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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文原文較長，本刊發表時曾作刪節。

「新時代的狂人」陳里寧

●  林　焱

據《狂人日記》中的材料證明，陳

里寧從1957年起就「害怕」劉少奇反

毛澤東。此時，他還只是個二十多歲

青年。在全國人民對中央領袖與領導

人無比熱愛的時代，在沒有甚麼依據

的情況下就「害怕」這個領袖反對那個

領袖，這只能被視為精神狂想症狀。

1963年4月，陳里寧被強行送進精神

病院，原因是他「以毛澤東思想打擊

敵人」，而「敵人」是他所在機關的領

導人。1963年－1964年間，陳里寧三

進三出精神病院。1964年10月2日，

陳里寧第三次出院後，給《湖南日報》

投寄了兩封信。這兩封信不指名

地批評劉少奇的著作《論共產黨員的

修養》。陳里寧還給毛澤東主席與

林彪元帥投寄了信件。陳里寧給毛、

林發出信件不久，就被拘捕了。這一

回不是送進精神病院，而是送進

監獄。

陳里寧在獄中的言行被慎重地記

入檔案。監守日記中有這樣的記述：

1965年2月11日

犯人自言自語說：「毛主席，救

救我！」

下午，犯人被提出受審之後，搜

出犯人用指甲在上面刻G字的肥皂，

陳里寧和新《狂人日記》

1966年底，經過半年多的「革命

造反」熱狂，中國人民終於漸漸明白

了一個令他們無比驚異的事實——這

場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

真正目標是共和國主席劉少奇。

幾乎與此同時，一個英雄的名字

也傳遍了全國——陳里寧。記述這位

英雄事ç的文字材料《狂人日記》風行

一時，成為當時最「暢銷」的讀物。

萬字左右的新《狂人日記》表現了

一個超人式英雄——陳里寧，他早就

洞察到劉少奇是革命的敵人，並無畏

地向中共中央副主席、中華人民共和

國主席劉少奇發起攻擊。他因而被

關進監獄、關進瘋人院，受到「殘酷

迫害」，但他仍然以毛澤東思想為武

器，批判劉少奇的修正主義。

新《狂人日記》的形成過程與圍繞

2它所發生的一連串事件，典型地表

現出文化大革命中的主導性文化現象

和精神景觀——全民性政治狂妄症和

文革政治鬥爭的重要規律。

陳里寧生於1933年，只有初中文

化程度，60年代初擔任湖南湘潭市

政府資料員，曾被評為優秀共產黨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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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少奇的觀點一條一條寫下來。這個

精神病患者在病發期間的撰述，相當

於文化大革命中全國革命人民批判劉

少奇的一份提綱，全面涉及劉少奇在

歷次政治運動中的「反動」觀點，找到

了後來中央高層鬥爭中劉少奇被打成

「走資派」的大部分證據。

如果沒有那場革命運動，陳里寧

面臨的命運一定是被判為罪大惡極的

現行反革命份子。然而，一個史無前

例的機會使他成了時代的「英雄」，成

為閃耀在政治天空上的大明星。

上書中央文革

文化大革命開始了。

陳里寧給「中央文革」寫了多封

信，其中的一封寫於1966年國慶節：

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組：

現在全國掀起了洶湧澎湃的無產

階級文化大革命高潮。當我得知這個

消息時，我這個失去自由的人，情不

自禁地高興得跳起來。我雖然沒有

參加運動，但我對文化大革命有

關消息感到十分親切！內心�情不自

禁地高呼：毛主席萬歲！中國共產黨

萬歲！

我在北京時間內，有關當局（不

明身分）曾經對我審訊了七個月，我

盡可能把一切想法和問題，向政府有

關當局作了徹底交代。他們用一種特

別的方式，說我是反革命，階級異己

份子等等，扣了一些帽子，使我感到

驚奇。

（信中批判劉少奇的內容略——引者

註）

我對以上問題一直找不到答案。

如果我錯了，又錯在甚麼地方？我承

認我水平很低，沒有經驗，我懷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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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刻G毛主席萬歲！媽，永別了！

共產黨萬歲！

1965年2月22日

犯人用草根在手紙上刺小洞，讓

小洞排成字句：毛主席，永別了！我

無罪，祝您萬歲！

1965年3月25日

犯人在被提審回到住室後自言自

語說：我要去看天安門！我要跟G共

產黨走，走毛主席的路。你們把我關

在這�，我跑也跑不了，你們把我放

了吧，我死也死個光榮呀！我要看看

毛主席，看看天安門。

1965年5月19日

犯人說：難道我相信馬克思、列

寧的話我就反動嗎？我相信馬克思主

義教，我不信天主教和蔣介石的雞巴

教，我就反動嗎？我思想搞不通。

1965年6月22日

犯人用手紙疊了一隻鴿子，並和

它說話：

「我罵了皇帝，罵皇帝是要殺頭的

呀。反革命份子真厲害，想當皇帝。」

獄中的檔案，後來也成了《狂人

日記》的一個重要部分。

攻擊國家主席，這已經構成特別

重大的犯罪事實，引起全國最高司法

機關的重視。陳里寧沒有馬上被審

判，因為當局還懷疑他的行為是否屬

於精神病。陳里寧被送進北京安定醫

院。醫生們對陳里寧的鑒定意見也不

一致，這給了陳里寧最可寶貴的一段

時間。陳里寧還是不斷地寫日記。公

安部門和醫院配合，誘導陳里寧作充

分表現。陳里寧的病態更加嚴重，他

感覺到「革命」的緊迫性和自己處境的

艱難。他寫下了很多文字，而且令人

驚異的是他非常熟悉革命導師的理論

與言論；對他所懷疑的對象劉少奇也

十分了解。陳里寧一絲不苟地把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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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不是可有可無的，既有明顯的矛

盾，我有權利以一個共產黨員的革命

名義理解這些矛盾。頭可斷，血可

流，都在所不惜。問題不弄個水落石

出，決不罷休，死不瞑目⋯⋯

最後，向你們致以崇高的敬禮，

內心�高呼毛主席萬歲！萬萬歲！

在此之前，陳里寧多次給中央文

革小組寫信。這些信的內容跟他以前

的信件相比，明顯地通順、有條理和

富有理智了。劉少奇在政治舞台上日

益失勢，這使陳里寧的「揭發批判」越

來越顯得有先見之明。

這應該成為精神病學研究的一個

難得的個案。當政治動亂遍及全國、

所有的正常人都陷入熱狂時，這個精

神病人的情緒卻穩定了下來，並趨於

痊癒。後來，陳里寧被「釋放」出醫

院，像英雄似地在各種大小場合露

面，他的講話報告從容自如，條分理

析，半點兒沒有精神病症狀。文化大

革命使全國人民精神失常，卻使精神

病人恢復正常！

1966年8月，在「破四舊」的狂潮

中，北京安定醫院被改名「紅ô醫

院」。1966年12月19日，清華大學的

「紅色教師造反聯合總部」（簡稱「紅教

聯」）的兩個「頭頭」陶某和朱某到紅ô

醫院「串連」。紅ô醫院「紅旗戰鬥隊」

的主角金醫生，聽說來了熾焰赫赫的

清華大學造反派，馬上擲出自己的革

命籌碼。她說，醫院1的精神病人中

有的是被「走資派」迫害的英雄——這

就像眾所俱知的蘇聯精神病院1關2

很多真正的革命者一樣。當天晚上，

陶朱二人打電話給中央文革小組的林

傑。林傑毫不猶豫地表示支持他們的

革命行動。

中央文革的王力、戚本禹等人看

了林傑轉送的材料，甚感興趣，就委

派《光明日報》的兩名記者靳某與劉某

參加工作。靳某、劉某到公安部調出

有關陳里寧的40次審訊的檔案材料後

匯報中央文革，並對紅ô醫院造反派

的人說：「你們建立了功勳！陳伯

達、江青同志都知道了。」聯絡站的

造反派士氣大振。他們開始到處張貼

大字報與標語，要為敢於揭發劉少奇

的英雄陳里寧「平反」。後來，又組織

一批人直接到公安部去「造反」。

1967年1月7日，中央文化革命領

導小組成員王力、戚本禹親臨紅ô醫

院，接見了醫院紅旗戰鬥隊、清華

大學井岡山兵團、紅教聯、地質學院

「東方紅」、北京醫院「8 .18」等造反

派、紅ô兵組織代表，詢問陳里寧的

情況，並審閱材料。他們沒有馬上表

態，而是將材料帶回去。當天下午四

點，王力、戚本禹又來到紅ô醫院，

在洗衣房1接見了「受迫害」的英雄陳

里寧、王富顯、王景端、高嘉夫等四

人。王力對在場的人說：「我們支持

你們的革命造反精神，必須徹底造精

神病院的反！全國有類似的精神病

院，都要造反！」

活躍於文革舞台的「超人」

《光明日報》記者靳某把陳里寧從

監護中「解放」出來。陳里寧穿2中

央文革小組首長送的綠色軍大衣，戴

2紅袖章，走上了文化大革命的舞

台。

1967年1月17日，《首都紅ô兵》

報用整整四個版面發表了陳里寧的英

雄事ç，題為《狂人日記》。這份相當

權威的報紙，在向全國披露《狂人日

記》前，可以肯定已經徵得了中央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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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首長的批准。紅ô兵小報上說，江

青把這份材料送給毛澤東，毛澤東說

「很好」。

新時代的「狂人」陳里寧幾乎一夜

之間「譽滿全國」。公安部迫於革命群

眾的要求，給陳里寧開了「平反釋放

證」；後來更礙於情勢而不得不開了

「無罪釋放證」。

陳里寧被邀到處作報告。這個湘

潭市的青年幹部，出現在首都的各個

重要講台上。每到一處，都博得紅ô

兵和造反派最熱烈的掌聲。

《狂人日記》的出現，提供了一個

現成的富浪漫色彩的人物形象。全國

各地的專業藝術團體正愁2沒有合適

的節目，遂而紛紛上演各種版本的

《狂人日記》。北京人民藝術劇團（人

藝）編演了話劇《新時代的狂人》，中

央戲劇學院師生組成的「長征」戰鬥

隊、「紅旗」戰鬥隊也編演了同題材的

多幕話劇《敢把皇帝拉下馬》。

鄭州、杭州、重慶等等城市也都

上演了《狂人日記》，一些縣級的文工

團也不甘落後。同一題材的戲劇在全

國各地上演，沒有統一的劇本，各個

演出團體現編現演。全國一齊上演的

《新時代的狂人》，大體是活報劇——

人物是一種政治力量或一種觀念的代

表，激烈地宣誦2政治性的宣言。

《新時代的狂人》與其他同題材戲

劇盛行於1967年3月到1967年8月。當

時除了八個樣板戲之外，戲劇舞台上

能上演的節目大概就只有這部高喊

「打倒劉少奇」的作品了。

1967年8月初，造反派們從秘密

的渠道知道毛澤東離開北京，於是發

動包圍中南海，組成「揪劉火線」，要

「揪出」劉少奇。這實際上是由中央文

革指揮的粗暴的政治冒險行動。在

「揪劉火線」的現場，多次演出了鼓舞

士氣的戲劇《新時代的狂人》。這個戲

成為政治鬥爭的炮彈。

病態顯露，再坐囚車

陳里寧以英雄身分活躍於政治舞

台上，每天都要與來自全國各地的仰

慕者會面、交談。瘋狂的政治鬥爭使

他的精神狀態一時亢奮得似乎「正常」

起來。但畢竟他是個精神病人，在發

表談話時，難免會露出病態。1967年

4月，陳里寧被化名為李明，以《光明

文革期間上演的《新

時代的狂人》劇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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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舉事實上是讓他離開狂熱的鬥爭中

心，以平靜情緒。

1967年7月，戚本禹、王力的聯

絡員王廣宇和傅崇蘭又把陳里寧安排

到香山療養院療養，這時陳里寧的使

用價值也差不多完了。

1967年7月，王力在武漢「七二○」

事件中當了大英雄，江青攙2他接受

數以萬計到機場迎接的群眾的歡呼。

但到8月底，以周恩來署名的對王

力、關鋒隔離審查的報告得到毛澤東

的批准。

紅ô醫院聯絡站的造反派得知王

力、林傑垮台的消息後，頓感不安。

曾經懾於中央文革威力不敢聲辯的公

安部人員，此時也「造反」，成立了

「毛澤東思想戰鬥隊」，貼出大字報揭

露陳里寧的罪惡滔天的反革命行徑。

清華大學「紅教聯」、紅ô醫院造反

聯絡站的諸頭頭針鋒相對地貼出

大字報，反駁對陳里寧的批判與

揭露。雙方展開拉鋸戰，誰也不甘

服輸。

10月21日，以公安部長謝富治和

文革小組戚本禹的名義通知對陳里寧

持相反意見的兩派代表一共28人到人

民大會堂小會議室開會。公安部長謝

富治對陳里寧作了權威的判斷：陳里

寧反對劉少奇，不能成為罪名；但他

也對偉大領袖毛主席作了許多批判與

攻擊。謝富治又講到，陳里寧「反動」

分量少，多半是「混亂」。這個精

神病人，兩派組織沒必要為他再

爭論了。精神病先治，其他問題再審

查。就在這一天，陳里寧被公安部

逮捕。

陳里寧糊1糊塗地坐上警車後才

有點悟覺。他拼命掙扎，高喊打倒劉

少奇，毛主席萬歲。他認為又是劉少

奇背2毛主席對他進行「迫害」，他準

備以更頑強的姿態進行戰鬥，寫下

《狂人日記》新的篇章。

並 不 偶 然

文化大革命初期，政治狂妄症瀰

漫整個社會。紅ô兵和造反派往往只

憑2極其表面、極其膚淺的理由，就

對政界重要人物發動進攻。

以下我們來看兩個遭遇「相反」但

卻非常相似的人物：一個是「炮打」陶

鑄的英雄，一個是「炮打」林彪的英雄。

前者叫做陸榮根，1949年出生，

在文化大革命開始時他是上海時代中

學高中二年級學生。1966年11月20日、

12月1日，陸榮根作為紅ô兵到北京

串連時，兩次在中央宣傳部貼出長達

萬言的題為〈炮轟陶鑄〉的大字報。

此刻，陶鑄是「無產階級司令部

的人」，是中央的第四號人物。陸榮

根當然受到眾多紅ô兵的圍攻，甚至

毒打。

這兩次張貼大字報，正值當時稱

為「十一月黑風」的日子——各個派別

的紅ô兵由於不同的原因，幾乎向所

有無產階級司令部的領導人發起責問

和挑戰，許多紅ô兵因此成為反革命

份子被捕入獄。陸榮根的遭遇稍好一

些，他被「革命」的紅ô兵「監護」返回

上海。這種所謂的「監護」，當然包括

可以想像到的折磨和虐待。因此，一

個多月後的2月12日，陸榮根因「身心

遭受嚴重的損害」而死。

此時，陶鑄亦一舉變成「資產階

級司令部」的第三號人物。

1967年的9月，《人民日報》公開

批判陶鑄。9月10日，《人民日報》以

兩大版的篇幅發表了經過整理的陸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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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大字報，題目還是〈炮轟陶鑄〉！編

者的按語盛讚：

在驚天動地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中，一大批本來不出名的革命青少

年，威武雄壯地登上了政治舞台。他

們不僅敢想、敢說、敢闖、敢革命、

敢造反，而且善於學習、善於思考、

善於鬥爭，在文化大革命的實踐中進

一步掌握光焰無際的毛澤東思想，他

們把大無畏的革命造反精神與嚴格的

科學態度很好地結合起來⋯⋯以摧毀

性火力，向資產階級司令部發起猛烈

的進攻。

陸榮根一夜之間成了名揚全國的

革命英雄、小烈士（很短暫地被視為

政治超人）。陸榮根炮轟陶鑄的根據

是甚麼？他發現了陶鑄的甚麼罪證？

在兩篇分別一萬多言的〈炮轟陶鑄〉

中，他列舉的最重要的理由就是，陶

鑄在〈光輝的太陽〉短而又短的文章中

寫道：太陽很燦爛，但「太陽本身還

有黑點」。如此而已。

僅僅根據這句話，一個中學生就

敢於宣布國家的第四號人物就是這個

國家的敵人！他與陳里寧的精神狀態

有甚麼區別嗎？

第二個例子也發生在「十一月黑

風」中，即「伊林．滌西事件」，它的

影響更大。

1966年11月15日，北京農業大學

附屬中學高中三年級二班的劉振忠、

張立才兩位同學，以「伊林．滌西」的

署名在清華大學張貼〈給林彪同志一

封公開信〉。當天，這份公開信被其

他紅ô兵撕毀。三天後，他們把這份

公開信印成傳單到處散發。12月中

旬，這兩名中學生被捕入獄。北京大

學東語系喬兼武寫了贊成伊林．滌西

公開信的傳單，不久也被捕。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伊林．滌西

的公開信被盛譽為反對林彪的「第一

聲驚雷」，稱讚這兩位中學生「尖銳地

批駁了林彪神化毛澤東的一系列講

話，並指出林彪的作為將使中國共產

黨面臨法西斯黨的危險」。

將伊林．滌西「公開信」的內容和

陸榮根大字報比較，我們卻非常容易

看出其相似之處。伊林．滌西批判林

彪的依據是甚麼？是林彪1966年9月

18日在軍事院校的一次講話。

他們批判的第一個要點是，林彪

說毛澤東比馬克思、恩格斯、列寧、

斯大林高得多。伊林．滌西反駁的論

據是——斯大林說過列寧並不比馬克

思、恩格斯高出一等。批判的第二個

要點是，林彪說馬克思、列寧的書太

多，離我們太遠，所以我們要用99%

的時間讀毛澤東的書。反駁的論據

是——毛澤東說過要學習馬克思、列

寧的著作。

如果依據伊林．滌西所列舉的這

兩條理由，就能判斷出「林彪的作為

將使中國共產黨面臨法西斯黨危

險」，就認為要批判並打倒林彪，那

簡直是把整個國家複雜的政治運作視

為兒戲。

紅ô兵「小將」不過走紅了一年

多，就被打發去「上山下鄉」接受再教

育了。相當一部分人已經明白讓他們

扮演「政治超人」的戲已經落幕。

然而，全民性的政治狂妄症並沒

有最後終結。對全民政治狂妄症的報

復，則是延續相當長久的全民的精神

災難與信仰危機。

林　焱　福建省福州人，1982年獲文

學碩士學位。現任職福建文聯文藝理

論研究室副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