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研究筆記

文革中的幽靈：作為「牛鬼
蛇神」的知識份子

●彭麗君

很多論者把毛澤東視為文化大革

命的罪魁禍首，這當然有其道理，毛

在運動中所擔當的角色和須負的責任

已有很多討論，這裏不再重複。筆者

想指出的是，文革得以蓄積和發放如

此巨大的政治能量，很大程度源於人

民和毛澤東結盟，互相賦予對方無限

的權力。這種群眾與領袖的直接聯盟

是極具破壞力的，群眾得到領袖的祝

福和授權，幾乎可以無所不為，足以

破壞社會結構和體制秩序。而這結盟

的紐帶，除了是建基在對新社會的烏

托邦想像之外，更重要的是共同敵人

的確立。知識份子，尤其是文化學術

界的精英名流，就成為這個新社會建

構中最富象徵意義的「代罪羔羊」。

當時，王西彥是被大力批判的作

家。他後來回憶自己和一些知識份子

被關在「牛棚」接受再教育的日子，

特別記得一名濫權獨裁的退休軍人。

這名軍人折磨王西彥時曾經說1：

你們看我胸前配的是甚麼？是偉大領

袖的金像章！你們再看我胳膊上套的

甚麼？是偉大領袖上天安門時套的紅

袖章！我無限忠於偉大領袖，我對你

們這些「牛鬼蛇神」就有無限的權力！

這種由群眾教導知識份子的結構，最

能象徵文革社會階級的顛倒狀況。此

結構之所以具有諷刺性，是因為毛澤

東教育群眾時似乎愛民如子，但群眾

「再教育」知識份子時卻是如此殘暴

不仁。不過，當時很多知識份子大概

不會認為這種狀況完全是意料之外，

甚至可能比所有人都清楚知道：一個

最理想的毛式社會，正正是一個完全

平等、知識份子不再存在的社會。那

麼，這是否代表知識份子明知故昧、

坐以待斃？更複雜的是，在此前的

「十七年」時期，由於他們不少都曾

是中共政權的捍衞者，都以不同方式

參與了那些貶低和懷疑知識份子的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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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研究筆記 述，因此文革中的知識份子並非完全

被動。

本文重新審視那一段知識份子參

與文革文化的歷史，並不是要把毛澤

東政權的道德責任轉嫁到知識份子身

上，也並非要指責知識份子自掘墳

墓，而是關注文革社會建構的歷史脈

絡。以下將透過研究兩個概念：「犧

牲品」和「鬼」，以探討知識份子如何

成為一種凝聚社會的負面力量，並且

從中理解「代罪羔羊」和「社會模仿」

的關係。本文認為，除了把知識份子

在文革的慘痛遭遇看成瘋狂社會的特

殊例證外，我們也可以重組一個較細

緻的歷史、社會和理論脈絡，從而理

解知識份子在文革中的構成功能。也

就是說：沒有知識份子作為代罪羔

羊，就沒有文革；而最弔詭的是，知

識份子本身就是這個論述的建構者 

之一。

一　社會模仿與犧牲

人與人之間的模仿不單單產生認

同，也造成差異；它不只建立親密的

情誼，也製造仇恨。文革一大特點，

就是極端仇視階級敵人。當然，我們

可以批評此為毛主義的內在邪惡，但

除此之外，也可以用其他角度去理解

仇恨的根源。這股仇恨最少來自兩種

社會機制：

第一，在一個十分強調模仿和社

會同一化的處境下，人們難免感到人

與人之間的劇烈競爭。按照佛洛伊德

（Sigmund Freud）的說法，當人感到

跟別人相似（例如對親密的鄰居和兄

弟姊妹）時，就會發展出一種對差異

極之敏感的心理，以建構自我的身

份、把競爭合理化。他把這種心理稱

為「小差別、大自戀」（narcissism of 

small differences），人們為了要與一

些跟自己很相似的人區分開來，會確

立一些微小的差別，並把它無限放

大，而這也往往孕育出各種敵意和暴

力2。所以，最親密的人往往也可能

會成為最大的敵人。文革期間，所有

人都被要求學習和模仿毛澤東提倡的

價值；同時，不同的個體與社群也努

力尋找跟自身不同的人，把那些人當

成自己的敵人，從而建立自我。在一

個不容許展示獨特性、嚴打個人主義

的社會，人們傾向把人與人之間最微

小的差異視為社會威脅，這些差異很

多時都會被挖出、誇大。文革裏一些

災難性的悲劇，往往出於這種要在雞

蛋裏挑骨頭的強迫性敵對欲望。

第二，在一個講求團結統一的社

會裏，往往需要用「犧牲品」（sacrifices） 

來喚起緊密的情誼，「模仿」與「犧牲」

關係緊密。很多要求社會團結的論述

都斷言，不肯犧牲小部分成員，社群

就不能組織和發展各種社會關係3。

確實，中外古今很多社會都是通過犧

牲才得以建立；當犧牲的過程完成

後，模仿就成為社會的複製機制。總

喜歡用核心家庭關係看社會結構的佛

洛伊德認為，動物圖騰可以被視為被

殺的原初父親的代替物，因為原初的

父親被殺，兄弟情誼才得以重新建立。 

而且，隨着原初父親這位最終的權力

主體（也是被欲求的對象）的死亡，

互相競爭的兄弟才得以和解，故此 

被殺的父親的力量比起在生的父親 

更強大4。當代法國理論家巴塔耶

（Georges Bataille）用一個另類經濟學

的角度指出，人類世界總是充滿「過

剩」（excess）的能量，人們千方百計要

把它們排除出去——這就是巴塔耶所

指的「普遍經濟」（general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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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普遍經濟」跟我們一般認知有關

生產的經濟領域不同：它是一個過剩

的領域，一個把有用之物摧毀的領 

域5。他認為不同文化有不同的儀式

去犧牲被確認的受害者，無論是動

物、奴隸、小孩，甚至王子、公主，

都可以是社會的「剩餘物」。對受害者

施加暴力，就是要釋放過剩的能量，

重新為社會帶來秩序和穩定的狀態。

雖然佛洛伊德和巴塔耶的理解都

以一個想像的原初社會為論證前提，

但把他們的理論放在文革社會，我們

確實看到有很多「階級敵人」成為社

會的「犧牲者」。受害者不僅僅有劉

少奇、鄧小平等毛澤東的政敵，還有

很多1949年新中國建立之前便存在

的地主、資本家及其後代。中共有所

謂「黑五類」（地主、富農、反革命份

子、壞份子、右派）的說法，認為這

批人在解放後仍是「階級敵人」，要

沒收其土地及特權。可是，即使這些

「階級敵人」已身無一物，卻仍然在

後來的各種政治運動裏作為「資產 

階級」的代表被揪出來反覆迫害。其

後，官方還更新了說法，加進四種

「階級敵人」：叛徒、特務、走資本主

義道路的當權派、反動學術權威。在

這九種「階級敵人」中，知識份子名

列榜末，被稱為「臭老九」（也暗指知

識份子完全無用）。

事實上，毛社會的知識份子一直

被困在一種介乎「有用」和「無用」之

間的模糊位置。按巴塔耶的「普遍經

濟」論，被選中的「犧牲品」往往是極

珍貴的客體，被社會暴力地消費，從

而展示社會如何排除有用的財富6。

從這個角度看，文革的知識份子之所

以被選中成為犧牲者，也許是因為他

們在新中國極之「珍貴」和「有用」。

可是，在大大小小的政治集會裏，都

出現群眾「再教育」知識份子的儀式，

顯示群眾才是社會的主人，而知識份

子則從向來被社會尊重的導師變成毫

無用處的廢物。可見，文革對知識份

子的理解是矛盾的——如果知識份子

真的全然無用，人們又何必大費周章

去展現和消費整個犧牲過程？也許正

是因為毛社會對知識份子愛恨交纏，

才令他們成為文革的犧牲者。也正因

此，被犧牲的並不是個別知識份子的

性命，而是知識份子的社會地位。

在犧牲的儀式裏，知識份子的

「有用性」被挑戰，然後成為社會的

「他者」，卻從而得到新的價值——使 

群眾得以團結起來。但是，這些被犧

牲的知識份子卻又不是完全消失，而

是像鬼魂般存在，讓社會辯證地維持

着一種善與惡、黑與白、是與非的對

立氛圍。其實，任何要證明自身意義

的啟蒙或文化革命運動，都非常依賴

這種辯證的價值對立，文革並不是特

例。作為代罪羔羊，這些知識份子在

文革中的最大價值可能就是他們的否

定性（negativity）。

在中國的語境裏，「知識份子」

是一個現代的概念，指涉作家、藝術

家、教育家、科學家、官員等各類型

擁有知識者。大概由於儒家思想的持

續影響和民族主義情緒，「知識份子」

這種身份自晚清起往往帶有強烈的公

共性和社會責任。任何中國人，只要

受過教育、又運用其知識去影響別

人，都有可能被視為知識份子。當

然，在不同的處境下，知識份子也被

劃分成不同的種類。例如，在毛時代

便存在着「黨內」和「黨外」知識份子

的區分。

根據王紹光的說法，文革之所以

發生，其根本的社會和政治矛盾是兩

種不同類型的知識份子之間的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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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代到1960年代早期，政治精

英（紅）和專業精英（專）都在持續進

行鬥爭7。1949年後，新成立的中國 

政府需要社會各界的廣泛支持，遂使

兩群知識精英都高人一等。這兩群人

要確立自身的精英地位，抱持着兩套

不同而且互相競爭的原則：政治精英

自稱對國家極為忠誠可靠，努力達成

社會主義式的平等；專業精英則被認

為對國家有用，有助國家發展、提高

生產力。王紹光認為，推動社會主義

的平等理念和推動現代的工業發展 

是兩組矛盾的原則。因而，文革可以

被視作兩組原則和兩群精英的公開 

鬥爭。

不過，本文重點考察的文化精英， 

卻不能被簡單歸類成「紅」或「專」。

筆者所研究的文化精英不算「紅」，其 

政治資本並非來自政治忠誠；恰恰相

反，由於他們的家庭背景大都相對 

優越，因而一直無法被中共信任，甚

至在反右運動中被加以迫害。而且，

這批文化精英也不「專」，對工業和

經濟改革無甚用處。這批知識份子的

特殊價值來自其文化知識和溝通技

巧——它們的作用可能並不明顯，

事實上卻可以被當權者用來協助管治

社會。

要理解這群知識份子的特殊性， 

我們可以借用葛蘭西（Antonio Gramsci） 

的說法來加以對照。葛蘭西區分了 

兩種知識份子：「有機型知識份子」

（organic intellectuals）和「傳統型知識

份子」（traditional intellectuals）8。前

者由管治階級所創造，例如技術人

員、政策制訂者、律師、專業人士

等，負責協助建立社會，讓政權得到

下層人民的認同和支持；後者包括老

師、教士等，扮演道德領導者的社會

角色，世世代代傳承教育人民的責

任，而且會自視為跟主流社會有一定

的距離，具有一定的獨立性和自主

性。對葛蘭西來說，兩種知識份子是

對立的。有機型知識份子的功能是協

助管治階級，因此他們在歷史上的位

置是高是低，完全由管治階級所決

定。相反，傳統型知識份子代表了一

種歷史的連續性，即使是最激烈的政

治和社會變革，也無法輕易動搖這種

歷史傳統。然而，不論是哪一類型的

知識份子，都對當權者大有用處：主

流社會固然需要有機型知識份子的直

接支援；但同時當權者也需要在意識

形態上佔據傳統型知識份子的道德領

地，塑造自身的合理性和合法性。

運用葛蘭西的概念來對照中國的

情況，我們也許可以視中國的專業精

英為「有機型知識份子」，但把政治

精英（即王紹光所說的「紅色知識份

子」）等同於「傳統型知識份子」並不

恰當。在葛蘭西那裏，傳統型知識份

子忠於自身的道德和政治理想，並不

容易被外力強行改變，可是中國的紅

色知識份子極度依附中共的政治體

制。可以說，在新中國的知識份子歷

史中，我們看到一些自視為「傳統型

知識份子」的文化精英，希望證明自

己在新的政治環境下屬「紅」，而又

總是徒勞無功。這批文化精英既支持

當權者，協助提高政權的正當性，又

同時意識到所支持的政權其實對自己

的知識份子身份懷有敵意。或者，

「傳統型知識份子」和「紅色知識份子」

兩種身份之間本身便存在一種結構性

的張力：「傳統型知識份子」應當對

權力保持一定的批判性和道德距離；

而作為「紅色知識份子」卻要向權力

展示自身對它的用處和價值。「十七

年」時期受國家重用的那批文化精英

大多希望同時成為這兩種知識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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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革中這兩種身份的矛盾在一個極

端的政治環境下被凸顯，知識份子最

終只能成為「鬼」。

應該指出的是，文革對知識份

子——尤其是那些一直對黨忠誠的

知識份子的整體打擊，不少人還是始

料不及的。雖然「十七年」時期有很

多由國家主導、致力打擊部分知識份

子的運動，但在文革之前，中共政府

一直為專業的文藝工作者提供不錯 

的報酬和工作環境，讓他們專注於工

作9。我們也看到社會角色的整合：

很多文藝工作者變成政治領袖，而那

些不大願意跟政權走得太近的知識份

子，會明顯感受到自身所擁有的自由

空間急速收窄。1956年的「匈牙利事

件」可能提醒了中共，知識份子在政

治上並不可靠。毛澤東的對策就是軟

硬兼施，既進行意識形態上的誘導

（百花運動），又直接打壓異議（反右

運動）。反右運動便是一個針對「不

忠誠者」的政治運動。儘管如此，知

識份子（特別是文藝工作者）作為一

個階層仍然受到一定程度的保護。

我們可以把中國的情況跟蘇聯相

對照。研究蘇聯文化史的專家格羅 

伊斯（Boris Groys）說，蘇聯的「社會

主義現實主義」既是文化計劃，也是

政治計劃，把藝術創作者和社會現實

創造者兩個角色重疊起來。在斯大林

時代，很多作家、藝術家、電影人都

被提升到黨精英階級的位置，直接參

與斯大林國家機器的運作。蘇共希望

這些文藝工作者可以擴闊視野，把黨

所塑造的現實世界反映在文藝作品之

中bk。在1950年代的中國，我們也

可以看到相似的情況，當時的文化精

英可以跟政治精英比肩。不過，蘇聯

和中國的情況有一明顯差異：蘇共跟

文化精英的圈子始終有頗清楚的區

別；但在中國，政治和文化藝術的關

係非常親密，不少中共領導人本身是

業餘藝術家或文藝愛好者，很多都在

文化圈廣交朋友，一些私交甚篤。即

使是在政治動盪、文化審查和自我審

查嚴厲的「十七年」時期，藝術家和

作家仍然保留了其優越地位和特權。

這個社會群體可以享有當時大部分平

民百姓都沒有的自由、尊重和權威。

其實，這也解釋了為何文革期間人們

對三種著名文藝工作者（名作家、名

表演家、名教授）和三種高收入者（高

工資、高稿酬、高獎金）特別懷有敵

意。當時，這群人一般被稱為「三名

三高」。

現存的學術研究傾向強調文革時

期的知識份子如何被動、如何被迫害

和批判。但從以上可見，既然一部分

知識份子在文革前的「十七年」時期

受到新成立的政府敬重和保護，或許

我們可以說，他們或多或少也有份造

成自己後來的悲慘遭遇。按社會主義

現實主義的邏輯，文化不單單生產符

號，也同時定義物質存在。文化再現

反映社會關係，社會關係也反映文化

再現。這種邏輯一方面嚴重打擊文藝

工作者的自主性，卻又同時讓他們涉

足政治。最後的結果是：大部分身處

毛澤東時代的中國知識份子都無法好

好掌握這種文化與政治間的張力，也

無法駕御權力。

以下將回溯這段知識份子史，而

切入的角度是「鬼」這一文學和政治

的比喻。在毛時代的中國，有關「鬼」

的文化再現往往由文藝工作者負責 

生產，但很快，這些人本身也被標籤

為「鬼」。同時，這些知識份子由社會

的建設者變成社會的破壞者。這是一

段糾結和詭異的歷史。「鬼」不但是一 

個當時常用的政治比喻，作為一種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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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工作者既邊緣又鬼魅的政治位置。

二　「鬼」的再現

文革之前，中共要打擊某些知識

份子，往往以「右派」作為標籤。但

到了1966年，「知識份子」這個身份

本身便已經是原罪，而且被賦予一個

新名稱——「牛鬼蛇神」。這個詞語 

源自佛教，卻體現出文革期間所有邪

惡和仇恨，政治意涵豐富。在佛教故

事中，「牛鬼」負責在地獄行刑，而

「蛇神」負責保護天上的經典。本來，

「牛鬼」和「蛇神」屬不同領域，各司

其職，毫無交疊之處，直到唐代詩人

杜牧在〈《李賀集》序〉中如此形容同

代詩人李賀：「鯨呿鰲擲，牛鬼蛇神， 

不足為其虛荒誕幻也。」在毛澤東時

代之前，「牛鬼蛇神」一詞已經在中

國的文藝作品中出現，但它得以家喻

戶曉，是拜喜好李賀詩歌的毛澤東 

所賜。

1950年代末，毛澤東已開始常常 

運用「牛鬼蛇神」一詞（下詳）。但是，

真正使這詞語成為經典，是1966年 

6月1日一篇名為〈橫掃一切牛鬼蛇神〉 

的《人民日報》社論bl。這篇社論宣

告了文革正式開始，呼籲人民用毛澤

東思想作為武器，橫掃一切牛鬼蛇

神，而文中的「牛鬼蛇神」泛指支配

了全國意識形態和文化戰線的知識份

子。當「牛鬼蛇神」被除去後，人民就 

得以破除剝削階級加諸自身的精神枷

鎖。根據社論，文革的首要戰場就是

意識形態及文化戰線。清除知識份

子，就像人民每年歲晚掃除邪物一

樣，必要時更要狠心一點。忽然，所

有知識份子都成為「牛鬼蛇神」了。

大體來說，「牛鬼蛇神」指涉所有階

級敵人；但在文革期間，它往往特別

指涉知識份子。

追溯歷史，在中共論述裏的「鬼」

有兩種主要意義。在「鬼」作為民間

文化的一部分以及「鬼」作為政治敵

人的比喻中，文藝工作者都扮演了重

要的角色。這裏先解說第一重意義。

在1920年代末到1930年代初的中央

蘇區，中共認為土地改革的一個主要

障礙是地方的民間宗教bm。及至中

共撤出中央蘇區後，意識到它在延安

必須更加包容地方迷信，以爭取地方

人民的信任bn。因此，在延安時期，

我們看到中共對「鬼」的尊重，視之

為地方文化的一部分，也容許有關的

文藝創作。雖然中共持續創作反對迷

信的劇作bo，但同時也創作了不少

既合乎地方信仰、又可以推動新社會

主義世界觀的宣傳作品。例如，中共

創作的秧歌戲不僅有新的類型，也有

不少改編自傳統的鬼故事。另外，魯

藝平劇團的京劇演出不僅包含新的創

作，也有傳統的劇目（包括鬼故事）bp。 

總的來說，中共當時的管治思維是清

楚明白民間的民俗文化和鬼神有着難

以分割的密切關係。文藝工作者就作

為連結黨和人民的橋樑，致力生產出

合乎中共意識形態的新大眾文化，包

括鬼故事。

1949年中共建國，打算同時兼

顧兩大工作：既要尊重農村人口，把

農民視為黨的支持者和捍衞者；同時

又追隨國民黨的發展路線，要把中國

現代化和世俗化，使它轉化成一個不

再受迷信及宗教思想「污染」的國家。

在文化領域，中共矛盾地處理兩個不

同界別所呈現的迷信思維：在電影

界，超自然的神怪元素被審查部門大

力掃蕩bq；相反，在戲曲界，中共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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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為手下留情。這是因為電影是現代

大眾媒體的代表，是負責教育大眾的

意識形態載體；而地方戲曲則被視為

餘暇活動和民俗傳統。而且，田漢等

知識份子也說服政府保存那些具有神

怪元素的劇目br。1950年，中國知

識界有很多圍繞着神話與迷信的激烈

辯論。一些持同情態度的知識份子認

為，中國傳統戲曲的神怪元素極之豐

富，應該盡力保留，只需去除那些導

人迷信的部分bs。當然，究竟哪些是

文化傳統，哪些是導人迷信，實在難

以區分。不過，這場大辯論過後人們

基本形成共識——至少在傳統戲曲

裏，中國的神怪故事得以保留下來。

在新中國建立的頭八年，文化領

域中的「鬼」尚未遇上甚麼風浪。但

從1957年起，有關鬼神的論述便改

變了。1957至1961年是政治動盪的

年代（百花運動、反右運動、大饑

荒、中蘇交惡），毛澤東的演講詞經

常以「鬼」為主詞，「鬼」的第二重意

義就在這個時候大量出現：妖魔鬼怪

不斷被毛澤東作為政治比喻，指涉各

種不同形式和關係的敵人。

1957年，毛澤東第一次用「牛鬼

蛇神」一詞來表示他容許鬼故事的 

存在。當年1月，毛下令不可禁演涉

及「牛鬼蛇神」的文藝作品，因為他認

為觀眾應該先有機會去認識及批評 

這些鬼神故事，之後便自然會放棄它

們bt。兩個月後，毛再次申述相同的

觀點，而且更把「牛鬼蛇神」連繫到

社會上一些真實存在的人ck：

社會上有牛鬼蛇神，劇本裏有也不稀

奇。中國人不一定很相信鬼，演來看

看也沒有甚麼可怕。許多青年都不懂

甚麼是牛鬼蛇神，讓他們看看也不 

要緊。

這裏的「鬼」，所指涉的既是真實存

在的階級敵人，也是文藝作品中的再

現。毛隨意轉換現實世界和虛構世

界，沒作甚麼闡釋，就把社會中的

「鬼」和文藝作品中的「鬼」混為一談。

諷刺的是，這種令人混淆的邏輯又使

人感到毛澤東極有魅力——這次演

講的重心並非談論文藝，而是在評論

整體的管治問題。毛就是有這種能

力，以動聽的說法把各種元素拉在一

起，打動聽眾。

同年5月，文化部宣布撤銷所有

針對傳統戲曲的禁令，所謂的「迷信

作品」都可以全國公演（雖然這些迷

信作品其實一直都廣泛存在，從來沒

有消失）。禁令撤銷的原因，有說是

因為人民及文藝工作者已有足夠的 

政治意識，有能力判斷不同作品的好

壞cl；但更重要的是，這些屬於民間

民俗文化的作品都有強烈的道德元

素，強調懲罰社會上的壞人，在當時

成為頗有力的政治寓言。這段時期，

「牛鬼蛇神」經常跟「帝王將相」一詞同 

時出現，「帝王將相」被視為服務統

治階級的故事人物。涉及這兩組詞語

的劇作，都被視為傳統文化中的反動

元素。但是，在百花運動中，「牛鬼

蛇神」卻不像「帝王將相」一樣被大力

批判cm。

同一時期，本來努力在文化領域

捍衞「鬼」的知識份子，自身也被當

成社會上的「鬼」。1957年初，「鬼」雖 

然代表不好的人物，觀眾仍然可以在

文藝作品中觀賞「鬼」的演出。但是

當反右運動開始，「鬼」就變成某些

不良知識份子的象徵。1957年1月到

3月期間，毛澤東用這詞的時候相對

溫和，自7月起，個別知識份子開始被 

《人民日報》稱為「牛鬼蛇神」cn，「鬼」 

直接指涉攻擊社會主義的大右派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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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維持一段頗短的時間。很快，官方

又把其他東西囊括到「鬼」這把傘下。

1959年，毛澤東下令中國科學院文

學研究所收集一些關於中國傳統英雄

對抗妖魔鬼怪的故事。他希望以這些

故事作為比喻，激發人民對抗西方帝

國主義和蘇聯的修正主義cp。這些

故事被編輯成《不怕鬼的故事》，而

且聲稱由毛澤東直接授權出版cq。

這本故事選集收錄了很多中國的傳統

短篇故事，展示出中國人面對超自然

的精神力量時仍然無畏無懼，而且以

各種方法盡力對抗這些怪力亂神。其

實，這些傳統故事大都承認鬼神的存

在，只不過它們歌頌人類有能力戰勝

鬼怪。

例如其中一個出自清代紀昀《閱

微草堂筆記》的故事，一隻女鬼試圖

威脅一位名叫曹竹、在鬼屋過夜的清

朝官吏cr：

曹殊不畏。忽披髮吐舌作縊鬼狀。曹

笑曰：「猶是髮，但稍亂；猶是舌，

但稍長，亦何足畏？」忽自摘其首置

案上。曹又笑曰：「有首尚不足畏，

況無首耶！」鬼技窮，倏然滅。

1957年，知識份子被視為「鬼」而遭批

判；但在1961年的故事選編中，我

們卻看到作者暗暗稱許曹竹這位身為

知識份子的官員，原因就是他展示了

對抗鬼怪的意志和能力。何其芳是當

時的名作家，也是文學研究所的領

導。他在《不怕鬼的故事》的〈序〉中

說，這些故事都以寓言的方式鼓勵人

們要對抗今天社會所面對的「鬼」，

即「帝國主義、反動派、修正主義等

等」cs。據稱，毛澤東想用《不怕鬼

的故事》作為文化宣傳，鼓勵人們 

對抗自己的敵人，把敵人視作妖魔 

鬼怪。

這裏，我們看到中國鬼怪元素的

兩條歷史線索。第一條線索是知識份

子的傳統，知識份子對民間文化的認

同，往往表現在鬼怪的文化再現上。

從撰寫曹竹故事的紀昀，到搜集和編

輯這本故事集的何其芳，還有努力捍

衞傳統戲曲中鬼神元素的田漢，以及

保護民間藝術的毛澤東，都屬於這一

個知識份子的傳統。在第二條線索

裏，我們看到毛澤東運用「鬼」作為

比喻，把他的政治敵人視作妖魔鬼

怪。毛並不是第一個用鬼作為比喻的

人。在中國的傳統文化裏，一直都有

志怪小說，以鬼神怪異的元素為主

題。志怪小說得以流行，不單單因為

讀者喜歡鬼神傳說，也因為作者試圖

把自己對社會及歷史的看法和評價注

入故事之中ct。毛隨心所欲地借用

鬼作比喻去達到政治目的，並非他個

人的發明，而是可以追溯到中國的文

藝史。在這兩條歷史線索裏，我們都

看見毛澤東的身影；而知識份子在其

中更扮演着一個顯著的角色，從保護

到創造以至成為妖魔鬼怪。

作為民間傳統文化及政治比喻， 

以上兩種「鬼」的呈現在1963年的「《李 

慧娘》事件」中直接產生衝突。以鬼為 

主題的文藝作品熬得過反右運動，卻

在「《李慧娘》事件」後全面被禁dk。

這件事也再次把「牛鬼蛇神」和知識

份子扯上關係。需要注意的是，江青

集團是隨着「《李慧娘》事件」而冒起

的，而這件事也代表着當權者決意打

壓、侮辱當時當道的知識份子文化。

1959年，中共鼓勵文藝工作者

參與改編傳統戲曲，以證明百花運動

的精神仍然持續。因應中共政策，歷

史學家孟超dl按明代名劇《紅梅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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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了新的崑曲劇本《李慧娘》。該

劇大受歡迎，演出超過二百次dm，

鋒芒畢露，卻在四年後被禁。有關

《李慧娘》劇本的歷史和演化非常複

雜，筆者不擬在此詳細解說dn。簡

言之，故事涉及三個角色：腐敗的宰

相賈似道、他的小妾李慧娘，以及秀

才裴舜卿。賈似道因為李慧娘和裴舜

卿相戀而大怒，殺死李慧娘。後來，

李慧娘重回人間拯救她的愛人，同時

向賈似道報復。

在明代的原著中，李慧娘只是個

小角色，但是作為女鬼的李慧娘在此

後的改編版本中日益重要，該劇成為

家喻戶曉的鬼故事。建國後，有些新

的改編版本為了去除鬼神迷信，把故

事改寫成李慧娘是裝死以逃過賈似道

的迫害，刪掉了那些有關鬼神和回到

人間等情節do。但是，孟超卻保留

甚至強化這些神怪元素，加入了「幽

恨」和「鬼辯」兩場，強調李慧娘的英

雄主義。孟超的新崑曲劇本強化了 

李慧娘的能動性——她既是悲劇性

的、也充滿勇氣。在孟超的改編故事

中，神怪元素極之突出，可是，它在

1961年公演的時候卻沒有觀眾和論

者認為它是在鼓吹迷信思想；相反，

很多評論家和官員都讚揚故事歌頌正

面的女性形象、表達人類意志，還追

求社會公義dp。也有評論家認為，

孟超嘗試淡化故事中的浪漫元素，強

調李慧娘和裴舜卿的階級友誼dq。

可見當時鬼神被視為政治比喻。

1963年，上海《文匯報》刊出一

篇批判《李慧娘》的評論dr。據說，

該評論與江青本人有明顯關係ds。

該篇長評仔細分析《李慧娘》的文本

和歷史，指責故事和公眾的好評都是

鼓吹一種普世和非唯物的人文主義。

作者指出，李慧娘只是一個悲劇性和

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她被傳統封建社

會所規限，軟弱無力得根本不值得社

會大眾歌頌。很快，同類型的評論接

踵而來，讓人看出該文藝評論背後的

政治動機就是要打擊孟超及其盟友。

到1964年，孟超的《李慧娘》被官方視

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毒草」，而被

攻擊的也不再單單是劇本，而是作者

孟超本人dt。不久，另一場全國性

的批判也展開，這次針對的是吳晗的

《海瑞罷官》ek。這兩場對《李慧娘》

和《海瑞罷官》的全國大批判，可以

說為後來的文革開路el。

從1950年代有關神話和迷信的

大辯論，到毛澤東1957年有關「牛鬼

蛇神」的演講，再到1961年出版的

《不怕鬼的故事》，討論的重點主要在

於「鬼」的文化再現如何被讀者接收

和理解，而非故事作者個人的政治身

份。但是，1963年的「《李慧娘》事件」 

標誌着一個明顯的論述轉向，把文化

領域中的「鬼」跟文藝創作者扯上關

係。被批判的既是女鬼李慧娘，也是

作者孟超。此時，任何涉及非人間元

素的文藝作品，不論作者是有意還是

無意，也不論觀眾的反應如何，都會

被批判。即使故事試圖歌頌人類必 

能戰勝妖魔鬼怪（就像《不怕鬼的故

事》），也不能逃過批判。文藝世界中 

的鬼怪不再被視作比喻，而是被視為

直接鼓吹迷信文化；而創作鬼怪的文

藝工作者也會被視為妖魔鬼怪，要被

關起來以免其創作遺禍人間。我們都

知道，作者和作品必須有所距離，藝

術才變得可能，因為作者只是文藝作

品中的一個元素；但在文革中，作者

和作品的距離完全消失了，作者的身

份和創作被混為一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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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跟「《李慧娘》事件」差

不多同時期，毛澤東發表了著名的

〈關於文藝工作的批語〉，指出在文化

領域，真正的社會主義改革尚未來

臨，很多政府部門仍然被「死人」把

持着em：

各種藝術形式——戲劇、曲藝、音

樂、美術、舞蹈、電影、詩和文學等

等，問題不少，人數很多，社會主義

改造在許多部門中，至今收效甚微。

許多部門至今還是「死人」統治着。不

能低估電影、新詩、民歌、美術、小

說的成績，但其中的問題也不少。 

至於戲劇等部門，問題就更大了。社

會經濟基礎已經改變了，為這個基礎

服務的上層建築之一的藝術部門，至

今還是大問題。這需要從調查研究着

手，認真地抓起來。

這篇演講詞的重點是，毛澤東判定很

多「死人」在把持政府部門。不過，

他用文化部門作為代罪羔羊，以反映

整個國家的問題，文化部門由死人

管，也即生產死人文化；文藝工作者

和文化官員都變成了「鬼」。「鬼」成

為一群沮喪、被排擠，又陰魂不散的

群體的比喻，彷彿能夠準確地描繪出

新中國知識份子的社會狀態。知識份

子寫鬼故事，被視為鬼而遭到大力批

判，也像鬼一般過活。

政治心理學家利夫頓（Robert J. 

Lifton）也留意到，毛澤東時代的中國 

政治論述經常以妖魔鬼怪來作比喻。

他認為，把不同人視為永遠不死的鬼

的化身，反映了毛澤東及其信徒害怕

革命終會結束。利夫頓認為，1961到

1962年間，知識自由化把蘇聯和東

歐知識界中反革命的「人文主義」引

入中國，毛主義者害怕人文主義會使

人民背棄革命en。利夫頓認為，毛主 

義最害怕的恰恰是這種超越階級出 

身和階級鬥爭的「人文精神」。毛主義 

者不會稱這種思想為「人文主義」，

而是指責它代表邪魔妖道。諷刺的

是，鬼是永遠不死的，所以也不會被

完全消滅，這也間接解釋了為何革命

永不終止。筆者很贊同這個說法，但

也必須指出，「鬼」這個飄浮玄空的

概念可以承載各種不同的論述，既 

可以是1960年代東歐的人文思想，

也可以是任何一種文革唾棄的社會 

元素。

文革前，季羨林是北京大學東方

語系的系主任，也是知名作家和翻譯

家。根據他的回憶，像他這種知識份

子，在文革時期不能走大路，否則很

易被人打和投石eo：

不敢走陽關大道怎麼辦呢？那就專揀

偏僻的小路走。在十年浩劫期間，北

大這樣的小路要比現在多得多。這樣

的小路大都在舊老房屋的背後，陰溝

旁邊。這裏垃圾成堆，糞便遍地，雜

草叢生。臭氣薰天。平常是絕對沒有

人來的。現在卻成了我的天堂。

在很多知識份子的回憶裏，文革都是

一個被隔離的時期。知識份子在肉體

上被監禁，心理上被周邊的人批判和

否定，活在地獄般的環境，好像生活

在另一個平行時空裏。就如季羨林所

說，一些知識份子甚至享受自己像幽

靈般的存在，於遠離人類干擾的地獄

過活。但是，他們仍然十分害怕被拖

到群眾之中，一再扮演妖魔鬼怪。換

言之，知識份子並不是真真正正的死

亡，跟群眾的關係也並非完全割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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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不斷被拉回人間去重演那台戲。

在毛時代，通過不斷對知識份子的否

定，革命才得以繼續。

在以下這段個人回憶裏，作者提

及他曾經目擊的一場政治集會。在建

國後文藝圈中擁有最大政治權力的周

揚是其中一位主角，在當中他得表演

屬於他的特定角色ep：

不管會場如何狂躁，如何虛張聲勢，

如何威逼不饒，他〔周揚〕都能從容

以對，滴水不漏。不管問他多少「為

甚麼？」他總是一言以蔽之曰：「我

反對毛主席！」好像是說，你要的最

高價不就是「惡攻」麼，給你！於是，

會場裏「誓死捍衞」「打倒」之類的口

號聲震耳欲聾；於是，施虐的人便大

獲全勝，心滿意足；於是，他也便乘

機擺脫糾纏，得以喘息。皆大歡喜。

周揚肯定出席過無數類似的集會，清

楚知道他在這種儀式中要扮演的角

色。他的表演千篇一律，觀眾的反應

也不出意料之外。巴塔耶對「犧牲」的 

看法，無法幫助我們充分詮釋文革中

被犧牲的知識份子。當然，文革的犧

牲儀式是表演性的，旨在刺激觀眾情

緒，但是跟巴塔耶的理論不同eq，這 

些表演不是要排除過剩的奢侈品。文

革中的受害者並沒有受到尊重，而是

被侮辱（例如被強行剃陰陽頭、戴高

帽子）；受害者也不是為了神聖的力

量而犧牲性命，而是以最荒謬的方式

維持生命，讓群眾確信自己業已被 

啟蒙。

巴塔耶筆下的「犧牲品」不僅僅

是有待清除的剩餘物，也是一種讓人

感受死亡的獨特客體er。犧牲的行

為跟暴力和非理性有緊密的關係。根

據巴塔耶的說法，觀眾可以藉此超 

越日常生活的邊界，達到一種所謂 

「自主」（sovereignty）的自由狀態，人

們在其中可以逃離各種工作和功利計

算，盡情沉醉於無謂的消費、情欲和

毒癮。在此，犧牲的儀式不一定要殺

死「犧牲品」，卻一定要帶出「死亡」

的觀念es。不過，文革中被「犧牲」的 

「鬼」卻沒有進入神聖的地帶、讓人

排出或驅散各種情欲；相比之下，這

些受害的中國知識份子被不斷帶返人

間，可能正是因為儒家和道家都沒有

一個跟人間完全割裂的神聖概念，因

此也沒有一種純粹的解脫。知識份子

可能被徹夜侮辱，但又不是要真的被

「犧牲」——他們是不斷被折磨，而

不是被殺。在無產階級專政之下，自

殺作為一種反抗的方式是被禁止的。

跟巴塔耶筆下的「犧牲品」不同，文

革的知識份子被困於生與死之間的地

帶，偶爾被人從黑暗的地獄中拖到光

明的人間，讓人加以摧殘發洩。可

是，在這種政治集會裏，台上台下的

人都很清楚集會的表演性質，每個人

都要扮演相應的角色。只要儀式持續

上演，文革的鬼怪和冤魂就永遠不能

離開人間。巴塔耶所說的「犧牲」儀

式，讓人感受到極端的他者性，但文

革的觀眾卻不同，大部分都只是參與

儀式的旁觀者，冷漠無情地看着千篇

一律的劇目上演。

在中國文化裏，「鬼」往往是一

種比喻，讓人藉超自然之物去評論人

間的各種問題。在「十七年」時期，

知識份子捍衞「鬼」，除了因為要保

存幾部傳統戲曲外，也因為他們想保

留這種以鬼為喻的傳統。但是在《李

慧娘》的個案中，當權者打算直接掌

控文化領域，而知識份子則從生產

「鬼」的文藝工作者變成社會上不斷

被驅逐又被帶回來的「鬼」。這種對

c157-201605023.indd   111 16年10月4日   下午5:05



112		研究筆記 精神世界的徹底否定，也是文革作 

為一場社會主義式文化啟蒙運動的 

證據。

文化啟蒙運動並不是一個固定的

狀態，而是一個過程。而且，它需要

確立反面的「他者」才得以操作。文

革並不是要徹底消滅階級敵人，敵人

必須在被批判過後重新回來，以證明

啟蒙的過程仍然持續進行。文革是一

個鬼魂處處的時代，但「鬼」並不單

單指那些行屍走肉的知識份子，還有

很多自殺者，或「意外地」在階級鬥

爭中被殺的受難者。這些鬼並沒有到

達神聖的天國，而是成為含恨的冤

魂，流連人間。文革期間也流傳很多

民間鬼故事，冤魂誓要報復的伸冤聲

響徹夜空。那些難以安睡的人都清楚

知道，不散的冤魂曾在生前受到種種

屈辱和痛楚。所有掃除鬼怪的儀式和

替亡魂伸冤的故事，都是文革的一部

分。正因為文革旨在啟蒙，它就必須

製造社會的黑暗面，以證啟蒙之光。

總之，若要凝聚、掌控那想像中團結

的「社會」，「鬼」必須成為敵對的「他

者」，並作為一種不能完全死去的文

化觀念。

我們也可以把《李慧娘》和其他

批鬥知識份子的劇場表演視為革命能

量過多的證明。文革的舞台既展示這

些能量，又消化它們。文革期間當道

的經濟模式並不是物質性的經濟，而

是一個宣傳文化無處不在也源源不盡

的「普遍經濟」。物質性當然存在，

但是人們更多以各種虛構故事和表演

去想像世界、跟世界建立不同的關

係。全中國各地的舞台都不停上演樣

板戲和大大小小的政治集會，就是最

明顯不過的例證。

當時，知識份子被迫唱侮辱性的

《牛鬼蛇神嚎歌》，在觀眾面前像動物

般嚎叫、像慟哭的厲鬼大聲唱「我是

牛鬼蛇神／我是牛鬼蛇神／我有罪／

我有罪／我對人民有罪／人民對我專

政⋯⋯」官方並沒有刊印這首歌的歌

詞，但這首歌的不同版本卻唱遍當時

全中國et。類似的以鬼為喻，在同

期迅速冒起的諷刺漫畫文化之中也非

常普遍；一般來說，對知識份子的批

判往往是千篇一律的，十分公式化、

毫無創意。在這情況下，圖像卡通就

成為進行政治批判和宣傳的好工具。

其中，一幅震動中共政治領導的諷刺

漫畫《群醜圖》（1967）就是一例。從

這些當時流傳的歌曲和圖像可見，

「牛鬼蛇神」既是政治論述，也是文

化論述。我們很難區分哪些是現實、

哪些出於虛構和想像。

文革是一個充滿幻象的年代。劉

文彩、黃世仁、南霸天、周扒皮等

「四大惡霸地主」一直被視為階級敵

人的代表人物，但是四人中有三人都

是虛構人物fk，可見文革如何把虛

構和現實混為一談。還有一些情況更

為複雜，例如著名的演員陳強，在

《白毛女》的電影版飾演黃世仁，也

在《紅色娘子軍》飾演南霸天，後來

他本人也被批判fl。究竟被批判的

「階級敵人」是陳強這位演員本身，

還是他所演的角色，實在難以區分。

四　「牛鬼蛇神」的轉世

當文革發展到某個階段，中共 

又逐漸重新召喚知識份子幫忙。

1969年，政府對那些主動投入群眾

運動的知識份子示好fm。最富象徵

意義的事件是周恩來於1972年以高

規格接待物理學家楊振寧（1957年諾

貝爾獎得主）。在1960年代末，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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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是身份禁忌，但後來開始放寬。

例如在1973年的「全國連環畫、中國

畫展覽會」，鍾增亞以一幅中國水墨

畫《老教授新著作》描繪了一個在小

油燈旁邊默默工作的教授，記錄他正

在研究一些從附近檢來的中草藥。我

們可以把這幅老教授圖視為赤腳醫生

的專業版，也反映出誠惶誠恐的知識

份子重新受國家重用。在文革末期，

也有不少文藝作品呈現愛國的工程師

和地質學家如何既協助國家現代化，

又向工人學習毛主席的正確思想，

1974年的電影《創業》就是一例fn。

此時，人文學者和文化精英也開

始重新受到重用。這在1974年的「批

林批孔」運動之中尤甚。為了同時批

判林彪和孔子，毛主義者要求中國人

重讀儒家經典，而且要透過最好的哲

學家去重讀、得到正確的解讀方法。

一些經過「思想改造」的哲學家被召

喚來支援這場運動。當時不少以「梁

效」（即清華及北大「兩校」）為筆名

的文章，執筆者都是著名的哲學家或

歷史學家（例如馮友蘭）。批孔的作

品多不勝數，從短小的口號到嚴肅的

學術論著都有fo。這裏，我們看到

一個似乎充滿自信的政權，確信有能

力控制所有的文化意義如何生產。不

過，知識份子被召喚來進行科學研究

和「教育」大眾，卻又證明了沒有一

個現代政府能完全棄絕知識份子。

文革初期備受壓抑的知識份子 

後來重新獲得重用，可說是德里達

（Jacques Derrida）所評論的馬克思主

義幽靈狀態的反面。在今天新自由主

義化的世界，馬克思主義被重新賦予

期望，部分人希望能夠通過它發展出

新的左翼政治批判。德里達認為，由

於教條化的共產主義在1980年代末

崩潰，使我們有空間反思馬克思留給

世人的種種得失。正正是馬克思主義

從官方教條變成在野的幽靈、鬼魂，

從官方的形上學轉化成一種想像未來

的可能性，才出現一個可以讓人重新

審視馬克思主義的空間fp。如果用

德里達的說法去理解中國的情況，我

們也許會得出這個看法：只要知識份

子從高高在上的導師位置被拉下來，

成為被打壓的妖魔鬼怪，便能夠重新

成為真正的馬克思主義知識份子，批

判性地討論歷史，討論如何面對歷史

的各種斷裂和重建。

可是，這情況並沒有出現。中國

不少信奉馬克思主義的學者，並沒有

認真審視和批判當道的意識形態。相

反，這群學者仍然支持現實主義（甚

至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意識形

態，認為這是知識份子的存在意義。

1977年，文革結束後第一次舉辦文

藝工作者會議，會議由《人民文學》主 

編張光年組織，在12月20日至30日

於北京舉行。在這個名為「在京文學

工作者座談會」上，很多被復職的作

家憤怒地表達文革期間有多痛苦、訴

說有多少同伴遇害。周揚演講完畢後

眼泛淚光；曹禹幾乎昏倒，會議未完

便被扶着離場。夏衍則向全場的觀眾

（大部分是作家）問道：「為甚麼〔四

人幫〕反對起寫真實，我想不通。」fq 

整個會議的核心，似乎都圍繞着這個

問題：為何我們這些作家背負了文革

的苦難？又似乎，夏衍已經有答案：

知識份子如此可懼，正是因為他們就

是現實的代言人。

對夏衍或者一整代信仰毛澤東思

想的知識份子來說，最重要的歷史任

務仍然是再現社會的現實。夏衍既是

左翼作家，又是文革期間的代罪羔

羊，親身見證意識形態的操作過程可

以有多廣泛、多可怕。可是，即使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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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衍也沒有重新反思意識形態與寫

作、國家與知識份子等等的複雜關

係。不消說，文革後成長的那一代知

識份子，身處急劇市場化的文化領域

之中，就更少關注文化與政治的辯證

關係了。

也許我們過份相信馬克思主義作

為在野的「幽靈」的力量，又或者馬克 

思主義和知識份子其實都不能拯救世

人。人類學家安德訓（Ann Anagnost）

指出，在實踐上，社會主義現實主義

根本就是一套審查制度，直接打壓各

種再現現實的文藝作品；與此相反，

在文革及後文革時代，一般平民百姓

卻能夠在日常生活中以各種靈活的對

策去積極參與再現的政治。1979年

就有一個騙子假扮高官的兒子，因而

得到各種他此前無法想像的厚禮和待

遇。平民百姓既有意識地扮演社會結

構賦予他們的角色，又懂得以靈活和

誇張的方式生產各種偽造的「現實」。

這些「模仿」的行為以「戲弄」的方式

展現出來，讓人們發現政權所建構的

「真實」本身也不過是透過虛構和自

我指涉而塑造出來fr。

跟一般平民百姓相比，作家和各

種文化生產者理應擁有更高的能力了

解「模仿」的權力關係，可是很多作

家都有意無意放棄了這種以模仿來挑

戰權力的潛能。如果真的存在完全透

明、沒有任何偏頗的現實，那就是一

個沒有意識形態和壓迫的世界。意識

形態總是要透過虛構的想像才得以操

作，而對意識形態的抗爭也同樣需要

想像力。在今天的中國，知識份子跟

政治的距離愈來愈遠，可能只有一般

平民百姓才能夠在日常生活中重燃文

化與政治的辯證關係。德里達無法完

全否定馬克思主義，仍然相信它作為

「幽靈」有一定的意義。或者，在文

革五十周年的今天，是時候重新開展

有關中國左翼知識份子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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