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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建国前5毛泽东选集6的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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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作为毛泽东思想主要载体的5 毛泽东选集6, 是毛泽东留给中国人民最有价值的精神财富。5 毛泽

东选 集6 的出版发行不仅是根据地出版界的一大成果, 更重要 的是中国共 产党人对 传播毛泽东 思想的一 大贡
献。以毛泽东 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 在长期的革 命实践中, 坚持马 克思列宁主 义的基本 原理同中国 革
命具 体实践相结合, 形成了适合中国国情的科学指 导思想 ) ) ) 毛泽 东思想, 从而创造 性地解决了 中国革命 走
向胜利的一系列重大问题。5毛泽东选集6 的出版不仅表明中国共产党的成熟, 同时也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重
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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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其革命生涯中, 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和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 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
勋, 给中国人民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作为毛
泽东思想主要载体的5毛泽东选集6, 无疑是毛泽东留

整的关于中国人民革命建国的正确理论0, 是/ 中国的
马克思主义0

[ 2] ( P333)

。

为什么作为毛泽东思想主要载体的5毛泽东选集6
在这一时期得以广泛出版发行? 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给中国人民最有价值的精神财富。认真地考察和研究

第一, 中国革命的曲折路程使中国共产党人从正

5毛泽东选集6 的出版始末, 对于弄清毛泽东思想的确

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中, 对毛泽东有了更为深刻和完

立过程, 展现毛泽东思想发展的历史轨迹, 无疑具有重

整的认识, 为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确立和5毛泽东选集6

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的出版奠定了政治前提。
中国革命的发展是/ 之0 字型, 而不是/ 一0 字 型。

一、
5毛泽东选集6 得以出版的历史背
景及其原因

从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到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确立, 中间

中国共产党编辑出版5毛泽东选集6 始于抗日战争

折。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发展的一

时期。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出版的第一套5毛泽东选

个转折点, 它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实际领导地

集6, 当属 1944 年 5 月晋察冀日报社编印出版的 5 卷本

位, 因为, 从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中, 使中国共产党

5毛泽东选集6。聂荣臻称: / 这是全国第一本系统编选

人日益明确地认识到: / 当着革命是在毛泽东同志及其

毛泽东同志著作的选读书。0

[ 1] ( P481)

经过了大革命和土地革 命战争的两次胜 利和两次挫

以后, 5毛泽东选

思想的指导之下, 革命就胜利, 就发展; 而当着革命是

集6如雨后春笋般地在各个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相继

脱离了毛泽东同志及其思想的指导时, 革命就失败, 就

出版、翻印、
发行, 使以毛泽东的名字命名的毛泽东思

后退。
0

想, 被全党公认为马克思主义在/ 殖民地、半殖民地、半

和广大共产党人对毛泽 东同志的由衷敬 佩和真诚拥

封建国家民族民主革命中的继续发展0, 是/ 马克思主

戴, 使毛泽东思想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和作为毛泽东

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0, 是/ 我们这个民族的特殊的、完

思想主要载体的5毛泽东选集6的出版, 有了坚实的政

*

[ 3] ( p334)

于是, 在这一时期日益形成了党的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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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基础。

战争的重大历史责任出发, 领导全党开展整风运动, 创

第二, 抗日战争的特殊历史时期和中国共产党在

造了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和正确开

抗日战争中的多方面的伟大实践, 是5毛泽东选集6主

展党内斗争的一系列好方法, 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党

要内容得以巨大丰富和发展的现实土壤。

的建设理论。

这一时期毛泽东著作的大发展, 不仅是对以往历

正是在抗日战争这样一个异常特殊复杂的历史时

史经验的反思, 更重要的是对抗日战争波澜壮阔的现

期, 毛泽东的思想获得了巨大发展。作为毛泽东思想

实斗争经验的科学概括。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和抗日

主要载体的5毛泽东选集6主要内容的形成, 正是对这

战争的爆发, 一方面, 使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

些丰富的实践经验进行理论总结的必然结果。

盾上升为最主要的矛盾; 另一方面, 国内各阶级、阶层、

第三, 对毛泽东的广泛宣传和毛泽东在全党领导

政治集团和政治派别之间的矛盾在这期间得到了最为

地位的确立, 使广大的共产党人、人民群众和中外人士

充分的展开。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 一面

迫切期望了解毛泽东, 认识毛泽东, 这使5毛泽东选集6

领导中国人民拿起武器奋起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

的出版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和巨大的读者群。

和国民党顽固派蓄意制造的武装冲突; 一面开展了大

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实际领导地

量的理论研究。抗日战争时期是毛泽东读马列著作花

位。随着毛泽东领导地位的日益巩固和威望的不断提

费时间最多、阅读量最大的时期, 也是他著述最为丰富

高, 这一时期开始逐渐出现了一股毛泽东热。主要表

的时期。毛泽东思想在这个时期经过多方面展开达到

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 1) 外国友人撰写了一大批介绍毛

成熟, 走向辉煌, 主要表现为以下诸多方面:

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的传记, 大约有几十种六十多个

( 1) 建立了哲学理论。这一时期他写的5实践论6、

版本。其中最著名的有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撰写的

5矛盾论6, 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和辩证法。

5西行漫记6、5红星照耀中国6、
5毛泽东自传6、5毛泽东

/ 两论0的发表无疑确立了他的哲学家地位, 使他成为

访问记6 等。除此之外, 还有史沫特莱的5伟大道路6、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中间的第一个当之无愧的马克思主

斯特朗的5毛泽东访问记6、爱泼斯坦的5毛泽东印象6、

义大哲学家。

斯坦因的5红色中国的挑战6等一大批宣传毛泽东和中

( 2) 形成了人民军队、人民战争理论。这一时期他

国共产党人的作品。这些优秀作品的发表, 使中外人

写的5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6、5论持久战6、5战争

士第一次系统地了解了毛泽东、了解了中国共产党、了

和战略问题6等一系列著作, 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军事

解了苏区。从此, 一场势不可挡的了解毛泽东、研究毛

思想, 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毛泽东军事思想, 奠定了他军

泽东的热潮蓬勃兴起。( 2) 国内出版了一批介绍毛泽

事家的地位。

东的书籍。大约有几十种一百多个版本。其中最著名

( 3) 创立了统一战线理论。这一时期他写的5统一

的有萧三写的5毛泽东同志的儿童时代6、5毛泽东同志

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6、5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

的青少年时代6、5毛泽东的青年时代6 等。除此之外,

略问题6等一系列著作, 对抗战新形势下各个阶级、各

还有张如心的5毛泽东传略6、5论毛泽东6、5毛泽东的

种政治力量的态势和变化作了分析, 正确地说明了阶

思想及作风6、5毛泽东的人生观与作风6; 光人的5毛泽

级斗争与民族斗争的关系, 规定了同国民党开展针锋

东奋斗史6; 谢觉哉的5毛泽东的故事6; 丁明编的5中国

相对斗争的一系列原则、政策和策略, 丰富和发展了马

人民救星毛泽东6, 以及胶东新华书店出版的5毛泽东

克思主义的统一战线理论。

像太阳6等。这些书籍的出版发行, 帮助全国人民更加

( 4) 提出了完整的新民主主义理论。这一时期他

全面地了解了毛泽东及其中国共产党人, 使许多青年

写的53共产党人4发刊词6、5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6、

学生在毛泽东/ 伟大魅力0 的感召教育下投身革命的洪

5新民主主义论6 等重要著作, 标志着这个理论体系的

流。( 3) 毛泽东思想概念的提出及其指导思想地位的

诞生和确立, 是抗战 时期毛泽 东思想 最重大的 理论

确立。抗日战争时期是毛泽东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和成

成果。

熟时期。这期间, 张如心、王稼祥、刘少奇等人先后提

( 5) 丰富了党的建设理论。这一时期他写的5改造

出并逐步完善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概念, 用马列主义

我们的学习6、5整顿党的作风6、5反对党八股6等一系

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 作为中国

列著作, 从中国共产党的现状和如何肩负起领导抗日

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 日益成为广大共产党

张伟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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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建国前5 毛泽东选集6 的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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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和高级领导干部的共识。于是, 全党掀起了一个学

根据现在掌握的资料看, 最早出版的毛泽东著作

习毛泽东论著的热潮。正是这样一个热潮的出现, 使

单行本, 当属5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6一文。它最初

5毛泽东选集6的出版发行成为历史的必然。

发表于 1925 年 12 月 1 日出版的5革命6半月刊第 4 期

第四, 延安整风运动, 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上。1927 年 4 月 1 日, 汕头书店在此基础上出版了毛

也将中国经验马克思主义化。这就为5毛泽东选集6的

泽东这篇著作的单行本。除此之外, 可称毛泽东著作

出版起了重要的催化作用。

最早单行本的还有 1927 年 4 月由汉口长江印刷厂出版

抗战时期, 毛泽东思想经过了多方面的展开达到
成熟。毛泽东在这个时期潜心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和

的5湖南农民革命6, 即毛泽东的5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
¹

告6一文 。

中国历史, 将理论和历史的研究同指导实际斗争、总结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由于斗争环境异常残酷, 战斗

实践经验相结合, 这使他对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王明的

剧烈频繁, 因而著述较少。这一时期除有些著作由苏

/ 左0倾错误, 抗战初期的右倾错误有了更为痛切的感

维埃政权印发的油印本外, 基本没有出版著作单行本。

受。/ 左0和右看似两极, 但像王明那样由一个时期犯

毛泽东著作单行本和专题文集的大量出版, 是在

/ 左0的错误转到又犯右的错误, 则说明/ 两极相通0, 都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确立与形成以后。这期间, 以

源于认识中国革命客观规律的主观主义思想方法。

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 产党人建立了敌 后抗日根据

于是, 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领导下, 开展了

地, 有了相对安定的环境, 这就为毛泽东着力从政治、

全党普遍整风运动。广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在学习

军事、组织、
思想诸方面总结中国革命经验教训提供了

马列理论的基础上, 通过对党的历史路线的讨论, 在政

条件。于是, 大量的理论著作先后问世, 毛泽东著作的

治上明辨了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基本是非, 认清了错

出版呈现了一个旺盛期。建国前大量的毛泽东著作单

误路线对中国革命的危害, 全党高中级干部对毛泽东

行本都产生于这一时期, 毛泽东的重要著作也几乎都

思想有了比较统一的认识, 他们已不再满足于比较零

先后出版过单行本, 而且不止一种版本。例如, 5中国

星的、专题性的学习毛泽东的某部分著作, 而是要求比

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6、5怎样分析阶级6、5中国共

较系统地学习和掌握毛泽东的著作, 以中国化的马克

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6、5论查田运

思主义来武装自己的思想; 当时革命事业的发展, 也要

动6、
5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6、5为争取千百万群众

求广大干部特别是高中级干部, 通过系统学习从根本

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6、5反对自由主义6、5抗

上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掌握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日游击战争 的战略问题6、5论持久战6、5论新阶段6、

水平。5毛泽东选集6正是在这种主客观条件均已成熟

53共产党人4发刊词6、5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6、5新

的情况下应运而生的。

民主主义论6、5农村调查6、5改造我们的学习6、5反对

二、毛泽东著作 单行本、专 题文集 到
5毛泽东选集6

党八股6、
5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6、5经济问题与
财政问题6、
5论合作社6、5辩证法唯物论6、5论联合政
府6等。

对建国前毛泽东著作单行本、专题文集出版过程

这一时期除了大量出版毛泽东著作单行本之外,

的介绍与研究, 不是本文研究的主题, 但为了深入研究

海外、国统区, 以及各个革命根据地还适应某一时期革

5毛泽东选集6 的出版发行, 必须要对它们作一番简要

命斗争形势的发展需要, 出版了大量的毛泽东著作专

的介绍。因为, 战争年代, 毛泽东著作单行本、专题文

题文集和论文集。

集的出版发行, 实际上与5毛泽东选集6 的出版有着很

从现在所能查到的资料看, 国外翻译出版的第一

深的渊源关系。就时间而言, 单行本、专题文集的出版

部毛泽东著作专题文集, 是 1934 年 8 月由共产国际在

远早于选集; 就流通的范围来说, 单行本、专题文集也

莫斯科出版的题为5经济建设与查田运动6。该/ 文集0

远甚于选集本。因此, 考察5毛泽东选集6 的出版始末,

包括毛泽东 1933 年所作的5查田运动是广大区域内的

还应从编辑出版毛泽东著作单行本以及毛泽东著作专

中心重大任务6和5查田运动的总结6。

题文集的历史谈起。
( 一) 5毛泽东选集6 出版前的单行本和专题文集的
编辑出版

国统 区出 版的第 一部 毛泽东 著作专 题文 集, 是
1937 年 12 月由上海大众出版社印行的5毛泽东论文
集6。这部专题著作集约 15 万字, 收录毛泽东关于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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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文章 12 篇。除此之外, 这一时期在

21 华中地区版的5毛泽东选集6。主要包括苏中版

国统区出版的毛泽东专题著作集还有: / 1938 年, 由张

的5毛泽东选集6, 以及华中新华书店和胶东新华书店

剑萍编辑, 战时读物编译社出版发行的5毛泽东抗战言

翻印的5毛泽东选集6;

论集6; 同年, 由叶晴编辑, 汉口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的

31 东北地区版的5毛泽东选集6。主要包括东北书

5毛泽东抗战言论全集6; 同年, 由天行编辑, 芒种书屋

店版的5毛泽东选集6, 以及东北大连大众书店翻印的

出版的5毛泽东言论集6; 1939 年, 由唐风编辑, 汉口自

5毛泽东选集6;

强出版社出版的5统一战线与抗战前途6。此外在国统
区还有我党有关部门出版的两个集子: 一个是 1938 年

41 中原地区版的5毛泽东选集6。主要是晋冀鲁豫
中央局版的5毛泽东选集6;

由重庆新华日报馆编印的5毛泽东救国言论选集6, 一

51 华南地区版的5毛泽东选集6。主要是香港新民

个是 1940 年由新华日报华北分馆出版的5毛泽东论文

主出版社版的5毛泽东选集6。下面对这些不同版本的

集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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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专题著作集能在国民党管辖区大

5毛泽东选集6作一介绍和比较研究。

中城市出版发行, 这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分不

11 华北地区版的5毛泽东选集6

开。当时, 日本帝国主义采取了灭绝种族的战争政策,

晋察冀日报社版的5毛泽东选集6, 是在中共中央

中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 国共两党迫切需要携手抗战,

晋察冀分局深入贯彻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开展党内整

对付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于是, 毛泽东的著作

风的大背景下编辑出版的。1944 年 1 月 1 日, 中共中

集得以在国统区广泛出版发行。

央晋察冀分局发出5关于加强整风领导的决定6。随后

革命根据地出版的第一部毛泽东著作专题文集,
是 1936 年山东新华书店出版的5农村调查6。该文集
从 1936 年起到 1949 年 10 月, 共出版了近 40 个版本。

在5晋察冀日报6 上, 大力宣传和报道了全区各级党组
织运用毛泽东思想进行整风活动的情况。
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为了以毛泽东思想来武装一

1941 年, 为反对脱离实际的主观教条主义, 毛泽东还亲

切干部和党员, 号召全边区的广大党员干部要系统地

自动手编辑了5农村调查6。出版这本文集的目的在于

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于是, 晋察冀中央分局和分

提倡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向实际作调查, 使理论与实

局的主要领导人聂荣臻、程子华、刘澜涛等, 决定把抗

际相结合, 清算主观主 义和教条主义 在党内的影 响。

战以来公开发表的毛泽东著作编成选集印刷出版, 并

此后, 晋察冀、晋绥、山东、东北等革命根据地, 也都相

委托5晋察冀日报6社社长兼总编辑邓拓主持编辑。

º

»

继出版了5毛泽东言论选集6 、
5毛泽东文选6 、
5毛泽
¼

邓拓接受这项任务后, 同报社编辑人员一起, 以极

东论文集6 、5毛泽东三大名著6( 指5论持久战6、
5论新

大的政治热情投入5毛泽东选集6编辑工作。经过日报

阶段6、
5新民主主义论6) 、5整顿三风文献6( 指5改造我

社全体同仁的不懈努力, 选集很快编就。选集所收著

们的学习6、
5整顿党的作风6、5反对党八股6) 等。

作按内容分为 5 卷: 第一卷收入 5 篇( 包括附录/ 湖南农

总之, 各个时期出版的毛泽东著作专题文集、论文

民运动考察报告0) , 主要是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

集和单行本, 大多是为适应某一时期或某一方面革命

本理论和政治制度方面的论著; 第二卷收入 11 篇, 主

斗争需要而编辑出版的。随着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确立

要是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面的论著; 第三卷收入 3

和毛泽东思想的日益成熟, 系统编辑出版一套中国化

篇( 包括附录/ 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

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选集 ) ) ) 5毛泽东选集6, 便提到了

决议案0) , 主要是论述战争和军事问题的; 第四卷收入

议事日程上来。

3 篇, 主要是关于经济和财政问题方面的论著; 第五卷

( 二) 建国前各地区先后编辑出版的几种不同版本
的5毛泽东选集6
民主革命时期, 全国各地区先后编辑出版的5毛泽
东选集6大体分布在以下五个地区:

收入 7 篇, 主要是关于党的思想作风建设方面的论著。
1944 年 5 月, 5毛泽东选集65 卷书稿编辑完成后,
邓拓起草了5编者的话6。晋察冀分局审定后, 报请以
毛泽东为书记、王稼祥为副书记的中央宣传委员会审

11 华北地区版的5毛泽东选集6。主要包括晋察冀

查。中央宣传委员 会在审查书稿 时, 对其中5论新阶

日报社和晋察冀中央局出版的5毛泽东选集6, 以及新

段6一文, 只批准保留其中第七章5中国共产党在民族

华书店 冀 东支 店、太 岳 新华 书 店等 翻 印的 5毛 泽东

战争中的地位6, 其他章节被删除; 同时, 补充了 6 月 12

选集6;

日发表的5与中外记者团的谈话6。但当时忘了对这部

张伟良

柴卫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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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建国前5 毛泽东选集6 的出版发行

书的出版时间作相应的变动, 因而出现了 1944 年 5 月

有待于对有关资料的进一步发掘才能回答。但再版 4

版的 5毛 泽东 选集6 却收 录了 6 月发 表的 文章 这一

卷本中出现的这一新的篇题目录, 足以说明再版本不

差错。

是初版本的/ 实际重印0, 而是初版本的翻印本。

初版5毛泽东选集6 共收录毛泽东 1937 年 5 月至

从晋察冀日报社所收录的毛泽东著作内容来看,

1944 年 6 月的著作共 29 篇( 含/ 大革命时期0 和/ 土地

这部5毛泽东选集6 的出版, 主要还是为了配合当时迅

革命时期0的两篇附录) , 约 40 万字。印有 5 卷分册平

速开展起来的整风运动而编辑的。因此, 5编者的话6

装本和 5 卷合订精装本两种。各印 2500 册, 32 开黄色

明确指出, 5毛泽东选集6的编辑出版就是为了贯彻毛

土纸本。5毛泽东选集6在出版发行过程中, 晋察冀日

泽东思想于边区全 党, 帮助全体同 志加强整风学 习。

报于 1944 年 7 月 1 日、9 月 26 日以5贯彻毛泽东思想,

总之, 这部5毛泽东选集6 的出版, 对于把 广大党员干

本社出版3毛泽东选集46和5边区出版史上一件大事,

部, 特别是中高级干部的思想统一到毛泽东思想旗帜

3毛泽东选集4出版6为题发表消息, 说: / 23 年来中国无

下, 继续深入整风, 清除/ 左0右倾错误思想的影响起了

产阶级与中国人民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天才领袖 ) ) ) 毛

重要的作用。

泽东同志0。/ 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就是马列主义的原理

1945 年 4 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

原则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中国的布尔什维克思

确立毛泽东思想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之后, 在

想。为了贯彻毛泽东思想于边区全党, 本社特出版5毛

广大党员和干部群众中掀起了一个学习毛泽东思想的

[ 4]

泽东选集6。
0

/ 5毛泽东选集6的出版, 是边区出版史

热潮。为了满足广大党员和干部群众系统地学习毛泽

上的一件大事。
0/ 历史证明毛泽东主义就是中国的马

东思想的需要, 晋察冀中央局决定重新增订再版这部

列主义, 只有依靠他的思想指导, 才能取得中国革命的

5毛泽东选集6。增订本于 1946 年在已获得解放的张

胜利。边区远处敌后, 战斗频繁, 物质困难, 但本报为

家口市排印, 后因张家口市被国民党傅作义部攻占而

应广大读者的需要, 经过几个月的努力终将选集印出

未能付印, 遂 将打好 的纸型运 往晋察 冀边区 的首府

平装 5 卷、精装本合装一册, 以飨读者。初版已售罄,

)) ) 河北省阜 平县的马兰 村付印。印刷厂的 广大工

[ 5]

正在再版中。
0

这部5毛泽东选集6 的出版, 在根据地掀起了学习

人, 克服设备简陋, 工作环境艰苦等困难, 以一流的质
量、最快的速度, 高质量地完成了印刷任务。

毛泽 东著作 的热 潮。两 个月时 间初 版的 精、平 装各

这部增订的5毛泽东选集6 于 1947 年 3 月, 以晋察

2500 部售罄这一点即可看出。应广大干部学习的需

冀中央局的名义出版发行。这版增订的5毛泽东选集6

要, 晋察冀日报社于 1945 年 3 月, 再版了5毛泽东选集6

共分 6 卷。它比 1944 年版的第一部5毛泽东选集6多收

平装、精装 5 卷本, 各 2000 册。关于初版本与精装本之

录了 6 篇文章, 并调整了卷次内容。把原来收入第一

间的关系, 长期以来一些版本研究专家和学者都认为:

卷的5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6 和第五卷的5农村调查

晋察 冀 日 报 社 的 再 版 本 是 初 版 本 的 / 实 际 重

序言6 抽出, 与新增 编的5兴国调查6、5长冈乡调查6、

印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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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现在掌握的文献资料看, 我认为这一结论是不

5才溪乡调查6 合编为第一卷, 原来的第一卷至第五卷
依次编为第二至第六卷。

科学的。因为, 一般说来, 人们对/ 实际是重印0 的理解

同年 12 月, 晋察冀中央局根据学习毛泽东思想的

应该是原封不动。但事实上晋察冀日报社初版的5毛

需要, 又把毛泽东在内战时期和抗战初期的几篇重要

泽东选集65 卷本, 与再版本在所收录的毛泽东著作篇

著作汇编在一起, 出版了一部5毛泽东选集6 的续编本,

题目录上出现了不同。初版本5毛泽东选集6 第四卷,

收录的毛泽东著作有: 53共产党人4发刊词6、5井冈山

共收录毛泽东著作 3 篇: 5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6; 5论

前委对中央的报告6、
5给林彪同志的信6、5湘赣边界各

合作社6; 5组织起来6。但是, 再版的5毛泽东选集6第

县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案6、5中国革命战争的战

四卷除了这 3 篇著作外, 在其篇题目录中还出现了一

略问题6和增补的5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6

新的篇题目录: 即/ 两三年内完全学会经济工作0, 并注

文章。这样, 晋察冀中央局版的5毛泽东选集6, 包括续

明该篇著作的页码是第 223 页。但遗憾的是, 不知什

编本在内, 共收入毛泽东著作 43 篇约 60 万字。

[ 1]

等 6篇

么原因, 再版的 4 卷本只有这篇著作的篇题目录及页

这一时期, 新华书店冀中支店、冀东支店, 太岳新

码, 而没有实际收录毛泽东的这篇著作。这一问题将

华书店等, 分别根据晋察冀日报社版 5 卷本和晋察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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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局版 6 卷本, 以及续编本翻印或重印了5毛泽东选

1938 年 2 月 9 日致中央书记处的电报中说到, 当时这

集6。由于这些/ 书店0 出版发行的5毛泽东选集6不是

样做/ 一方面使威信更大, 另方面避免此地负责同志立

独立的版 本, 同 时, 党史研究者对这些/ 书店0 出版的

即与国民党发起正面冲突, 不过因时间仓猝及文长约

5选集6的源渊也没有什么争议, 故在这里不再赘言。

万字, 不及事先征求毛 泽东及书记 处审阅, 请原谅0。

21 华中地区版的5毛泽东选集6

1959 年 11 月 12 日毛泽东在同王稼祥等的一次谈话

1945 年初, 苏中区党委为了适应当时整风以后广

中, 曾谈到 过此事, 说当时蒋 介石要封我 们武汉的报

大干部党员学习毛泽东思想的需要, 决定出版一部5毛

纸, 封5新华日报6, 王明用我的名义写了一篇文章, 顶

泽东选集6, 并委 托区党委宣 传部长俞铭 璜主持。当

了一家伙, 蒋介石不封了。这里所说的那篇文章, 就是

时, 苏中远离 中共中央所 在地延安, 来往 交通十分不

王明起草 的5毛泽东 同延安 新中 华报记 者其 光的谈

便, 收集毛泽东的著作非常困难, 能够得到的毛泽东著

话6。这篇谈话不能算作毛泽东的著作。

作, 除报刊公开发表的一些以外, 再就是从电台收到或

苏中区党委编的5毛泽东选集6第一卷刚刚出版发

从延安带来的整风学习材料和文件。刚成立不久的苏

行不久, 全国革命形势即发生了很大变化, 日本帝国主

中出版社负责编辑工作。广大编辑克服重重困难, 以

义宣布无条件投降。由于形势发展带来的这一变化,

极大的干劲投入5毛泽东选集6 的编辑工作。这部5毛

苏中出版社的机构人员等也随之作了调整, 加之原先

泽东选集6的第一卷, 很快编辑完成, 并送到位于东台

准备编入5毛泽东选集6 的材料没有收集齐全, 这部原

县海滨的苏中报印刷厂排版印刷。当时印刷厂的设备

准备出 4 卷本的5毛泽东选集6, 在出版了第一卷之后

十分简陋, 工作条件也十分艰苦, 整个排版印刷都是在

就没有继续出版, 故所有图书馆和国家档案馆只 有 1

芦苇塘里进行的, 但广大 印刷工人克服 各种困难, 于

卷苏中版5毛泽东选集6。

1945 年 6 月完成印刷 任务, 出版 社于 7 月正 式出版
发行。

继苏中版5毛泽东选集6 之后, 这一地区于解放战
争初期又先后出版了两部5毛泽东选集6, 即 1946 年 4

苏中版5毛泽东选集6, 是继晋察冀日报社版5毛泽

月华中新华书店出版的5毛泽东选集6和 1946 年 7 月胶

东选集6之后, 抗日战争时期出版的第二部5毛泽东选

东新华书店出版的5毛泽东选集6。但到目前为止, 国

集6。这部5毛泽东选集6 从内容到形式, 都与晋察冀日

内各大图书馆和收藏界, 只发现了华中新华书店出版

报社的5毛泽东选集6不同。

的5毛泽东选集6第 5 卷本和胶东新华书店出版的5毛

第一, 没有出版说明和编者的话, 而是以朱德、周

泽东选集6第 1 卷、第 5 卷本。除了现在已发现的这 3

恩来、刘少奇等 18 人有关毛泽东思想的论述, 用以代

卷单册本之外, 是否还有其他各卷本? 或他们是否应

序, 题为5论毛泽东思想6。

该是一个有 6 卷组成的完整的多卷本著作集? 现在还

第二, 收录的文章和编排方法不同。苏中版5毛泽
东选集6第一卷收入的 11 篇文章, 有 5 篇是晋察冀日报

仍然是个谜。这一问题将有待于对有关资料的进一步
发掘后才能回答。

社版的5毛泽东选集6中所没有的, 即5在延安纪念孙中

此外, 这一地区出版的5毛泽东选集6相互之间的

山逝世 13 周年及追悼抗敌阵亡将士大会的演辞6、5五

源流, 以及这一地区出版的5毛泽东选集6 与其他地区

四运动6、5在延安各界国民精神总动员及五一劳动节

出版的5毛泽东选集6 之间的渊源, 长期以来一直没有

大会的演辞6、
5与世界学联代表团的谈话6和5关于/ 一

理清。笔者经过对有关资料的研究和挖掘, 基本理清

党专政0 问题6。另外, 晋察冀版的5毛泽东选集6合订

了它们之间的渊源。

本是分卷编排页码, 而苏中版的5毛泽东选集6则是统
篇编排页码。

1946 年 7 月胶东新华书店出版的5毛泽东选集6第
1 卷本, 是 1945 年 7 月苏中出版社 出版的5毛泽东选

第三, 收录了一篇不是毛泽东著作的著作。苏中

集61 卷单册本的翻印本。作这一论断的根据如下: 一

版收录的5毛泽东选集6 中有一篇题为5关于/ 一党专

是, 胶东新华书店出版发行的5毛泽东选集6 第 1 卷本

政0问题6的文章。这篇文章由当时在武汉的中央书记

的封面设计与苏中版5毛泽东选集6的封面设计是一致

处书记王明起草, 以毛泽东同延安新中华报记者其光

的; 二是, 胶东新华书店出版 的5毛泽 东选集6 第 1 卷

谈话的名义发表的, 发表前王明没有送毛泽东和中央

本, 所收录的毛泽东著作篇目与苏中版5毛泽东选集6

书记 处审阅。关于 发表 这篇文 章的 说明, 王明 等在

的篇目完全一致, 甚至连5论毛泽东思想( 集录#代序) 6

张伟良

柴卫华

论建国前5 毛泽东选集6 的出版发行

也是照搬过来的。

11

第一, 在第二卷增补了5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

1946 年 7 月胶东新华书店出版的5毛泽东选集6第

题6、5战争和战略问题6 两篇。第三卷增补了5上海太

5 卷本, 是 1946 年 4 月华中新华书店出版的5毛泽东选

原失陷以后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形势与任务6、5第二

集6第 5 卷本 的翻印本。作这一论断的 根据如下: 一

次帝国主义战争讲演提纲6、5与中央社记者刘先生、扫

是, 胶东新华书店出版的5毛泽东选集6 第 5 卷本的封

荡社记者耿先生、新民报记者张先生的谈话6、5苏联利

面设计与华中新华书店出版的5毛泽东选集6第五卷的

益与人类利益的一致6、5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

封面设计完全相同。二是, 胶东新华书店出版的5毛泽

问题6等 5 篇。

东选集6第五卷所收录的毛泽东著作与华中新华书店

第二, 把新增加的毛泽东 1947 年 12 月发表的5目

出版的5毛泽东选集6 第 5 卷本所收录的著作也完全

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6 一文, 放在卷首前言的位置, 意

一致。

图是以它来代前言, 并表明出版这部5毛泽东选集6的

第四, 1946 年 4 月华中新华书店出版的5毛泽东选

目的。

集6第 5 卷本, 是 1945 年 3 月晋察冀日报社再版的5毛

第三, 个别章节根据需要, 内容有所删减。如5湘

泽东选集6第四卷的翻印补遗本。作这一论断的根据

赣边界各县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案6 只选用了第一

如下: 1944 年 5 月晋察冀日报社初版本5毛泽东选集6

部分第二节。

第四卷, 收录毛泽 东著作 3 篇: 5经济问 题与财 政问

第四, 删除了5给林彪同志的信6 这篇文章。关于

题6、
5论合作社6、5组织起来6。而华中新华书店出版

这封信, 林彪于 1948 年 2 月 12 日给中宣部的电报中,

的5毛泽东选集6第 5 卷本, 所收录毛泽东著作, 除了晋

要求出版5毛泽东选集6发表 1930 年 1 月 5 日毛泽东给

察冀日报社初版本的 3 篇外, 另外还有一篇毛泽东的

他的信时 , 不要公布他的名字, 以免党外一些不了解

著作 ) ) ) 5两三年内完全学会经济工作6, 是晋察冀日

中共内情的人产生种种无谓的猜测。中宣部对林彪这

报社初版本中所没有的。据此, 一些研究者便认为/ 华

份电报十分重视, 将其转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看后作

中新华书店出版5毛泽东选集6时自有他的编辑思想而

了如下批示: / ( 一) 这封信不要出版; ( 二) 请陆、乔( 指

并非纯粹是其他的5毛泽东选集6 的翻版0

[ 7]

½

。这一研

陆定一、
胡乔木) 负责将文集( 指东北版5毛泽东选集6)

究者的一个致命错误, 就在于没有很好地去研究晋察

全部审阅一次, 将其中不宜公开发表的及不妥当的标

冀日报社初版本与再版本之间的差异。当我们认真阅

出, 并提出意见, 待修改后再出版。叫东北局暂缓印行

读和比较分析了/ 两个版本0之间的差异后, 这个问题

和翻译外文。
0

便可迎刃而解。如前所述, 毛泽东所著的5两三年内完

年 5 月出版的东北版5毛泽东选集6和其他根据地准备

全学会经济工作6一文的篇题, 出现在晋察冀日报社再

出版的5毛泽东选集6都抽去了这篇文章。此后, 中共

版本第四卷的篇题目录中。因此, 这足以说明 1946 年

中央于 1948 年 6 月 5 日和 11 月 5 日, 又先后做出决定

4 月华中新华书店出版的5毛泽东选集6 第 5 卷本, 完全

和指示: / 凡中央负责同志未经正式公布的著作, 未经

是按照 1945 年 3 月晋察冀日报社再版的5毛泽东选集6

中央同意, 各地不得擅自出版。中央负责同志正式公

的编辑思路进行翻印补遗的, 而不是一个独立的版本。

布的著作, 各地在编辑翻 译时, 亦要事前 将该著作目

[ 8] ( P279- 280)

根据毛泽东这个批示, 1948

31 东北地区版的5毛泽东选集6

录, 报 告 中 央 批 准, 并 请 作 者 重 新 加 以 校 阅 或 修

1947 年秋, 当东北战局相对稳定后, 中共中央东北

改。
0

[ 3] ( P59)

局开始酝酿筹划出版一部5毛泽东选集6。在东北局宣

在东北地区, 除了以东北书店名义出版了一部5毛

传部部长凯丰的亲自主 持下, 用了不到 半年时间, 于

泽东选集6外, 1946 年 4 月一批与我们党有联系的进步

1948 年 5 月就完成了编辑出版任务, 顺利发行。以东

青年, 在大连建立的大众书店也出版了一套5毛泽东选

北书店名义出版的这部 6 卷精装本的5毛泽东选集6,

集6。这是东北地区出版最早的一部5毛泽东选集6, 它

是民主革命时期发行量最大的一部 ( 初版发行了 2 万

是在 1944 年晋察冀日报社初版5毛泽东选集65 卷本的

册) , 也是装帧最好的一部。它共收入毛泽东各个时期

基础上稍加增删而成的, 就连/ 编者的话0 也是加以压

的著作 50 篇, 约计 83 万字。中共中央东北局出版的这

缩后照搬过来。这部5毛泽东选集6 先后 3 次再版。第

部5毛泽东选集6同 1947 年晋察冀中央局出版的 6 卷本

一、
二版5毛泽东选集6 与晋察冀日报社版5毛泽东选

5毛泽东选集6( 包括续编) 不同之处, 主要是:

集6相比, 增收了5论联合政府6、
5答路透社记者十二问

12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3 年第 4 期

题6; 第三 版5毛 泽东选集6 增 收了53共产党 人4发刊

可分离6两篇文章, 后因接到中共中央的指示, 于是将

词6。大连大众书店出版的5毛泽东选集6 同晋察冀日

5给林彪同志的信6和5抗战与民主不可分离6两篇文章

报社版基本一样, 这表明, 大量发行大连版的目的, 只

抽出。但由于 2000 册/ 文集0已经印刷完毕, 目录和页

是为了向东北新解放区的群众宣传毛泽东思想和普及

码都不好更改, 只好采取在目录中贴盖篇名, 在书中抽

毛泽东的著作。

去文章采取缺页的办法处理。

41 中原地区版的5毛泽东选集6
1947 年夏, 晋冀鲁豫中央局为适应解放战争形势

第二, 初版曾将刘少奇的一些著名文章和5公开工
作和秘密工作6、5肃清立三路线的残余6等, 作为附件

发展的需要, 决定出版一部5毛泽东选集6, 以供高中级

的一部分编入这部5毛泽东选集6, 并印了部分样 书。

干部学习的需要。晋冀鲁豫中央局将编辑5毛泽东选

后来, 根据中央局的意见作了调整, 将刘少奇的文章全

集6的任务交给中央局宣传部副部长张磐石负责。他

部抽出, 在附件中仅保留一部中共中央的决定、决议和

依托华北新华书店编辑部, 经过近 1 年的艰苦努力, 于

指示等。

1948 年春完成并出版发行。

51 华南地区版的5毛泽东选集6

晋冀鲁豫中央局编印的5毛泽东选集6与晋察冀日

1945 年党的/ 七大0确立了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

报社 和其 他 根据 地版 的5毛 泽东 选 集6 相比 有 以下

导思想, 随着革命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 出版5毛泽东

不同:

选集6、广泛宣传毛泽东思想, 不仅是各个革命根据地、

第一, 这部5毛泽东选集6所收入的著作文件有相

同时也是各个进步团体的一项重要任务。1946 年我们

当一部分选自5六大以来6的党内文件, 其中有不少没

党直接筹建和掌握的香港新民主出版社为了扩大毛泽

有公开发表, 为保守党内秘密, 经中央局批准, 确定这

东在海内外的影响, 以单行本形式分册陆续出版了一

部5毛泽东选集6只印 2000 册, 作为党内文件印发给高

套5毛泽东选集6。

中级干部学习之用。故在扉页印有/ 干部必读, 党内文
件08 个字, 限内部发行, 没有公开出版。
第二, 它没有编者的话、前言和出版说明等, 只是
在扉页注明/ 干部必读, 党内文件0字样。

所谓以单行 本形式分册出版, 就是在5毛泽东选
集6这个总称下, 分别出版每篇著作的单行本。新民主
出版社的这套5毛泽东选集6的封面设计是统一的, 在
每一册封面的上方, 均印有/ 毛泽东选集0 5 个字, 每一

第三, 在编排体例上不再按内容分卷, 而是按文章

篇著作的篇名则竖印于封面的中间, 篇名正中还印有

和文件的发表时期而划 分为/ 大革命时期0、/ 内战时

五角星图案, 各册分别采用不同颜色的彩色光纸以示

期0、
/ 抗战以来03 个时期, 每个时期所收入的著作均按

区别, 它在建国前诸多的5毛泽东选集6 版本中尤其显

发表的时间顺序编排。

得突出。

第四, 它将中共中央在不同时期做出的决定、决议
和指示等作为附件编入选集( 共收入 17 篇) , 它们大多
数由毛泽东起草, 其中有 9 篇收入建国后出版的5毛泽
东选集6。

自 1946 年至 1949 年, 新民主出版社列入5毛泽东
选集6中出版的毛泽东著作有 17 种:
5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6; 5新民主主义论6; 5论
联合政府6; 5论文艺问题6( 即/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

晋冀鲁豫中央局编印的5毛泽东选集6分为上下两

讲话0) ; 5论新阶段6; 5论持久战6; 5中国革命战争的战

册, 16 开本, 有深蓝和紫红色布面精装两种。封面/ 毛

略问题6; 5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6; 5目前形势和我

泽东选集05 个字是烫金的, 同时封面毛泽东的头像还

们的任务6; 5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

是凸版挤压而成的。这部5毛泽东选集6, 连同附件在

决议案6; 5农村调查6; 5农民运动与农村调查6; 5湖南

内共收入毛泽东在各个不同时期撰写的文章 61 篇, 约

农民运动考察报告6; 5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6; 5经

96 万字, 比东北局东北书店版的5毛泽东选集6 还多 11

济问题与财政问题6; 5将革命进行到底6; 5论人民民主

篇 12 万字, 是建国前各个根据地出版的5毛泽东选集6

专政6。

中文字最多, 内容最丰富的一部。
另外, 这部5毛泽东选集6初版发排审批后, 篇目曾
作过一次较大的调整。主要调整如下:
第一, 初版有5给林彪同志的信6和5抗战与民主不

香港新民主 出版社以单行 本形式分册 汇集出版
5毛泽东选集6, 除了印刷上投资少、出版快、简捷易行
外,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特点, 就是这种方法能比较灵活
地适时地把毛泽东的最新思想传递到人民群众中间,

张伟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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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也使出版的书更切合广大读者阅读、
学习的急需。

大党员, 以及广大人民群众去学习和掌握毛泽东的学

由于香港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和环境条件, 这套

说和毛泽东思想, 同时用这一思想来指导各项工作去

5毛泽东选集6的发行遍布海内外。新民主出版社通过

夺取革命的胜利。

各种渠道, 使出版社的发行远及美国的旧金山、法国的

第二, 5毛泽东选集6 的出版, 使中国共产党人由此

巴黎, 亚洲的越南、印尼、文莱、泰国、印度等地。同时,

获得了一项武装全党头脑的更为完善的武器。它的出

新民主出版社还通过粤赣湘、粤赣闽、湘粤桂、桂滇黔

版发行不仅武装了党的一批高级领导干部和广大的理

边解放区驻香港办事处, 将这套5毛泽东选集6秘密销

论工作者, 同时也武装了广大共产党员和广大人民群

往各游击区和国民党统治区。可以说, 香港新民主出

众。使他们认识了毛泽东, 并逐渐找到了解决中国实

版社以单行本分册形式出版的5毛泽东选集6, 不仅/ 覆

际问题的思想 ) )) 毛泽东思想。并由此推动了全党学

盖了包括解放区与国统区 在内的整个中 国的大江南

习毛泽东著作和毛泽东思想的高潮。毫无疑问, 5毛泽

北, 并进一步影响到海外和世界0

[ 3] ( P87)

。

三、
建国前出版的5毛泽东选集6 的历
史地位和意义

东选集6的出版, 不仅为广大干部、党员, 特别是党的各
级领导干部的理论学习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同时也有
力地帮助和指导我们党的广大干部、党员和广大人民
群众去学习和掌握毛泽东的学说和毛泽东思想, 并自

5毛泽东选集6的出版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件

觉地用这一思想去指导各项工作和实践, 产生了巨大

大事, 它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对毛泽东著作的学习和毛

而深远的影响。可以说, 它给中国共产党人提供的精

泽东思想的宣传已经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全党开始认

神食粮远非一本普通的书籍所能比。

识到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就是中

第三, 5毛泽东 选集6 的出 版, 不仅满足了 广大干

国革命胜利的指南。作为毛泽东思想主要载体的5毛

部、党员和群众系统学习毛泽东著作和毛泽东思想的

泽东选集6的出版, 无疑具有重大的历史地位和深远的

热切要求, 推动了全党的马列主义理论学习。同时, 也

历史意义。

适应了当时延安整风的需要, 是推动当时正在开展的

第一, 正如5晋察冀 日报6 关 于其出版5毛泽东选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和党内整风的一个重大步骤。

集6的报道中所说: / 23 年来中国无产阶级与中国人民

新中国诞生前, 各个革命根据地相继出版的5毛泽

终于找到自己的天才领袖 ) )) 毛泽东同志。23 年来,

东选集6, 由于受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 存在着这样和

中国革命运动, 凡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进行的, 其结

那样的一些缺陷。例如, 部分著作在收入选集时没有

果总是胜利的、前进的。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就是马列

经过认真的统一的考证与校订, 出现了同一篇文章在

主义的原理原则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中国的布

被收入不同版本的5毛泽东选集6 时, 往往篇题、成文时

尔什维克思想。为了贯彻毛泽东思想于边区全党, 本

间, 乃至文内章节标题的不相一致; 文字错讹较多, 页

社特出版毛泽东选集。0

[ 4]

显然, 5毛泽东选集6的出版

码编排有误, 错订漏页等现象; 各个根据地在进行这项

不仅是根据地出版界的一大成果, 更重要的是中国共

工作时基本处在各自为政的状态, 他们往往从不尽相

产党人对传播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一大贡献。5毛

同的编辑指导方针出发选目, 从而影响了选集的总体

泽东选集6 收入了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主

水平。

要著作。这些著作体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

建国前各个解放区出版的5毛泽东选集6, 由于多

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科学成果。以毛泽东同志为代

是在极其艰苦的战 争环境下进行 的, 当然不尽完 善。

表的中国共产党人, 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 克服/ 左0的

但它的意义远在这些缺憾之外。伟业初创, 它翻开的

和右倾错误倾向, 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

不仅是5毛泽东选集6 出版史上的新的一页, 更重要的

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 形成了适合中国国情的科

是, 它成为我们研究毛泽东著作和毛泽东思想的一个

学的指导思想 )) ) 毛泽东思想, 从而创造性地解决了

重要依据, 为新中国诞生后5毛泽东选集6 的编辑出版

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一系列重大问题。5毛泽东选集6

工作准备了条件, 打下了基础。

的出版, 不仅有力地帮助和指导我们党的广大干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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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¹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3 年第 4 期

释:
该文最早刊载于 1927 年中共湖南省委机关刊物5战士6 周 报

新华书店晋 察冀 分 店, 于 1942 年 3 月, 还相 继 出版 了 149

第 35、36 期合刊。当时党中 央机关报5向导6 转载 了这个 报

页、32 开土纸本和 194 页、大 32 开 的草 纸本等 不同 版本 的

告的一部分, 后因党的总书记陈独秀不欣赏毛泽东的这篇 文

5毛泽东言论选集6 。

章, 因而后一部分没有连续转载。但毛泽东这篇文章受到 了

»

胶东新华书店, 1946 年 7 月, 32 开本。 此后, 渤海新华 书店、

瞿秋白的好评, 他将其改 名5湖南 农民革命6 , 交汉 口长江 印

山东新华书店 等相 继出 版和再 版了 不同 版本 的5毛 泽东 文

刷厂出版, 并亲自为之作序。提出: / 中国的革命者各个都 应

选6 。

当读一读毛泽东同志这本书。
0
º 新华书店晋察冀分店, 1942 年, 1 册, 194 页, 32 开本。此 后,

¼

新华日报华北分馆, 1940 年。

½

这封信编入5毛泽东选集6 时, 题为5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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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publication of the Selected Works of Mao Zedong before 1949
ZHANG We-i liang, CHAI We-i hua
(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t udies, O rdnance Engineering College of PLA , Shijiazhuang, Hebei 050003, China)

Abstract: As t he principal medium of M ao Zedong thought , Sel ected Works of Mao Zedong is t he
most valuable spiritual w ealt h that M ao Zedong left t o t he Chinese people. Not only w as the publication of
Sel ected Works of Mao Zedong a great achievement of the publishing circle in the revolutionary bases,
moreover, it symbolizes a great cont ribut ion of CCP to t he spread of M ao Zedong t hought . CCP headed by
M ao Zedong in t he long- term revolutionary practices, eliminat ed the Lef t and Right deviat ions and combined the universal t rut h of M arx ism- Leninism w ith the revolut ionary pract ices of China, so shaped t he sci
ent ific guiding ideology- M ao Zedong t hought, which w as suit ed to t he national conditions of China, t hus
creatively solving a series of crit ical problems of Chinese revolution. T he publicat ion of Select ed Wor ks of
Mao Zedong indicates t he maturat ion of CCP as w ell as t he formation of M ao Zedong t hought.
Key words: Selected Wor ks of Mao Zedong ; M ao Zedong thought; publicat ion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