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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國永遠的痛楚

──追憶文革中兒童所承載的歷史細節

⊙ 王俊生

 

1967年的冬天充滿陰霾，無論南方北方，到處都被濃重得化解不開的冬雲籠罩著，正是在這

樣陰冷而奇寒的自然環境下，1949年後中國歷史上最黑暗的事件──「文化大革命」開始爆

發了。

關於對這段黑暗歷史的回憶與分析已經浩如煙海，其中許多人都在努力尋找與界定文革的起

因與影響，試圖從政治和歷史的角度分析文革的現象。然而其中的大多數文章都來自於成人

的視角，而且幾乎所有的分析內容也多與成人有關。同時，對於文革中所發生的暴力行為

（當然也包括與兒童有關），多數文章又僅側重於對其的揭露和表達由此而產生的義憤，而

卻很少有人去探討暴力的本源：為甚麼當時的兒童如此殘忍和無情？難道僅僅由於他們的無

知而受了某些人的指使和利用？顯然不是，因為無論在何種歷史條件下，一個幾歲的兒童，

以一種成人般政治狂熱的心態去摧殘自己的老師、同學，甚至是父母，僅僅用「政治誤導」

來作為動機和原由實在是過於單一和膚淺。

如我們所知，細節裏常常有最準確最深刻的歷史記憶，它不但能體現一個人的精神狀態，而

且也能體現一個民族的心理奧秘，尤其是背後的文化等支撐因素，因此記憶細節也是記憶歷

史的最好方式之一，這一點對於文革中的歷史來講更是如此。因為文革遠還沒有成為我們無

法想起的歷史，反而是我們今天許多仍然健在的人的一種切身經驗與體驗，是我們曾經由自

己的荒誕與愚蠢所造出並又由我們自己所承受並消化的現實苦難，同時這種苦難也會深深地

烙在我們的神經上，時時徘徊在我們恐懼的記憶裏。從人性上說，每個人都希望擺脫記憶中

的苦難與恐懼，但歷史經驗告訴我們，遺忘決不是通向擺脫的門徑。事實上，為了從真正意

義上擺脫這種痛苦，就更需要我們仔細反思我們曾經經歷的痛苦，反思我們曾經的愚蠢與荒

誕，尤其是要思考這種愚蠢與荒誕背後的支撐因素，同時要用真誠的懺悔清算我們的過失，

因為只有這樣，我們才能避免同樣荒誕與愚蠢的歷史不再發生。從這種意義上講，對待歷

史，我們正確的方式應該是記憶，而不是遺忘。正是出於這種考量，筆者願意重新把那痛苦

的記憶敲醒，同時轉述文革中的兒童、現在的清醒者所提供的細節，並在此基礎上做出一些

理解與思考。

一 感覺非常熱鬧

1966年，我上小學三年級，文革爆發了。那時候真覺得好玩，今天開這個大會，紅旗、

標語、傳單；明天開那個大會，傳單、標語、紅旗，還有串聯的紅衛兵在街上圍上一圈



演節目。最讓人開心的是看牛鬼蛇神遊街了，高帽子一戴，大牌子一掛，小銅鑼一提，

走兩步，敲一下，嘴裏還要報著自己的「頭銜」和「罪名」。還有開批鬥會，走資派站

高板凳，造反派搞「噴氣式」，這些都讓九歲的我感到新奇和有趣，同時也因為停課鬧

革命，我可以不用每天去學校規規矩矩念書而感到從未有過的解放。六六年在這熱熱鬧

鬧中過去了，六七年又開始武鬥了。常常和小夥伴們遠遠爬在樹上或房上，欣賞著武鬥

雙方拳腳、棍棒相加的精采場面，以致於常常誤了吃飯，讓我媽扯著嗓子在門口喊

我。（引文見杜林懷《文革中的「六一」節》）

不再需要對這種類似的文革細節做更多的追憶，也無論以前的人們對文革中的奇談怪事做出

何種解釋，我們在分析文革帶給文童的記憶時，首先都不能忽視他們的天性。他們因為年齡

小，所以活潑、好奇、好動、好玩，這也是孩子與大人之間的一個最明顯的外在區別。文革

中由於許多機關單位和學校停止工作和學習，他們經常舉著橫幅，喊著震耳的口號聲，並揮

舞著紅旗去上街遊行，場面的確十分熱鬧壯觀，這一點無疑迎合了孩子希望看熱鬧的心理。

同時，對於城市中的孩子來說，按照當時的指示，不但要學文，還要在每年的農忙季節下鄉

參加農業勞動，農村中一馬平川的田野，田野裏各種各樣的小動物等都令他們興奮不已。

這正如我們常在電視上所看到的中東一些國家的兒童軍那樣，他們從動作上看，或者象一個

身經百戰的「老軍人」抱著衝鋒槍向對方射擊，或者身綁炸藥義無反顧的與敵人同歸於盡，

這個時候你很難觀察到兒童應該具備的稚嫩，甚至很難說他們是兒童，這種情況下，我們最

容易忽視他們在戰爭之外有關天性的一些東西。但是另一個方面，據統計表明，就是在兒童

軍最多的中東地區，每年玩具的消費總額達到12億美元，他們每個孩子每年在玩具及遊戲機

上的花費是263美元，這是歐洲兒童花費的兩倍。

因此，面對文革中發生這麼多希奇古怪的事情，而且這麼多稀奇古怪的事情往往又是全民

族、全社會、全國家在狂熱氛圍支配下並給予了狂熱的支持而發生的，這種氛圍正好符合並

迎合了兒童的天性，因此他們好奇、他們熱鬧、他們興奮。可以說，這是文革首先給當時的

兒童所留下的最深刻、最直接的記憶。

二 階級分明 個人崇拜

一些平時看來很和藹的街坊老大媽被掛上了沉重的鐵牌去掃地，鐵牌上面用白色塗料寫

著一貫害人道壇主或逃亡地主婆之類的醒目大字。鄰居周醫生掛的牌是「國民黨殘渣餘

孽」，李工程師掛的牌是「反動權威」。平時在一起玩的孩子們，也不像以前那樣自然

地說笑了。哭聲、歇斯底里的罵聲不時從鄰家的窗戶裏飛出來。在附近上中學的菊香，

一天從學校回來大義凜然地造母親的反，只聽她在街上叫道：「不要臉，不要臉，二

嫁，二嫁。」……而她正是鄭媽媽第二個丈夫的孩子。…… 我所在的工人新村小學是以

工人子弟為主，而在我們班裏，並沒有甚麼地富或資本家的後代，像我這樣的舊職員的

子女便成了鳳毛麟角，再加上文革前做過兩年的班主席，儼然成了劉少奇在班裏的代理

人，變成眾人發難的物件。（以上引文見《辛潔文革中的童年往事》）

那時年少，幼小的心靈裏，還牢牢的記著老師所教給的，毛主席是我們的大救星。（以

上引文見達到《我在文革中》）

我們知道，在那個時候，「時刻繃緊階級鬥爭這根弦」、「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是從小

就被灌輸在兒童頭腦中的一個概念。起先的這個概念還是泛泛而談，後來的口號就比較具體



了，「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再後來就成了「階級鬥爭一抓就靈」，甚麼

事都要和階級鬥爭聯繫在一起。從當時出現的有關階級鬥爭的口號「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

要資本主義的苗」、「敵人反對的，我們擁護；敵人擁護的，我們反對」等，我們可以看出

階級鬥爭在當時的普遍性。在這樣一個階級分明與政治鬥爭為主的年代裏，國家、社會內部

的任何群體，以及他們所做的任何事情都無法逃脫這樣的烙印──很自然的用階級敵友的標

準來區分彼此，而且這種區別又隨著在學習生活中的刻意化進一步得到強化。很和藹的街坊

老大媽、白衣天使周醫生、以及李工程師都因為自己的職業被劃為敵對階級。就是在班級

裏，小小的兒童也因為自己的出身僅僅比別人好點，就被其他兒童稱為「資產階級走資派劉

少奇的代理人」。

這種情況就是在今天也可以看到。例如，在朝鮮，由於其領導人主張人民要樹立高度的階級

鬥爭觀念，並通過階級鬥爭徹底消除敵人。在這樣一個氛圍內，孩子們也很自然的以這種思

維去觀察世界。如，去年鳳凰諮詢台播放了有關美國記者在朝鮮採訪一些小學生的一部記錄

片，到採訪臨近結束的時候，這位元美國記者讓其中一個小學生代表對著攝像頭向美國總統

布希說最後一句話，這個孩子毫不猶豫的對著鏡頭說，「我們奉勸資產階級的美國不要再殘

殺南朝鮮兒童了！」。可以看出，在孩子們的觀念裏，對對方的界定首先是資產階級，其次

才是具體國家美國，最後很自然的得出他們是殘殺同胞的敵人，這一似曾相識的強烈的階級

意識觀又一次讓我無語。這些記憶可以說深刻地影響了至少一代人的思維，理解了這個，就

很容易理解為甚麼到今天我們中的某些人為甚麼仍然非常習慣於把很小的一件事情上綱上

線。

同時，在那個年代，大搞個人崇拜，以至於小小的年齡就認為自己的一切不是自己、也不是

人民群眾奮鬥的結果，而是某個大救星所賜予的。這其中暗含的深意自然就是如果沒有這個

救星，自己就得不到解救，從某種程度上也可以說，這種唯心主義的觀點就是後來在中國愈

加嚴重的個人崇拜的深層次因素之一。就是到今天，這種記憶也不同程度地深刻影響著許多

人的思維，例如我們常說的「第幾代領導人」，以「代」作為區分不同時期領導人的標準本

身就是一種和政治學中民主的本意相違背的提法。再比如，去年在巴勒斯坦總統阿拉法特去

世時，中央電視台一個非常著名的主持人竟然充滿憂慮的發出「阿拉法特去世後，巴勒斯坦

人們是否還能建國」的荒誕言論。事實上不僅是這位主持人，只要翻翻報刊，當時許多國內

一流的國際問題專家在分析阿拉法特去世後的中東局勢時，都不由自主的發出了這樣的擔

心。但事實呢，中東和平進程並沒有因為一個人的去世而中斷，而是在巴勒斯坦新任領導人

阿巴斯的領導下照樣向前發展。

三 栽贓欺騙，是非不分

後來，這種栽贓的故事越來越多，幾乎成了家常便飯。一次去鄉下勞動，老師要求同學

們不要偷吃生蠶豆，那是生產隊的財產。當幾個偷吃蠶豆的男生給老師抓住後，他們非

說是看見我偷吃以後他們才吃的。無論我如何流著眼淚向老師申辯，她都不理，還一本

正經的樣子：「這麼多的人都說你偷吃了，你還狡辯甚麼？明天拿兩角錢交到學校，算

罰款。」明顯地討好這些工人子弟。（以上引文見《辛潔文革中的童年往事》）

這天，我們市委宿舍大院的院牆上，出現了一條反動標語。寫著「打倒毛主席」五個

宇。…… 這時，爸爸對立面那派插手了這件事，當然，他們的目標很明確，是想搞爸

爸。當時我八歲……「他們把我弄去，開始是拿糖哄我承認。」（以上引文見達到《文



革中一個八歲的死刑陪綁者》）

在那樣一個全民政治狂熱的年代裏，一切都服務於政治與政治鬥爭。如果你不能在政治上打

倒對方，對方就可能把你打倒，並毀掉你的一切，甚至包括生命。明白了這個，也就明白了

上文中的老師為甚麼要欺騙孩子，因為他要要想保全自己不被批鬥、打倒，就必須討好工人

子弟。為了討好工人子弟，就只有做出有背師道尊嚴的事情；第二個例子，兩派成人之間為

了在政治鬥爭中打倒對方，竟然利用天真無邪的孩子。更為荒誕的是，他們利用的正是兒童

們最優秀的品質──天真、誠實。試想，你打擊別人，利用的正是別人的優點來欺騙別人，

多麼殘忍！從這個層次上說，無論老師還是兒童都是那個荒誕時代的無辜者，都是犧牲品。

今天看來，文革中所出現的栽贓欺騙與是非不分的情況也與整個國家和社會大的氛圍有關。

在文革那樣比較保守的時代裏，人們所獲取的外部真實資訊非常少。我們常常聽到的是資產

階級國家的人們正處在水深火熱之中，我們是世界革命的中心，我們要去解救他們等等。再

如，我們當時常常看到的一些其他口號，如「超英趕美」、「畝產十三萬斤」等明顯是滿口

虛言、自欺欺人，但是這種或許大家都清楚是騙人的口號，但在當時大家竟然都相信。這種

從上至下的集體欺騙，導致了人們一種在精神上空虛的狂熱。這種例子再比如朝鮮，近幾年

該國一直在鬧饑荒，但到底有沒有餓死人，餓死了多少人，在那種體制下，我估計是不可能

有基本統計的，準確更談不上。今天，我們可以肯定朝鮮正在發生饑荒，並餓死了很多人這

樣的確切消息。但是，由於其國家宣傳認為其他國家的人們正處在水深火熱之中，再加上其

政府多次指責國內出現的所有困難完全是帝國主義和反對朝鮮社會主義事業的人給朝鮮抹黑

製造的，那麼朝鮮人們就無法知道自己正處於一個集體欺騙之中，這種欺騙的鏈條也逐漸會

從國家到社會，集體到個人逐漸蔓延與延伸。因此，在筆者在和朝鮮留學生交談時，當聽到

他們竭盡全力拒絕承認真相時，我真的懷疑他們是真的不知道真相，還是如文革中的中國人

一樣陷入了一種集體的欺騙之中。

四 師道尊嚴被拋棄

毛澤東和毛遠新（毛澤東的遠房侄子）關於教育革命的談話（其實就是類似教師上課

時，學生可以打磕睡；作業完不成，抄一遍別人的也不錯；學生不要作分數的奴隸這一

類的很平常的談話），師道尊嚴被徹底地拋棄了…… 一次老師管了在上課時悄悄吸煙的

同學，第二堂課男同學們就幾乎人人在上課時悄悄點上一支絨紙撚，教室裏到處冒煙，

老師到處查，卻沒一個吸煙的，氣得老師從此啥也懶得管了，教室裏最亂時，竟然是老

師在上面講課，下面的同學卻在滿教室裏滾鐵環玩。（以上引文見達到《我在文革

中》）

不久文革開始了，學校裏亂成一團，一夜之間美麗的校園給大字報覆蓋住。樓道裏，走

廊上，任何可以張貼的地方都貼滿了高年級同學攻擊和揭發老師的大字報，學生們借此

機會發洩種種平時對老師的不滿。…… 大字報裏充斥著對老師的嘲諷，對老師直呼大名

或綽號，如教體育的丁正洋老師，改為丁大洋，教歷史的馬老師叫胖馬，教體育的田老

師則稱田小頭……。（以上引文見《辛潔文革中的童年往事》）

中國是有五千年歷史的文明古國與禮儀之邦，春秋典籍《論語》中便著力宣揚了尊師重教，

後代儒生仕子們一直以之為榮，可為甚麼文革一爆發，老師對這些兒童的態度與文革前有了

截然不同的轉變，甚至象陌生人一樣？為甚麼這麼聽話、尊重老師的兒童，一旦到了文革爆

發就那麼肆無忌憚的給老師戴上高高的帽子，讓老師站在高高的台子上，用盡人間所有能挖



苦諷刺的語言去污蔑，甚至武鬥？事實上，原因就在於那是一個非常特殊的年代，特殊之處

就在於他不關注道德與倫理，而只在乎鬥爭與結果。如上面的那個老師之所以在文革前後對

學生的態度發生了截然轉變，用作者自己的話就是說，「想來想去大慨有兩種可能：一是怕

班裏太風平浪靜，學生們可能會去注意到她的言行和家庭，因此班裏必須存在著一個能吸引

大家注意力的物件。二是承受不了社會對她的丈夫的不公待遇，怨氣無法排遣，只好發洩到

無辜的我身上。」這就非常清楚了，無論一個十歲上下的孩子多麼讓老師不滿，但怎麼也不

至於讓老師屢屢從這麼樣一個兒童的痛苦中獲得快感，因此如果不是作者分析的這樣，我們

永遠也不能找到讓自己滿意的答案。

此外，這個也可能與現實生活中教師長期對兒童天性的壓制，甚至摧殘與關，如無邪的天真

被視為無知，廣泛的興趣被視為問題，正常的活動被視為好動，執著的追求被視為愚頑等

等。其實這些都是兒童的天性，是他們不斷成長的基礎。長期以來，老師和學生之間是不平

等的，他們總是依靠「征服」或「圍剿」學生的心靈求得教育兒童的暢通無阻，而不是「蹲

下來」用兒童的思維與兒童的眼光平等地去與兒童對話。心理學的常識告訴我們，一個人

（包括兒童在內）如果早期他曾經受過不公平的對待，那麼他內心就極易產生病態的報復心

理，是否報復以及如何報復，就要看有沒有報復的機會，以及這種機會的深刻內涵是甚麼。

因此，這些心靈長期被老師「征服」與「圍剿」的兒童，一旦碰到文革這樣一個讓他們自由

宣洩自己感情的機會，他們會毫不猶豫地把它發揮到淋漓盡致。從這個角度，我們也就不難

理解為甚麼文革中師道尊嚴為甚麼被徹底地拋棄了。

五 不僅文攻，也要武鬥

爺爺被十幾隻年輕粗壯的手臂死死按在他坐的那張術椅上，拳頭、皮帶雨點般灑落在他

早已佝僂的頭頸和背上。實際上，兒童組成的紅衛兵們完全不必費那麼大的力氣去按住

爺爺，爺爺根本沒有打算再作任何反抗，他在爆發的瞬間已經用完了自己全部的力氣。

「停！」……他擔心這個老傢伙就這麼一通亂揍給打死了，那可實在太便宜了他，而且

於他們自己也不夠過癮。（以上引文見《爺爺在文革中》）

這樣的暴力活動，以及類似的暴力活動太多了，以至於人們對此甚至有些麻木。而對於文革

中發生的暴力行為，多數文章又僅僅側重於對其進行揭露和表達由此而產生的義憤。卻很少

有人去探討暴力的本源：為甚麼當時的兒童如此的好鬥與無知？為甚麼那麼殘忍和無情？

如上所述，傳統的學校教育，老師與學生的地位是不平等的，老師是主導。而在家庭中，父

母也是主導，他們之間的地位也不平等，因此，我們常常可以看到，因為兒童犯了點錯誤，

老師或家長就把學生批評的低頭不語，死氣沉沉，多麼象員警審問罪犯！這樣其實就使得中

國少年的內心深處產生了極大的恐怖和狂躁。只要遇到機會，就會徹底的爆發。今天看來，

文革也許給他們提供了盡情狂熱發洩這種情緒和心理的最佳條件。沒有管制，沒有權威與道

德，只要你內心不滿，就可以任意的宣洩。因此，面對這麼好的機會，文攻顯然已經不能滿

足他們的宣洩了，他們必須要武鬥。

入圍2001年第五十一屆柏林影展競賽的中國電影《十七歲的單車》後面部分的情節盡情渲染

了這種「武鬥病態」。可以看到，那位城市同學首先幾乎是無法停頓地，歇斯底里的摧毀那

輛農村青年心愛的自行車。他使勁踢摔，表情麻木，一下，兩下，三下……車子已經徹底踢

壞了，但他仍是無法停下，更加用力、充滿仇恨、並瘋狂而病態的用盡全力企圖更為徹底的



破壞這輛自行車。可以看出，無論他如何實施自己的暴力仍然無法解除心中的憤怒和仇恨。

於是開始對男主角進行更加殘忍的毆打，從他的殘忍上你會懷疑他們打的是不是同類！他已

經毫無反抗的能力，但是對他兇惡的施暴卻沒有半點猶豫。面對鮮血淋瀝頭顱，明顯傷殘的

肌膚，面部痛苦的表情，和撕裂的呻吟，施暴者從容不迫，毫無人性地繼續摧殘。從打手的

眼神裏，動作上，你無法把他想像成為自己的同類，而是更類似於一群猴子在圍著正在烤著

他同類的屍體前，異常麻木並歡呼雀躍地等待著食用即將烤熟的肉。

六 一切政治運動化

下面介紹工農兵常用的幾種修辭方法。例如：

1 敬愛的毛主席，我們的紅太陽。

2 舵手來了！救星來了！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到安源來了！

工農兵歌頌偉大領袖毛主席是心中的紅太陽，是大海航行的舵手，象這種寫法叫比喻。

3 敬愛的毛主席！您的革命路線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深入人心，你的思想從來沒有像今

天這樣深深紮根，人的精神面貌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煥發，無產階級專政從來沒有像今

天這樣鞏固，工農業生產從來沒有象今天這麼熱氣騰騰。

（以上引文見：1969年7月重慶市革命委員會中學教材選編組：重慶市中學試用課本《語

文》（一年級用）第一單元摘選）

這方面的例子其實在文革中最多。中國人熱愛政治運動，甚至政治狂熱是有歷史來源的，古

人就告知我們要「學而優則仕」。當代最明顯的表現就是文革年代。當時社會、國家的一切

都被狂熱的政治鬥爭所包圍，這個可能也是文革中的兒童最深刻、最直接的記憶之一。這一

點從當時、乃至今天仍然存在的許多政治宣傳口號上，也可以看出來，如「槍桿子裏出政

權」、「與天鬥、與地鬥、與人鬥」等。正是由於這種狂熱的政治鬥爭，卻給這個時期的兒

童帶來了很大的傷害。一方面，由於在文革中他們的父母絕大部分都不同程度地捲入那無休

無止的政治運動，而那個年代號召「大公無私」，誰要貪戀小家庭，就會被視做不要求進步

之類，因此這些兒童並沒有得到父母精心的呵護，有的甚至如上所述，成為成人間政治鬥爭

的犧牲品。另一方面，有的父母由於在政治鬥爭中受到了委屈，回頭就把仇恨轉嫁給他們的

孩子。因此，這個時期的兒童由於文革在心靈上都不同程度上受到傷害。從這一點上，也可

以看出來，在一定條件下搞類似的「抗日救亡運動、三反五反運動」等政治運動是完全必要

的，但是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政府與社會應充分依靠和利用國家機器來實現，將

所有任務納入法制的軌道，而不必再採取類似文革容易給黨和國家都造成嚴重損失，並引起

社會巨大震動的政治運動。

中國人熱中「政治掛帥」的天性就是在目前的台灣地區也可以看到。在去年台灣地區「三合

一」縣市長選舉中，一共有二十三個縣市長候選人，選舉拉票造勢時前後有十六個當眾哭

了，下跪的也多達五個，這次選舉的熱情與激烈就是其典型表現。

可喜的是，筆者常常能看到當代中國的許多兒童，當他們看到有關朝鮮的記錄片中的兒童所

表現的過早的政治成熟時候，他們都是無奈的、不可思議的轉過臉去，默然走開。就這麼一

點，我可以肯定，他們的成長，屬於健康的一類。



七 懷疑與希望求知

父親被造反派關進了牛棚（注：文革中群眾私設的監獄），我們家的生活徹底變了樣，

從一個注重教養和學識的家庭、受人敬重的家庭，變成了處處受盡岐視欺凌，被社會唾

棄的一家人，…… 那時我想不通為甚麼，自己那慈祥溫和，勤勞正直的父親，怎麼可能

竟是這個社會的敵人，想不通社會主義和共產黨，為甚麼不需要象自己父親這樣的好

人，這究竟是為甚麼？那個頑皮活潑、愛笑愛鬧的小男孩從此消失了，變成了沉默寡

言、再也沒有笑容的一個人。（以上引文見達到《我在文革中》）

我的家鄉在連雲港贛榆縣城南鄉，…… 我清楚地記得學校開設的課程有：語文、數學、

英語、理工、化工、農知、體育、學勞等課程。在艱苦的學習生活中，每個學生都珍惜

這來之不易的學習機會，每個人的眼神裏都寫滿了「求知」二字。（以上引文見 新浦

董興平《文革中的戴帽中學》）

兒童時期應該一個快樂、幸福、且無憂無慮的時期，但是這些孩子由於身處這樣一個政治鬥

爭異常激烈的年代，就過早的告別了童年。但是由於他們的天性使然，起初面臨這麼一個狂

熱、熱鬧，充滿新奇的年代，他們感覺興奮與好玩。但是，隨著殘忍事件的增多與升級，他

們就開始體驗他們所不應該體驗的酸楚與殘忍。這樣，他們就開始逐漸對人生的前途充滿了

困惑與迷茫，甚至對國家、對政府、對周圍的一切都開始懷疑。事實上，翻開沉重的歷史記

憶，這個方面的表現尤其明顯。

同時，翻開沉重的歷史可以可以看出，在那樣的一個年代裏，一方面由於人們把大量的時間

與精力用到了鬥爭與好奇上，另一方面，政府高層也把教育放到一個可有可無的地位上，因

此他們用到學校學習上的時間異常少。但是，人類求知的本能欲望又促使他們去尋找一切可

以尋找的機會去學習，去求知。事實上，時至今日，當問起經歷過文革中的人甚麼時期讀書

最多時，他們會告訴你不是你所料想的「大學」、「研究生」、「博士生」或「目前任教」

階段，而是「文革」時期，因為「文革」使得他們失學，也從而使得他們恐懼與空虛，因此

為了抑制內心的恐懼與空虛，他們就竭力使自己沉醉（麻醉）於書的世界以忘記令人難堪的

現實。

經歷文革的這些兒童，如今年齡大致在五十歲左右，他們中的許多人目前都正在中國各個部

門、行業中起到中堅作用。童年本來應是是人生中最無憂無慮，天真爛漫的的黃金時代，但

他們卻是在充滿歧視，謊言，誣陷，屈辱，惶恐，趨炎附勢，以強凌弱，愚昧中掙扎著過來

的。對於他們來說，想起這段不堪回首的經歷，心裏就充滿了惆悵以及無比的失落與酸楚，

這一段悲慘的遭遇在記憶中是那樣清晰，歷久不褪。是的，他們也不應該輕易忘記這一段荒

誕而野蠻的歷史，因為這樣的歷史教訓是不應該被遺忘的！

時光飛快的流逝，眨眼之間中國有案可查的文明史已經過去了幾千年。在這幾千年的文明史

中，我們究竟犯下了多少類似文革的過錯，以及我們究竟掩蓋了他們其中的多少，在最有史

料癖的中國已經無法得出確切答案了。事實上許多時候，我們也不想去追究，反而是拼命地

去掩蓋和遺忘，結果歷史往往在這個方面表露去他驚人的相似，常常使這些苦難重演！我們

早已習慣了這樣的記憶歷史方式：只懷念項羽的意氣千丈寧死不屈，而不去想他活埋二十萬

俘虜時的殘忍；只知道長城非常偉岸豪邁，並一再用它來支撐自己的虛弱與萎頓，而不去思

考這種構想本身的殘酷和每塊石頭下無數慘受折磨的骨頭；只讚歎紫禁城內的金碧輝煌，而



不譴責宮廷中曾經的陰暗、糜爛和權力的殘暴、惡毒、罪孽；只一再稱讚農民起義的道義和

復仇的快感，而根本不去記載他們給歷史一再帶來的毀滅性的破壞。我們既然養成了這樣的

記憶方式，當然就可以在自己的內心虛構出一部光輝燦爛的歷史。至於歷史的真實，尤其是

歷史中的細節，那對我們來說的確是一筆糊塗賬。

事實上，一部漫長的中國歷史，它的真實性就沉澱在歷史的記憶中，尤其是這些記憶中的歷

史細節中。對於現代的我們，文革中這些愚蠢與荒誕的的歷史記憶難道仍不足以喚醒我們的

記憶嗎？在我們有限的神經上，要使這樣的荒誕與愚蠢重複發生多少次，要使我們以及我們

的子孫後代遭受到多少次磨難與屈辱，才能終將它浮到良知的水面上？在此種意義上，本文

再次展示文革中兒童那種無法承載的歷史記憶，並給予一些謹慎的審視，其初衷正是為了避

免這些類似不幸的發生，而並非為了再次掀開我們傷痛的疤痕！

王俊生 1980年生，男，河南沈丘人，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專業05級在讀博士研究生。主要

研究方向為國內問題與國際政治的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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