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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是在民主革命時期，還是在1957年那場政治風暴的前前後後，父親始

終是一位不斷引起爭議的人物。有的人激賞他那種剛正不阿的性格，譽之為

「中國骨頭最硬的知識份子」；而在另一種場合中，他又被偉大領袖金口玉言地

賜予「帶q花崗岩頭腦去見上帝的人」的「活諡」。成為這樣一位集毀譽於一身的

人物，或許是他在歷史上的幸運，但也可能是他在現實中的悲劇。

自1979年起，我不斷為父親的平反問題提出申訴。民建、工商聯（父親是其

創始人）的胡厥文、胡子昂老先生均主張平反，但當年積極鬥爭他的孫曉村、胡

子嬰卻聯名致函中共中央，反對平反。1980年4月間，有消息說，當年被劃右派

的27位知名人士中，父親在不予改正之列。我手持當年印發的《關於右派份子章

乃器的材料》到胡耀邦同志處上訪，又分別給鄧小平、陳雲同志上書。同年6月

傳達的中共中央60號文件，父親的名字列在改正的22人之首。

一　整風之前的兩場爭論

現在回想起來，父親在1957年當上「右派頭子」殆非偶然，因為他的命運早

就由他的性格決定了。父親的性格剛正耿直，他一生經商、治學、從政，始終

未脫書生本色。他的老友許漢三曾回憶說1：

中國共產黨成為執政黨以後，有些黨外人士心存客氣，或有所畏懼，對

執政黨的政策或對普通黨員有意見，甚至發現錯誤，多數唯唯稱是。而

章乃器遇到這種情況，則不僅與其爭論，而且還進行鬥爭。我怕他受到

打擊，多次勸他不要這樣做，他總是反過來批評我，說我的意見實際上是

「明哲保身」的個人主義和作客思想。他多次在公開講話或私人談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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勸人不要有作客思想。要把國家的一切事業當作自己的事業，不辭勞怨，

全力以赴。

父親除擔任國家的糧食部長外，還擔任民主建國會及全國工商聯的副主任

委員，這兩項職務經常涉及有關民族資產階級的理論、政策問題。早在1957年

反右以前，他在兩個問題上曾與一些同事發生激烈爭論。

第一個是關於民建的性質問題。在1955年5月民建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父親

作工作報告時插了幾句話，大意是說：「在國際友人面前，可以說民建是民族資

產階級的政黨；但同時要說明，這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的一個政黨。如果

外賓們說：那你們的黨可以說是『紅色資產階級政黨』了，我認為可以欣然承

認。」他這番插話中所提的「紅色」不過是形容詞，用以修飾「資產階級政黨」，

本意是強調民建的進步性，不料許多人不同意「紅色資產階級政黨」的提法，遂

引起了一場爭論。

父親在辯論中引用了列寧和劉少奇關於資產階級在歷史上進步作用的論

述，以及劉少奇「紅色資本家」的提法作為佐證。他還談到：「有一次毛主席在最

高國務會議上曾指q我說：『我很同意你的紅色資產階級的說法，難道我們還允

許白色資產階級存在？』我提的是『紅色資產階級政黨』，既然可以說『紅色資產

階級』，為甚麼不可以說『紅色資產階級政黨』？」2

到了1957年反右時，毛澤東改變了說法：「右派中間那些不願意變的，大概

章乃器算一個。你要他變成無產階級知識份子，他就不幹，他說他早就變好

了，是『紅色資產階級』。自報公議嘛，你自報可以，大家還要公議。我們說，

你還不行，你章乃器是白色資產階級。」3此乃後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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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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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爭論的問題是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兩面性問題。民主革命時期的提

法是既有革命的一面，也有軟弱、妥協的一面；建國初期的提法是既有有利於

國計民生的一面，也有不利於國計民生的一面。1956年公私合營基本完成後，

在同年9月召開的中共「八大」政治報告中提出：「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不再是工

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而是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

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

父親一直抱q消滅階級的社會理想，出於響應毛澤東「調動一切積極因素」

的號召，曾在一些內部場合探討新時期民族資產階級的兩面性問題。他提出：

如果將「八大」政治報告中改變生產資料私有制為公有的歷史任務已經基本上完

成的論斷，解釋為民族資產階級兩面性的物質基礎已經基本上消滅了，「那麼我

們就可以說，民族資產階級政治上和經濟上的兩面性也已經基本上消滅了，留

下來的只是殘餘或者尾巴罷了。」「與其籠統地提兩面性，還不如在大力鼓舞生

產積極性的前提下，具體的指出那些必須改造的資本主義的思想作風。」4出人

意料的是，他這些在內部探討的意見卻被搬到一些會議上進行公開批判，並被

貼上「否認民族資產階級的兩面性」的標籤。於是父親不得不應付一場新的辯

論，並一直持續到1957年。

在私營經濟大量出現、且在國民經濟中重新佔有一席之地的今天，回顧這

兩場辯論，確實令人有不勝今昔之感。在當時的歷史舞台上，父親的悲劇角色

似乎已是命中注定。儘管如此，父親仍保持他直言不諱的風骨，在1956年7月和

10月的統戰工作座談會上，他對黨派關係、階級關係、黨與非黨關係等問題提

了不少尖銳的意見，批評了人為製造階級鬥爭、階級鬥爭簡單化、統戰工作庸

俗化等傾向。

毛澤東當時已對這位老朋友很有看法，他在1957年1月27日的一次黨內會議

上說5：

至於梁漱溟、彭一湖、章乃器那一類人，他們有屁就讓他們放，放出來有

利，讓大家聞一聞，是香的還是臭的，經過討論，爭取多數，使他們孤立

起來。他們要鬧，就讓他們鬧夠，多行不義必自斃。他們講的話越錯越

好，犯的錯誤越大越好，這樣他們就越孤立，就越能從反面教育人民。我

們對待民主人士，要又團結又鬥爭，分別情況，有一些要主動採取措施，

有一些要讓他們暴露，後發制人，不要先發制人。

這段話可為後來的「引蛇出洞」策略作一注腳。

二　整風期間的三次發言

1957年的春天來得特別早。4月27日，中共中央發布〈關於整風運動的指

示〉，歡迎黨外人士幫助整風，並提出應該放手鼓勵批評，堅決執行「知無不

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的原則。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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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百年中國 毛主席在天安門城樓約集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座談，請他們幫助共產黨整風。

毛說：「現在是新時代和新任務，階級鬥爭結束，向自然界宣戰。」在此次會議

上，他表示自己不準備連任國家主席，並允許透露消息。

5月間，在一派「和風細雨」的迷人春色感召下，知識份子、青年學生和人民

群眾紛紛直陳己見，對黨的工作中存在的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當時

稱為「三害」）提出了大量的批評意見。全國進入鳴放高潮。誰也不會想到，僅僅

一個月之後，階級鬥爭的號角又重新吹響，「向自然界宣戰」變成了向「早春天

氣」宣戰。

父親一直主張獨立思考。整風開始前，他在4月15日的一次發言中提出要防

止教條主義和個人崇拜。他認為：「革命領袖有時為革命辯護講的話，就不能機

械地用來指導今天的革命工作。」並舉出毛澤東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

「革命不是繪畫繡花」和〈論人民民主專政〉中「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兩

句話為例，指出「現在生產建設有些工作細緻些，尤甚於繡花」；在革命勝利後

對反革命份子的改造中，「也不是採取殘酷手段，而是採用革命人道主義的」。

他主張：「思想改造工作要做得自然一些，不要粗暴，不要神秘，不要僅僅喊沒

有內容的、抽象的口號，不要神化任何個人。大家都是人，沒有哪個人是神，

包括毛主席在內。毛主席就一貫反對把他神化起來。」6

為發動黨外人士幫助整風，中共有關部門5月間在北京分別召開了民主人士

座談會和工商界人士座談會。當時，父親的主要精力都放在糧食部的工作上，

計算全國糧、油的平衡，準備在即將召開的一屆人大四次會議上發言。自1952年

主持創建糧食部以來，父親為了解決六億人口的吃飯問題，每天都工作十個小

時以上，連星期天也很少休息。由於工作繁忙，他在整風期間只參加了三次鳴

放座談會。

在鳴放中，非黨人士普遍反映「有職無權」。在5月8日的民主人士座談會

上，父親提出：「要解決有職有權問題，必須克服宗派主義思想。現在有一部分

黨員，黨內一個是非，黨外一個是非，把『黨黨相護』當作黨性。有人批評了

黨，明明意見是對的，黨員也不承認；有人提的意見儘管是符合黨的政策的，

但是只要黨員負責同志一搖頭，非黨員要堅持意見也是很困難的。」講到這¾，

他聲明說：「不過，我是有職有權的。在糧食部¾，黨組和我的關係是正常

的，黨組管政治思想領導，我管行政領導，黨組和我有了分歧意見，要能說服

我，我才同意。但是我這個有職有權，是鬥爭得來的。現在，可以說，經過鬥

爭達到了團結的目的。」父親認為，說工商界要進行「脫胎換骨」的改造的提法不

妥，「照道教的說法，脫胎是脫凡胎，換骨是換仙骨。現在工商界已經過了五關

（戰爭關、土地改革關、抗美援朝關、五反關、社會主義關），就是說，脫胎換

骨的改造，也已經改造過了，如果還要脫胎換骨，只能使工商界增加無窮的憂

慮，如何能不消極自卑？」7

次日一早，父親打開《人民日報》，發現自己昨天的發言赫然刊載其上。當

天他再度參加座談會時，便向統戰部李維漢部長說：「我認為會議是內部會議，

內容是不發表的，發表了我覺得有點意外，我怕會影響大家發言的積極性。」李

部長說：「以後發表與否，聽各人自便；但發表了，對推動全國的運動有好處。」

章乃器認為，「照道

教的說法，脫胎是脫

凡胎，換骨是換仙

骨。現在工商界已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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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2日他出席了工商界人士座談會，但只作了簡短發言，鼓勵大家暢所欲

言。13日他因事沒有參加民主人士座談會，只送去一篇題為〈從「牆」和「溝」的

思想基礎說起〉的書面發言，並附一函給李維漢說：「稿子是『信筆直書』的，草

率的，也是坦率的；要不要發表，請領導同志掌握，我並無顧慮。」這篇書面發

言也於次日見報。

此前已有不少人士指出，在黨與非黨之間存在q「牆」和「溝」，於是有黨的

領導人提出要「拆牆填溝」，開誠相見。父親在這篇書面發言中提出：「斯大林所

說的『我們共產黨員是具有特種性格的人，我們是由特殊材料製成的』這句話，

是不科學、容易引起誤解的，可能有不少非黨人士會以特殊的眼光看待黨員，

造成某些修養不夠的黨員以特殊自居。這樣，這一句話自然也就成為『牆』和

『溝』的一種思想基礎了。還有很值得注意的一點：一千二百多萬黨員，只要有

1%的黨員犯錯誤，絕對數字就是十二萬多人。這麼多人在領導地位上犯錯誤，

對國家和人民就會造成巨大的損害。」

他還批評了「以黨代政」的現象，指出不少黨員對國家機構的作用還沒有足

夠認識。國家行政機構的作用不但沒有被足夠的運用，就連國家的權力機構也

沒有被足夠地重視——縣以下人民代表大會開會不正常和不充實的情況是嚴重

的。他主張：黨組織有如戲劇的編導，其他國家機構有如演員、藝術技術人員

和管理人員。編導一般不必自己上前台，更不應代替其他人員。這樣，黨組織

可以使自己的頭腦更加清醒，從而令領導更加全面、主動8。

三　反右派鬥爭正式出台

5月20日凌晨，父親呷了一口青花瓷杯中已冷的龍井茶，燃起煙斗在書房內

踱步。寫字台上，平攤q剛剛完稿的〈關於民族資產階級的兩面性的問題〉，這

是《工商界》月刊指定的題目，為了趕在6月10日刊出，他不得不熬夜趕寫。自從

聽了毛主席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講話以後，他感到心情很舒暢，這一

夜他在案頭直抒己見，一揮而就。但父親不可能知道，此時在黨內一些高幹的

案頭，正放q毛澤東五天前寫的黨內通訊〈事情正在起變化〉。這篇文章中有一

段後來很著名的話：「大量的反動的烏煙瘴氣的言論為甚麼允許登在報上，這是

為了讓人民見識這些毒草、毒氣，以便鋤掉它，滅掉它。」9他也不可能知道，

一些領悟了偉大領袖戰略意圖的黨內領導，這兩天正忙不迭地給某些黨外朋友

暗中打招呼，勸他們免開尊口，免得日後吃罪不起。父親更不可能知道，十天

之後，毛澤東在一篇題為〈關於「特殊材料製成的」——和章乃器先生商榷〉的文

章上作了批示，該文發表於前一天的《新聞日報》，署名「小雅」，對父親〈從

「牆」和「溝」的思想基礎說起〉一文提出反駁。毛澤東批道：

喬木同志：

　　此篇似可轉載，何時轉載適宜，請你和報館商量一下。

毛　五月三十日

章乃器在〈從「牆」和

「溝」的思想基礎說

起〉的書面發言中提

出：「還有很值得注

意的一點：一千二百

多萬黨員，只要有

1 %的黨員犯錯誤，

絕對數字就是十二萬

多人。這麼多人在領

導地位上犯錯誤，對

國家和人民就會造成

巨大的損害。」



48 百年中國 這篇文章與作為反右第一炮的社論〈這是為甚麼？〉，一同被安排在6月8日的

《人民日報》上發表。

5月31日，父親出席民建中央召開的工商改造輔導工作座談會，並即席發

言，《大公報》、《人民日報》先後發了新聞。由於兩報發表的內容很簡略，且互

不一致，他只好再度開夜車將發言的大意整理成文，加上〈關於工商改造輔導工

作的幾個問題〉的標題，於6月3日送交《大公報》編輯部。

在這兩篇文章¾，他回顧了不同歷史時期工人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的關

係。他認為：階級最後必須被消滅，但人是可以改造的。從這點來看，階級本

質與人的階級特性是有所不同的。難道曾經有從娘胎¾出來就一定要當資本家

的人？「脫胎換骨」的提法會把改造工作變得神秘化，使人望而生畏bk。

他還對定息的性質發表了看法。當時經濟學界有兩種意見，一種認為定息

是剩餘價值，另一種認為是剝削而不是剩餘價值。父親則提出：從整個階級來

說，定息是剝削的殘餘；而具體到個別的階級份子來說，定息是不勞而獲的收

入bl。

父親認為：「假如不幸而讓教條主義在中國革命當中起主導作用，那不但是

民族資產階級的不幸，也是社會主義革命的損失。」bm「官僚主義是比資本主義

更危險的敵人。因為，資本主義已經肯定不可能在我國復辟，而官僚主義卻隨

時可以在我們的思想中甚至工作中復辟。在資本主義當中，我們還可以取其精

華，去其糟粕，找出一些在生產、經營上有益的經驗和知識，為社會主義服

務；而官僚主義則是『一無是處』的糟粕。這就是為甚麼一個社會主義企業加上

了官僚主義效率反而不如資本主義企業的理由。」bn

進入6月以後，形勢果然像毛澤東所預言的那樣發生了變化。先是由國民黨

元老何香凝老人出面，於6月1日發表書面談話說：「有極少數人對社會主義口是

心非。心¾嚮往的其實是資本主義，腦子¾憧憬的是歐美式的政治，這些人我

認為顯然是右派了。」bo這是「右派」首次作為一種政治新概念，出現在新中國的

政治舞台上。6月3日民主人士座談會結束時，毛澤東在李維漢的總結發言稿上

加了一句話，說座談會上提出的批評和意見「有相當一部分是錯誤的」bp。

6月5日，初夏的北京落了一場雨。在國務院禮堂召開的工商界人士座談會

上，已有人開始對父親的言論提出指責。據民建的黃炎培（任之）老先生在日記

中記述：當天下午四時半，周恩來總理來談中央結束鳴放的日期及對鳴放的看

法等問題。夜九時半，黃任老從睡夢中被喚醒，緊急召往中南海頤年堂去見毛

主席，工商聯的陳叔通老先生也同時被召見（此前不久，兩老曾聯名上書，請求

毛不要辭去國家主席職務）。毛同兩位大老談了「鳴放中發見種種」，認為：「章

乃器是和我們走兩條路的」；還談到「章伯鈞反動語」，「他和羅隆基勾結了」。

毛澤東希望黃任老回到民盟去（他曾是民盟發起人之一，後又於1947年主持解散

民盟），但任老有自知之明，回答說「走不進」。三人至十二時二十分方結束談

話。這場談話給父親的政治前途以及所謂的「章羅同盟」定下了調子。

毛澤東既有此旨意，而兩老平日與父親又有齟齬，他們第二天就在民建、

工商聯的一些相關人士中奔走相告。這時，父親應《工商界》月刊之約撰寫的〈關

於民族資產階級的兩面性的問題〉一文尚未發表，於是有人打電話來，要他同意

1957年6月5日，毛

同民建的黃炎培、工

商聯的陳叔通兩位大

老談了「鳴放中發見

種種」，認為「章乃器

是和我們走兩條路

的」；還談到「章伯鈞

反動語」，「他和羅隆

基勾結了」。這場談

話給章乃器的政治前

途以及所謂的「章羅

同盟」定下了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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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其在工商界座談會上的討論提前印出。6月7日，這篇文章在會上散發，立即

成為有系統的攻擊的靶子。

6月8日《人民日報》的頭版頭條，發表了毛澤東為該報撰寫的社論〈這是為甚

麼？〉，同日，中共中央下達了毛澤東起草的黨內指示——《組織力量反擊右派

份子的猖狂進攻》。「反右派鬥爭」就從這一天正式開始，「和風細雨」一下子變

成了急風暴雨。

當天，舉行了最後一次工商界座談會，父親雖未與會，但已陷入重圍。此

後的十餘天¾，批判急劇升級，火藥味越來越濃，帽子越來越嚇人。他從一位

與中共共事多年的民主人士，一下子變成了「反共反人民的老手」、「右派頭

子」。

四　為革命利益不怕戴右派帽子

當其他人在冥思苦想如何從這場鬥爭中逃脫劫難的時候，父親卻要作反批

評。他在6月9日工商界座談會的書面發言中說：「在幫助黨進行整風的時候，只

要是根據事實，是從團結的願望出發，完全可以不提優點，只提缺點，這是正

常的；和黨共事日久，說話不從『擁護一番』說起，而是老老實實『開門見山』地

說，更是正常的。這都說不上甚麼『脫離社會主義』或者『脫離領導』。」他在會

上不但堅持自己的觀點，還為受到批判的李康年辯護。他批評少數人乘機用貶

低別人來抬高自己的方法以求對自己有利，表現「唯我獨忠」的姿態。他表示相

信「共產黨代表了工人階級忠誠老實的品質，是不會表面一套，¾面一套的，不

要怕扣帽子，更不要怕受打擊，黨是會明是非的，是非最後也一定會明的」bq。

在6月15日和17日民建、工商聯常委聯席會議上，他兩度與人舌戰，逐條反

駁對他的批判。針對有人歪曲他的觀點，他提出：「希望大家看看我的文章。批

駁一個人的文章不要不看就來批判，不要認為是毒草就不看了，不要怕毒草，

毒草也要先經過化驗。」他強調：「我認為毛主席提出調動一切積極因素，提出

黨整風，是個很英明的號召。⋯⋯如果在整風運動中，把『牆』拆掉，把『溝』填

平，過去互相抵消的力量變成互相協作，共同為社會主義事業努力，我想，把

社會主義事業加快三分之一或者四分之一的時間，是完全可能的。」br

與會者都是與他共事多年的老友、同事乃至前輩，但此時個個將面孔翻

起，露出唇槍舌劍。下面摘錄的一小段會議記錄，可略見一斑bs：

章乃器：否定運動的成績，否定領導的話，我從來沒有說過。這可以

看我的文章。我從來沒有一句話否定「三反」「五反」等運動的成績，也從來

沒有一句話否定工人階級和共產黨的領導。我講得明明白白，白紙黑字。

王新元：你巧妙的地方就在這+。

陳叔通：你就是這樣巧妙地否定黨的領導。

章乃器：叔老，你是年高德劭的人，不要這樣急，最好冷靜一點。說

官僚主義是比資本主義更危險的敵人，是在資本主義消滅以後，在反官僚

在6月15日和17日民

建、工商聯常委聯席

會議上，章乃器兩度

與人舌戰，逐條反駁

對他的批判。與會者

都是與他共事多年的

老友、同事乃至前

輩，但此時個個將面

孔翻起，露出唇槍舌

劍。在當時的形勢之

下，雙方各唱各的

調，無法進行相同水

平的理論交鋒，只剩

下了以數量取勝的

「人海戰術」。



50 百年中國 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的內部鬥爭中。我說這句話是表示對官僚主義

的痛恨，不能說是留戀資本主義。⋯⋯希望同志們按照整風的精神來處

理，按照整風運動指示的精神好好地討論這些問題，處理這些問題。我要

求組織少數人討論，也就是這個意思。

陳叔通：你違反憲法，是兩條路線的問題。

章乃器：那是你的憲法。

在當時的形勢之下，根本不可能有平心靜氣的說理。父親引經據典的滔滔辯

才，淹沒在口號聲和帽子堆中。這真像是一場與聾人的對話，雙方各唱各的

調，無法進行相同水平的理論交鋒，只剩下了以數量取勝的「人海戰術」。也許

是對這種無意義的對峙感到孤寂，也許是預感到被推上祭壇的命運已定，他在

會上說了這樣的話：「有人要求民主黨派輪流執政，我是不贊成的。假如由民主

黨派輪流執政，我從民建某些同志的行為來看，我是會被陷害的。」「我這人不

勉強爭取做左派，但是為了革命利益也不怕別人給我戴右派的帽子。」bt有了這

種「一切放下」的悟性，父親的態度顯得更加灑脫，他經常持q英國煙斗，從容

不迫地在各種場合應對各種批判。

6月15日，光明日報社召開緊急社務會議，批判社長章伯鈞、總編輯儲安

平。該報當時是民主黨派共有的報紙，各黨派都有領導人擔任社務委員。黃炎

培是社務委員，過去常常主動出席，這次卻臨時把開會通知書推給了父親。父

親也是社務委員，出席會議是分內之事，他明知是個陷阱，但還是坦然與會。

一進會場，他就對章伯鈞說：「宗兄，你檢討了，我看早了一點吧？」因為

同樣姓章，故便以「宗兄」相稱。但兩人除了開會見面之外，並無私交。至於儲

安平，父親只是在一些場合與他握過手而已。

這時的章伯鈞、儲安平，眾人已是避之唯恐不遠，批之唯恐不痛，更不用

說為他們辯護了。父親自己也是眾叛親離，反倒有心替他們二人說話。他說：

「儲安平的言論（即〈黨天下〉一文），從政治來看是不能說離開了社會主義的。

他的動機還是為了國家的好。」「並不是說對毛主席和周總理就不能提意見，毛

主席和周總理他們本人是歡迎提意見的，但是可以寫一封信或請派個人來談一

談。」「公開發表可能傷害全黨、黨中央威信的言論，這一點對負責精神是不夠

的，應當很鄭重。」

6月16日的第二次社務會議上，又有如下的對話ck：

章伯鈞望i坐在他對面的章乃器，說：「我的宗兄是不是談談，給我提

提意見？」

王昆侖笑i說：「是同宗嘛，把你們的家務事攤開來談談吧！」

章乃器笑望i章伯鈞，說：「你到我家只去過一次，我還沒有到你家去

過哩！」

章伯鈞半笑i說：「我們人沒有聯繫，思想有聯繫吧！」

章乃器於是向章伯鈞提出這樣的意見：「我的宗兄主要是官僚主義，宗

派主義還不顯著。我看他是粗枝大葉，兼職也太多，管得太多，身兼兩個

6月15日，光明日報

社召開緊急社務會

議，批判社長章伯

鈞、總編輯儲安平。

一進會場，章乃器就

對章伯鈞說：「宗

兄，你檢討了，我看

早了一點吧？」還有

心替他們二人說話。

他說：「儲安平的言

論（即〈黨天下〉一

文），從政治來看是

不能說離開了社會主

義的。他的動機還是

為了國家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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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派的主席、副主席，又是政協、人大、交通部。也許黨務管得細。光明

日報和國務院的事，該打屁股。⋯⋯安平向你請教，恐怕你說話是相當隨

便；坦白，是好的，這恐怕給安平錯覺，助長他錯誤思想的發展。⋯⋯我

的宗兄，你對國務會議很馬虎，很少發言，很少研究，常遲到早退，責任

心不夠。因此，你翻過來講國務會議開得不好，不發揚民主、不深入細

緻，我不同意⋯⋯」

父親在發言中談了對整風的看法，他說：

我從前到外地視察，開座談會，發現有幾種人態度不正常：（1）舊知識份

子、舊人員；（2）工商業者；（3）沒有民族關係的宗教界人士。這幾種人，

我常察言觀色，情緒不正常。因此，我感到過去幾次大運動，是必需的，

但遺留下來的副作用，是嚴重的。這次整風中發現，有許多人以往看來庸

庸碌碌，這次大鳴大放，發表的意見從理論到業務，頭頭是道，天才都發

展出來了，我非常高興。

對於這次運動中的人際關係，他另有一番高論：

據我向醫院接觸，有兩種病人特別多，一是神經衰弱，二是血壓高。我

想，在運動中，鬥人者難免得這種病，被鬥者更難免。⋯⋯我想，在自己

的思想未通之前，應該心安理得，輕鬆愉快地考慮。因為問心無他，何必

驚惶？希望在整風中，批評者、被批評者都本i和風細雨的精神。

五　我要對周總理說幾句話

父親雖然呼喚和風細雨，但迎接他的卻是雷電冰雹。先是千家駒指責他在

座談會上「放毒」，報上還刊出了一幅他與章伯鈞互相塗脂抹粉的漫畫，題曰「宗

兄宗弟」，民建中常會隨即撤銷了他的光明日報社務委員職務。6月19日，民

建、工商聯又通過決議，停止他在兩會的一切職務。一場圍剿式的大批判鋪天

蓋地而來。

6月20日，民建的兩位處長奉命來家中與父親談話，要他作檢討。父親回

答說：「現在要我檢討，我只有反批評。」但他仍表示：「糧食部的業務

工作我還是繼續幹。我準備給國務院寫報告，要求檢查我的言論和行動，是否

反對社會主義，如果反對，就解除我的糧食部長職務好了。人大、政協明年

再提名選舉時，不要再提我的名。」兩處長問：「毛主席的文章發表了，你是

否可以根據其中的精神作檢查？」他回答：「我覺得，我的言行沒有違背那六條

標準。」

兩處長所說的毛主席的文章，即指2月27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以

《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為題的講話。6月19日，這篇講話由《人民

6月25日國務院舉行

全體會議，周總理提

出的《政府工作報告》

中有一段批判章乃器

的文字。章乃器突然

站起來，動情地說：

「我要對周總理說幾

句話。作為總理，批

評幫助他工作八、九

年的幹部，只根據他

所說的兩三句話，就

說他是反對社會主

義，這個斷語，是不

是值得考慮？」一番

話直指人心，語驚四

座。



52 百年中國 日報》正式發表，人們發現增加了「六條標準」，並在原講話宣布「急風暴雨式的

群眾階級鬥爭已經基本結束」之後，加上了一大段話，即強調階級鬥爭「還是長

時期的，曲折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

6月25日國務院舉行全體會議，討論周總理即將向人大提出的《政府工作報

告》。報告在談到當前的反右時，有一段批判父親的文字。父親突然站起來，動

情地說：「我要對周總理說幾句話。你是總理，我是協助你工作的國務院幹部，

過去工作中遇到問題，總是大家共同分擔困難。現在我遇到了問題，作為總

理，批評幫助他工作八、九年的幹部，只根據他所說的兩三句話，就說他是反

對社會主義，這個斷語，是不是值得考慮？」

一番話直指人心，語驚四座。以折衝樽俎、辯才無礙著稱的周公竟一時語

塞。其他人見勢頭不好，群起而攻之。父親力持己見，並且聲明他之所以如

此，是因為愛護黨中央就像愛護自己的眼珠一樣。

周公當時一直被毛澤東指為「右傾保守」，被迫做檢討才勉強過關，剛好又

趕上整風反右，形勢比人強，事關黨中央和毛主席的威信，他只有堅持黨性，

作違心的批判。最後他對父親說：「你不悔改，將自絕於人民。」會議就此不歡

而散。

這是兩位相交二十多年的老朋友唯一傷了感情的一次爭論。父親的話份量

頗重，是一種道義上的責備，其對周公內心的刺激恐怕也非同一般。他倆後來

在另一些場合見面，父親仍是一副俯仰無愧的態度，周公則溫語有加，往往作

出一些額外的寬容姿態以示彌補。

由於多年來不斷搞運動，中國人的觀念變得很容易走極端，歷史也變成了

任人隨意塗抹的小姑娘。當父親「走紅」時，他的履歷可以是投身抗日救亡、民

主革命、一貫反帝反封建的愛國民主人士，到了牆倒眾人推之際，便有了下列

種種說法：「愛國是假的」、「他的抗日救國是為了創造向蔣賣身投靠的資本」、

「勾結特務、反革命、右派份子進行陰謀活動」、「破壞土改」、「一貫違法亂紀

的不法資本家」、「組織反黨小集團」，等等，等等。翻開當年的報刊，這樣的批

判詞比比皆是，大多出自與父親共事多年的一些老友之口，有不少更是歪曲父

親原意的批判：如父親原話是「定息不是剝削而是不勞而獲的收入」，截去後半

句就變成「定息不是剝削」，與原來的意思大不一樣。

吳大琨教授年輕時曾受到父親的幫助和提攜，當時卻積極地鬥爭他。父親

曾指出思想改造要「脫胎換骨」的提法會加重被改造者的思想負擔，吳教授則加

以演繹，稱：章乃器說工商界在過「五關」之後，還要有「脫胎換骨」、「抽筋剝皮」

的最後一關。此話上達天聽，毛澤東在一次會議上談到右派抵制改造時也引以

為據，並表示不解：「這位先生，誰人去抽他的筋，剝他的皮？」cl更有甚者，

父親的一位工商界老同事、「鉛筆大王」吳羹梅，過去有困難時曾屢屢受過父親

的恩惠與保護，此時竟反咬一口，糾集一些人，乘機對父親提起訴訟，提出資

產要求。

反戈一擊，是50年代開始的一種時尚，其給國人道德情感造成的傷害，也

是十分致命的。要從人情冷暖、世態炎涼上認識朋友，這場運動提供了最好的

機會，也開創了最壞的先例。父親一直到逝世，都不肯原諒某些傷害他最重的

吳大琨教授年輕時曾

受到章乃器的幫助和

提攜，當時卻積極地

鬥爭他。吳教授稱：

章乃器說工商界在過

「五關」之後，還要有

「脫胎換骨」、「抽筋

剝皮」的最後一關。

此話上達天聽，毛澤

東談到右派抵制改造

時也引以為據，並表

示不解：「這位先

生，誰人去抽他的

筋，剝他的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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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其實這些朋友，在後來的十年浩劫中，也和他一樣品嚐了苦果，近年來

在不同程度上都有所懺悔。

六　從民主人士到極右份子

1957年6月26日，一屆人大四次會議在北京中南海懷仁堂舉行，這是一場對

中國知識精英的大圍獵。陷入網中的「右派」們，不得不放下學者名流的身段，

在各小組內接受無休止的鬥爭乃至謾罵，違心地作屈辱的檢討。父親仍拒絕強

加的罪名，聲明自己「不是一個政治家，也不配做一個政客」，如果要他作言不

由衷的檢討，他沒有氣力。他在會上做了書面檢討，承認有「資產階級個人主義

的思想和作風」、「個人英雄主義和個人自由主義」，但不承認自己是反黨反社會

主義，並逐條辯駁了強加的種種罪名。他說cm：

八年來，我對黨所提出的方針、政策，不但沒有任何懷疑，而且往往還覺

得是出於意外的好。但在某些具體問題的看法上或者某些具體工作的做法

上，我是提了不少不同的意見的，是做到了「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的。與

黨員的合作共事關係，絕大部分也是和諧的；但對於少數黨員的態度、作

風是有批評的。我願意問清楚道

理，要求講清楚道理，態度往往

是直率的。在工作上，我覺得許

多黨員沒有把我當作外人，我覺

得自己也不應該自外。

7月7日下午三時，周恩來在政協

禮堂召開了一次會議，主要就右派的

處理問題進行磋商。父親是民主黨派

中被停止職務的第一人，黃炎培給周

恩來遞了一個條子：「總理：請問國務

院工作人員有沒有停職或類於停職的

規定？炎培」。他注明這個問題是「為

了章乃器」，但為避免承擔責任，他又

在條子上注明「隨便發問，並不是我主

張」。周公用鉛筆批道：「有這樣一種

處分辦法，但對部長級還沒用過。」

（見右圖）

兩天後，毛澤東在上海又點了一

批右派的名，並且說：「右派的老祖宗

就是章伯鈞、羅隆基、章乃器。」毛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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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孫行者的尾巴還長」；「你看誰人知識高呀？還是那些不大識字的人，他們知

識高。」cn

在9月召開的中共八屆三中全會上，毛澤東對「八大」決議中關於我國社會矛

盾的論述提出異議，在與會者中引發了爭論。毛在10月9日的最後講話中斷言：

「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毫無疑

問，這是當前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co這事實上是否定了「八大」的政治路線，

並為此後一系列擴大階級鬥爭的舉措開闢了道路。

10月13日，毛澤東指示說：「現在有些右派死不投降，像羅隆基、章乃器就

是死不投降。我看還要說服他，說幾次，他硬是不服，你還能天天同他開會

呀？一部分死硬派，他永遠不肯改，那也就算了。他們人數很少，擺到那¾，

擺他幾十年，聽他怎麼辦。」cp

同年12月召開的中央統戰會議，提出了對一百多位民主人士「右派」的處理

意見。針對當時普遍掌握政策過「左」的現象，劉少奇在會上說：「當前黨的統一

戰線，『左』傾的危險是主要的還是右傾的危險是主要的？恐怕還是『左』傾的錯

誤更容易犯。現在『左』一點大家都贊成，說右派不要安排，大家都鼓掌。對右

派的安排，史良就表現的很『左』，黃炎培也不贊成留章乃器，似乎黃炎培卻成

了『左』派。⋯⋯現在是犯『左』的可能性更多。」他提出：「章伯鈞、章乃器、羅

隆基是頭面人物，要安排。」當時對這三人處理的底案是：撤銷國務院部長和人

大職務，保留政協委員資格，章伯鈞還保留政協常委。

當時給父親定案的最大障礙，就是他始終不肯像別人那樣，違心地承認自

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儘管處境艱難，他仍泰然自若，每天準時到糧食

部照常工作。據說是因為他在部內威信很高，「威風打不下來」，於是又有人安

排了民建、工商聯與糧食部的聯合鬥爭會，自12月19日起開始舉行，兩會負責

人均到糧食部與會，連鬥三天，父親安坐聆聽，時而咬住煙斗抽煙，時而閉目

養神。到第三天時，某公（父親昔日有恩誼於他）聲討剛畢，父親突然起身走到

他面前，大聲說：「你沒良心！」登時全場大嘩。父親如此強項不屈，會是沒法

再開了，於是轉而責令他寫書面檢查。

1958年1月，父親寫出了一份三萬多字的〈根據事實，全面檢查〉，回顧了

自己在整風中的全部言行，以及建國以來在民主黨派工作方面的全部經歷。

他在文章最後寫道：「我對黨批肝瀝膽，希望黨對我推心置腹。⋯⋯我到現在

為止沒有希望逃避處分（當然也不是希望處分）。一個只能為官，不能為民

的人，不能不是十足的官僚，他不但當不起一個革命者的稱號，而且不配做

一個社會主義的公民。」「我不能顛倒是非對待別人，也不能泯滅良心來對待

自己。」

直到被撤職，父親始終拒絕在他的右派結論上簽字。主持審查處理工作的

李維漢也承認章乃器「心口如一」，高壓無用，只好硬q頭皮拍板：「我們不是法

院，章乃器不簽字，照樣可以定右派」。

就是這樣，父親被定為「極右份子」。

當時給章乃器定案的

最大障礙，就是他始

終不肯像別人那樣，

違心地承認自己是反

黨反社會主義的右

派。1958年1月，章

乃器寫出了一份三萬

多字的〈根據事實，

全面檢查〉，他在文

章最後寫道：「我不

能顛倒是非對待別

人，也不能泯滅良心

來對待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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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鋼筋鐵骨在

父親這種倔強的態度，使他在後來付出了更大的代價。

1958年1月26日，他在民建和工商聯的副主任委員職務被撤銷。28日上午，

父親接到總理辦公室電話：周總理召見。他已預感到是怎麼回事，便穿戴整

齊，前往中南海。

十一個月以前，他來到這¾聆聽了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迎來

了一個百花齊放的春天。現在還只是農曆的臘月，再過幾天就是立春，這個節

氣來得比去年還早。中南海的湖面卻依然封凍，周圍仍是灰濛濛的一片⋯⋯沉

思中，車已在西花廳前停下，他振作精神，安步踱入這座熟悉的古老建築，周

公和習仲勛、徐冰已在客廳內等候。由於事態已經明朗，雙方的情緒反倒顯得

比較輕鬆，接下去是一場無拘束的談話。父親在他的〈七十自述〉中，記下了談

話的內容cq：

周總理對我說，要撤我和伯鈞、隆基的職，馬上要提出國務會議討論，已

經告訴了伯鈞、隆基二人，而且不讓他們出席會議，但可以讓我出席會議

申辯。我問，我寫的〈根據事實，全面檢查〉等文件有沒有看過，他說沒

有，我說，那是很遺憾的。我問，撤職的事情是否最後決定了。他說，黨

中央決定了。我說，那還申辯甚麼呢？我願意放棄出席的權利。他說，那

也好，辯論起來我們人多，你說不過我們的。他又說，也曾考慮過是否讓

我們辭職，可是又何必那樣轉彎抹角呢？我說，撤職倒沒有甚麼，但是為

甚麼要扣上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罪名呢？這是違反事實的，是寧

死不能承認的。他說，那你可以保留思想，我們黨是准許保留思想

的。⋯⋯總理問我作何打算？我說，我是全心全意，全力投向黨的，黨給

我處分，我願積極接受下來，作為黨對我的鍛煉和考驗。我和黨共事已經

三十年了，仍然沒有被了解，那就請再看五年吧，五年不夠，也可以看十

年，到那時我也不過七十歲；我現在就好好地鍛煉體格，充實頭腦，準備

到時再為黨工作十年。總理笑i說，你倒真樂觀呀。最後我重申：我是永

遠不反黨的；我要使那些誹謗的流言，徹底地破產；我決不做親者所痛、

仇者所快的蠢人。

談話結束，父親與周公等握手道別，離開了西花廳，從此再也沒有來過。

他乘坐的黑色「吉姆」轎車駛出紅牆，在北京的大街小巷中穿行。望q車窗外熙

熙攘攘的人群，他感到一種前所未有的輕鬆。九年來，他第一次有了閒暇⋯⋯

1958年1月31日發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令》，撤銷了章乃器、章伯鈞、

羅隆基的部長職務。把父親的名字第一次排在「右派」的首位，顯然是「加重處

罰」之意。2月1日至11日，一屆人大第五次會議提前舉行，會上撤銷了章乃器等

38人的代表資格。

罷官之後，父親在北京東城燈草胡同30號的宅院中閉門蟄居。對於一個剛

過花甲、精力充沛的實幹家來說，失去工作的權利是一種莫大的痛苦。但他仍

罷官之後，章乃器在

北京東城燈草胡同

30號的宅院中閉門蟄

居，他仍以達觀的態

度面對人生，每日讀

書、練氣功，生活安

排得井然有序。在公

眾場合，他仍是精神

抖擻，談笑風生，絲

毫沒有其他「右派」那

種抑鬱消沉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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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他仍是精神抖擻，談笑風生，絲毫沒有其他「右派」那種抑鬱消沉之態。

一次政協開會，周恩來和李維漢接見與會的委員們，周公與父親握手時笑

q問道：「老章啊，你還是那麼自負嗎？」「是別人看不起我，所以只好自負一

些。」父親也笑q回答。李維漢有些尷尬，忙解釋說：「誰也沒有看不起你，是

你自己要孤立你自己。」

在另一次會議中，巨贊法師拍q他的肩膀說：「章乃器啊，我看你的右派份

子帽子可以拿下來了。」他風趣地回答：「這是別人強加在我頭上的帽子，我是

不認可的；對於我頭上的這頂民主人士的帽子，我倒有點不耐煩了，準備丟掉

了。」

某次政協組織到外地視察，同行者中有王楓、董竹君兩位女委員，心直口

快的王楓問他：「章先生，我們以前一直讀你的文章，對你很欽佩的，可這一

次，你怎麼會當右派？」面對這有些唐突的提問，父親顯得很有涵養：「王大

姐，再過十年，你就知道誰對誰錯了。」

可是對有的故舊，父親卻一點不講恕道。在一次政協小組會上，吳大琨碰

巧坐在他身旁，父親吟詩一首相贈：「名裂身未敗，家破人不亡。鋼筋鐵骨在，

冷眼對豺狼。」以兩人間的歷史恩怨而言，這首詩的份量當然不輕。在經歷了

「文革」的劫難後，父親已經作古，吳教授主動提出應給父親平反，這也是應當

記述一筆的。

1962年3、4月間，父親向三屆政協第三次會議提交了兩個提案，就他被錯

劃為右派的問題提出申訴，而彭德懷也在6月間向中共中央提交了八萬言的申訴

書，雖然兩人並無任何聯繫，但這種舉動在當時被指為刮翻案風。有些好心的

朋友向他提出勸告，但父親表示：「『唯事實為最雄辯』，事實越到後來越清楚。

我相信事實，我無限相信黨的實事求是的作風。我準備在這個過程中多受一些

鍛煉，但不能改變我對黨的信任。我認為這一點的硬骨頭是需要的，黨絕不願

他的朋友是軟骨頭。」

1963年1月19日，民建中央通過了《關於開除章乃器會籍的決定》。2月14日，

民建中央致函全國政協，申明撤銷章乃器作為該會代表的資格，並建議撤銷其

政協委員資格（其實在第三屆政協名單上，他已非民建代表而是「特別邀請人

士」）。據說，周恩來對開除會籍的做法不以為然。他批評說：「一個人總要有個

組織，你們把章乃器的會籍都開除了，將來怎麼做他的工作？」3月7日，政協常

委會決定撤銷章乃器的政協委員職務。從此，父親永遠離開了中國的政治

舞台。

在政治上受到進一步打擊的同時，父親在經濟上也陷入了困境。「反右」後

父親的工資由行政四級降為十級，撤銷政協委員職務後，改為發生活費150元，

後經周恩來過問，才增加到200元。更有甚者，1957年的那場被人誣告的經濟官

司，又被用來作為政治上的打擊手段，致使父親在1964年底敗訴。父親在解放

後收集了不少散落在民間的文物，並將約兩千件精品無償捐獻給國家。此時法

院又將剩餘的兩千五百件藏品查封清償，並曾一度將他羈押。這宗令新中國法

制蒙羞的舊案，至今尚未得到糾正。

1962年3、4月間，

章乃器向三屆政協第

三次會議提交了兩個

提案，就他被錯劃為

右派的問題提出申

訴，表示：「『唯事實

為最雄辯』，事實越

到後來越清楚。我相

信事實，我無限相信

黨的實事求是的作

風。我認為這一點的

硬骨頭是需要的，黨

絕不願他的朋友是軟

骨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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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在逆境中仍保持自己的信念，他作了一副對聯：「實踐檢查真理，時間

解決問題。」堅信歷史會作出公正的結論。在此期間，有關部門曾根據「來去自

由」的原則徵求他個人的意見，如願出國，可提供方便。但父親認為，他是為了

自己的愛國理想，才放棄了在香港大有可為的事業和優裕的生活，回來為新中

國貢獻力量的。不管個人境遇如何，絕不違背初衷。

不久，一場更大規模的浩劫席捲了全中國，父親遭到更多的磨難，他的生

命之火就在這場歷時十年的長夜中耗盡，直至1977年5月13日與世長辭。1997年

是先父誕辰100周年和逝世20周年，歷史的恩怨正隨時光流逝，我深切懷念父親

和他的各位老同事、老朋友。回首40年前的這場民族悲劇，倍感實現現代化離

不開民主與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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