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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周恩来评价与研究的历史回顾

安建设

  [摘  要] 周恩来去世 20 多年来, 国内外对他的评价和研究一直没有停止。国内的评价和研究

可分为四个阶段: 一、1976 年逝世悼念期间, 中央讣告、悼词以及人民群众的评说。二、1981 年

5历史决议6 通过前后, 中央和老一辈革命家的评说及其对研究工作的指导作用。三、1988 年周恩来

诞辰 90 周年前后, 是评价和研究的第一个高峰。四、1998 年周恩来诞辰 100 周年前后, 是评价和研

究的第二个高峰。海外各界人士的评说, 主要集中在周恩来去世后的一段时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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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党的第一代领导核心的重要成员, 周

恩来是一位对中国和世界都产生过重大影响的

历史伟人。由于各种原因, 在周恩来生前, 国

内对他个人的历史进行公开评说的情况很难见

到。直到周恩来去世, 党和人民才有可能全面

评价他的生平业绩, 同时整理他的著作并研究

他的思想。可以说, 从周恩来去世以来, 人们

(包括海外) 对他的评价和研究一直没有停止

过。本文试图通过以下回顾, 对 20 多年来国

内外有关周恩来的评价及研究状况作出概

述。¹

一、逝世悼念期间

1976年 1 月 8日, 中共中央副主席、国

务院总理、全国政协主席周恩来在北京病逝。

随即, 党中央成立以毛泽东为首的 107人治丧

委员会, 并作出隆重追悼周恩来的决定。鉴于

长期以来周恩来的巨大影响, 他的悼念活动引

起海内外舆论的广泛注意, 对周恩来如何评

价, 成为人们所关注的中心。

周恩来治丧悼念期间, 关于周恩来的评价

主要体现在公开发表的 5讣告6 和 5悼词6 当
中。1月 9日, 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

院发布关于周恩来逝世的 5讣告6, 其中使用

了六个 / 是0 来概括对周恩来的总体评价,

即: /周恩来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

是中国人民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是中国人

民的忠诚的革命战士, 是党和国家久经考验的

卓越领导人。0 /周恩来同志的一生, 是为共产

主义事业光辉战斗的一生, 是坚持继续革命的

一生。0 这些评价, 虽然带有当时的语言色彩,

但与此前去世的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比较, 仍

属于最高层次的结论, 主要是从政治思想上评

估周恩来的一生及其所作出的贡献。1 月 15

日,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周恩来追悼大

会, 邓小平代表党中央致悼词。 5悼词6 在

5讣告6 的基础上, 增加了一个 /是0 和六个

/要学习0, 即: /他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

学习的榜样0; / 我们要学习他对马克思主义、

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无限忠诚0; /要学习

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尚品质0; /要学习

他对敌斗争的坚定性0; /要学习他坚强的无产

阶级党性0; /要学习他谦虚谨慎, 平易近人,

以身作则, 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0; /要学习他

同疾病作斗争的革命毅力0。和 5讣告6 一样,

 

¹ 鉴于资料等方面的原因, 本文对国外周恩来
研究情况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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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特定的历史环境, 悼词里也不可避免地使

用了一些当时必需的语言和词汇。但总的看,

这篇 2600字的悼词 (这是至此已故党和国家

领导人当中篇幅最长的悼词) 还是比较客观的

和实事求是的, 同时也很富于感情色彩。邓小

平致悼词时, 场内唏嘘之声不绝于耳, 气氛极

为悲痛。据当事人回忆, 躺在病榻上的毛泽东

在听工作人员读悼词的送审稿时, 曾大恸失

声, 不能自已。

除了中央在正式场合作出的评价, 全国各

地自发组织悼念周恩来的广大人民群众, 也通

过各种方式来表达他们的 /观点0。其特点是:

自由地大量地使用挽联、诗歌、祭文等手法,

感情抒发得直率、真挚、炽烈。如这年清明节

前后在天安门广场出现的诗文: /人民的总理

人民爱, 人民的总理爱人民。总理和人民同甘

苦, 人民和总理心连心! 0 /岁月聚悲思, 花环

寄衷情。古今谁无死, 民心是丰碑。0 而当这
种发自内心的情感遭到 /四人帮0 一伙的诬蔑

和压制时, 人们的愤怒便如同火山一般爆发

了: /欲悲闻鬼叫, 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

扬眉剑出鞘。0 /红心已结胜利果, 碧血再开革

命花。倘若魔怪喷毒火, 自有擒妖打鬼人!0 ¹

人民的悼念与评说, 不仅真切地表达了他们对

周恩来的景仰与怀念, 痛斥了以江青为首的

/四人帮0 的倒行逆施, 同时也启发了更多群

众的觉悟, 影响并推动了他们对于这段历史的

深入思考和对已故伟人的初步研究。

同年 10月粉碎 /四人帮0 后, 广大群众

在揭批 /四人帮0 的同时, 对包括周恩来在内

的老一辈革命家又持续表达了深切缅怀和爱戴

之情, 全国各地编辑出版了大量纪念文集、书

刊、画册, 并涌现出许多相关的诗文、歌舞、

剧目和图片展览等, 长期以来人们被压抑的情

感得到释放和寄托。

二、5决议6 通过前后

1978年 12月,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为开展中共

党史和领袖人物研究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一些

报刊也不断披露介绍许多过去鲜为人知的周恩

来的历史文献资料。不久, 中共中央决定着手

编辑周恩来的著作, 要求尽快出版。根据这一

决定, 中央毛著编委会开始进行 5周恩来选

集6 的编辑工作, 有关史料的征集整理也全面

展开, 周恩来研究进入初始阶段。

1979年 3月 5日, 5人民日报6 发表题为

5遵循周总理的遗愿纪念周总理6 的社论, 其

中用了一大段文字评价周恩来: /周恩来同志

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同毛泽东同志、朱

德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起, 领导中

国无产阶级和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 缔造了我

们的党、我们的军队、我们的人民共和国。他

是我们党和国家久经考验的卓越领导人。在长

期的革命生涯中, 周恩来同志是毛泽东同志不

可缺少的助手, 是毛泽东同志最亲密的战友。

, ,周恩来同志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党和人

民, 在中国共产党内、在中国人民中和在国际

上, 都享有崇高的威望。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

民衷心爱戴他, 全世界的人民衷心尊敬他。周

恩来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骄傲, 是中华民族的

骄傲。0 这是 1976年周恩来逝世以后, 作为对

过去评价的补充, 在党报上重新发表的有关周

恩来的总体评价。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新的评

价增加了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0 的称谓。此

外, 由于刘少奇冤案还没有平反, 社论在 /老

一辈革命家0 中只提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

三个人的名字。和以往不同的是, 社论通篇都

没有涉及 /文化大革命0 或与之有关的提法。

同年下半年, 华国锋、叶剑英等领导人在

一些公开场合的讲话里, 都在周恩来的评价中

加上了 /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0 的称谓。此

外, 他们还对周恩来在政治、军事、外交等方

面作出的贡献, 分别给予概述和评论。

1980年 8月, 中共中央在发给全党的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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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示中, 首次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

这四位开国元勋作出新的排序。¹ 同年发行的

新版人民币, 也以这四位领导人的并列头像作

为一百元钞的正面图案。

1981年 6 月, 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

了 5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6。

5决议6 在全面论述 /文化大革命0 的同时,

专就 /文化大革命0 时期的周恩来作了一段具

体的评述, 全文是: /周恩来同志对党和人民

无限忠诚, 鞠躬尽瘁。他在 -文化大革命. 中
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他顾全大局, 任劳任

怨, 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 为尽量

减少 -文化大革命. 所造成的损失, 为保护大

批的党内外干部, 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 费尽

了心血。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

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他的逝世引起了全党和

全国各族人民的无限悲痛。0 评价的第一句话,

概括了周恩来的党性原则和品德风范。后面部

分论及周恩来在 /文化大革命0 中所处地位、

历史作用、斗争方式以及他在党和人民当中的

巨大影响等, 这在当时都是有针对性的。在这

以前, 陈云也说过: /十多年来, 林彪、-四人

帮. 的破坏是很大的。, ,没有周恩来同志,

-文化大革命. 的后果不堪设想。他保了很多

同志下来, 我们这些人都是他保的嘛!0º 应
该说, 这些评价今天看来仍是客观的和公正

的, 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它体现了当时全党

全国人民的意愿和共识, 也在一定程度上吸收

了有关党史工作者的研究成果。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 此前的 1980年 8月,

邓小平通过答外国记者问, 就周恩来的工作精

神、他本人与周的个人关系、以及如何看待

/文化大革命0 中周的错误与失误等敏感问题,

首次提出精辟的见解。他说: /周总理是一生

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工作的人。他一天的工作

时间总超过十二小时, 有时在十六小时以上,

一生如此。我们认识很早, 在法国勤工俭学时

就住在一起。对我来说他始终是一个兄长。我

们差不多同时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是同志

们和人民很尊敬的人。-文化大革命. 时, 我

们这些人都下去了, 幸好保住了他。在 -文化

大革命. 中, 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 也说了

好多违心的话, 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

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 不说这些话, 他自

己也保不住, 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 起减

少损失的作用。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0 »

5历史决议6 和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革

命家关于周恩来的这些评说, 具有他人所不可

替代的权威性和说服力, 对后来进一步开展的

党史研究和周恩来研究, 起到非常重要的指导

作用。

三、诞辰 90周年

1981 年 5历史决议6 发表至 1988年周恩

来诞辰 90 周年, 是周恩来研究的第一个 /高

峰0 时期。这期间对于周恩来的评价, 集中反

映在党史工作者发表的大量的研究文章当中。

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相比, 这时情况已发

生了很大的变化。如在 1978年 3月周恩来诞

辰 80周年时, 由于国内的周恩来研究工作还

没有开展起来, 纪念周恩来的活动还主要是通

过发表回忆和纪念文章、举办图片实物展览、

组织各种文艺演出等方式进行的。

经过一段时间的不懈努力, 广大党史研究

工作者对于周恩来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主要是

建国以前的情况, 包括他与各个重大历史事件

的关系等问题, 都逐渐地有了比较明确的看

法, 取得了基本的共识。1984 年, 中央文献

研究室为 5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6 (中文版)

撰写的 / 周恩来0 条目使用了这样的评价:

/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要领导人之

一, 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人之一, 中国杰出的

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和外交家。0 ¼ 这是

对周恩来评价与研究的历史回顾

¹

º
»
¼ 5文献和研究6 1984 年第 5 期。

5邓小平文选6 第 2 卷, 第 348 页。
5陈云文选6 第 3 卷, 第 242 页。

见 5中共中央关于坚持 / 少宣传个人0 的几
个问题的指示6 , 1980 年 7 月 30 日。另见 1980 年 8
月 12 日 5人民日报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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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由权威部门组织撰写和进行审定的关于周

恩来的总体评价。由于这些评价是建立在对周

恩来研究的较高层次和相当水平的基础上的,

因而具有概括简明、表述严谨、结论精当等特

点, 成为后来人们通常使用的对周恩来评价的

规范性用语。

1988年 3月前后, 结合周恩来 90周年诞

辰纪念活动, 北京和各地相继举行了综合性和

专题性的学术交流, 对周恩来的家世及其影

响、周的思想转变过程、周在探索中国革命道

路过程中作出的巨大努力和贡献以及周的主要

失误等方面的问题, 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讨。

所涉及的论题有: 周恩来的青少年时代, 周确

立共产主义信仰过程 (含入党时间) , 周与党

的创立, 周的旅欧经历, 周与第一次国共合

作, 周与南昌起义, 周与党的六大, 周与上海

中央, 周与党内三次 /左0 倾错误, 周与遵义

会议, 周与西安事变, 周与国统区统战工作,

周与国共谈判, 周与解放战争, 周与新中国的

创建等。这也是对近 10年来党史界学术研究

成果的一次全面检阅。其中, 在北京举行的

/全国周恩来生平和思想研讨会0、外事部门举

办的 /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研讨会0 和在天

津南开大学召开的首届 /周恩来研究国际学术

讨论会0 影响最大, 比较集中地展示了这个时

期学术研究的主要成果。

例如: 在历史定位上, 研究者们提出: 周

恩来 /是中国人民忠实的儿子0; 是 /中国共
产党人的优秀代表0; / 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

军事领导人之一0; /把他和毛泽东、刘少奇、

朱德等同志一起, 称为我们党、我们军队和人

民共和国的缔造者, 是当之无愧的0。在外交
事务上, 研究者们认为: 周恩来 /是当代中国

和世界最有影响的外交家0; 在长达 26 年中,

他 /以决策人、指挥者、实践家三位一体的身
份, 以异乎寻常的精力、才能和智慧, 为新中

国的外交事业作出了最全面、最杰出的贡献0;

他的外交生涯 /可以说是新中国外交史的缩

影0; 周恩来不仅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主要领袖

之一, 也是 /新中国外交的创始人、奠基者0。

在思想情操上, 研究者们指出: 周恩来 /一直

置身于斗争漩涡的中心, 经过千锤百炼, 形成

他那对人们有着特殊吸引力的思想、品格和魅

力0; 他具有 / 无私奉献的精神, 过人的智

慧, 渊博的知识, 精力充沛地解决各种复杂问

题的能力, 惊人的工作效率, 聪明机智的谈

吐, 谦逊平等的待人态度0; /在周恩来同志身
上, 可以从各个不同方面、各个不同角度, 看

到什么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优秀品质, 什么是中

华民族的优良传统0。关于周恩来的错误与失
误, 研究者们表示: /周恩来同志是人, 不是

神, 也会有自己的弱点。0 /在探索前进的过程

中, 周恩来同志也难免有过失误。但他胸怀坦

荡, 从不文过饰非, 更不诿过于人, 总是首先

由自己承担责任。0 ¹ 同时, 研究者们还对始

终处于政治漩涡中心的周恩来提出 /究竟历史

给予周本人多少回旋余地0 的设问, 为探明周

恩来所以难免犯错误的客观环境与个人局限,

提供了进一步研究的空间和视角。一位日本记

者在评论 /周恩来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0 时认

为: /可以明确地看到, 人们正努力把周恩来

作为一定时代的具有一定局限性的历史人物来

客观评价。0º

1989年, 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

5周恩来传 ( 1898- 1949) 6 和 5周恩来年谱

( 1898- 1949)6 先后出版。这两部著作, 成为

体现本阶段周恩来研究成果的权威性的重要代

表作。

四、诞辰 100周年

1988年到 1998 年, 是国内周恩来研究的

第二个 /高峰0 时期, 也是成果最多、难度最

大、资料最为丰富的时期。这期间研究的重

点, 是建国后 26年一直担任国务院总理及其

党的文献  2003年第 2期

¹

º 5中外学者论周恩来6, 南开大学出版社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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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6,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8 年版; 5研究周恩来 ) ) )
外交思想与实践6 ,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9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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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重要职务的周恩来的思想与实践, 包括: 周

恩来与恢复经济和抗美援朝, 周与新中国外

交, 周与知识分子问题, 周与 / 反冒进0 和
/大跃进0, 周与反右派斗争, 周与 1959 年庐

山会议, 周与国民经济调整, 周与 /文化大革

命0, 等等。1993年周恩来诞辰 95周年之际,

中央和地方党史部门通过举办各种学术研讨

会, 进一步开辟了有关研究领域, 巩固和扩大

了研究队伍。1996 年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办

的 /全国周恩来研究述评会0, 对国内周恩来
研究的现状进行了系统调研, 为迎接周恩来诞

辰 100周年的学术研究高潮作了比较充分的准

备。

1997年 6月和 1998年 2月, 受到海内外

学者关注的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 5周恩来

年谱 ( 1949- 1976) 6、 5周恩来传 ( 1949 -

1976) 6 先后出版。至此, 作为全面反映周恩

来生平和思想的这两部权威性著作已全部出

齐。同时出版的还有集学术成果和研究资料为

一体的大型工具书 5周恩来大辞典6 等。除以

上集体编辑研究的项目外, 不少个人撰写的学

术专著也相继问世。这些书籍的出版, 表明国

内研究层次和水平的空前提高, 标志着周恩来

研究已步入了成熟发展的阶段。

1998年 2 月前后, 周恩来诞辰 100 周年

各项纪念活动在北京和全国各地展开。中央文

献研究室等中央七单位联合举办的 /全国周恩

来生平和思想研讨会0、天津南开大学召开的
/第二届周恩来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0, 成为周

恩来研究的中外专家学者切磋、交流的主要论

坛。与此同时, 各地各部门也纷纷召开专题性

的学术会和座谈会, 研究并缅怀周恩来。这期

间对于周恩来评价的主要特点是: 纪念与研究

相结合, 总体与具体相结合, 历史与现实相结

合。其中, 代表国内不同方面对周恩来作出评

价的四篇讲话和文章, 涵盖了各界评说的精

华, 受到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它们是:

1、江泽民在周恩来诞辰 100 周年纪念大

会上的重要讲话。这篇讲话是继 5历史决议6

之后, 党中央对周恩来的生平业绩、思想贡

献、历史地位等作的一次最全面、深刻、准确

的评价, 包括: 总体定位, 生平定位, 理论贡

献以及周恩来在各个历史时期、各个领域和各

项事业所起作用的定位等, 进而大大丰富、扩

展和延伸了过去中央评价的内容。同时, 讲话

还对 /周恩来的精神0 的内涵作了阐释。关于
总体定位, 讲话指出: /周恩来同志是伟大的

马克思主义者, 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 中

国人民解放军主要创建人之一, 伟大的无产阶

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和外交家。0 关于

生平 (历史) 定位, 讲话说: /周恩来同志从

一九二七年起就是中共中央的核心领导成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长期担任党和国家的

重要领导职务。他经历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

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系列重大事件, 参与了

党中央各个历史时期几乎所有重大决策的制定

和组织实施。可以说, 周恩来同志半个多世纪

奋斗的历史, 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一个缩影,

是新中国孕育、诞生、成长和取得崇高国际威

望的历史的一个缩影。0 又说, /周恩来同志的
一生是辉煌的一生。他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

社会主义事业建树的卓著功勋, 他崇高的精神

和人格, 丰碑似地屹立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

族的历史上, 深深地铭刻在中国各族人民的心

里。0 关于理论贡献, 讲话指出: /周恩来同志

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

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 善于发现和总结人民群

众历史创造活动中的新鲜经验, 善于从中华民

族优秀文化遗产和世界文明中吸取智慧。他在

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统一战线、文化教

育和党的建设等领域都有理论建树, 为毛泽东

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对在中

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艰辛的探索, 提出

了许多今天仍有重要启示作用的思想理论观

点。0 关于建国后周恩来对各个领域、各项事

业的贡献, 讲话强调: /周恩来同志担任共和

国政府总理长达 26年。他既是国家建设总体

蓝图的重要设计者, 又是将它付诸实施的卓越

对周恩来评价与研究的历史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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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者和管理者。0 /他日理万机, 经济、外

交、国防、统战、科技、文化、教育、新闻、

卫生、体育各行各业的发展, 各个方面的建

设, 无不浸透着他的心血。0 谈到 /周恩来的

精神0 时, 讲话认为: /周恩来同志是中国人

民的忠实儿子, 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优秀代表。

周恩来, 这是一个光荣的名字, 一个不朽的名

字。在他的身上, 凝铸着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和工人阶级的优秀品格。他的崇高精神和人

格, 感召和哺育着一代一代共产党人, 已经成

为推进我们党和国家事业的一种巨大力量。0

讲话将 /周恩来的精神0 概括为 /三个结合0,

即: / 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同脚踏实地的工作作

风的结合0、 / 对上负责同对下负责的结合0
和 /高度的原则性同高度的灵活性的结合0。

讲话号召: /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 特别

是各级领导干部, 都要努力学习周恩来同志的

崇高精神, 并努力贯彻到自己的思想和行动中

去, 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0 ¹ 这篇讲话, 全

文 7000余字, 是迄今为止关于周恩来评价与

研究的最高层次的表述。

2、杨尚昆文章: 5相识相知五十年 ) ) ) 我

所了解的恩来同志6。这是一篇分量不同一般、

文笔亲切感人的历史当事人的回忆文章。谈及

周恩来在党的第一代领导核心中的地位时, 文

章写道: /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日子里, 恩来同

志一直是党的核心领导成员。这在中国共产党

内, 只有恩来同志一个人。他长期在中央做实

际工作, 是党中央各个历史时期几乎所有重大

决策和事件的参与制定者和指挥者。历史证

明, 毛泽东同志作为全党的领袖是当之无愧的

主帅, 恩来同志是名符其实的副帅。0 /恩来同
志紧接着毛泽东同志之后, 排在第二位, 这是

对恩来同志的历史地位和功绩的公正评价, 完

全符合历史的真实, 也代表了党和人民的意

愿。0 此外, 作者通过对大量史实的回顾, 论

述了周恩来对于党和人民军队的成长壮大、对

于新中国各项事业的发展所建立的卓著功勋,

分析了他能够长期处于党的最高核心领导层的

主观因素、周恩来非凡的领导艺术、周恩来在

/文化大革命0 中的特殊作用等。文章还以

/具有领袖才能的思想家0、 / 成熟老练的政治

家0 和 /党内出名的实干家0 等评语充分肯定

周恩来。关于周恩来的性格, 文章认为: /寓

刚于柔, 融韧于忍, 柔在外, 刚藏内, 勇于所

当勇, 退于所当退, 这正是恩来同志大智大勇

的品质修养。0 谈到毛泽东、周恩来之间的异

同及相互关系时, 文章指出: /这两位伟人长

期合作, 相辅相成, 是一对难得的革命战友和

政治伙伴。0 /毛泽东举重若轻, 提纲挈领, 大

刀阔斧; 周恩来举轻若重, 处事周密, 思虑精

细。毛泽东质朴而豪爽, 幽默而风趣; 周恩来

文雅而机敏, 严谨而认真。他们配合默契, 相

得益彰。0º 作为已逾九旬高龄、当时在世的

遵义会议的唯一见证人、长年与周恩来共事的

作者的亲历见闻, 使得这篇文章尤显得珍贵,

并具有毋庸置疑的权威性和影响力。

3、李琦文章: 5研究周恩来 学习周恩来

) ) ) 纪念周恩来诞辰一百周年6。文章作者曾

在周恩来身边工作, 对周恩来的工作精神和品

德风范有着切身感受。作者还亲自参与并指导

周恩来著作的整理编辑和周恩来年谱、传记等

书籍的撰写工作, 进而更加深了对周恩来的认

识和理解。文章首次对周恩来作出五个方面的

定位, 即: 民族英雄、党的领袖、开国元勋、

人民公仆、世界伟人。同时, 文章还着重就两

个问题谈了个人看法。第一, 关于周恩来在

/文化大革命0 中的作用。文章写道: /文化大

革命0 的十年, 是周恩来一生中 /最困难、最

艰险、步步充满荆棘的岁月0。/身为党中央主

持工作的领导人、国务院总理, 他还担负着保

障七八亿人民衣食住行和维系整个国家机器正

常运转的难以想象的重任。此外, 在复杂多变

的国际形势下, 人民共和国仍须保持她独立自

主、不容欺侮的主权和尊严。面对这样的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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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这样的重担, 周恩来没有逃避, 没有退

缩, 而是抱着 -我不入地狱, 谁入地狱. 这样

一种崇高且不无悲壮的信念, 挺身而出, 拼死

一搏。正是这种纯洁、坚定、明确的内心动

力, 驱使这位年逾古稀、身患绝症的战士无私

无畏, 为党为国, 奋斗不息。0 /为了最大限度

地减少这场内乱给党和国家带来的损失, 他忍

辱负重, 义无反顾, 巧妙斗争, 起到了他人绝

难替代的历史作用, 正可谓 -一身系天下之安

危. 。0 /试想, 没有周恩来及其他老一辈革命

家作中流砥柱, 林彪、-四人帮. 就有可能篡

夺并把持党和国家更多的权力, 大批老干部将

难有出头之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局

面也就无从谈起了。0 文章认为: /要研究 -文
化大革命. , 离不开研究周恩来。对 -文化大

革命. 中周恩来的研究, 现在已经取得了一些

成果, 但还很不够, 需要继续加强。0 第二,

关于研究周恩来的现实意义。文章说: /周恩
来长期处于党和国家的核心领导层, 他的一生

是党史和国史的缩影。尤其是建国后, 他在担

任26年的政府总理期间, 为寻找一条适合中

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把中国建成一个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进行了不懈的探索, 留

下了许多宝贵的思想遗产,,当然, 周恩来在

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也遇到过一些问

题, 对他从没有经历过的事情不可能一切都看

得很清楚, 如同每个人一样, 他也会有自己的

弱点和历史局限。我们在研究中, 需要深入地

进行挖掘, 研究他在探索革命和建设的历程

中, 遇到过哪些复杂而棘手的问题, 他当时是

如何思考和处理这些问题的, 为什么能取得如

此大的成就, 又为什么会出现某些失误。只有

这样来研究周恩来, 才有利于我们深入地了解

中国国情和党的历史, 增长我们的智慧, 避免

过去走过的一些弯路。0 ¹ 这篇文章吸纳了 20

年来周恩来研究的最新成果, 代表了党史界在

周恩来评价上所达成的基本共识。

4、梁衡文章: 5大无大有周恩来 ) ) ) 纪念

周恩来诞辰一百周年6。作者是一位颇有名气

的纪实散文家。他的这篇有感而发之作, 代表

了社会舆论尤其是知识文化界人士对周恩来的

评说。文章写道: 自 1976 年 1 月以来, 经过

20多年的 / 穷思默想0, 终于 /悟出了一个

理0, 周总理所以能这样感人至深、感人至久,

就是因为他实现了 /六无0, 赢得了 / 六有0。

/六无0 是: 死不留灰, 生而无后, 官而不显,

党而不私, 劳而无怨, 死不留言。 /周恩来的

六个 -大无. , 说到底是一个无私。0 正是这六

个 /大无0, 使他同时又获得了六个 / 大有0,

即: 大智、大勇、大才、大貌 (风貌)、大爱、

大德。在逐一解读了 /六无0、/六有0 后, 文

章评论说: /自古以来, 爱民之官受人爱,,

遗爱愈厚, 念之愈切。平日常人相处尚投桃报

李, 有恩必报, 而一个伟人再造了国家, 复兴

了民族, 泽润了百姓, 后人又怎能轻易地淡忘

了他呢,,他 (周恩来) 越是这样地没有, 后

人就越感念他的遗爱; 那一个个没有也就越像

一条条鞭子抽在人们的心上。鲁迅说, 悲剧是

把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撕裂给人看。是命运从总

理身上一条条地撕去许多本该属于他的东西,

同时也在撕裂后人的心肺肝肠。那是永远无法

弥补的遗憾, 这遗憾又加倍转化为深深的思

念。0º 这篇文章选择独特的题目和角度, 运

用平实而寓意深刻的语言, 厚积薄发, 深入浅

出, 娓娓道来, 发人深思, 在社会上产生了很

大的反响。

五、海外人士评说

20多年来, 在国内不断地对周恩来进行

评价与研究的同时, 海外舆论也纷纷评说周恩

来。这方面的言论比较集中于周恩来逝世后的

一段时间里 (还有许多评论在周恩来生前就已

发表)。关于国外评价周恩来的书籍可参见:

5举世悼念周恩来总理6、 5震撼世界的 2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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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外国记者笔下的周恩来逝世6、5西方人看

周恩来6、5周恩来与日本朋友们6 和 5我眼中

的周恩来6 等。和国内不同的是, 上至政府首

脑、党派要人, 下至普通记者和学者, 他们较

多使用的是人文、智理型的概念, 有的评论视

点独特、个性鲜明, 有些说法则表现出西方的

语言风格。

1、对周恩来逝世的报道和评论。包括世

界各大通讯社、报刊发表的消息、评论、社论

和文章等, 主要侧重于逝者的生平、业绩、形

象和影响。以下是当时部分外国报刊标题一

瞥:

5永远难以忘怀的领导人6 (日本报纸) ,

5给国际政治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声誉6 (日本记

者) , 5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智囊6 (日本记者) ,

5四分之一世纪的顶梁柱6 (日本记者) , 5风雪

五十余年: 在国际舞台上大放光彩的灵活性6

(日本记者) , 5蕴藏着领导八亿人民的充沛精
力6 (日本记者) , 5生活在群众之中的政治领

导人6 (日本学者) , 5扭转世界现代史的特殊

政治人物6 (马来西亚报纸) , 5一个众所爱戴
的人6 (菲律宾报纸) , 5人们会永远记得他6

(印度报纸) , 5全世界将长期悼念他6 (巴基斯

坦报纸) , 5无与伦比的献身精神6 (阿富汗报

纸) , 5世界上最强劲最亲切的政治家6 (埃及

刊物) , 5周恩来 ) ) ) 中国民族的光荣, 各国人

民的一颗明星6 (马里报纸) , 5第三世界在国

际关系中首创精神的倡议者6 (塞拉利昂报

纸) , 5进步人类和革命青年的典范 ) ) ) 周恩

来6 (贝宁报纸) , 5北京的坚强人物6 (乌干达

报纸) , 5受到全世界的尊敬6 (牙买加报纸) ,

5一位求实的领袖逝世了6 (巴西杂志) , 5敏锐
的革命者6 (澳大利亚报纸) , 5始终忠诚自己

的目标6 (德新社报道) , 5中国的外交大师6

(西柏林记者) , 5一个完人6 (法国前驻华大

使) , 5毛主席的不可替代的合作者6 (法新社

报道) , 5周使中国恢复了伟大民族的自豪6

(法新社记者) , 5世界最伟大的 /第二号人

物06 (法国杂志) , 5有着钢和冰的性格6 (路

透社报道) , 5一位用有弹性的优质钢做成的

人6 (西德官员) , 5掌握转变现象的卓越艺术6

(美国广播通讯社) , 5注重实效的革命家6 (美

国报纸) , 5才智过人而有吸引力6 (美国记者)

等。¹

2、各国首脑、政要的评价。包括声明、

谈话、悼文、唁电等, 主要侧重于作为世界政

治家的周恩来所具备的眼光、智慧、气质和风

范。以下是几位西方国家领导人的评论。美国

前总统尼克松: /在过去 25年里我有幸会见过

的一百多位政府首脑中, 没有一个人在敏锐的

才智、哲理的通达和阅历带来的智慧方面超过

他 [周] , 这些使他成为一位伟大的领导人。0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 /使我留下深刻印象的

是, 他 [周] 致力于他本国的利益, 他深刻理

解世界事务, 他难能可贵地既有敏锐机智又有

个人魅力。0 英国前首相希思: /周恩来是一位
伟大的谈判家, 一位十分老练、智力过人和具

有重大影响的人。0 法国前总理孟戴斯- 弗朗

斯: /在个人方面, 他 [周] 的品格非常高尚。

他的态度和谈吐与众不同, 有时甚至连讥笑的

态度也是具有魅力的。他对他的国家和使命无

比忠诚。所有这一切都使人不能不尊重和敬佩

他。0 前西德基督教社会联盟主席施特劳斯:

/周的渊博的历史知识和广泛的政治经验, 使

他能够帮助决定新中国的面貌, 并使中国获得

任何人都不能再忽视的世界地位。0 作为中国

邻国的领导人, 他们的评说就更多了一层感情

色彩。日本前首相三木武夫: /没有一个外国

政治家, 像周恩来总理那样在日本各阶层人民

中间有那么多的朋友, 得到那么多的尊敬。0

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 /像周恩来这样充

满仁慈之心的伟人, 在我们这个世界是罕见

的。0 缅甸总统吴奈温: 作为一个大国的领导

人, 周总理 /总是平等待人0, /世界大国中,

特别是超级大国中, 若能出现更多像周恩来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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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 以上引文, 见 5举世悼念周恩来总理6 , 人民
出版社 1978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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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那样能给予同情和谅解精神的领导人, 这个

世界该多么好啊! 0 ¹

另外, 法国前总统德斯坦对周恩来的评论

也很有特色。1979年 10 月在巴黎举行的周恩

来旧居纪念牌揭幕仪式上, 他称颂周恩来是

/一位具有巨大魅力、智慧超群和学识渊博的

人0, 是 /使世界为之倾倒的文明0 的当之无
愧的继承人。他说: /对这位从不希望为自己

树立纪念碑的人, 我们希望在他开始自己的战

斗生涯和对法国产生友好情谊的地方向他表示

我们的敬意。0º

3、各国友人、学者的评价。包括访谈、

日记、回忆、撰文等, 主要侧重于周恩来的人

品、性情、魅力和操行。在这方面, 同周恩来

接触最多的日本友人的感触最深。冈崎嘉平

太: /我与其说是把他当作总理来尊敬, 还不

如说是从心眼里把他当作一位对人富有感情的

人来爱戴。我把周总理看成是人生的师表, 努

力仿效, 哪怕是一点也好。0 前社会党委员长

成田知己: /我每次访华都会见了周总理, 接

触到他那罕见的人格、见识和气概, 我总是受

到了作为一个政治家、作为人应该怎样行事的

深刻教育。0 前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 /可以

用一句话来表达, 即 -他 [周] 是一位目光敏

锐、精明强干的人物. 。但是, 实际上, 他兼

备伟大与亲切的品质, 是一位不管制度与立场

如何, 都能善于听取对方意见的人。0 舞蹈家

松山树子: /周恩来总理是个非常懂艺术的人。
当时我感动的是觉得他非常平易近人, 是一个

真正的文化人。0 关于周恩来式的 /待人接

物0, 英籍作家韩素音有这样一段解释: /为什

么周恩来在西方很知名和很有声望, 我认为,

这是因为他是一个非常诚实的人, 因为他说真

理, 因为他是平静和合乎逻辑地说出真理, 因

为他有无限的耐心, 因为他想以理服人, 而且

因为当他听到没有礼貌的话时从来不生气

,,0 关于周恩来的 /人情味0, 加拿大华裔

学者杨诚认为: /周恩来的人情味是他个人品

质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经过时间考验的。0 /身

为共产党领导人的周恩来, 他那永恒的人情

味, 曾温暖了无数与他有过交往的人的心, 对

维护共产党人的形象起了重要作用。0» 对周
恩来的 /第一印象0, 更是许多友人所难以忘

怀的。美国华裔学者赵浩生回忆说: /我是

1946年在一次中外记者招待会上第一次见到

周恩来。这是我第一次在一个公开正式的场合

见到一位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 也是我第一次

看到一位中国新闻人物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用

中文发言。他挥洒自如, 谈笑风生, 有问必

答, 不亢不卑。他的言论风采, 使我第一次在

外国人面前感到作中国人的骄傲, 也是我第一

次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受到和外国记者同等的

招待。0 ¼

以上各类人物的评说, 主要都是与周恩来

在大量外交事务和外交场合的接触, 使对方产

生的印象或感悟。赵浩生的回忆一连用了五个

/第一次0, 就很具有代表性。在他们当中, 许

多人起初并不了解中国, 也并不认识周恩来,

甚至有的人先前还心存某种偏见。这就说明,

周恩来的外交风格和独特魅力, 不仅使周本人

赢得了赞誉, 同时也使中国赢得了世界。

还有一件事情值得一提。过去国内曾有这

样的传说: 1976 年 1 月, 为了在联合国总部

/破例0 给已故的周总理下半旗, 联大秘书长

举出 /三条理由0, 用来说服在场的人。26年

之后, 这件事才基本上得到证实。据当年在联

合国总部工作的一位中国外交人员回忆: 当周

总理去世的消息传至纽约联合国总部时, 顿时

引起了巨大震动和深切哀悼。从各国常驻代表

团大使到一般外交官, 从联合国秘书处高官到

一般工作人员, 都用自己的方式向这位伟人表

对周恩来评价与研究的历史回顾

¹

º
»

¼ 以上引文, 见 5举世悼念周恩来总理6 , 人民
出版社 1978 年版; 5伟人周恩来6 , 中共中央党校出
版社 1996 年版。

5中外学者再论周恩来6 ,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9 年版, 第 579 页。

1979年 10 月 18 日 5人民日报6。

以上引文, 见 5举世悼念周恩来总理6 , 人民
出版社, 1978 年; 5震撼世界的 20 天 ) ) ) 外国记者笔
下的周恩来逝世6 ,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9 年版; 5伟
人周恩来6 ,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6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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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了崇敬之情。 /更为感人的是, 联合国还特

地下半旗哀悼周总理。这是联合国建立 50 多

年以来罕见的事情。当年我站在联合国广场聆

听了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对此作出的既感人又意

味深长的讲话。他说: -为了悼念周恩来, 联

合国下半旗, 这是我决定的。原因有二: 一是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 她的金银财宝多得不计

其数, 可她的总理周恩来没有一分钱的存款!

二是中国有 10 亿人口, 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

一, 可是她的总理周恩来, 没有一个孩子! 你

们任何国家的元首, 如能做到其中一条, 在他

逝世之日, 总部将照样为他下半旗。. 讲完这

番话, 我见他转身扫视了一下广场, 尔后返回

秘书处大楼。这时广场上先是鸦雀无声, 接着

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0 ¹

周恩来逝世已经 27 年了, 但海内外对他

的评说和研究仍在延续着, 许多鲜为人知或不

为人知的史料也在不断发掘中。不仅如此, 在

某些时候和某些方面, 国内与国外、官方与民

间的评价和研究还产生了互补、互动的效应。

直到去年 ( 2002 年) 纪念中美实现关系正常

化和中日建交 30周年之际, 美、日各界人士

仍在各种场合回忆并称道周恩来。这种情形,

正如 27年前一家外国报纸所预言: /他 [周]

那富有魅力的笑容永远不会消失0, /人们会永

远记得他0。
1作者安建设,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

员, 1000172

(责任编辑: 王根广)

¹  吴妙发: 5周恩来逝世震惊世界 联合国破

例下半旗6。2002 年 1 月 8 日 5人民日报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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