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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十五字诀”完整公开的时间，目前有三种说法：陈云本人说、刘家栋说和《陈云年

谱》说。三种说法皆有正确之处，也有不确之处。经考证，陈云“十五字诀”完整公开的时

间应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即1980年发表；后经修正，于1989年最终定稿。

陈云；“十五字诀”；完整公开；时间

陈云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和第二代中央领

导集体的重要成员。[1]他很注重学习马克思主义

哲学理论，曾说“学好哲学，终身受用” [2]。

他善于总结，根据自己的学习、实践经验，提

出“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

反复”[3]。这既是领导方法，也是思想方法，

被简称为“十五字诀”。关于“十五字诀”的

提出时间，现有几种说法：陈云本人说（下简

称陈说），即“在延安的时候”（1942年）

完整提出十五字。刘家栋说（下简称刘说），

1940年提出“交换、比较、反复”，1962年提

出“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1989年正式

发表完整的十五字。《陈云年谱》（修订版）

说（下简称年谱说），1943年完整提出十五

字。此外，就笔者所涉未见其他关于“十五字

诀”提出时间的专门研究。本文拟对“十五字

诀”的完整公开时间，进行初步探讨。需要强

调的是，“完整”，是指完整的十五字；“公

开”，是指在公开场合论述、宣传、出版等，

并被相关资料所佐证。

一、关于“十五字诀”完整公开时间三种

说法的辨证

（一）陈说。1980年，《陈云文稿选编》

（一九五六年—一九六二年）出版前，陈云曾

经告诉他的文稿整理者，在延安的时候，听了

毛泽东的整风报告，看到毛泽东给中央党校题

词“实事求是”后，除提出“全面（后改为交

换）、比较、反复”，还归纳出“不唯上、不

唯书、要唯实”。[4]在1990年首次系统阐释完

整的“十五字诀”时，陈云给出明确的范围：

“在延安的时候。”[5]上述两个说法都没提到

具体日期。1978年，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东北组

发言时，提到在延安时总结如何做到实事求是

的方法，是“十五字诀”中的后六字，即“交

换、比较、反复”[6]，具体时间在1942年。以上

三次所言实指同一事。据此，“十五字诀”应

在1942年就已完整提出。但除中共十一届三中

全会后陈云的回忆外，笔者还未发现在延安时

期完整提出“十五字诀”的原始史料。

（二）刘说。陈云在延安任组织部长时期，

刘家栋曾经担任过他的秘书。作为当事人，刘

家栋回忆陈云向他讲到“十五字诀”中的“交

换、比较、反复”，时间在1940年夏。[7]刘认

为“十五字诀”有一发展过程。“不唯上、不

唯书、只唯实”“正式的讲出来，则是后来在

1960年（应为1962年，笔者注）七千人大会的

一个小组会上发言时讲的”[8]。1990年1月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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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他（陈云）和浙江省党政军负责同志谈

话时，才全文发表了十五字诀”[9]。刘家栋作为

当事人，回忆极为宝贵，证实了陈云在延安时

期提出“十五字诀”的部分内容。但他的说法

前九字是在七千人大会所讲，这可能是依据1987

年陈云的谈话。[10]但现在可查阅到的七千人大会

陈云讲话记录，当时他只谈到后六字。[11]刘认

为1990年“十五字诀”才最终发表，也不符合

史实。对此说法，刘后来有所订正：1989年，

陈云完整书写“十五字诀”。 [12]刘据此说：

“但以现存史料看来，1989年陈云同志书写手

迹应是第一手的佐证，也最为真实准确。”[13]

以笔者所见史料，最早公开发表“十五字诀”

的是1980年11月出版的《陈云同志文稿选编》

（一九五六—一九六二）（党内发行）的前

言，载有完整的“十五字诀”[14]（与最终的定

稿有个别文字的差异，详下）。故刘说的1989

年发表是不确的。

（三）年谱说。《陈云年谱》（修订版）

把“十五字诀”提出时间定在1943年3月[15]，

未采用陈云说的1942年，是充分考虑史实后

的判断。陈云说提出“交换、比较、反复”的

时间，是在他生病、养病，阅读毛泽东起草的

文件、电报之后，而他生病、养病，当在1943

年，而非1942年。[16]但将“十五字诀”的完整

提出系于本年，显然不确。此说比目前所见最

早完整发表“十五字诀”的1980年早37年。与

年谱说相似的说法，即根据陈说来确定在延安

时期提出“十五字诀”的时间，还有不少，但

多笼统指出“在延安时期”，确指具体时间者

不多。《陈云年谱》（修订版）虽提出较晚，

然编者多为党史专家，能利用外界不易查阅的

档案文献，是较为权威的说法，故影响较大。

基于上述综合考察判断，三说皆有正确处，

也有不确处。

二、从文字表述理解“十五字诀”的提出

刘说、年谱说，都与陈说密切相关，关键是

如何理解陈说。而理解陈云在延安时期提出了

完整的“十五字诀”这种说法，笔者认为有两

种思路：第一种思路，陈云说“当时的体会就

是十五个字”[17]，这指的是明确提出“交换、

比较、反复”，用其他说法表达了“不唯上、

不唯书、只唯实”的意思。也就是说，在文字

表述上，部分地而不是完整地提出了“十五字

诀”。第二种思路是把“十五字诀”的提出，

理解为完整十五字的提出。年谱说是从第二种

思路来理解的。笔者以为，陈云本人是从第一种

思路来谈“十五字诀”的提出的。理由如下：

首先，目前所见陈云最早的公开阐述“交

换、比较、反复”的文字中，已经隐含有“不

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意思。已发表的

陈云最早公开阐释“十五字诀”部分内容的文

字，见于1947年2月7日在中共中央辽东分局会

议上讲话。编辑者根据当时的记录，经过整

理，把讲话收入《陈云文选》第一卷。讲话阐

释了“交换、比较、反复”。陈云提到在延安

时期，提出这些观点的契机，并说从枣园出来

至财办工作后就实践了此方法，“在延安时

从枣园出来后到财办工作，如果要我明天作

报告，当天晚上还忙于搜集材料，以了解情

况” [18]。此次阐释，一则距延安时期很近，

二则陈云也说是延安时期思考的结果，故可以

看作是对延安时期思考的集中表述。“十五字

诀”的前九字与后六字之间关系密切，“不唯

上、不唯书”，与“交换、比较、反复”的最

终目的，都是为达到“只唯实”。对于“只唯

实”，陈云在此次会议上没有明确提到，但谈

到“做工作，应当把百分之九十九的力量用在

了解情况上。情况了解清楚了，就可以正确地

决定对策” [19]，已经鲜明表述了“只唯实”

之意。陈云在阐述“交换”时谈到，交换的目

的是为克服片面，做到全面看问题，使主观

客观相符合。他举例说，陈独秀、李立三、

王明犯错误就是“由于他们夸大了革命的一

面”[20]。三人的地位在党内都很高，应可称为

“上”的代表。此例可看作是对“唯上”的批

评。“唯书”中的书，指“文件、书”。[21]

对“唯书”，陈云在此次会议中，谈到“四中

全会的错误结论”，“临时中央作出的关于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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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错误结论”，

“都是片面夸大了客观事物的一个方面”。[22]

要克服类似的片面性，得到正确认识，他给出

的方法是，搜集反对意见，批驳错误的反对意

见，以使认识全面。“各种资产阶级的、假马

列主义的错误思想，为毛主席的真马列主义的

正确思想的产生提供了条件。” [23]使认识达

到全面的过程，将会克服只执行上级指示、命

令的状态，克服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的泛滥。

“交换、比较、反复”的过程，就是与“唯

上”“唯书”行为斗争的过程。因此可见，陈

云在1947年阐述“交换、比较、反复”时，已

经隐含“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之意。

其次，陈云后来对七千人大会讲话的回忆

证明他有时用其他说法表达了“不唯上、不唯

书、只唯实”的意思。现能查到的文献资料

中，陈云完整谈到“十五字诀”，特别是提到

“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时，有时是用其

他说法表达的。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陈云在

陕西省全体干部会议上讲话，回忆七千人大会

时只提到“全面（后改为交换）、比较、反

复”。[24]1985年6月，他回忆此事，还是提到当

时只讲了“交换、比较、反复”。[25]但在1987

年12月，他与一领导人谈话时，回忆七千人大

会谈到“十五字诀”，说：“在陕西组会议上

讲了话，还是讲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通

过交换、比较、反复的方法，使自己的认识全

面一些。”[26]他所说的讲到“不唯上、不唯

书、只唯实”，需结合当时记录理解。他当时

谈到，要想把工作做好，必须使认识正确。而

得到正确认识，不能只依靠少数领导干部发现

错误，要充分发扬民主，允许有不同意见。领

导干部还要多听反面意见。经常开展批评与自

我批评。[27]这些说法，比之1947年在辽东分局

会议上的讲话更为深刻，“不唯上、不唯书、

只唯实”之意更为鲜明。他说当时讲到“不唯

上、不唯书、只唯实”，显然是指用上述说法

表达出“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意思，

而非明确提到此九字。

故可以说，陈云晚年谈到在延安时期，就

如何做到实事求是，体会为十五字，当时明确

提到的只有后六字，用其他说法表达了“不

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之意。在后来的相关

会议上，陈云明确提到“不唯上、不唯书、只

唯实”之前，他也几次用其他说法表达了这种

意思。他当时所谈，是他那时的理解，也是

“十五字诀”的早期表述。从文字而言，可以

说陈云在延安时期提出了“十五字诀”的部分

内容。但从思想而言，他在延安时期已经有了

“十五字诀”的思想雏形。

三、“十五字诀”从部分到完整公开的过程

是陈云“唯实”思想逐渐发展的结果

“十五字诀”从部分提出至完整形成、发

表，经历了不断发展、不断完善的过程。

（一）“十五字诀”完整提出前陈云的相

关思想。在完整提出“十五字诀”之前，陈云

就有相关思想，除上述史料涉及外，他还有很

多特色的表述。1934年，陈云在中央苏区谈到

白区工作时指出：“一切工作方法，必须随着

每个地方的不同情形来决定。一般的原则和方

法，可以参考党中央各种决议，同时要审慎地

结合当地当时的实际情形来提出适当的口号，

灵活地运用各种工作方法。”[28]明确提出对于

相关决议，不要照搬照抄，要结合实际应用。

工作方法的制定，更要依据地方实际决定。

“唯书”，实是“唯上”的一种表现。

“唯上”和“唯书”，“唯上”危害更大，陈

云很早就注意克服此二者。1940年12月，在一

份关于领导方法的讲话提纲中，陈云谈到领导

方式的中心问题，是处理上下级关系。在上下

级关系中，上级是关键。“不能只批评下级，

上级不作自我批评。学专制的办法是完全错误

的。上下级关系不协调，一般情况下，主要是

上级负责。下级要尊重上级，对上级要善意地

提出批评和建议。”“当权的大党，领导干部

很可能成为官僚。要坚决防止和克服官僚主

义。”[29]批评工作中容易出现的官僚主义、专

制主义弊病，已包含“不唯上”意蕴。

1941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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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组织高级干部总结历史经验。毛泽东在

会议上作了《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报

告。在讨论毛泽东的报告时，陈云指出，在

1927年至1937年的10年白区工作，主观主义占

统治地位。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央主要负责人

多数是从莫斯科回来的，“他们用马列主义的

金字招牌，压服我们实际工作者”，“主观主义

主要表现在上层，中央里的所谓‘理论家’、

‘实际家’，主观主义表现更严重”。[30]既有对

执行“左”倾路线领导层的批评，又有对生吞

活剥马列主义本本行为的不满。它们在思想上

表现为主观主义，在实践中损害了革命。此发

言实已经蕴含“不唯上、不唯书”的萌芽。此

时正是陈云所说的延安时期，也是刘家栋回忆听

闻“交换、比较、反复”一年后的事。

1944年12月，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

会议上的报告中，陈云指出：“实际第一，书

本第二。我们的同志喜欢书本子，讲的和实际

不对头，我们一定要实际第一。书本的东西是人

家的经验，是过去的经验，外国的经验，上海的

经验，我们要总结自己的经验。”[31]书本之所以

不能放在首位，因它与实际脱离，讲的是人家的

经验。要总结自己的经验。“实际第一，书本第

二”之说，与“只唯实”“不唯书”很接近。

新中国成立后，陈云长期主持财经工作，许

多地方、部门，为本地区、本部门的发展，争

项目、资金，一些领导出面说情，使得综合部

门左右为难。他说：“原则问题，该顶必顶，

现在不顶，以后检讨。” [32]说法包含“不唯

上”之意。

以上为陈云在明确提出“不唯上、不唯书、

只唯实”前的相关类似观点。可见“十五字

诀”的完整提出，有深厚的思想渊源。

（二）实践经验特别是错误教训是“十五字

诀”完整提出的重要基础。陈云提出“十五字

诀”，有理论的指导，然对实践经验的总结，

特别是对错误教训的总结，才是此思想方法产生

的关键。陈云特别善于从错误中学习，经常说，

正确的理论是总结错误的教训得来的。[33]“十五

字诀”的部分提出，就是如此。延安时期是他

思想的转变期，也是其思想的成熟期。[34]中

国共产党于此时开展整风运动，对历史进行总

结，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陈云

在此期间，集中时间学习理论，重点学习马克

思主义哲学，持续五年。[35]他看过毛泽东起草

的文件、电报之后，总结路线错误，特别是他

自己三十年代在上海和进入苏区后的错误[36]，

认为只有做到实事求是，才能少犯错误，并明

确公开地提出了关于如何做到实事求是的方

法，即“交换、比较、反复”。

“十五字诀”的完整提出，也是总结错误教

训的结果，特别是总结新中国成立后的错误教

训的结果。陈云参与领导社会主义建设，面对众

多问题，从全局考虑问题，讲“北京话” [37]，

也积累了更多宏观管理经验与教训。他认为，

新中国成立后的经济领域错误主要是“左”的

错误，特别是1958年以后“左”的错误严重

起来。 [38]他主持经济工作，有时提出正确意

见，但不能被接受，甚至受到批评。[39]在此过

程中，他的思想也有反复。例如1956年，他与

周恩来等人一起主张“反冒进”，本来是正确

的主张，但后遭到多次批评。他不得不进行检

讨，甚至提到“反冒进”是“方针性错误”。

其中原因，《陈云传》的作者认为：一则人们

还没有在实践中经历“大跃进”后果；二则陈

云认为毛泽东是从战略角度考虑问题，而自己

是从战术角度考虑问题。[40]检讨说明，当时

陈云在唯实与领导人威信方面，是有摇摆的。

“大跃进”使经济发展损失极大，促使他思

考，也无疑强化了他对“唯实”思想方法的坚

持与自信，为后来不顾个人沉浮、敢于坚持自

我主张打下了基础。

1962年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

会）上，刘少奇代表中央作报告，毛泽东承认

了错误。周恩来、朱德、邓小平、林彪都讲了

话。政治局常委中只有陈云未讲话。毛泽东多

次请他讲话，他也未讲。[41]但在参加七千人

大会的陕西省全体干部会议上，他却讲了“全

面、比较、反复”，领导人如何发扬民主，避

免错误。不久，他在西楼会议上又讲如何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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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经济[42]，以及经过调查研究后提出分田到

户等正确主张。[43]这些都是对“不唯上、不唯

书、只唯实”精神的践行。

1962年后，他基本脱离了实际工作，“文

革”中还多次受到批判。但“文革”时期，也

是他努力学习理论、进一步总结经验教训的时

期。他后来回忆，在“文革”期间，有计划地

学习经典著作，从思想理论上把陈伯达的那一

套打倒了。[44]“文革”期间读书，是他新中国

成立后最为集中学习理论时期。[45]学习的过

程，也是总结的过程。这一阶段，是他的“唯

实”思想进一步深化的时期，也是用完整十五

字表达此思想的酝酿、成熟期。“文革”结束

后，他在实践中坚持“不唯上、不唯书、只唯

实”，发挥重要作用。1978年11月，中央工作

会议在北京召开。本来会议原定议题是经济问

题，但陈云12日在东北组的发言中提出，要把

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必须由中

央解决“文化大革命”遗留的重大问题。他一

连提出六个问题，受到与会者的热烈响应。陈

云也因他的特殊贡献，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被

选为党的副主席，进入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

这是陈云坚持唯实思想的范例。

经历过前三十年发展的曲折历程以及对其

他国家经验教训的总结[46]，陈云更为清醒认

识到，做到“唯实”不容易。[47]很多时候，

践行“唯实”，除主观局限外，客观环境的限

制更大。做到“唯实”，要冒风险，可能遭到

批评、批判，甚至丢官。“左”的错误发生，

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唯上”“唯书”，特别

是“唯上”的结果。“唯上”的表现就是党内

民主被破坏。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分析

“左”的错误的原因，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党

内民主生活不正常。由于没有经验，有不少人

具有盲目性，帮倒忙。[48]帮倒忙就是不顾事

实，对上级的错误思想也积极响应。[49]新中国

成立后曲折的发展历程，特别是长期“左”的

错误，无疑检验了陈云的唯实思想方法，也促

使他进一步总结、升华此方法。

（三）“十五字诀”完整提出后也有一

“反复”过程。“十五字诀”完整提出并公

开发表后，又进行了文字修正。最早发表的

“十五字诀”，表述为“不唯上、不唯书、要

唯实”“全面、比较、反复”。[50]1984年，

他曾经书写此十五字送给他的秘书。[51]1987

年12月，他与一领导人谈话时，提到“十五

字诀”，表述为“不唯上、不唯书、只唯

实”“交换、比较、反复”，此已与最终表

述相同。但在1989年，他送给一位领导人九

个字，又表述为：“不唯上、不唯书、要唯

实。”[52]可见此时还未完全定稿。同年书写条

幅，又表述为：“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

交换，比较，反复。”[53]同1987年12月表述

一致，是为最终定稿。其中曾经使用的“要唯

实”，定稿为“只唯实”，“全面”改定为

“交换”。无疑，最终定稿更能体现一切从实

际出发的基本精神，更为明确、清晰、坚决。

但两种提法的实质未变化，交换的目的是为达

到全面。后来出版陈云文选，也有根据最终定

稿的“十五字诀”修改以前出版过的内容，例

如把“全面”改为“交换”而进行再版的。

完整公开“十五字诀”后，经过十多年的

实践，陈云对个别文字进行更为准确的修改，

也是一“反复”的过程。“反复”，“既是认

识的过程，也是实践的过程”[54]，“判断，行

动，再认识，修正之”[55]。最终定稿的“十五

字诀”，是“对十年经济改革开发的决策得

失的经验教训总结”[56]。他在晚年多次提倡

学习哲学，认为经验丰富的人，需要提高理

论水平，同时带动其他人学习。[57]这也是他

自身的写照。不少研究者将“十五字诀”思想

放在陈云晚年来进行研究，“尤其看重陈云晚

年公开、集中、系统地提出和阐述这一思想对

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和行为具有的现实指导意

义”[58]，很有道理。

据上述，陈云提出“十五字诀”，特别是其

中的“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是随着实

践的发展，特别是对实践中出现的错误教训的

总结，并逐渐完善、深化的结果。他很早就有

类似思想，至明确完整提出“十五字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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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深化的过程，是符合认

识规律的。“十五字诀”完整公开后，又经历

进一步的完善、深化。

四、小结

在作出最后结论前，还需强调一则关于

“十五字诀”的“佐证”，即陈云子女的回

忆。陈云女儿陈伟兰说：“爸爸在江西的时候

还跟我讲到，在延安学习的时候，曾经提出了

‘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59]陈云女儿

陈伟华说：“他在延安把毛主席起草的电报、

文件都认真读了一遍，最后得出一个结论，就

是实事求是。然后，他又通过学习马克思、恩

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主席的哲学著作，深

入思索如何才能做到实事求是的问题，概括出

来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

复十五字诀的思想方法和工作原则。”[60]陈

云儿子陈方说：“这十五个大字，爸爸讲了一

生，也坚持了一生。这确实代表他一生最辉煌

的思想和境界，是他对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总结。他有时候跟我们讲，当时他的这一思想

是怎么产生的，是在什么历史条件下，是哪一

件事情促使他产生、总结和归纳出这几句话。

把它放在历史事件中，就能理解这十五个字的

意思。”[61]以上说法，与前述有部分矛盾。如

何理解呢？结合历史背景，笔者对陈说作一推

测：在延安时期已完整提出“十五字诀”，然

未在会议上谈及，除家人外，也从未对外完整

公布。对外只公布了其中的后六字。这样做的

目的，可能是出于谨慎。陈云一生谨慎[62]。他

自我评价：“我是一方面小心谨慎，一方面又

很硬。”[63]后来的历史发展，特别是新中国成

立后长期的“左”的错误，使公开提出“不唯

上、不唯书、只唯实”，十分困难。陈云说，

“在‘左’的错误领导下，也不可能总结经

验”[64]，即指此意。随着历史环境的好转，

陈云在党内地位的提升，他才能在相关会议上

公开阐释、倡导“十五字诀”，在晚年更是把

其当成一件大事教育全党。陈云子女是根据陈

云的说法而言的，整体上还属于上述的陈说。

现在所留存原始史料，还未能证实在延安时期

完整提出“十五字诀”，如有更坚实的文献依

据，才能将此说法落实。

综合上述，可得出如下结论：第一，陈说、

刘说、年谱说有正确之处，也有不确之处。第

二，“十五字诀”的完整公开，经历一逐渐发

展过程。在延安时期，至迟在1940年夏，陈云

就部分提出了其中的“交换、比较、反复”，

后还在1947年、1962年的有关会议上阐述此六

字。“文革”后至迟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公开提出“不唯上、不唯书、要唯实”，并

在1980年发表。当时“十五字诀”表述为：

“不唯上、不唯书、要唯实，全面，比较，反

复”。“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实事求

是精神，陈云很早就用其他语言表达出来。第

三，公开发表后的“十五字诀”，经过实践检

验，又进行部分修正，在1989年最终定稿为

“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

复”。1990年，陈云对此集中进行了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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