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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苏区时期，毛泽东为了解决当时党内出现的教条主义，先后三次深入福建省上杭县 

才溪乡进行社会调查。毛泽东通过才溪乡调查，为全党探索出一套“从群众中来”的工作方法和 

“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一切为了群众”的执政理念和“一切依靠群众” 

的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为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的形成与确立奠定了基础。研究毛泽东才溪乡 

调查．旨在倡导全党发扬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的优良传统，这也是中共十八大要求全党开展群 

众路 线教育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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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毛泽东在中央苏区进 

行了多次著名的社会调查 ．写下 4篇彪炳史册 

的调研文章—— 即《寻乌调查》(1930年 5月)、 

《兴围调查》(1931年 1月)、《长冈乡调查》和 

《才溪乡调查》(1933年 11月)。才溪 乡调查是 

毛泽东苏区时期众多社会调查中最重要的社 

会调查之一 ，有着特殊的社会环境和复杂的历 

史背景 ，可以说是在中国革命面临严峻困难和 

党 内出现了教条主义情况下所进行 的一次有 

的放矢的特殊社会调查。在i三次才溪乡社会调 

查 中，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 

方法，对才溪乡的政权建设 、红军扩大 、经济建 

设 、拥军优属、支援前线、文化教育等方面工 

作 ，进行 了系统的科学理论总结 ，用实际行动 

批判了教条主义，以群众的伟大创举和革命实 

践来证明“在国内革命 战争的环境下 ，根据地 

建设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这个中国革 

命的新课题。并以此来指导根据地的革命斗争 

和苏区的各项建设。毛泽东才溪乡调查 ，不仅 

开创了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之先河，为党的实 

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进行了有益探索，而且 

也为毛泽东群众路线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认真研究毛泽东才溪乡调查 ，不仅可以帮助我 

们加深对党的群众路线基本内涵的理解 ，而且 

对于 目前全党正在贯彻落实中共十八 大关于 

开展群众路线教育的战略任务也有积极的借 

鉴意义。 

一

、 才溪乡调查是毛泽东探索 “从群众中 

来、到群众中去”工作方法的一次重要实践 

毛泽东是最早探索群众路线 的中共领导 

人。早在 1927年初 ，他为了驳斥党内一些人对 

于农 民运动的责难 ，曾经用了 32天时问 ，深入 

到湖南的湘潭 、湘乡、衡山、醴陵 、长沙等五个 

县进行实地考察 ，撰写了著名 的《湖南农 民运 

动考察报告》，旗帜鲜明地指出了发动群众 、组 

织群众、依靠群众和尊重群众的重要性，高度 

评价了湖南农民运动的历史作用，赞扬湖南群 

众运动是 “打翻这个封建势力 ，乃是 国民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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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真正 目标。”⋯ 秋收起义失利后，毛泽东根 

据中国革命形势的急剧变化 ，立即将起义部队 

转移到湘赣边界 ，依靠山区群众 的支持 ，在艰 

难困苦的恶劣环境中站稳 了脚跟 ，在 白色恐怖 

中开辟 了红色根据地 ，点燃了中国革命的星星 

之火。在这一系列革命斗争实践中，毛泽东更 

加深刻地认识到人民群众对中国革命的重要 

性 ，萌发了党的群众路线思想。特别是 1929年 

12月 ．毛泽东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的指示精 

神 ，深入红军和人民群众之 中，进行广泛仔细 

的社会调查 ．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 ，起草 

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 

议案》，成为指导党和红军健康发展的纲领性 

文件。 

才溪乡调查是毛泽东探索群众工作方法的 

一 次重要实践。毛泽东群众路线最基本 的方 

法 ，就是“从群众中来 ，到群众中去”。毛泽东曾 

经多次强调：“我们应该走到群众中间去 ．向群 

众学习．把他们的经验综合起来．成为更好的 

有条理的道理和办法 ，然后再告诉群众 (宣 

传 )，并号召群众实行起来 ，解决群众 的问题 ， 

使群众得到解放和幸福。”『21 才溪乡调查实际 

上就是毛泽东探索党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 

的几次重大实践之一。早在 1930年 5月，也就 

是在第一次才溪乡调查：之前 。毛泽东曾经撰写 

了《调查工作》一文(后来改名为《反对本本主 

义》)，其中就为什么要进行社会调查、如何调 

查和调研成果利用等问题进行 了系统 的阐述 ． 

明确指 出：“中国革命斗争 的胜利要靠中国同 

志了解 中国情况”．并提 出了“没有调查 ．没有 

发言权”的著名论断。 1“从 1930年 6月起 ，毛 

泽东身体力行 ，先后三次深入才溪乡进行社会 

调查。第一次才溪乡调查是在 1930年6月。即 

继赣南的寻乌调查之后 ．毛泽东率一个警卫连 

经武平来到上杭才溪 乡，住在下才溪上坑村 ． 

先后召开了各类人员座谈会．掌握了当时农村 

有关土地、劳动 、柴米油盐等基本材料 ，为中华 

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制定 《土地法》、《劳动 

法》、《婚姻法》等法律法规提供实践依据。第二 

次才溪乡调查是在 1932年 6月 ，红四军胜利攻 

克漳州 回师闽西 、赣南后 ，毛泽东又来到 了才 

溪乡 ，利用战争间隙 ，住在下才溪的塘子角村 ， 

对才溪乡的支前工作 、经济建设和民生等问 

题 ．进行了深入调查 ，为苏维埃政府制定经济 

政策作准备。第三次才溪乡调查是在 1933年 

底 ．即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准备 

召开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前夕，为了制定 

出符合苏区实际的政策和措施 ，毛泽东先奔赴 

江西兴国县长冈乡调查 ，后又率领中央通讯排 

一 个班．跨越武夷山，从汀州乘船而后步行来 

到才溪 ，住在“才溪 区工会”，再次对才溪乡进 

行广泛的社会调查。这次才溪乡调查，时间长， 

内容多 ，涉及面广 ，是毛泽东四大调查 中最深 

入、最具体和最有收获的一次社会调查。毛泽 

东到达才溪之后 ，多次召开才溪 区苏维埃政府 

干部座谈会 ，认真倾听了才溪苏维埃关于扩大 

红军 、优待军属 、政权建设 、生产生活 、支前工 

作、经济建设、物价对比、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工 

作汇报。同时，毛泽东还相继召开了工人代表、 

贫农代表、耕田队长等调查会．深入了解工人 

的生活状况 、农 民的生产情况 ，以及农业耕 田 

与劳动合作等问题，甚至连才溪乡的猪、鱼、 

鸡 、鸭 、蛋 、木 、铁、布 、盐 、茶 、纸 、油菜等 日常生 

活用品，在暴动前后的价格变化情况都一一作 

了调查 ，并做了笔记。在才溪乡调查期间，毛泽 

东天天走村入户 ．深入 田间地头 ，与人民群众 
一 起搞生产，劈柴火，与当地百姓同生活、住坑 

头 ，与苏区群众推心置腹谈心，坦诚沟通 ．了解 

百姓的愿望和需求 ，帮助群众解决实际问题， 

得到才溪百姓的一致好评。在毛泽东的真诚感 

动下 ，才溪民众敞开心扉 、知无不言 ，使毛泽东 

能够全面 了解革命根据地的建设经验和苏 区 

农村的第一手资料。 

在广泛深入调查的基础上，毛泽东对才溪 

乡苏维埃政府的各项工作进行了系统的科学 

总结 ，用以指导全苏 区的工作。如毛泽东通过 

调查 ，发现才溪乡“扩大红军”工作十分突出， 

其“主要原因是优待红军家属 、慰劳红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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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来不错。”毛泽东总结了三条经验：“(一)政 

治上的充分的宣传鼓动，废弃一切强迫办法： 

(二 )充分地优待红军家属 ；(三)健全的编制与 

训练地方武装 。”『3_。凹又如 ：毛泽东通过深入调 

查了解之后 ，发现才溪乡百姓参加红军非常踊 

跃，上才溪有 554名青壮年男子，其中出外当 

红军、做工作的有 485人，占 88％。下才溪有 

765名青壮年男子，出外当红军、做工作的有 

533人，也占了 70％，这是其他苏区所没有的好 

现象。同时 ，毛泽东还发现才溪乡经济发展也 

比其他苏区好 ，其主要原因是组织 了劳动合作 

社 、消费合作社 、粮食合作社 、犁牛合作社等群 

众合作组织、有效地解决了生产生活中的实际 

困难。所以，才溪乡不仅扩红、支前创第一，而且 

发展生产也创第一 ，“生产超过了暴动前百分 

之十。⋯⋯没有一片可耕的土地没有种植 ，群 

众生活有很大的改良。”I3] 鲫 ∞才溪乡调查，使 

毛泽东进一步看到 了广大人 民群众的智慧和 

力量，对于在革命战争环境中搞好苏区政权建 

设工作更充满了信心。 

毛泽东才溪乡调查的可贵之处还在于以典 

型示范指导苏区政权建设。毛泽东第_一次深入 

才溪乡调查之后 ，立 即着手撰写了《才溪 乡调 

查》的调研文章。1934年 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 

国临时中央政府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在 

江西瑞金召开，毛泽东将《才溪乡调查》油印单 

行本——《乡苏工作的模范 (二)——才溪乡》 

发给了与会代表 ，并在大会上高度赞扬 了长 

冈、才溪 、石水等乡的工作成绩。他说 ：“我们郑 

重介绍长冈 乡、才溪乡 、石水 乡的光荣成绩于 

全体工农群众之前 ，我们号召全苏区几千个乡 
一

齐学习这几个乡 ，使几千个 乡都如长冈 、才 

溪 、石水一样 ．成为争取全 中国胜利的坚强阵 

地 ” 如果说 ，毛泽东的三次才溪之行 ，是为 

了探索“从群众中来”的工作方法。而将才溪 乡 

先进经验升华为科学理论，把才溪乡树为“中 

央苏区第一模范乡”，号召各苏区各乡向才溪 

乡和长岗乡学习，则是解决了“到群众中去”的 

领导方法问题 。所以说 ，毛泽东才溪乡调查 ，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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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的一次重大实践 ，也是 

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具体体现 

二、才溪乡调查充分体现了毛泽东“一切为 

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群众路线主 旨 

首先，才溪乡调查充分体现了毛泽东群众 

路线 的主旨。毛泽东群众路线的核心是“一切 

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 

是群众路线的根本出发点 ．“一切依靠群众”是 

群众路线的基本工作方式。从才溪乡调查的整 

个过程看 ，处处体现了毛泽东 “一切为了群 

众”、“一切依靠群众”的群众路线主旨。毛泽东 

每次到才溪 ，都非常关注民生问题 ，坚持“群众 

问题无小事”的观点。他多次对 乡干部说 ：“群 

众的生活问题 ，就是一点也不能疏忽 ，一点也 

不能看轻。”【 1在才溪乡调查中，毛泽东亲自到 

才溪上坝段红军公 田参加劳动 ．到群众家中帮 

助劈柴 ．与群众一起吃地瓜 ．田畔地头和饭前 

饭后 ，经常向老百姓问寒问暖，进村入户 ，认真 

了解社情民意 ．关 tl,群众疾苦 ，甚至连老乡家 

里有没有柴烧 、有没有房子住 、米价盐价贵不 

贵、小孩读书有没有学校 、生病了怎么治 ，以及 

才溪 乡木桥太小行人会跌倒和要不要修理等 

具体问题 ，事无巨细 ，一一过问。例如 ：才溪乡 

西村陈美兰家，因不小 tl,3间房子被火烧毁了 

2间，住宿、生活出现了困难 ，而陈美兰老伴又 

年老体弱 ，家中缺乏劳动力 ，被烧毁 的房子一 

时难以修复 ，毛泽东一直记在心里。他在乡苏 

干部会议上语重心长地对才溪乡干部说 ：“组 

织革命战争 ，改善群众生活。是革命的两大任 

务”，这两大任务要同时兼顾 ，并启发大家在碰 

到困难的时候 ，“干部要多找群众商量 。集思广 

益 ．人多智慧广，团结才有力量。可以开展村帮 

村 、邻帮邻 ，一村帮一户 、百人帮一人的互助活 

动 ”[51在毛泽东关注下．上才溪乡苏维埃政府 

发动群众捐木料 、捐瓦块 、捐劳力 ，很快地将陈 

美兰家的房子修好了。陈美兰非常感动 ，逢人 

就说“共产党第一好!”所以说 ，毛泽东才溪乡 

调查 ，既是了解社情 民意 的调查研究 ，也是帮 

助群众解决实际问题的革命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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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溪乡调查处处体现了毛泽东 “一切依靠 

群众”的执政理念。在才溪乡调查 中，毛泽东认 

真总结了才溪乡扩大红军的工作经验 ，认为 

“主要原因是优待红军家属 、慰劳红军工作历 

来不错”。红军战士无后顾之忧 ，“群众欢喜去 

并安心留在红军部队。”[3]329他经常告诫全党 ， 

我们“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 ，而我们 自 

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 的．不 了解这一点 ，就不 

能得到起码的知识。”[21 90从苏区老百姓大力支 

援红军的情况看 ，也体现 了群众路线的重要 

性 苏区时期 ，国民党军队长期封锁中央根据 

地，围剿红军，党和红军面临着严峻的经济困 

难 ，为了促进经济发展 ，筹集战争经费 ，苏维埃 

政府曾经多次发行战争公债 和建设公 债 ，仅 

“新划的才溪区，8个乡 ，2188家 ，8782人 ，共承 

销公债 13600元”。[31"。这对经济并不富裕的苏 

区百姓来说 ，或多或少是个负担。但无论是发 

行战争公债，还是经济建设公债 ，才溪百姓都 

“完全 自动买 ，没有强迫”．这是多么难能可贵 

的精神。[31 如同时，毛泽东认为：才溪乡的“乡 

苏”(乡苏维埃)代表会议搞得好，“村的代表主 

任制度及代表与居民发生 固定关系的办法 ，是 

苏维埃组织与领导方面的一大进步。”才溪乡 

区苏维埃“将乡的全境划分为若干村，依靠于 

民众 自己的乡苏代表及村 的委员会与 民众团 

体在村的坚强领导，使全村民众像网一样组织 

于苏维埃之下，去执行苏维埃的一切工作任 

务 ．这是苏维埃制度优胜于历史上一切政治制 

度的最明显的一个地方。长冈、才溪、石水等乡 

的办法 ，应该推行到全苏区去 ”『3_，zs毛泽东一 

贯主张：“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 

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 

争，只有人民群众的充分参与才能取得革命战 

争的胜利。”⋯ 他说：“群众有伟大的创造力。中 

国人 民中间 ，实在有成 F成万 的‘诸葛亮 ’．每 

个乡村，每个市镇，都有那里的‘诸葛亮’。”【2l鸲 

“只有坚决地广泛地发动全体 的民众 ，方能在 

战争的一切需要上给以无穷无尽的供给。”15] 

毛泽东还经常告诫党 内同志 ：“依靠民众则一 

切 困难能够克服 ，任何强敌能够战胜 ，离开民 

众则将一事无成 。”f6]s81可见。才溪乡调查处处 

体现了毛泽东“一切依靠群众”的执政理念，正 

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始终根植于普通百姓之中， 

从人民群众中获得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的力量 

源泉 ，才使 中国共产党从小到大 ，不断发展壮 

大，最终取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全面胜利。 

三 、才溪乡调查体现了毛泽东浓厚的群众 

观点 

毛泽东的群众观点包括四个方面 ：即一切 

为了人民群众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点 ； 

一 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的观点：相信群众自己解 

放 自己的观点；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才溪 

乡调查 ，既是中国共产党探索群众路线的重要 

实践，也是毛泽东群众观点的具体体现。 

首先，毛泽东非常重视才溪乡百姓的各种 

诉求。在才溪乡调查中，每次开调查会，毛泽东 

都事先拟好 了调查提纲 ，做好充分准备。在会 

上 ．毛泽东总是亲 自口问手写，听不懂的客家 

话，便请当地干部翻译，不遗漏一个问题。有的 

问题老乡们一时答不出来 ．毛泽东就和气地换 

个话题 ，不时地给与会群众倒茶发烟。毛泽东 

平易近人 、和蔼可亲的态度 ，让一些干部和群 

众很过意不去，而他却笑着说：“我请你们来， 

您们就 是我 的先生 ，学生对 老师 理应 谦让 

嘛!” 在才溪乡调查过程 中．毛泽东夜以继 日， 

东奔西走 ，警卫员担心毛泽东太累了 ，身体受 

不了，建议开个名单 ，请有关人员来住处座谈。 

毛泽东却耐心地开导说：“我们做调查工作的 

同志 ，应该有张 良求师的精神 。没有满腔 的热 

情，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 

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那是一定做 

不好调查工作的。”[4_毛泽东以诚相待的态度和 

虑心好问的作风 ，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的群众观点 

其次，毛泽东在才溪乡调查中．始终将人 

民群众的疾苦放在心里。毛泽东在才溪调查过 

程时，经常帮助当地百姓解决一些具体困难。 

当时国民党当局对苏区进行严密封锁，苏区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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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十分短缺，才溪乡辖区内的几家药店乘机抬 

高药价，而且一些老中医架子大．见钱眼开，小 

病要现金 ，大病要鸡鸭 ，出诊要抬轿，群众看病 

难 、看病贵问题非常突出。毛泽东了解情况之 

后 ，建议才溪区苏维埃政府创办由群众人股的 

“药材合作社”，要求区政府发动群众利用农 闲 

时间上山采集中草药 ．迅速解决才溪乡药品短 

缺问题，既满足了当地群众治病需要，又供应 

给了红军医院，一举两得。同时，毛泽东还倡议 

创办 中医训练班 ，把才溪乡的老中医组织起 

来 ，集中为群众看病 ，一律不收门诊费，药品价 

格公平合理 ，红军家属优待 20％，从而既解决 

了群众看病难问题，又增加了合作社的收入。 

可见 ，在才溪调查中，毛泽东始终将百姓冷暖 

放在心里，关心群众疾苦。真正体现了“群众问 

题无小事”的群众观点。 

四 、才溪乡调查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积 

极的现实意义 

首先 ．才溪乡调查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

是才溪 乡调查初步纠正 了苏区时期党内部 

分同志忽视苏区建设的错误思想。毛泽东才溪 

乡调查是在中国革命的特定历史时期 ，党和红 

军面临着严峻困难 ，党 内有不少同志对中国革 

命的前途命运产生了悲观情绪，认为在战争环 

境中根据地建设不好搞 ，甚至有不少人过于迷 

信共产国际指示 。各项决策没有与中国农村实 

际相结合 ，导致 中国革命遭受严重挫折 。毛泽 

东为了纠正党内左的错误思想 ，促进苏 区各项 

工作的顺利开展 ，进行了包括才溪乡在内的多 

次社会调查 ，并以才溪乡、长 岗乡“这一铁的事 

实 ．给我们一个有力的武器 ，去粉碎一切机 会 

主义的瞎说 ．如像说国内战争 中经济建设是不 

可能的 ，如像说苏区群众生活没有改 良，如像 

说群众不愿当红军⋯⋯”。有力地批判了党内 

的悲观主义情绪。[3134o二是毛泽东以才溪乡为 

典型示范推动中央根据地的各项建设。毛泽东 

通过才溪乡调查和对才溪乡先进经验 的系统 

总结 ，上升为科学理论 ，用 以指导 中央苏 区的 

各项建设 ，取得了良好效果。如 1934年 1月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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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毛泽东 

称赞才溪乡是“苏维埃工作的模范”，才溪“乡 

苏”工作搞得好 ，乡苏维埃下面设 了扩大红军 、 

优待军属 、慰劳红军 、查 田、选举 、土地 、劳动 、 

山林 、逃兵归队 、赤色戒严 、粮食 、备荒 、户 口、 

教育 、防空防毒 、水利 、工农检查等 l7个委员 

会 ，每个委员会都设有 lO一20个委员，每个委员 

又联系了 l0—20农民，使 “民众像网一样组织 

于苏维埃之下 ，去执行苏维埃的一切工作 ，这 

是苏维埃制度优胜于历史上一切政治制度的 

最明显的地方 。”13]弛 毛泽东还将才溪乡“最明 

显 的地方 ”推荐给整个苏区 ，有力地推动了根 

据地各项工作的健康发展。同时 ，毛泽东将才 

溪 乡的支前 作 、红军扩大 、拥军优属 、经济发 

展、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先进事迹 ，在《才溪乡调 

查》一文中进行 了详细介绍，科学地总结 ，成为 

指导中央苏区根据地建设的科学理论 ，有力地 

促进了苏区各项工作的开展。j是才溪乡调查 

培育了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 、实事求是的良好 

风气 。在土地革命时期 ，党 内不少同志犯有教 

条主义毛病 ，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曾 

经倡导全党开展调查研究 ，但遭教条主义者反 

对 ，批评毛泽东犯了“狭隘经验主义”错误。为 

了：ttKY0这些错误观点 ，证明社会调查对革命1 

作 的重要性 ．毛泽东身体力行 ，多次在闽赣边 

界进行广泛的社会调查 。这些有的放矢的社会 

调查，不但解决了土地革命时期国内革命战争 

环境下如何建设革命根据地这一重大问题 ，而 

且以实际行动践行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的科学论断 为中国共产党确立实事求是的思 

想路线提供了实践依据，奠定了理论基础。 

其次 ，《才溪乡调查》具有积极 的现实意 

义。《才溪乡调查》与毛泽东其他著作相比，既 

没有统领全局的宏观大论 ，也没有深奥的科学 

道理，只有具体的百姓生活问题和乡苏维埃的 

琐细工作 ．甚至只是再普通不过 的百姓 日常生 

活中的油盐柴米醋等问题。但这些具体问题和 

生活琐事 ，却体现 了一种伟大的精神 ，即调查 

研究、实事求是的精神。历史经验告诉我们 ，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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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经过深入调查 、实事求是 的决策 ，各项工作 

就能做好 ，革命就有成效 ；凡是教条主义、凭空 

想象的决策，工作就会失误，革命必遭挫折。今 

天．无论是偏僻的才溪乡，还是整个中国，都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溪乡调查》中所描述 

的各种情形早已成为了历史，但毛泽东《才溪 

乡调查》给后人所留下的绝不是调查本身，而 

是其中所体现的那种体察民情 、关注民生的工 

作作风和严谨认真、深入基层 的工作态度，以 

及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革命精神，这才是我 

们所要发扬光大的优良传统，也是我们永远不 

能放弃的宝贵思想武器。研究毛泽东才溪乡调 

查这一群众路线实践和历史文献 ，并不是要 

“重复昨天的故事”，而 旨在倡导各级领导以毛 

泽东才溪乡调查为榜样 ，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经常到群众中去．听取群众的呼声和要求，及 

时为人民群众排忧解难 ，长期不懈地为百姓办 

实事 、做好事 。不断改善新形势下的党群关系。 

特别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各级领导干部一定 

要“眼睛向下”、“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老 

老实实地拜群众为师 ，象毛泽东那样 ，把群众 

看成“可敬爱的先生”，这才是研究《才溪乡调 

查》的真正目的，也是《才溪乡调查》的现实意 

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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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 in Caixi Township：Important Practice of M ao Zedong Thought of M asses Line 

CAI Tian—xin 

Abstract： In the Soviet period， Mao Zedong went to Caixi townships of Shanghang county three times to do social 

investigations in order to solve dogmatism in the Party． Through these investigations in Caixi， Mao Zedong explored a 

series of working methods “coming from the masses’’ and administrating methods “going into the masses”． cultivating 

CPC’S governing concept“for the masses’’and Marxist view of“relying on the masses”．which have laid a foundation for 

forming and establishing CPC’S masses line． Doing researches 0n Mao Zedong’s investigations in Caixi township is for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and CO．trying forward the fine tradition of the Pany’S investigation． This is the reason for CPC’S 

1 8th National Congress to advocate the whole Panv to launch the education of masses line． 

Key words：Mao Zedong；social investigation；masses line；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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