大国，这样多人 

不分裂，只好讲人心党心， 党员之心不赞成分裂。从历史 

上看，我们这个党是有希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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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头是陈独秀搞右倾机会主义。一九二七年“八 ． 

七”会议以后，他同刘仁静、彭述之那些人，组织了“列 

宁主义者左翼反对派”， 八十一个人发表声明，分裂我们 

党，没有搞成，他们跑到托洛茨基那一派去了。 

    接着是瞿秋白犯路线错误。他们在湖南弄到一个小册 

子，里面有我说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样的话，他们 

就大为恼火，说枪杆子里面怎么能出政权呢?于是把我的 

政治局候补委员撤了。后来瞿秋白被国民党捉住了，写了 

《多余的话》，自首叛变了。 

    一九二八年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以后，李立三神气起 

来了。从一九三０年六月到九月，他搞了三个多月的立三 

路线。他主张打大城市，一省数省首先胜利。他搞的那一 

套我不赞成。到六届三中全会，李立三就倒台了。 

    一九三０年到一九三一年，罗章龙右派，另立中央， 

搞分裂，也没有成功。 

    王明路线的寿命最长。他在莫斯科就搞宗派，组织了 

 “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他们借第三国际的力量，在 

全党夺权四年之久。王明在上海召开六届四中全会，发表 

了《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批评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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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三“左”得还不够，非把根据地搞光就不舒服，结果基 

本上搞光了。从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四年， 这 四年我在 

中央毫无发言权。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纠正了王明 

的路线错误，王明倒台了。    ． 

    在长征的路上，一、四方面军汇合以后，张国焘搞分 

裂，另立中央，没有成功。长征前红军三十万，到陕北剩 

下二万五千人。中央苏区八万，到陕北只剩下八千人。张 

国焘搞分裂，不愿意到陕北去。那时不到陕北，没有出路 

嘛，这是政治路线问题。那时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如果 

不到陕北，那怎么能到华北地区、华东地区、华中地区、 

东北地区呢？怎么能 爭在抗日战 时期搞那么多根据地呢? 

到了陕北，张国焘逃跑了。 

    全国胜利以后，高岗饶漱石结成反党联盟，想夺权， 

没有成功。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彭德怀里通外国，想夺权。黄 

克诚、张闻天、周小舟也跳出来反党。 他们搞军事俱乐 

部，又不讲军事， 讲什么“人民公社办早了”，“得不偿 

失”，等等。 彭德怀还写了一封信， 公开下战书，想夺 

权，没有搞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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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少奇那一伙人， 也是分裂党的， 他 们 也没有得 

逞。 

    再就是一九七０年庐山会议的斗争。 

    一九七０年庐山会议，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 

为什么不敢公开呢？ 可见心里有鬼。他们先搞隐瞒，后 

搞突然袭击，五个常委瞒着三个，也瞒着政治局的大多数 

同志，除了那几位大将以外。那些大将，包括黄永胜、吴 

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还有李雪峰、郑维山。他 

们一点气都不透，来了个突然袭击。 他们发难，不是一 

天半， 而是八月二十三、二十四到二十五中午，共两天 

半。 他们这样搞，总有个目的嘛！彭德怀搞军事俱乐部， 

还下一道战书， 他们连彭德怀还不如，可见这些人风格 

之低。 

    我看他们的突然袭击，地下活动， 是有计划、有组 

织、有纲领的。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天才”，就 

是反对“九大”路线，推翻九届二中全会的三项议程。有 

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天才问题是 

个理论问题，他们搞唯心论的先验论。说反天才，就是反 

对我。我不是天才。我读了六年孔夫子的书，又读了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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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的书， 到一九一八年才读马列主义，怎么是天 

才?那几个副词
① 

 ， 是我圈过几次的嘛。“九大”党章已 

经定了，为什么不翻开看看?  《我的一点意见》是找了一 

些人谈话，作了一点调查研究才写的， 是专批天才论的。 

我并不是不要说天才，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天才不是 

靠一个人靠几个人，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 

队。天才是靠群众路线，集体智慧。 

    林彪同志那个讲话
② 

  ，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 

他们有话，事先不拿出来,大概总认为有什么把握了，好象 

会成功了。可是一说不行，就又慌了手脚。起先那么大的 

勇气，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可是，过了几 

天之后，又赶快收回记录
③ 

   。既然有理，为什么收回呢? 

说明他们空虚恐慌。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跟彭德怀的斗争，是两个司令部 

的斗争。跟刘少奇的斗争，也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这次 

庐山会议，又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 

    庐山这一次的斗争，同前九次不同。前九次都作了 
    ① 指“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三个副词 

    ②  指林彪一九七０年八月二十三日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 

    ⑧  指叶群私自收回她在九届二中全会中南组会议上的发言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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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这次保护林副主席，没有作个人结论，他当然要负 

一些责任。对这些人怎么办?还是教育的方针，就是“惩 

前毖后，治病救人”。 对林还是要保。不管谁犯了错误， 

不讲团结，不讲路线，总是不太好吧。回北京以后，还要 

再找他们谈谈。他们不找我，我去找他们。有的可能救过 

来，有的可能救不过来，要看实践。前途有两个，一个是 

可能改，一个是可能不改。犯了大的原则的错误，犯了路 

线、方向错误，为首的，改也难。历史上，陈独秀改了没 

有了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高岗、饶 

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改了没有？没有改。 

    我同林彪同志谈过，他有些话说得不妥嘛。比如他说， 

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天才，不符合事实 

嘛!马克思、恩格斯是同时代的人，到列宁、斯大林一百年 

都不到，怎么能说几百年才出一个呢? 吳中国有陈胜、 广， 

有洪秀全、孙中山，怎么能说几千年才出一个呢?什么“顶 

峰”啦，“一句顶一万句”啦，你说过头了嘛。一句就是 

一句，怎么能顶一万句。不设国家主席，我不当国家主席， 

我讲了六次，一次就算讲了一句吧，就是六万句，他们都 

不听嘛，半句也不顶，等于零。陈伯达的话对他们才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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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顶一万句。什么“大树特树”， 名曰树我，不知树谁 

人，说穿了是树他自己。还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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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缔造的， 

也不是我一个人嘛。 

    对路线问题，原则问题，我是抓住不放的。重大原则 

问题，我是不让步的。庐山会议以后，我采取了三项办法， 

一个是甩石头，一个是掺沙子，一个是挖墙角。批了陈伯 

达搞的那个骗了不少人的材料，批发了三十八军的报告和 

济南军区反骄破满的报告， 还有军委开了那么长的座谈 

会，根本不批陈， 我在一个文件上加了批语。我的办法， 

就是拿到这些石头， 加上批语，让大家讨论，这是甩石 

头。土太板结了就不透气，掺一点沙子就透气了。军委办 

事组掺的人还不够，还要增加一些人，这是掺沙子。改组 

北京军区，这叫挖墙角。 

    你们对庐山会议怎么看法?比如华北组六号简报，究 

竟是革命的，半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我个人认为是一 

个反革命的简报。九十九人的会议
④ 

 ，你们都到了，总理 

    ④  指一九七一年四月中央召开的批陈整风汇报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有中央、 
地方和部队的负责人共九十九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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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作了总结讲话，发了五个大将的检讨
⑤ 

 ，还发了李雪 

峰、郑维山两个 大将 的 检 讨，都 认 为问题解决了。 

其实，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他们要捂 

住，连总参二部部长一级的干部都不让知道，这怎么行 

呢？ 

    我说的这些，是当作个人意见提出来，同你们吹吹风 

的。现在不要作结论，结论要由中央来作。 

    毛主席说，要谨慎。第一军队要谨慎，第二地方也要 

谨慎。不能骄傲，一骄傲就犯错误。军队要统一，军队要 

整顿。我就不相信我们军队会造反，我就不相信你黄永胜 

能够指挥解放军造反！军下面还有师、团，还有司、政、 

后机关，你调动军队来搞坏事，听你的? 

    你们要过问军事,不能只当文官，还要当武官。抓军队 

工作，无非就是路线学习，纠正不正之风，不要搞山头主 

义、宗派主义，要讲团结。 军队历来讲雷厉风行的作风， 

我赞成。但是，解决思想问题不能雷厉风行，一定要摆事 

实，讲道理。 

 
⑤  指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五人的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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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军区写的那个三支两军的文件
⑥ 

 ，我批了同意， 

在中央批语上，我添了“认真研究”四个字，就是要引起 

大家的重视。地方党委已经成立了，应当由地方党委实行 

一元化领导。如果地方党委已经决定了的事，还拿到部队 

党委去讨论，这不是搞颠倒了吗? 

    过去我们部队里在军事训练中有制式教练的课目。从 

单兵教练，到营教练，大约搞五、六个月的时间。现在是 

只搞文不搞武，我们军队成了文化军队了。 

    一好带三好，你那一好也许带得对，也许带得不对。 

还有那些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到底效果如何，值得研究。 

有些是开得好的，也有好多是开得不好的，主要是路线问 

题。路线不对，那积极分子代表会就开不好。 

    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这不 

完全，还要加上解放军学全国人民。 

    •毛主席说，要学列宁纪念欧仁 鲍狄埃逝世二十五周 

年那篇文章，学唱《国际歌》、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不仅要唱，还要讲解，还要按照去做。国际歌词和列宁的 

 
    ⑥  指中共中央一九七一年八月二十日批发的《广州军区三支两军政治思想工作 
    座谈会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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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全部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那里边讲的是， 

奴隶们起来为真理而斗争，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 

靠神仙皇帝，全靠白己救自己，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 

我们劳动群众。 在庐山会议时， 我写了一个七百字的文 

件
⑦ 

 ，就提出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这个 

问题。国际歌就是要团结起来到明天，共产主义一定要实 

现。学马克思主义就讲团结，没有讲分裂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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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条条要记清”，“全国人民拥护 

又欢迎”。现在就是有几条记不清了，特别是三大纪律的 

第一条，八项注意的第一条和第五条，这几条记不清了。 

如果都能记清，都能这样做，那多好呀。三大纪律的第一 

条，就是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步调 

  ⑦  即毛主席《我的一点意见》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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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致， 就不能胜利。再就是八项注意的第一条和第五 

条，对人民，对战士，对下级要和气，不要耍骄傲，军阀 

作风坚决克服掉。这是重点。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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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说，庐山会议上讲了要读马、列的书。我希望 

你们今后多读点书。高级干部连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 

心论都不懂，怎么行呢?读马、列的书，不好懂，怎么办? 

可以请先生帮。你们都是书记，你们还要当学生。我现在 

天天当学生，每天看两本参考资料，所以懂得点国际知 

识。 

    我一向不赞成自己的老婆当自己工作单位的办公室主 

任。林彪那里，是叶群当办公室主任，他们四个人
⑧ 

 向林 

彪请示问题都要经过她。做工作要靠自己动手，亲自看， 

亲自批。不要靠秘书，不要把秘书搞那么大的权。我的秘 

书只搞收收发发，文件拿来自己选，自己看，要办的自己 

写，免得误事。 

    毛主席说,文化大革命把刘少奇,彭、罗、陆、杨揪出 

⑧ 指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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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了,这是很大的收获。损失是有一些。有些好干部还站不 

出来。 我们的干部，大多数是好的，不好的总是极少数。 

清除的不过百分之一，加上挂起来的不到百分之三。不好 

的要给以适当的批评，好的要表扬，但不能捧，二十几岁 

的人捧为“超天才”， 这没有什么好处。这次庐山会议， 

有些同志是受骗的，受蒙蔽的。问题不在你们，问题在北 

京。有错误不要紧，我们党有这么个规矩，错了就检讨， 

允许改正错误。 

    要抓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教育。方针还是惩前毖后， 

治病救人，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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