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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人之過和公民責任：也談文革懺悔
⊙ 徐 賁

我們不妨套用雅士伯(Karl Jaspers)在二戰後為德國公民反思所著的《德國罪過問題》，把
中國文革中的國人之過稱作為「文革罪過」。文革罪過和德國罪過的重要相似之處在於，在
專制極權極度嚴酷的統治下，人的思想、判斷和行為極度不自由。這種不自由不只是被禁止
自由思想，而更在於根本就不知道甚麼是自由思想；不只是無從作出獨立判斷，而更是根本
就不知道甚麼是獨立判斷；不只是無抵抗行為，而是根本就沒有抵抗的願望。正因為如此，
反思就不只是思以往之不允許之思，而且更是思以往之不能夠之思。在這一點上，雅士伯對
「罪過」的四重區分為我們提供了開啟思想的準備。但是，由於德國和中國之間，政治文化
傳統(尤其是政治選舉制度)各異，極權暴力侵害的主要對象不同，更由於「罪過」在中國長
期被用作專制極權統治的工具，雅士伯所注重分析的「政治罪過」和「道德罪過」就必然在
中國有其自身特點。而且，他所說的「政治罪過」尤其需要在中國語境中明確為「政治責
任」。在公共政治中以責任來思考罪過，這也將有助我們重新思考對文革的懺悔問題。以中
國的具體情況來看，以個人懺悔為基本內容的文革反思是不值得提倡的。儘管個人的罪過和
懺悔意識具有重要的道德價值，但它們對開啟新型的民主公民社會生活方式和政治文化的意
義卻甚為有限。就銘記以往過錯，開創新的公共生活而言，「政治責任」是一個比罪過和懺
悔更為適合文革反思的概念，因此也就格外值得我們重視和強調。

一、四種「罪過」，兩個領域
雅士伯在對「德國罪過問題」的討論中將罪過區分為四種。第一種是刑法罪過，它侵犯的是
法律。第二種是政治罪過，它源自參與罪惡的政治制度。第三種是道德罪過，它關係到個人
的錯誤行為。第四種是形而上罪過，指的是不能盡人的責任去維護文明的人性。雅士伯所說
的四種罪過分屬兩個不同的領域，前二者屬於公眾領域，後二者則屬於私人領域。雅士伯指
出，一國人民不應在法律、道德和形而上這三層面上承擔國家或政權的罪行責任，但他們必
須在政治層面上承擔這一責任。這就是著名的公民對國家罪行負有集體責任，並應當進行集
體思過的問題。雅士伯強調，「罪犯必須因罪行而受懲罰。紐倫堡審判僅限於(戰爭)罪犯，
它所起的是替德國人民免罪的作用。然而，這並不等於免除他們的一切罪過。它只是使我們
罪過的真正性質更清楚地顯現出來。」1 雅士伯所說的那種不能免除的公民罪過就是公民的政
治罪過。
二戰後德國的大致情況是，先由設立在紐倫堡的國際法庭追究納粹首惡的刑事罪責。在德國
民主憲政體制得到確定之後，陸續由德國司法機構繼續追究其他犯有重大罪行的納粹份子。
雅士伯強調，對刑事罪過的裁判權歸法庭所有，法庭的責任在於通過正式的程序，弄清事
實，以法量刑。2 他指出，紐倫堡法庭對希特勒黨羽的審判不是勝者對敗者的報復，也不是侵
犯德國的主權。它是以全人類名義進行的審判，它伸張代表人類尊嚴的國際正義。紐倫堡所

依循的法律並非單為此審判所訂立，「就人性意識、人權和自治法則而言，就西方自由和民
主理念而言，(為他們)定罪的法律早就存在了。」3 希特勒一黨所發動的戰爭應當看成是以國
家名義所進行的個人犯罪行為，不應以國家主權為借口得到庇護。4
雅士伯把討論的重點放在與普通的國人有關的政治、道德和形而上這三種罪過上。他認為，
每個德國人無論是否具體參與過納粹政權的罪行，都必須以一國成員的身份「為一國的政體
承擔(政治)責任。」5 這樣做的理由有三條。第一，一國成員因政體組織關係而分享共同利
益，他們因此必須分擔政體的責任；第二，國家有制度化的決策機構和程序，公民既參與其
中，就應對其結果負有共同責任；第三，即使國家不具有這樣的政策結構和程序，其居民也
不能完全推諉共同政治責任，因為他們必須為「屈從(權力)的環境」負責，正是由於他們的
屈從，專制權力才有機會猖狂施虐。6
雅士伯所關注的公民政治責任有三種主要表現形式。首先是以投票選舉行為所作的政治抉
擇，「在現代國家中，每個人都有政治行為，至少表現在選舉時投票或不投票。政治責任是
誰也躲避不了的。」其次是當積極份子。積極份子往往也是政治滑頭，「事情不對頭了，那
些政治上積極的人就會為自己找(脫身的)借口，」以「良好的動機」來為自己的政治行為辯
護。再者便是無反抗行為。7 無反抗的原因多種多樣，雅士伯在「道德罪過」的範疇中分析這
些原因，但他同時也把無反抗看作一種「政治罪過」表現，政治罪過和道德罪過間的這種可
能的重疊關係尤其值得我們注意。在雅士伯所說的三種情況中，第一種與中國的情況有明顯
不同。在相對自由民主的魏瑪時期，德國民眾1930年上街支持納粹運動，1933年用選票把希
特勒送上了權力頂峰，在中國並沒有類似的情況。第二、第三種情況對中國則都不陌生。上
自各級領導，下至紅衛兵、造反派頭目、打手、標兵、模範等等都可以包括在文革運動的積
極份子範疇之內。一般群眾則可以都說是無反抗行為者。在無反抗行為者中間，雅士伯特別
提到了那些自稱不談政治的人物。他指出，自命清高的知識份子其實並不能超然於政治，
「他們必須為生活而聽命於國家政治。」8 雅士伯告誡人們不要忘記，選擇參與或不參與政
治，它本身就是一種政治權利，在極權制度下，人們是沒有這種權利的。
「道德罪過」是雅士伯剖析德國人之過的另一個重要範疇。如果說政治罪過是每個公民不容
推卸的共同責任，那麼道德罪過則是個人必須承擔思想和行為責任。雅士伯把道德罪過規定
在私人領域內，但也為道德思過留下相互交流的公共空間。道德思過雖為「個人獨自的自我
評價，但我們可以自由地相互交流，相互幫助在道德問題上取得較為清晰的認識。」9 在極端
嚴酷的專制制度下，人們不得不為生存而在面具下苟活。假面的形式在德國和中國雖不盡相
同(如希特勒式敬禮，表態效忠，參加群眾集會，唱語錄歌，跳忠字舞，早請示晚匯報等
等)，但對人的道德侵蝕作用卻並沒有甚麼不同(如虛偽，犬儒，絕望，冷漠，麻木等等)。雅
士伯強調，道德反思首先就是要知道自己以前過的是假面生活，進而重新看待自己現在的生
活。道德反思包括檢討自己以前所謂的「美好的理想」。許多德國青年對「元首」所規劃的
「偉大事業」確實曾抱有真誠的信念，就像文革中許多青年真心誠意地忠於毛主席的革命路
線一樣。雅士伯稱此為「帶有悲劇性」的道德罪過。雅士伯指出，我們不應用昔日的「真
誠」來為「錯誤良知」辯護，「我們必須對自己的失望負責。」10
道德思過應拒絕摸棱兩可地對待壞事。雅士伯指出，「從壞事看好事」是一種似是而非、自
欺欺人的說法。在德國，有人說納粹的軍備生產有利於解決德國的失業問題，1938年合並奧
地利使德國得以完成歷史的統一大業。在中國，有人說「忠字舞」是迪斯科式的群眾文化，

奉旨參加運動是「大民主」。從雅士伯的道德思過來看，這一類貌似「公正客觀」的說法只
能模糊人們的道德視線，「事實只能是徹底的『是或不是』，如果原則錯了，那麼一切皆
錯，那些似乎是好的結果其實並不是它們看上去的樣子。」11同樣，許多人自稱是「從內部
尋求改革契機」，而實際甘心充當罪惡政權的幫凶。雅士伯特別提到以「清流」身份加入納
粹政黨的知識份子。對這些人士所自我標榜的「自由」和「鬥爭」，雅士伯的評價是，「你
們自欺欺人，你們所享受的是以服從、沉默和屈服為代價的傻子自由。你們的鬥爭是由領導
意志決定的煞有介事的鬥爭。」12文革中那些不倒翁式的中國知識份子也是一樣，他們有
「自由」，也有「參與」，但那是擁護偉大領袖的自由，對政治異己任意打擊的參與。雅士
伯對這些知識界頭面人物的「事後覺醒」更是深不以為然，因為這些人「只是因為後來遭到
排擠，心生怨恨，……才趁機搖身一變，成了反對者。」13
道德思過要求分清「積極行為和被動行為」的過失區別。雅士伯在討論政治責任時已經涉及
了「積極份子」的行為。他特別強調，對於這些人，「即便他們還沒被定為刑法罪犯，他們
的行為仍可以為他們確定罪責。」14被動接受專制的罪過則不相同。雅士伯承認，「無能為
力可以成為(不行動的)理由，因為任何道德法則都不能要求人們去壯烈赴死。柏垃圖就說
過，在極度危險的災難情況下，苟且偷生本是人之常情。」15但是，因無能為力而不行動卻
並不能使人免於道德罪過，「無助的服從總是會有一些行動的餘地，這種行動雖有風險，但
仍然多少有一些效果。」同樣，「隨大流」和無能為力一樣，它雖可理解，但卻不可原諒。
雅士伯看到，在「黨即為國，看上去永遠都不會改變的情況下，」人們為了自我保全，為了
「力爭前途」，不能不聽任權力的擺布。「人為了活下去，保住飯碗，抓住機會，」不想幹
也得幹。但是，雅士伯強調，「任何人都不應把這當作非隨大流不可的借口，因為事實上畢
竟還有許多人不隨大流，並為此付出代價」16。
正因為道德選擇往往源於世俗目的，並受環境所限制，所以它不能代替更為基本的人性良
知。雅士伯將因人性良知受損而產生的罪過感稱作為「形而上罪過」。如果說道德罪過是
「我處世的罪過」，那麼形而上罪過就是「我為人的罪過。」人性的原則高於道德原則，人
性意識往往為道德意識所不能啟及。雅士伯指出，「形而上罪過包括幸存者的罪過和不像人
的罪過，它指的是不能與人類徹底團結一致，不能完全按人性行事」，因此，「但凡我所眼
見的壞事或惡事皆侵犯這種(人的)團結，即使我小心翼翼地冒著生命危險去阻止它，這仍不
足以平息我的形而上罪過。如果惡事發生時我在場，別人死了，而我卻活下來，我就會聽到
我對自己說，我因自己還活著而有罪過。」17在雅士伯那裏，「我之所以為人」和「活得像
個人」，是一種至高的良心境界。雅士伯是在德國納粹的政治史中解釋形而上的罪過感的。
納粹於1930年毀憲專制，1934年血腥清洗，1938年排猶，直到發動戰爭，「數以千計的德國
人在與（納粹）政權的抗爭中找到了死亡，大多數無名無姓，我們這些存活者並沒有這樣
做」。活著的人在邪惡昭彰的每時每刻一步一步地走到了「人不像人」的地步，「我們選擇
苟活，……在這十二年裏，我們整個的人都已發生了蛻化。」18以中國的情況來看，又何嘗
不是如此？從反胡風、反右、大躍進、反右傾、階級鬥爭到文革，我們不也是一步一步地走
到了「人不像人」的地步？

二、思過和不思過： 文化差別還是制度不同
雅士伯的《德國罪過問題》對戰後德國公眾的靈魂搜索和思過產生過重要的影響。戰後德國

的悔過和戰後日本的不悔過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對這二者的不同，社會人類學家本尼迪克特
(R. Benedict)曾提出民族文化差別的解釋。她在《菊花與刀》一書中把德國和日本在悔罪問
題上的差別歸結為所謂基督教「罪過文化」和儒家「羞恥文化」的區別。她認為，「一個社
會灌輸絕對的道德標準並依靠個人良心(來運作)，便是罪過文化」。但是，「在用羞恥作為
懲罰手段的社會中，人們會對自己的行為感到懊惱，但並無罪過感」。懊惱和罪過感不同，
懊惱無須通過懺悔和救贖來緩解。對於一個只有羞恥感而無罪過感的人來說，「只要他所做
的壞事『不為人知』，他就不必為此煩惱。就他而言，懺悔只不過是自找麻煩」19。按照本
尼迪克特的說法，東方人做錯了事，總是藏著掖著，不被人發覺就不主動承認，全然不受良
心責備。本尼迪克特對德、日思過觀念的分析是一種很典型的社會人類學分類，它看似新
鮮，但並不可取。它之所以不可取，在於它無法充分解釋其觀察對象，因為我們可以很容易
找出許多與它不相符合的例外。有的德國人並不具有懺悔意識，而不少日本人，如那些千里
迢迢到中國和朝鮮去道歉的，恰恰很具備懺悔意識。
戰後德國和日本在思過問題上的不同道德表現，其實應當從另一個角度去理解，那就是這兩
個國家在最高戰犯刑法罪責歸屬問題上存在著根本的不同。這也就是雅士伯所說的「刑責罪
過」問題上的差別。雅士伯談得較少的刑責罪過恰恰是四種罪過中最基本的。雅士伯對它談
得少，是因為在德國雖有人質疑紐倫堡審判的合法性和公正性，但卻沒有人否認希特勒是德
國戰爭的罪魁禍首。但是在日本，戰爭罪過首犯是誰的問題則至今模糊不清。作為二次大戰
的受害者，中國人讚賞德國的思過，批評日本的不思過。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對待中國
自己的文革罪過時，大多數中國人卻與他們所批評的日本極相像，而與他們所讚賞的德國很
不相像。
戰後德國的主要成就是重新恢復憲政和民主法制。德國新政治體制的可信性和權威性首先表
現在它對戰爭首惡份子的法律裁決上，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認定希特勒是罪大惡極的首犯。希
特勒成為德國人得以區分一小部分德國戰犯刑法罪行和一般德國人政治罪過的象徵指標。一
般德國人因曾用投票把希特勒送上權力頂峰而負有不可推卸的政治責任，而那些希特勒政權
的台柱人物則因直接參與他的戰爭罪惡而負有刑法責任。德國戰敗以後，希特勒完蛋並從此
消失。希特勒及其爪牙的刑法罪責越大，一般德國人的責任就越集中在政治而不是刑法問題
上。雅士伯說，紐倫堡審判起到的是為普通德國人脫罪的作用，指的就是這個意思。
在日本，情況則完全不同。天皇並非民選，而是神權天授。日本人對天皇成為日本最高領袖
並不負有明顯的政治責任。雅士伯對政治罪過的界定甚至可以成為大多數日本人否認自己政
治責任的借口，人人都可以用「天皇不是我選的」來推卸自己的政治責任。更重要的
是，1945年，天皇脫下軍裝，換上便裝，逃避了國際法庭的審判，反而成了地地道道的日本
精神象徵。日本人需要這個精神象徵，因為天皇的無辜便是日本人的無辜。像他們的天皇一
樣，日本人在二戰中是上了日本軍事領袖的當，被蒙在鼓裏，被誤引上戰爭的歧途。日本人
因遭原子彈的傷害成了二戰的「受害者」，日本也因此成為主張和平非戰的民族。天皇與和
平非戰的神話一起，成為戰後日本民族在國際間形象的兩大支柱。
文革思過在中國面臨著戰爭思過在日本類似的困境。首先，發動文革的偉大領袖並不是由民
選產生。他擁有天子般的天降權威(「東方紅，太陽升」)。普通中國人對他所擁有的至上權
力所負的政治責任便不能用德國的情況來類比。其次，儘管中國也曾一度有清算文革罪行的
共同要求，但文革罪行最高刑法罪責的歸屬始終沒能弄清。和日本天皇一樣，中國的偉大領
袖並未因文革的罪惡而失去神聖的光環。從中南海移駕紀念堂，偉大領袖仍然是偉大領袖。
也和天皇一樣，偉大領袖是無辜的，他上了四人幫的當。而且，即使上當，他還是全中國第

一個看清「江青有野心，要搞四人幫」的英明領袖。偉大領袖的無辜成為全中國人民無辜的
象徵。偉大領袖的刑法無罪與普通中國人的道德無罪一起營造了一種文革之罪全在四人幫的
神話。即使是對四人幫的刑責起訴，至今也只停留在「篡黨奪權」、「迫害老幹部」、「制
造冤假錯案」這一類就事論事的罪名上。整個文革就像是由幾個刑事犯造成的社會案件，罪
犯既已經繩之以法，案件亦宣告終結。和德國戰犯審判不同的是，四人幫的審判起訴，它所
起的是為偉大領袖脫罪而不是為他定罪的作用。隨著文革討論因涉及極權專制制度問題而遭
禁，原本已經模糊的刑法罪過和政治罪過問題越來越被排除在公眾視線之外。

三、從罪過到責任
雅士伯用「政治罪過」來表達「政治責任」，其中涉及的不單單是一個概念的選擇，而更與
他的兩個重要思想因素有關，一個是他的基督教非法律傾向，另外一個是他所接受的韋伯
（Max Weber）式德國民族主義影響。雅士伯的《德國罪過問題》一書是在阿倫特（Hannah
Arendt）熱心幫助下出版的，但阿倫特對雅士伯那種將宗教感和民族主義混合在一起的「拯
救德國人民」意識卻並不認同。在阿倫特看來，面對政治罪過的目的不在於救贖，而在於明
確應負的責任，包括承擔責任的後果，因此，政治罪過應當明確為政治責任。
雅士伯所表述是一種以救贖為核心的罪過感。在他那裏，最高境界的形而上罪過感是「人在
上帝面前看到自己作為人的墮落。上帝並不需要用成文的法令條規審判我們，上帝以自身的
完美使我們羞愧。」20淡化成文法令條規在現代生活中的規範作用，這是雅士伯罪過感的一
個重要特徵。這也使得雅士伯所秉承的基督教罪過感有別於西方的另外兩種罪過感，一種是
關於懲罰和責任關係的倫理-法律思考，另一種是關於靈敏和審慎良心的倫理-宗教思考。前
一種強調的是希臘式的刑罰理性，後一種強調的是猶太教式的精細內化倫理意識。與這兩種
罪過感相比，雅士伯的基督教罪過感所強調的是保羅教義式的人在神的法典下的不幸處境。
里科（Paul Ricoeur）曾指出，上述三種罪過觀之間往往並不呈現出鼎足三分的關係，而總
是呈現出某種兩分對立之勢。因此，在希臘「理性」的對面是猶太教或基督教的「宗教」；
在「內化」的虔敬(猶太教)對面是「外化」的城邦(希臘)和恩典(基督教)；而在「非法律主
義」(基督教)對面是法庭的或摩西的「律法」(希臘和猶太教)。21
非法律主義的基督教「罪過」和「救贖」所強調的是通過懺悔得到個人的靈魂或集體心靈的
洗滌。正如拉賓巴赫（Anson Rabinbach）所說，雅士伯區分四種罪過是為了幫助他的德國同
胞「在道德和政治上自我淨化，」讓他們認清，不是審判了幾個戰犯，付了一些賠款，德國
人就算對過去有了交代，萬事俱了。22站在韋伯式德國民族主義的立場，雅士伯所說的懺悔
罪過更是一種回歸德意志良知的集體性「社會愈合。」23只有在懺悔的淨化過程中，德國人
才能重申他們被希特勒集團破壞了的共同價值，也才能恢復他們遭受破壞的道德秩序。
雅士伯強調集體道德復元和回歸良知秩序，這一思想包含著對德國民族文化和傳統的認同和
自豪，對激發民族群體成員的共同信心和希望有一定的號召作用。但是，正如有論者指出的
那樣，這種韋伯式民族主義思想所假設的民族群體的共同和諧關係和撥亂反正可能卻是相當
成問題的。24如將此思想直接運用到像中國這樣本已分裂的政治共同體的罪過問題上，那就
更站不住腳了。德國的戰爭侵害首先是對外群體的侵害，而中國的文革則是中國人對中國人
的侵害。對於後一種侵害，國人的愧疚和懺悔究竟具有甚麼樣的群體重建意義呢？是回復到
災難發生前的某種集體和諧狀態嗎？在中國真的有那麼一種和諧美好的前文革狀態可以返

回？文革後人們說撥亂反正，是反正到60年代的階級鬥爭，還是反正到50年代的鎮反和反右
鬥爭？撥亂反正和愈傷復元這類說法其實是經不起推敲的，對於反思文革的集體災難和個人
罪過起不了實際的作用。無論中國曾經有過多少「好時光」，為求走出文革的罪過，中國人
其實並無可歸之路。
與雅士伯著重強調靈魂淨化、回歸秩序不同，阿倫特對德國二戰罪過的思考集中在更新認
識、重建新型公眾關係這兩個要點之上。阿倫特清楚地看到，那種自戀式的民族道德本質或
者民族團結情誼，其實是虛妄的。要走出像二戰德國這樣的災難，需要的不是撥亂反正，而
是「『召喚新事物的誕生』，也就是，隨時應對世界需要，構建新政治共同體的目
標。」25我們應當看到，為了重新設想與納粹德國或文革中國不同的新政治共同體，無論是
雅士伯所信奉的「文化德國」，還是某些國人所誇耀的「文化中國」，都已經不再是一條可
循之道。八十年代，中國知識界把文革反思集中在批判中國傳統專制文化和倡導民主法制之
上，所召喚的正是新事物的誕生。
阿倫特強調，在政治重建時，公民的首要任務不是在公眾生活中展示對以往過錯的悔疚或懺
悔，而是認真地與他人共同取得對公共生活的新認識和新態度。為此，她將懺悔嚴格地規限
為個人的道德行為，並力主將它排除在公共生活之外。阿倫特認為，即使是真誠的個人道德
罪過感也是與公眾政治生活鑿枘不合的。將「罪過」引入公眾生活只會造成道德與政治的混
淆，而這對以責任制度為本的公眾生活是有害無益的。阿倫特反對將罪過感引入公共問題思
考，基於五個主要理由。26首先，「罪過」和「愛」一樣，是自然獲得的感情，而維繫公眾
生活則要靠由人們設立共同的價值和規範，這些價值和規範並不能自然獲得。27第二，罪過
會帶來某種絕對的道德觀，這與公眾政治領域應有的寬容和多元精神不合。28第三，罪過是
針對個別對象的，個人對個人的愧疚和道歉缺乏公眾政治生活的普遍意義。29第四，和愛一
樣，罪過和懺悔是私人性的，必須存放在內心深處，越是在人面前表述得頭頭是道，真誠性
就越成問題。30第五，「真誠」是衡量罪過感的標準，但它卻不是衡量公眾政治行為的標
準。政治行為講的是起實際效果的行為，不是行為背後的動機。在公眾政治中以動機來判斷
行為，必然弄得政治家相互指責「動機不純」。31
從中國政治和社會的以往經驗來看，阿倫特將罪過和懺悔排除出公共生活的主張還有另一重
現實理由，那就是，罪過和懺悔一直是中國專制統治所慣用的統治工具。專制政治的一個重
要統治手段就是徹底破壞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的界限，將私人生活和私人道德政治化。在公
眾領域和私人領域有所區別的社會中，懺悔是一種個人道德行為，一個人為自己的罪過懺
悔，洗滌靈魂，減輕重負，以求康復，即使其罪過涉及刑法，他的懺悔也是不能拿來作為定
罪證據的。但在專制極權制度中，一切懺悔，連最輕微的所謂「思想錯誤」，都可以隨時拿
來為懺悔者定罪。懺悔者非但不能減輕重負，反倒因此背上一輩子都難以卸去的政治包袱。
在一次又一次思想改造、向黨交心、洗澡搓背、批評與自我批評的運動中，黨都扮演了一種
故意混淆、模糊不清的雙重角色，黨既是懺悔聽取人，又是定罪的法官。懺悔被不折不扣地
變成了一種誘人入罪的統治手段。在道德和罪過都政治化的中國，思想心靈的罪過和刑法罪
行都囊括在文革中人人熟悉的「我有罪」這句口頭禪裏。除此之外，還有種種聯坐之罪(階級
成分，個人問題牽連親屬，罪責株聯等等)。廣泛的「罪過感」在中國產生了無數病態的「斯
德哥爾莫綜合症」患者。因「罪」獲禍者不僅不憎恨迫害者，反而還敬愛和感謝迫害者幫助
自己洗清了「罪孽」，獲得「重新做人」的機會。32在專制統治下，「罪孽」對人的迫害甚
至連死者也不放過，為逃避迫害而求一死者，無一不被定為「畏罪自殺」。

把罪過和懺悔排除在公共生活之外，可以使我們將社會成員的集體罪過徹底明確為集體責
任。事實上，雅士伯和阿倫特都強調政體成員的那種不含罪責的集體責任。在雅士伯那裏，
談有別於刑法罪過的政治罪過，是為了防止原本無辜的成員被強迫分擔集體罪過。在阿倫特
那裏，談與集體責任有別的刑法責任，是為了不讓實際有罪責者利用集體罪過卸責脫罪。雅
士伯關心的是防止集體罪過的不公平分攤，阿倫特關心的是防止犯罪行為者逃脫個人責任。
把確定責任而非個人懺悔明確為文革反思的主要內容，這有助於持續地推動關於政治制度、
社會規範和公民行為的討論。個人懺悔式的文革反思是無法長久進行的。隨著直接參加和經
歷文革者的逝去，後代對文革的反思將越來越需要從政治制度、社會價值和政治文化的層面
上進行。個人道德懺悔式的文革反思只能給後代帶來本不應該由他們擔負的集體罪孽。就目
前情況來看，那些在文革中尚年幼或未出生的新一代中國人就已經面臨著這個問題。60年代
的德國也曾有過類似的情況，當時的德國青年人對於二戰時的德國已相當隔膜，但他們對二
戰時德國的所作所為仍抱有一種集體罪孽感，並熱衷於公開懺悔。阿倫特對此十分反感。她
批評道，替人受過的罪過感是無病呻吟，自我欣賞，那些在二戰期間有罪無悔的人，照樣安
居高位，德國青年對這種情況應該感覺的是憤怒而非愧疚。33
文革反思是公共政治性的反思，它不是個人道德懺悔的簡單相加。公共的反思需要有激活和
保存公眾記憶的公眾空間(博物館，文學和電影紀錄，個人切身經歷的回憶出版物，各種形式
的公開討論等等)。這些紀錄當然不能代替活生生的個人親身經歷見證。但是，當所有的直接
見證人都逝去之後，這些公眾記憶將成為後代寶貴的遺產。在中國，一些看上去是屬於個人
道德的言行其實具有政治意義，這類道德罪過因此也應當納入政治責任的思考範圍之內。例
如，文革中極為普遍的對他人體罰、抄家、誣告、陷害等行為，就不單純是一經懺悔便可忘
卻了事的道德罪過。在雅士伯原本所作的政治罪過和道德罪過的區別中，政治罪過關係到的
是公民賦於政權合法性的問題，而道德罪過關係到的則是個人日常生活中的言論和行為方
式。但是在中國，由於人們既不能自由選擇政治制度又不能直接推舉國家權力代表，國人對
政權合法性的支持恰恰是通過日常的言行方式來表現的。因此，文革反思所涉及的道德罪過
往往實際也就是表現於人們日常言行方式中的政治罪過。暴力、誣告、陷害不只是某種「野
蠻」或「不道德」表現，而是專制極權運作的特殊統治方式。在民主法制的社會中，暴力、
誣告、陷害是制度所不允許的行為，而不只是有良心者才會自覺避免的行為。從民主法制的
角度來看這些行為，也便有了公共政治的意義，因為它提出了需要在中國建立新政治制度的
根本問題。注重政治、社會、制度問題，文革反思和關心個人良心問題之間有區別，但不矛
盾。反思暴政的罪惡是為了改變罪惡的制度，罪惡的制度能使絕大部分人變成不道德的個
體，而良好的制度則能改變缺乏道德的個體。因此，公眾領域中的反思應以開啟公民政治意
識為根本目的，正如雅士伯所說，「政治意識越開明，我們就越有良心。政治自由具有道德
意義，原因正在於此」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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