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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那张狭小的书桌，还是那一摞摞
哲学书籍，在胡福明的书房里，似乎仍存
在着他 40年前的沉潜之气。2018年五四青
年节这天，胡福明安静地坐在书桌前，凝
神聆听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他夹起香烟，不禁沉
思起来……于动情处，他拿起笔，在泛黄
的纸页上颤巍巍地写下两个字——真理。

真理！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特约

评论员文章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
准》，新华社随即转发。这篇文章在广大干
部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引发了关于真理
标准问题的讨论。作为这篇文章的主要作
者，胡福明当时正任教于南京大学哲学系。

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
40周年之际，我们再次见到了胡福明教授。

学习是一件幸福的事

1935年，胡福明出生在江苏省无锡县长
安乡的一个农村家庭。因为家境贫寒，上小
学和初中时，胡福明就因交不起学费失学过
几次。失学在家的时候，他就帮父亲种田。只
有等到空闲时，他才能抱着弟弟跑到学校，
站在墙外听老师讲课，一待就是半天。面对
求知若渴的孩子，父亲决定，家里就算卖粮
食挨饿，也一定要供胡福明读书。

1952年，17岁的胡福明考上了无锡师范
学校的春季班。“教室里有电灯，晚上能在灯
光下读书，是多么幸福的事啊！”至今，胡福
明还对无锡师范学校炽烈的灯光念念不忘。
在学校里，胡福明将所有时间都用在读书
上。即使后来毕业分配到江苏省总工会干部
学校工作，每天下了班，也还是扎在书堆里。

聊起胡福明的勤奋劲儿，胡福明的妻
子张丽华忍不住说道：“他每天晚上看书至
少要到十一二点。”

机会总是垂青有准备的人。1955 年，
胡福明成功考取了北京大学中文系。自小
饱尝民生疾苦的他，曾梦想当一名作家，
能为群众发声，于是他选择了新闻学专
业。“我认为从事新闻工作可以深入了解社
会，这是搞文学创作的基本要求。”但是，
他很快又发现，新闻工作者需要敏锐的头
脑，而胡福明觉得自己并不适合。于是，
他又主动到哲学系去听选修课，自学哲
学。毕业时，国家刚好要培养一批马克思
主义理论工作者，为此要从应届生中选送
有志学习的人继续深造。就这样，1959 年
的夏天，胡福明被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研究
班录取，从此再也没有离开过哲学。

虽然没当成作家，但胡福明那颗“为天
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心还在，这驱使着胡
福明更加刻苦地读书。他重视学习马列原
著，认为原著才是作者的真实思想。面对这

些书籍，他如饥似渴，先是逐章阅读，然后逐
字逐句阅读，给每个段落归纳内容，分析
论点与论据。每读完一节，他便给每一节
的内容进行概括，写心得体会。如此，读完
全章，再给全章作小结，写感想……每每
读完一本书，他几乎可以背诵全书的论点
和各章各节的基本观点。生活被哲学的灯
塔照亮，他徜徉在深奥的哲学书籍里，甚
至达到了忘我的境界。这个年轻的读书
人，也许从未想过，在此阶段所打下的深
厚功底，多年以后激起一场时代大潮。这
是命运的偶然，或许也是历史的必然。

1961年北京的仲夏，在胡福明的记忆里
是甜蜜的，他完成了自己的人生大事，与从
家乡无锡赶来的张丽华结婚了。1962 年 12
月，面临毕业分配，中国人民大学的校领导6
次找胡福明谈话，动员他留校。但因为妻子
在无锡当小学老师，他想回南方，就申请
分配到了南京大学任教。于是，胡福明的
另一段人生开始了。当年从乡下田埂上走
出来的穷小子，成为中国高等学府的青年
教师。常言道：“凿井者，起于三寸之坎，
以就万仞之深。”彼时，读书近二十载的胡
福明，还需要将人生这本大书，慢慢读透。

人民是历史的真正主人

“文革”期间，胡福明遭到批斗。“肉体
上的痛苦是次要的，思想上的折磨是我最无
法忍受的。”说到动情处，胡福明的双眼不
禁蒙上了一层泪水。1976年，“四人帮”被
粉碎。同全国老百姓一样，胡福明以饮酒吃
蟹的方式来庆贺“四人帮”的倒台。南京大
学师生自发聚集到大操场列队上街游行，那
段时间，胡福明开心得像个孩子。他认识到

“文革”已经结束，开始积极参加批判“四
人帮”的斗争，陆续发表了许多文章，着重
从政治理论上揭批“四人帮”。

但不久后，胡福明又变得忧心忡忡起
来。1977 年 2月 7日，“两报一刊”发表《学好
文件抓住纲》的社论，提出了“两个凡是”。揭
批“四人帮”、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突然
降温、刹车。南大校园当时私下批“文革”的
很多，但从没有听说过要批“两个凡是”。

1977年的三四月间，正是胡福明思想斗
争最为激烈的时期。“我这辈子从来不失
眠，但两段时间除外。第一段是被打成‘黑
帮’之后，白天被批斗、游街，我晚上睡不
着，想不明白。第二次失眠，便是在那个时
候了。”胡福明说。

他开始酝酿写文章了。长期与哲学打
交道的胡福明敏锐地捕捉到，破解所有问
题的总开关就是破除“两个凡是”，否定

“句句是真理”，否定“天才论”。
“我始终相信，人民才是历史的主人，

人民一旦觉醒了，是没有一种力量能使他

们屈服的。”胡福明凝视着书桌上的五星红
旗，感慨地说。

总有一种使命在催促人

就在胡福明把文章的主题和结构大概
定下来的时候，家里出了一件大事：妻子
张丽华在体检时查出肿瘤。

胡福明急了，放下手里的一切工作，带
着生病的妻子四处奔走。“‘文革’时她被我
牵连，接连又被病痛折磨。”对于妻子，胡福
明的言语中有着满满的愧疚，“如果她再出
事，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好在查出是良
性肿瘤，全家人都松了口气。一心想陪伴妻
子的胡福明，索性在医院的走廊里过夜。

南京的夏天无比闷热，蚊虫众多。深
夜难眠，胡福明发现医院走廊里的灯光尚
可，他便在走廊里搁一条凳子，把书一批
批地带到医院。早已翻了无数遍的 《马克
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毛泽东选
集》 再一次铺排在眼前，走廊的灯光有些
昏暗，但他的心却通透得像面镜子。“两个
凡是”是违反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他现
在就是要以实践标准来批判“两个凡是”，
批判唯心论、先验论和形而上学。

他忘我地在马列著作中挑选着语录、
资料，寻找有关实践标准的论述，蹲着身
子在椅子上草拟文章提纲，累了就用几张
凳子拼起来，眯一会儿。面对每一部分的
论证材料，写了又改，改了又写。他全然
不顾走廊里来来往往的人群。这么多年
来，他太需要痛痛快快地说些什么了！他
仿佛再一次回到了学生时代，回到那些没
日没夜啃啮哲学书籍的日子里，每一笔每
一画，胡福明的手都在颤抖……

一个星期以后，妻子出院，胡福明的提
纲也接近完成。为了防止再受打击，胡福明
撰写文章的时候，并未和同事们提及，免得
连累他们。同时也未告诉家人，怕家人担心
自己。“一人做事一人当，传统上也有‘文责
自负’的规矩，要进地狱，我一个人去！”他的
眉眼间透着一股知识分子的执拗劲儿。

1977年 9月初，胡福明从南京大学邮局
门口，将 8000字左右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
的标准》的文章，寄给了曾向他约稿的《光明

日报》哲学组组长王强华。走出邮局的那一
刹那，他在心里想着：“此生不得安宁了。”

文章寄出后，整整4个月没有一点消息。
那半年间，只要看到邮递员，他总会上前查
看有没有自己的来信。一直到1978年1月19
日，胡福明才收到了王强华的来信及文章小
样，希望作者对文章做进一步修改。4月，恰
巧胡福明到北京开全国哲学讨论会，王强华
便把他接到报社，讨论改稿事宜。于是他白
天参加会议，晚上讨论修改文章。第二天
一早，《光明日报》的编辑就把修改的大样拿
去，傍晚又把重新排版后的大样送来。

胡福明南京大学的同事李华钰，当时也
在参加哲学讨论会，回忆起当时的情形，至
今历历在目：“《光明日报》的同志就修改文
章的问题，不止一次和他进行了讨论。他晚
上回来和我们谈起讨论的内容，我们都表示
支持他的观点。”后来，光明日报社总编辑
杨西光看了清样，表示“这是一篇重要文
章，放在哲学版可惜了”，于是胡福明、杨
西光、马沛文、王强华，还有中央党校的
孙长江、吴江等人共同参与讨论修改，以
此增加文章的针对性和战斗力。所以，胡
福明一直强调这篇文章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1978 年 5 月 10 日，中央党校内部刊物
《理论动态》发表经胡耀邦同志审定的《实践
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5 月 11 日，

《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公开发表了
这篇文章。新华社于当天转发了文章全文。

这篇文章及其引发的关于真理标准问
题的讨论，受到邓小平同志等老一辈无产
阶级革命家关注。邓小平同志在各种场合
反复强调，要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
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样一个马克思
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他在 1978年
6月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在以后视
察东北三省，都对党的思想路线问题，对
怎样正确看待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
想，作了深刻而精辟的阐述，尖锐地批评
了那种违背实事求是，搞“照抄照搬”的
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观点。邓小平同志以
巨大的理论勇气和政治魄力，有力地推动
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深入开展。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冲破了“两个凡
是”的严重束缚，推动了全国性的马克思
主义思想解放运动，从此，解放思想成为
中国人民思想乐章的主旋律；从此，改革
开放大潮在中国大地不断涌起。

时代呼唤有担当的人

胡福明有抽烟的习惯，他抽起烟来，
一根接着一根，他笑着说烟能让他不断地
思考下去。的确是这样，经历了那一场轰
轰烈烈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后，胡福明依
然在思索的路上：我国建设社会主义要坚
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
合，走自己的路。1980 年，他写出了另一
篇自己很满意的文章 《中国社会主义发展
的特点》，在《社会科学》杂志上发表。虽
然反响不如第一篇大，但对于胡福明来
说，保持一个学者的严肃思考至关重要。

在妻子张丽华的眼里，胡福明除了
“勤”，便是“真”。工作状态下的胡福明，
为了深入了解社会，常常深入基层调研，
有时候数月才回家一趟。张丽华曾抱怨“家
就是你的旅馆、饭馆”，但后来慢慢懂得了，

“他对人对事，都是抱着一颗真心。他是真心
实意地希望国家好，每个人都好……”

因为真，他发奋读书，想为国家社会做
力所能及之事；因为真，他敢于说出别人不
敢说的真话，从而掀起一场时代风波；因为
真，他砥砺前行，始终未曾停止自己思索的
步伐。

“我以为，只要是全心全意为人民着
想，为人民谋利益，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
设，坚持改革开放，使得人民生活水平不
断提高，国家富起来强起来，军
队更强大，那么中国就一定会有
更好的前途……”这位时代老人
诉说了一个朴素而真挚的愿景。

胡福明

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
郑晋鸣 许应田

上图：1978 年前
后，胡福明（右）在南
京大学与师生研讨。

右图：1978年5
月 10 日，中央党校
内部刊物 《理论动
态》 发表 《实践是
检验真理的唯一标
准》一文。

下图：1978 年 5
月11日，《光明日报》
发表《实践是检验真
理的唯一标准》。

（资料照片）

开栏的话
1978—2018。
今年，中国改革开放迈入了第40个年头。
这是伟大中国的伟大前行。回顾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进程，

我们不难发现，每个重要关口，都是一次观念突破和思想解放。没
有思想解放，就没有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人民始终敞开胸襟、拥
抱世界，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中
共十八大以来，中国继续坚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谱写了改革开
放浓墨重彩的新篇章。今天，中国人民完全可以自豪地说，改革

开放这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不仅深刻
改变了中国，也深刻影响了世界，是中
国和世界共同发展进步的伟大历程。

站在 40年的历史节点上，人民日报
海外版、商务印书馆共同选取40位代表
人物，通过他们的故事来反映这可歌可泣
的伟大历程，并编辑成书。他们是中国改
革开放的重要实践者、参与者，更是重要
见证者、推动者。他们的经历与奋斗，让后
人得以窥见改革开放40年的每一次彷徨
与前进，每一次探索和成功。本报今起推
出“见证改革开放40年”系列特别报道，
陆续刊发其中的20篇，以飨读者。

《见证：中国改革开放
40年40人》

商务印书馆 2018 年
第一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