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右運動與延安整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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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57：中國當代政治文化的重要轉折點
今天，每當談起中國近二十年的巨變——無論是經濟起飛還是80年代的思
想解放，均把源頭歸為1978年12月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共產黨路線之轉向。正是
這次會議宣布放棄以階級鬥爭為綱，把全黨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現代化建設上
來。然而，熟悉中共黨史的學者都知道，在某種意義上講，十一屆三中全會的
路線只是回到1956年9月召開的中共「八大」的基本綱領。中國共產黨在「八大」
第一次提出：「我國的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已經基本上解決」，並把
發展生產力的經濟建設作為今後黨的主要任務1。為了避免斯大林晚年所犯的錯

如果說1978年十一屆

誤，「八大」決定加強黨內民主，反對個人迷信和專斷。根據不搞個人崇拜的精

三中全會是中共從

神，毛澤東思想為全黨指導思想的條文也從黨章上刪去了。1956年1月，周恩來

「左」轉向改革開放的

代表中國共產黨宣布，絕大部分知識份子已經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2。全國各種

歷史性轉折點，那麼
1957年反右則是共產

新辦雜誌如雨後春筍，知識份子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鼓舞之下正醞釀

黨路線從「經濟建設」

ç思想解放運動。劉少奇甚至指出，鑒於蘇聯計劃經濟只注重計劃性的教訓，

轉向左的階級鬥爭的

中國還應注重多樣性和靈活性3。從今天的觀點來看，似乎只要堅持「八大」路
線，1978年後中國改革開放的局面便可以提早20年。但是，「八大」路線壽命不
長。僅僅一年後，在1957年10月八屆三中全會上，毛澤東再次強調階級鬥爭，
認為「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社會主義道路與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是主要矛
盾」。而推翻「八大」路線的原因，正是1957年夏天發生的反右運動。因此，如果
說1978 年十一屆三中全會是中共從「左」轉向改革開放的歷史性轉折點，那麼
1957年反右則是共產黨路線從「經濟建設」轉向左的階級鬥爭的另一個轉折點。
今天學術界在討論中國共產黨的政治文化變遷時，都高度重視 1957 年的
反右運動。麥克法夸爾（Roderick MacFarquhar）把文化大革命中毛澤東與劉少奇
的分歧一直追溯到1956年4。確實，就中國共產黨的政治文化變遷來說，1957年
的反右運動無疑是一個分水嶺。在此以前，無論是新民主主義社會藍圖，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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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大」的基本綱領，中國共產黨都把現代化建設作為主要任務。正是反右運動
改變了中國共產黨對國內外政治形勢的判斷，左的路線開始佔支配地位，政治
運動越演越烈。階級鬥爭從黨外到黨內，一發而不可收，一直把中國推向文化
大革命。這樣，一個無可迴避的問題就放在文化研究者面前：為甚麼1957年會
發動反右運動？為甚麼反右運動會導致中國共產黨基本路線的變化？
有一種較為流行的見解，認為1957年知識份子向共產黨提意見，是與當時
蘇聯東歐解凍相呼應的自由化思潮。在鳴放中，民主黨派首當其衝，而民主黨
派負責人在1949年前大多是著名的自由主義者。40年代末期，他們反對國民黨
一黨專政，高舉人權旗幟在中國爭取西方式民主，其聲勢之浩大，以致於馬歇爾
（George Catlett Marshall）也認為國民黨不是敗給共產黨，而是亡在民盟手上5。

有一種較為流行的見

這很容易造成一種印象：1957年春民主黨派給共產黨提意見，是自由主義者捲

解：1957年春民主黨

土重來，反對共產黨一黨專政，因此反右也就不過是共產黨為了捍®自己的統

派給共產黨提意見，
是自由主義者捲土重

治和社會主義道路而不得已採取的行動。

來，反對共產黨一黨

這種看法實質上同目前共產黨官方對反右運動的評價一致。至今中共只承

專政。這種看法實質

認反右擴大化，並沒有否定反右的必要性，就是強調反右是一場資產階級向共

上同目前共產黨官方
對反右運動的評價一

產黨爭奪領導權的政治鬥爭，右派的目的是要在中國建立資本主義制度。但文

致。但只要實事求是

革後，幾乎所有右派都獲平反，很難說極個別人的言論會威脅到共產黨的統

地分析右派言論，就

治，故此上述的結論就顯得漏洞百出。我們只要實事求是地分析右派言論，其

可以發現他們在鳴放

實他們絕大多數並沒有明確反對共產黨領導和主張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的言

中向共產黨提見意的
出發點是如何建設社

論。這些被打成右派的人在為自己辯護時，一方面承認自己曾經是自由主義

會主義，言論也大多

者，但更強調在1949年後心悅誠服地接受了馬列主義，他們在鳴放中向共產黨

以馬列主義為指導。

提意見的出發點是如何建設社會主義，言論也大多以馬列主義為指導。達斯
（Naranarayan Das）曾把右派的觀點分成擁護政府和反對政府兩類，他還列舉了
反對政府的15種觀點。他認為右派份子既不反對社會主義，也不反對共產黨領
導，他們只是指出共產黨偏離了它宣稱的理想和目標6。
用自由主義知識份子和共產黨爭奪領導權這種觀點來看反右，很難解釋
1957年春大鳴大放的起因。眾所周知，知識份子並非一開始就主動投入大鳴大
放，他們是在共產黨再三動員下才向黨提意見的。如果共產黨把知識份子提意
見看作向自己奪權，那麼為甚麼要動員知識份子幫助黨整風？除非我們把反右
理解為共產黨為了鏟除知識份子異己的陰謀，不然這是不合邏輯的。由於陰謀
論同1956年「八大」前後中國寬鬆活躍的黨內外氣氛不合，大多數學者都不同意
這種過份簡單化的看法。他們傾向於把鳴放起因歸之於毛澤東對共產黨的不
滿，即1956年後毛澤東認為黨已經退化為一個保守、因循守舊的官僚機構，而
恢復黨的革命精神的辦法是從外部對黨挑戰。這一任務首先落到了非黨知識份
子身上7。據1994年出版的《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說，當時毛澤東對「八大」
各項決議極為震怒，為了對劉少奇控制的黨組織開展攻擊，他在1956年11月召
開的八屆二中全會上宣布1957年開始全黨整風。李志綏甚至認為，如果當時民
主人士提意見未涉及毛澤東，那麼文化大革命就可能會提早10年8。這種用共產
黨高層路線鬥爭觀點去解釋反右運動的起因，無疑比「陰謀論」深入了一步，但
顯然過份強調毛澤東個人意志的作用。

我們認為，在研究反右運動起因和共產黨政治路線變遷機制中，有一個重
要方面長期被忽略，這就是某種中國特有的群眾運動模式對共產黨政治文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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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造。這種群眾運動模式形成於1942年的延安整風，它有效地確立了毛澤東思
想在革命戰爭時期的統治地位。而1957年的大鳴大放和反右運動，是毛澤東
第二次有意識地運用延安整風模式。正是它改變了廣大共產黨員的心態，確立
了毛澤東思想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絕對權威，從而扭轉了「八大」路線，使中
國走向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

二

延安整風的模式和功能

為了討論群眾運動與確立毛澤東思想絕對權威的內在關係，我們在研究反
右運動之前，必須先花少量筆墨來分析延安整風。1935年的遵義會議雖確立了
毛澤東在中共的最高領導地位，但在相當長一段時間中，毛澤東並不是中國共
產黨的意識形態權威。在廣大黨員和幹部心目中，共產國際和精通馬列的蘇聯
留學生比農民革命家更具意識形態的號召力。1937年11月，王明從莫斯科回到

以往研究反右運動起
因，有一個重要方面

延安，立即憑他與蘇聯、共產國際的特殊關係支配了黨的意識形態，擅自發表

長期被忽略，這就是

與中央不一致的意見，挑戰毛澤東的權威9。此後毛澤東與王明國際派爭奪意識

某種中國特有的群眾

形態領導權的鬥爭日趨激烈，中共黨史稱之為「反對教條主義」。毛澤東曾十分
感慨地說：「不搞一個主義，即使當上了領袖，在其活ç的時候就有可能被人打

運動模式對共產黨政
治文化的塑造。這種
群眾運動模式形成於

倒。」bk直到1942年前，毛澤東一直沒有找到排除王明等國際派對黨的意識形態

1942年的延安整風，

的控制、並且使自己思想徹底籠罩全黨的辦法。

而1957年的大鳴大放

1941年發生皖南事變，支持王明等國際派的項英陣亡，蘇聯留學生在黨內
軍事實力大大削弱。與此同時，蘇聯正好開始®國戰爭，無暇顧及中國共產黨

和反右運動，是毛澤
東第二次有意識地運
用延安整風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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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事務，而當時抗戰也進入相持階段，前方根據地縮小，可以抽調大量幹部
參加學習bl。毛澤東認為和蘇聯留學生爭奪意識形態領導權的時機成熟，便立即
發動一場集體的意識形態認同運動，這就是「延安整風」。
很多人不理解延安整風對統一黨的意識形態的奇妙功能，也很難明白共產
黨在戰爭年代為甚麼要花如此長時間和這樣大的精力去搞整風學習。如國民
黨的王世傑曾經問周恩來，你們怎麼拿那麼長的時間來作歷史總結bm？事實上，
毛澤東在延安整風中創造出一種可以將全黨思想高度統一起來的群體意識形
態認同模式。在毛澤東的一生中，通過這種群眾運動模式的一而再、再而三的
運用，戰勝了國際派和其他反對派，使自己的思想始終保持ç對全黨的控制。
延安整風分三個階段，歷時近三年。第一階段是整風動員和大民主。在這
一階段，為了使每個黨員都主動參與，運動一開始強調暢所欲言地向黨和領導
提意見。1942年2月毛澤東發表〈整頓黨的作風〉、〈反對黨八股〉等一系列講話，
宣布整風運動開始。4月，中共中央宣傳部發出關於整風的「四三決定」。為了讓
每個黨員的意見都能充分表達，各部門可以出自己的牆報，黨員亦可張貼大字
報。6月，中共中央成立了中央總學習委員會，毛澤東為主任，康生為副主任。
全國各地黨委停止其他日常的政治、經濟、教育業務活動和黨史研究，集中精
力搞整風。僅在延安，參加的幹部和黨員達一萬多人，共分成五大分區，一千

毛澤東為甚麼可以用
延安整風達到確立自

多個整風小組bn。

己思想霸權的目的？

整風運動的第二階段為批判對立面，讓全體黨員在大批判中集體修身，純

我們知道，中國共產

化無產階級立場。它以大批判和審幹作為手段。在整風第一階段大民主中，黨

黨的意識形態權威有
兩個來源，一個是馬

員各抒己見，把對領導的不滿一一發泄出來。它也就為運動第二階段批判對立

列經典和蘇聯經驗，

面準備了條件。 1942 年 3 月，整風運動剛開始時，中央研究院的王實味發表

另一個是無產階級革

〈野百合花〉，批評黨的官僚主義和高幹特權，接ç又辦起牆報《矢與的》，要求

命道義。毛澤東把馬

暴露延安的黑暗面，提出「以民主之矢，射邪風之的」。一時類似的大字報紛紛

列主義儒家化，利用
的是意識形態權威的

出籠，吸引了延安各階層的注意。這時，毛澤東決定以王實味為思想鬥爭的對

第二個來源。而一旦

立面，把運動引向第二階段。5月2日至23日，二百多名文藝工作者在延安舉行

動員全黨投入整風運

座談會。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作了重要講話，強調共產黨員必須端正無

動，就會助長第二個
權威來源迅速壓倒第
一個權威來源。

產階級立場，解決文藝為甚麼人服務的問題。毛澤東指出，如果文藝工作者
立場正確、道德動機純正，就不應該對黨和人民的缺點冷嘲熱諷。在端正立
場的指導下，王實味被指責為立場有問題和動機不純。6月，開始了批判王實味的
鬥爭。王實味因過去和托派有接觸而被打成托派和奸細，10月初被開除黨籍。
顯然，一旦端正立場、檢查道德動機是否純正成為運動的主調，學習馬列
主義理論就必須落實到純化每個黨員的無產階級立場和道德品質修煉。於是黨
員有了一整套如何評價自己和別人的全新標準。整風運動也隨即轉入反對宗派
主義的審幹階段。審幹包括自我檢查和群眾評議，最後由黨組織作結論。它要
求黨員重新交代、反思自己的經歷和黨內工作經驗，以達到思想上入黨。隨ç
審幹運動深入展開，對黨員的道德評判進一步變成一種搶救運動。即黨組織通
過群眾揭發、批判鬥爭，迫使有問題的黨員悔過自新，把他從墮落的邊緣搶救
過來。審幹、搶救運動足足持續了近一年。運動的第三階段是黨作出決議，
毛澤東思想絕對權威的確立。

凡是經歷過中共發動的群眾運動的人，對群眾運動這三個階段都一清二
楚。令我們關注的問題在於：毛澤東為甚麼可以用這種三階段整風模式達到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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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國際派、確立自己思想霸權的目的？我們知道，在中國共產黨員心目中，馬
列主義意識形態權威有兩個來源，一個是馬列經典和蘇聯經驗，另一個是無產
階級革命道義。國際派大多為蘇聯留學生，他們對馬列經典倒背如流，充分掌
握ç第一個權威來源。毛澤東把馬列主義儒家化，將其詮釋為一種建立在無產
階級立場之上的道德理想主義bo，他所能利用的是意識形態權威的第二個來源。
通常這兩個來源同樣重要，很難爭高下，而一旦動員全黨投入整風運動，在群眾
運動中激發出來的道德批判，就會助長第二個權威來源迅速壓倒第一個權威來源。
必須注意，在儒家化馬列主義的語境中，如果一個人道德動機不純正，學
習再多的經典都是不能掌握馬列主義的。而且馬列主義的整個道德基礎被界定
為無產階級立場，大多數知識份子（包括黨的幹部）並不是出身於無產階級，因
此他們的階級立場極易受到質疑，他們也無法判定自己的無產階級道德性是否
純粹。這樣，只要以批判對立面為手段的群體修身運動充分展開，每個人都會
在自己身上發現與運動批判對象相類似的問題，並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群眾運
動中反省自己的無產階級立場是否純正。這種以純化無產階級立場為主調的群
眾運動，會帶來人們思想方式的兩個重要變化。第一，運動吞噬了一切原屬於
個人的生活思想感情空間，在黨組織面前，黨員已沒有個人秘密可言，自己的
一切都須坦白交代。外界（群眾和黨組織）的道德指責往往構成一種巨大精神壓
力，迫使每個個人成為群體一部分，並接受思想改造。一種中國歷史上前所未

1956年中國宣布提前
進入社會主義，使得
當時中共指導思想在

有的、能把人結合成團體的緊密關係和改造人內心世界的力量由此誕生。延安

某種程度上處於與

整風以前，中共並沒有有效的方法來整頓幹部思想，使其和中央高度一致，而

1942年延安整風前夕

延安整風導致黨員的自我空間日益縮小，甚至到了不存在的地步bp。它使全黨意

類似的局面；毛澤東
雖然掌握了共產黨的

識形態認同達到了空前的統一。第二，由於運動中無產階級立場的純化成為接

最高領導權，但指導

受馬列主義的基礎，於是僅僅引證馬列經典和蘇聯經驗就不再具有意識形態的

社會主義建設的基本

權威性。毛澤東對馬列主義的詮釋—— 一種以無產階級立場為基礎的道德理想
主義，則理所當然地成為全黨指導思想。
事實上，正是隨ç整風運動的展開，原來在黨內宣傳部門頗有勢力的王明
一落千丈，最後被解除了中央書記處書記的職務；而毛澤東思想權威逐步樹
立。1945年4月中國共產黨召開六屆七中全會，通過了任弼時起草的〈關於若干
歷史問題的決議〉。〈決議〉對王明的左傾冒險主義作出了正式的結論bq，並用毛
澤東思想來重寫黨史，這個黨史的新版本迅速為全黨接受。延安整風結束後不
久，中國共產黨召開第七次代表大會，毛澤東思想被寫進了黨章，成為黨的意
識形態最高權威。劉少奇在1945年明確提出「學習毛澤東思想，宣傳毛澤東思
想，遵循毛澤東思想的指示去進行工作，乃是每一個黨員的職責」br。

三

思 考 社 會 主 義藍圖的三個主體

今天，延安整風已被視為中共整肅知識份子的各種運動之濫觴bs。但由於
延安整風已確立了毛澤東思想為共產黨的指導思想，從此就沒有必要發動運動

方針（意識形態藍圖）
卻出現了某種不確定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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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樹立毛澤東思想權威。因此學術界大多不把中共在1949年以後發動的運動與
延安整風相提並論，很少有人從這個角度研究反右運動。一般說來，這種看法
是成立的，但是1956年至1957年這兩年的情況非常特殊。當時中共指導思想在
某種程度上處於與1942年延安整風前夕類似的局面；毛澤東雖然掌握了共產黨
的最高領導權，但指導社會主義建設的基本方針（意識形態藍圖）卻出現了某種
不確定性。
導致這種局面出現的原因就是中國宣布於1956年提前進入社會主義。本來
指導經濟建設的綱領是新民主主義，中共中央預計資本主義企業的社會主義改
造要到1962年才能基本完成，中國的新民主主義社會階段要持續15年左右。我
們在另一篇論文中曾分析過中共放棄新民主主義的過程：1949年後的土地改革

1 9 5 6 年3 、4月正在
毛澤東大規模調查研
究的關頭，赫魯曉夫

導致商品糧短缺，而不得不實行糧油棉花的統購統銷；它極大地破壞了市場機
制，以致私營工業在1954年後越來越難生存。另一方面，幹部對農村基層的控

批判斯大林的秘密報

制促使1955年的農業合作化浪潮迅速來臨bt。可以說，當時社會主義改造進程之

告傳到北京，給斯大

快，大大出乎中共中央預料。毛澤東在1956年1月25日的第六次最高國務會議

林式的蘇聯經濟發展

上，十分形象地表達了對社會主義來得太快而感到意外，他說：「誰料得到？現

道路蒙上陰影。不能
照搬蘇聯模式，「以

在又沒有孔明，意料不到那麼快。」ck提前進入社會主義使大多數黨員沉醉在勝

蘇聯為鑒戒」立刻成

利的喜悅中，但它對黨的指導思想卻產生了意想不到的衝擊，中國共產黨頓時

為中國共產黨全黨的

失去了指導經濟建設的意識形態藍圖。這是1942年延安整風確立毛澤東思想正

共識。

統地位以來從未有過的新局面。
毛澤東同共產黨領導人感到必須重新確立經濟建設藍圖。因此，1956年在
中共黨史上是非常奇特的一年。在這一年，全黨動員、中共領袖全體參加了經
濟社會調查研究。1956年3、4月整整兩個月，毛澤東、劉少奇等停止一切其他
工作，專門聽取了中央工業、農業、運輸業、商業、財政等 30 多個部門的匯
報。毛澤東曾把這種每天聽各部門匯報的疲勞生活比作「’上地下、地下’
上」，即起’就聽匯報，穿插ç處理日常工作，聽完匯報就上’休息cl。他認為
這是強迫受訓，他對匯報者說：「比坐牢還厲害，坐牢腦子還有自由，現在腦子
也不自由，受你們指揮。」cm正是在這一時期，毛澤東寫下了他一生唯一一篇主
要討論經濟發展策略的文章：〈論十大關係〉。毛澤東企圖勾劃出指導經濟發展
的新藍圖。
表面上看，取代新民主主義藍圖的方案是現存的，這就是蘇聯的計劃經濟
模式。當時全社會都把蘇聯的今天當作中國的明天。至今，很多歷史學家也把
第一個五年計劃歸之為採用蘇聯模式cn。但是正在毛澤東大規模調查研究的關
頭，赫魯曉夫批判斯大林的秘密報告傳到北京，給斯大林式的蘇聯經濟發展
道路蒙上陰影。不能照搬蘇聯模式，「以蘇聯為鑒戒」立刻成為中國共產黨全黨
的共識co。務實而每天忙於日常事務的劉少奇和周恩來很快找到了答案，這就是
對蘇聯經濟體制的批判性繼承，使計劃體制和經濟發展戰略符合中國國情。
1956年9月中共召開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八大」決議十分典型地反映了這種對
蘇聯經驗的批判性採納。
從今天披露的資料看，「八大」似乎開得很匆忙。雖然毛澤東參加了「八
大」，但並不滿意「八大」的結果。姑且不論「八大」決議在黨章中刪除毛澤東思

想，在實際上毛澤東仍是黨的最高領導，並保持對全黨意識形態的支配地位，
但是「八大」提出的建設社會主義的基本綱領卻不是從毛澤東思想導出的。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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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的集體領導的決定，基本上是蘇聯計劃經濟模式的中國版。這一點有點類似
於延安整風前對蘇聯經驗權威的依賴。毛澤東似乎覺得這種對蘇聯經驗的修修
補補並不能為中國走向共產主義提供新的行動綱領。但是，十分明顯，毛澤東
一下子也拿不出可以取而代之的新方案。它表明了在1956年至1957年間，黨的
意識形態又出現了某種不確定性。
這種社會主義建設藍圖的不確定性，同樣反映到當時知識份子的思想之
中。1956年以前，知識份子被迫進行思想改造，改造知識份子的合法性根據是
他們不屬於無產階級，他們的世界觀不是馬列主義。1956年初，中國宣布進入
社會主義無疑意味ç一個全新時期的到來。在新時期，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矛
盾已解決了，不僅資本家成為人民一部分，知識份子也屬於工人階級了。過去
一味強調改造知識份子在理論上再也難以成立。這勢必激發知識份子的主人翁
感和參與熱忱。當時民主黨派歡欣鼓舞，從大學教授到小學教師都認為：隨ç
新時期來臨，新民主主義各項政策不再適用，知識份子在社會主義建設（至少是
科學文化教育事業中）會有更大的發言權，知識份子甚至有權參與新綱領的制定。

1956-1957年，中國

因此，從中國社會變遷和意識形態關係的內在理路看，即使沒有蘇聯的解

知識份子的思想主流

凍，中國提前進入社會主義也會激起知識份子的參與和思考熱潮。事實上，早
在赫魯曉夫作秘密報告的前一個月，在1956年元月25日的最高國務會議上，毛

是在馬列主義基礎上
思索取代新民主主義
的中國社會主義建設

澤東在感慨社會主義來得之快出人意料的同時，還對1,800名全國人大代表和黨

藍圖，所以同蘇聯東

外民主人士談起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這一基本方針cp。我們認為，當時知

歐的自由化有一個本

識份子的思想主流，是在馬列主義基礎上思索取代新民主主義的中國社會主義

質區別：蘇聯東歐的
解凍意味i知識份子

建設藍圖，所以1956-1957年中國知識份子的言論同蘇聯東歐的自由化有一個本

對馬列主義的懷疑，

質區別：蘇聯東歐的解凍意味ç知識份子對馬列主義的懷疑，有追求西方民主

有追求西方民主自由

自由的含義；而中國知識份子則基本是相信馬列主義和維護社會主義公有制

的含義；而中國知識
份子則基本是相信馬

的。不僅1957年開始鳴放前如此，即使是鳴放中最極端的言論也都沒有改變這

列主義和維護社會主

一基調。那麼在廣大知識份子心中，取代新民主主義的社會主義建設藍圖是甚

義公有制的。

麼呢？顯然，批判斯大林和蘇聯模式黑暗面的暴露，使得中國知識份子不會把
蘇聯模式的修修補補作為取代新民主主義的新藍圖。因此，我們可以理解，毛
澤東為甚麼要在鳴放運動推開之前大講「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鼓勵知識份子
發表自己的意見。也許，毛澤東感到在對待「八大」決議的意見上，知識份子可
能與他站在同一陣線。
我們看到，1956-1957年間有三個主體在思考中國社會主義的建設藍圖，這
就是毛澤東、黨組織和知識份子。雖然三者的立足點都是如何在中國建設社會
主義，但內容並不相同。根據中國共產黨的經驗，這時發動一場類似於延安整
風的意識形態認同運動的時機已經成熟。而且現在知識份子已接受了馬列主
義，那麼新的意識形態認同運動就不應局限在黨內，而且要號召知識份子參
與，形成大鳴大放的局面。
其實每當面臨意識形態大變動時，黨的高級幹部都會想到延安整風模式。
1956年5月26日，中央宣傳部部長陸定一在懷仁堂做「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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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報告，他已經聯繫延安整風。他指出當前搞「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是要反對
教條主義，而十五年前的延安整風是繼五四以後反對主觀主義和教條主義的偉
大馬克思主義的思想運動。陸定一還把毛澤東為延安整風所寫的文章如〈整頓黨
的作風〉、〈反對黨八股〉、〈改造我們的學習〉介紹給知識份子學習cq。可以肯定
地說，到1956年秋天以後，毛澤東已經決定第二次運用延安整風模式，來確定
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方案。在1957年3月12日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毛澤東一再
強調，這次整風應同一般整風相區別，要以延安整風為榜樣。他這樣說道：「整
風，在十幾年以前做過一回，後頭有一些，但是很不深刻，是檢查工作性質
的，不是延安那個時候的整風」，接ç毛澤東強調，今年開始的黨內整風，方法
是像延安那樣cr。1957年3月16日，中共中央在傳達全國宣傳工作會議指示中特
別強調了該會吸收160位黨外知識份子參加（佔全體參加人數的五分之一）十分重
要，認為黨員和黨外人士一起開會是一個重要經驗cs。顯然，利用知識份子幫助
黨整風已在醞釀中了。
1957年4月27日，在毛澤東不斷催促之下，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整風運動的
指示〉ct。該指示把延安整風稱為第一次整風，並直接提出在新時期必須進行第
二次整風。整風指導文件是毛澤東的兩個講話，整風目標是「反對官僚主義、反
對宗派主義、反對主觀主義」。文件還指出，這次運動是黨的整風，對非黨員應
該歡迎，但他們的參加必須完全出於自願。4月30日毛澤東邀請民主黨派和無黨
派人士座談，歡迎他們幫助共產黨整風。5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中共中央關於
開展整風的決定，並於次日發表題為〈為甚麼要整風〉的社論，把整風作為全黨

1957年鳴放突然變成

全民當前最重要的任務。直至5月4日中共中央發出的〈關於繼續組織黨外人士對

反右，只是1942年延

黨政所犯錯誤缺點展開批評的指示〉，仍強調要繼續讓黨外人士批評共產黨的缺

安整風中大民主轉向
批判王實味之重演。

點錯誤，認為沒有社會壓力，共產黨整風不易收效dk。毛澤東對趙超構提出「大

在經歷過延安整風的

鳴大放」的建議十分欣賞dl。黨的整風運動迅速同知識份子中醞釀了近一年的

共產黨幹部看來，這

「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思想文化探索熱潮相結合。在全國各高校和黨政機

一模式是清清楚楚擺
在那€。因此毛澤東
一點也不為曾鼓舞知

關，大字報鋪天蓋地而來，大學生很快也加入了鳴放行列，延安整風模式終於
在全國推開了。

識份子大膽鳴放而內
疚，當有人說反右是
共產黨陰謀時，毛澤
東的回答是：早出了

四

從鳴放到反右︰群體修身運動展開的邏輯

安民告示，這是陽
謀。

如果把1957年春的大鳴大放理解為毛澤東有意識地運用延安整風模式，那
麼圍繞ç反右運動兩個頗為重要的疑難也就得到解決。第一個問題是鳴放向反
右的突然轉折。毛澤東在1957年5月初還為大鳴大放叫好，但到5月15日就寫了
〈事情正在起變化〉，認為黨外知識份子中左派只佔 2 0 % ，中間派佔 7 0 % ，
而1-10%的右派正掌握主動權，他們極力反對共產黨。毛澤東警告右派︰夾緊尾
巴，改邪歸正，繼續胡鬧，自取滅亡dm。為甚麼不到半個月毛澤東對知識份子的態
度會發生一百八十度的轉向？我們認為，離開延安整風模式就很難理解這一點。
延安整風的目的是反對本本主義，讓全黨達到高度意識形態統一。在第一
階段，為了動員全體幹部以巨大熱忱參與整頓思想的運動，必須鼓勵各抒己見

的大民主。大民主的直接後果卻與統一意識形態目標相反，這時就必須迅速找
到鬥爭對立面，把萬炮齊鳴的大民主轉向批判對立面的鬥爭。因此作為第一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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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的大民主一定極為短暫。1942年的延安整風中從大民主迅速轉向第二階段的
批判對立面就是先例。
1957年鳴放突然變成反右，只是1942年延安整風中大民主轉向批判王實味
之重演。據李志綏回憶，毛澤東在1957年6月底去山東濟南、上海等地視察鳴放
運動途中，就一再講到王實味。他十分明確地把處理王實味同正在展開的反右
作類比dn。早在1956年5月陸定一講解「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政策時，就已經把
王實味作為知識份子必須引以為鑒的反面例子。在經歷過延安整風的共產黨幹
部看來，這一模式是清清楚楚擺在那!。因此毛澤東一點也不為曾鼓舞知識份
子大膽鳴放而內疚，當有人說反右是共產黨陰謀時，毛澤東的回答是：早出了
安民告示，這是陽謀。
1957年6月8日，中共中央發出毛澤東親自起草的〈關於組織力量準備反擊右
派份子進攻的指示〉，同時《人民日報》發表題為〈這是為甚麼？〉的社論，一場
圍剿知識份子的反右運動在全國迅速展開。在幾個月內，全國有55萬人被劃為
右派。從右派人數看來，它比延安整風時多得多，這意味ç運動規模大了上千
倍。延安整風時，共產黨人數總共不到80萬，在延安參加整風運動的只有一萬

知識份子大多來自剝
削階級家庭，指責知
識份子沒有無產階級

多人，而1957年全國已有1,270萬黨員，還有近500萬知識份子參加整風和鳴放。

立場而成為資產階級

由於這次群體修身運動規模空前浩大，反右成為50年代共產黨政治文化的巨變

反黨的代言人，就可

的轉折點。

以使他們理屈詞窮。
故把知識份子打壓下

反右運動中第二個疑難問題是毛澤東思想在運動前後地位的變化。反右運

去的最重磅炸彈是工

動前，毛澤東思想已從黨章中刪去，反右運動以後，毛澤東思想再次成為全黨

農大眾參與批判。

全國的行動綱領。如果僅僅從毛澤東與黨組織關係來看，這種變化是無法理解

1957年6月10日，剛
發出反右動員，《人

的。因為整風一開始，黨的很多幹部特別是整個組織系統都不認同黨外知識份

民日報》發表社論〈工

子向黨提意見，反右似乎證明毛澤東的失算。據此，麥克法夸爾認為毛澤東因

人說話了〉。這篇社

受到黨內巨大壓力而不得不進行反右。他指出，在政治局（包括候補委員）內
部，至少有9人反對整風。而且鳴放一開始，電報如雪片般飛來，要求對整風加
以限制。麥克法夸爾甚至認為在很多黨的幹部看來，毛澤東沒有估計到整風會
帶來那麼多的麻煩，從而使他在黨內作為能洞察一切的革命舵手的聲望受損。
而知識份子則因為毛澤東無法抵擋黨的壓力而對他在黨內的權威發生懷疑do。
那麼，到底是甚麼原因使毛澤東思想壓倒「八大」決議，成為社會主義建設
的主導思想呢？我們認為，這也是由延安整風模式所規定的。我們知道，所謂
右派言論大多都是想用馬克思主義為理論基礎，因此，為了真正在思想上壓倒
知識份子，共產黨唯有訴諸建立在無產階級立場上的道德理想主義。而這正好
是毛澤東思想的精髓。根據毛澤東思想，當沒有堅持無產階級立場時，是不可
能真正掌握馬列主義的。知識份子本不是無產階級，他們大多來自剝削階級
家庭，立場不明確或不純正歷來是他們的阿奚里腳踵。指責知識份子沒有無產
階級立場而成為資產階級反黨的代言人，就可以使知識份子理屈詞窮。故反右
運動一開始，把知識份子打壓下去的最重磅炸彈是工農大眾參與批判。1957年
6月10日，剛發出反右動員，《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工人說話了〉。工農群眾開

論把右派問題的本質
直接歸到知識份子的
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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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對知識份子言論大批判。〈工人說話了〉這篇社論把右派問題的本質直接歸到
知識份子的出身。它這樣論證道：「工人階級的這種堅定的立場，對於全國的知
識份子也有重大的教育意義。同樣的一件事情，為甚麼有些大學生和有些大學
教授是一種看法，而工人卻是另一種看法？某種無政府主義的狂熱可以煽動少
數知識份子於一時，在工人和勞動人民中卻完全孤立了。」dp
由於反右鬥爭中，是從立場來確定劃分右派的標準，這就使得它與1949年
至1957年間的鎮壓反革命和三反五反運動有不同的判別敵我標準。8月25日，
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反對資產階級右派鬥爭中應注意的事項的通知》，《通知》明
確指出，必須把反右鬥爭的方式同鎮壓反革命和三反五反運動明確區別開來，
必須避免兩種已經表現出來的不適當的辦法。一種是從追究歷史問題轉到簡單
地追究同國民黨和帝國主義特務的關係；另一種是追究右派份子齷齪的
私人生活。《通知》認為這兩種作法都缺乏從政治思想上對人民進行教育的意
義dq。這!所說的教育和說服力，正是訴諸無產階級立場和知識份子的出身。

共產黨為了表明反右

由此我們可以理解，為甚麼在反右鬥爭中，中共三令五申不准在工人農民

邏輯的自洽性和明確

中劃分右派。共產黨為了表明反右邏輯的自洽性和明確性，一定要強調知識份

性，一定要強調知識
份子是由於其階級地

子是由於其階級地位或出身使其立場天然和無產階級對立，這是他們借整風向

位或出身使其立場天

黨進攻的根本原因。而工人農民由於出身好，即使說了錯話也是受蒙蔽，不足

然和無產階級對立，

以證明立場有問題。事實上，在反右過程中，最使知識份子膽寒的正是訴諸他

這是他們借整風向黨
進攻的根本原因。而

們的出身。北大學生會對一個右派份子集團骨幹的家庭和個人經歷作了統計，

工人農民由於出身

證明右派份子中出身官僚資本家剝削階級家庭的佔75%，而且40%人有直系親屬

好，即使說了錯話也

被人民政府判處死刑dr。像林希翎的出身雖表面上無問題，但她父親受過曾「屠

是受蒙蔽，不足以證

殺過人民的劊子手」黃紹竑的訓練，林希翎向黨進攻也有階級根源ds。至於當工

明立場有問題。

人代表向知識份子宣稱「⋯⋯你們寫字的稿紙，是我們造紙廠職工做出來
的，⋯⋯而你們自己，既不會做工，又不會種田，只會幹反黨反人民的勾當，
寫反黨反人民的文章」dt，知識份子更是無言以對了。這種把判別是否屬於資產
階級右派的標準放到言論之外的立場的出身成分，就會產生很顯然的效果：知
識份子陷於工農兵批判的重重包圍之中，也會懷疑自己的立場是否正確，而心
甘情願地接受批判。知識份子不僅失去以精英自居的優越感，他們的作風、習
慣、性格也受到質疑而倍感孤立。一位右派曾這樣描述過他的處境：「我辦公室
!的任何一個人，無論是送文件的小伙子、還是打掃大樓的婦女，都可以批判
我的資產階級氣息。可以指責我的個人習慣、家庭生活，可以批判我那知識份
子的傲慢勁，指責我打發閒暇時間的業餘愛好，甚至可以在沉默不語時，指責
我默不作聲。」ek
如前所述，在延安整風中，批判王實味使黨員接受了以無產階級立場為中
心的道德理想主義，它迅速把運動引向檢查自身道德立場是否純正的修身，並
導致毛澤東思想壓倒本本主義。而在反右運動中，我們也看到了同樣的邏輯。
反右運動正是要證明，判別知識份子是否是馬列主義者，不能看他有多少理論
知識，甚至不能看他們是否用馬列理論來分析問題，而必須看其立場是否純
正、是否工農化。這不僅是告訴知識份子，馬列主義是以無產階級立場為核心
的道德理想主義，也是告誡全黨：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不能用馬列理論和蘇

聯經驗來取代毛澤東思想。由於反右運動規模極大，以55萬右派為活靶子的批
判，使得對馬列主義的道德理想主義理解不僅迅速普及全黨，而且廣泛地深入

反右運動與
延安整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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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工農兵和城市居民群眾之中。
本來，1949年後共產黨是將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並列，毛澤東思想只是
馬列主義在中國的運用，由於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不能運用毛澤東農村包圍城市
的戰略，特別是1956 年放棄新民主主義後，毛澤東思想已失去戰爭時期的地
位。現在，「八大」決議不攻自破，毛澤東思想再次從馬列主義中凸現出來，成
為共產黨意識形態的核心，並且逐步成為指導億萬工農群眾參加群體修身運動
的經典。反右同樣起到了延安整風確立毛澤東思想為黨的意識形態絕對權威的
作用。
延安整風的結果是樹立起毛澤東思想的權威，達致全黨的空前團結，從而
獲得改造社會的巨大力量。正是憑藉這種力量，共產黨取代了國民黨在大陸的
統治。而由反右引發的全國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教育運動，也立即產生了類似延
安整風第三階段的結果，即使全黨全民達到共識，毛澤東提出的取代新民主主
義的社會主義建設新藍圖才是唯一正確的。這就是建設社會主義總路線和三面
紅旗。在總結整風的意義上，陳伯達在1958年3月成都會議上的講話講得很清

反右之後，一種全民

楚，並再次突出延安整風的歷史經驗。他說，在延安整風時王明對整風的看

動員以搞政治運動的

法，「王說，整風的結果，搞出兩個東西：一個民族主義，一個個人崇拜。」

方法進行經濟建設的

陳伯達接ç說：「歷史已經做出結論。⋯⋯沒有延安整風，中國革命不可能勝

新方案迅速突現出
來。在群體修身運動

利。」然後，他強調整風的意義在於「全國集中在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領導下，形

中，來自毛澤東和黨

成了統一的意志與統一的行動，把社會生產力發展的障礙一個一個掃除掉、摧

中央的任何號召都具

毀掉」el。1958年，億萬群眾萬眾一心以巨大的政治熱情投入到新藍圖的實踐，
中國開始了大躍進。

有道德和政治的含
義。全社會出現了一
種奇特的大動員和參
與狂熱。這種全民參
與的先聲，是發生於

五

走向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

自反右運動展開以後，無論是可供選擇的社會主義建設模式的內容，還是
選擇藍圖的標準，都發生了巨大變化。
首先是確立了毛澤東是建設社會主義偉大舵手的絕對權威。在無人敢抗拒
毛澤東意志的背後，正是毛澤東思想凌駕於黨的決議之上，具有絕對道德真理
的含義。劉少奇的態度就很典型。1956年劉少奇是反對個人崇拜的，積極主張
從「八大」決議和黨章中刪去毛澤東思想。而反右以後，劉少奇一反「八大」時的
立場，毫無保留地支持毛澤東提出的建設社會主義新模式。正如麥克法夸爾所
說：「在1958年人大二次會議上，劉講到毛時又回復到他1945年向黨的七大作報
告時採取的高唱讚歌的調子。他以讚許的口吻回顧了過去3年毛澤東所有政策的
創造性⋯⋯按劉少奇的說法，整風運動和反右運動的勝利，導致了『社會主義建
設偉大革命運動』的到來，毛關於要更快地發展經濟的口號已經迅速地深入億萬
勞動人民的心中，並且已經轉變為無窮的物質力量。」em
其次，在反右之前，共產黨除了將蘇聯計劃經濟修修補補外，不可能有其

1958年初的除四害和
愛國Ü生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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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建設社會主義的模式。反右之後，一種全民動員以搞政治運動的方法進行經
濟建設的新方案迅速凸現出來。1957年7月，毛澤東在青島召開的省市委書記會
議上宣稱︰「我贊成迅即由中央發一個指示，向全體農村人口進行一次大規模的
社會主義教育，批判黨的右傾機會主義思想。」en一個日益強化的政治學習運動
在全體人民中展開，不僅是機關、工廠，連城鎮居民區都進行了反右動員，幹
部公教人員的家屬都須接受共產主義教育。在群體修身運動中，來自毛澤東和
黨中央的任何號召都具有道德和政治的含義。全社會出現了一種奇特的大動員
和參與狂熱。這種全民參與的先聲，是發生於1958年初的除四害和愛國®生運
動。本來除四害同政治無關，和個人道德純化修身更談不上關係。但1957年10月
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講到12年農業發展綱要，特別提出消滅「麻雀、蒼蠅、
蚊子、老鼠」這四害。1958年1月毛澤東又在杭州參觀了一條以清潔®生著名的
小巷，接ç在南寧會議上，又指示全國搞除四害的愛國®生運動。頓時，全國
響應，除四害成為政治任務，億萬人民出現了除四害的狂熱。一位外國人曾記
錄他親眼目睹的現象：「一大早，我就被一位婦女令人毛骨悚然的尖叫吵醒
了。⋯⋯一個年輕婦女正在臨近的房頂上來回跑，她手!拿ç一個竹竿，竹竿上

正是在1958年春毛澤

拴ç一個布條，一邊跑一邊拼命地揮舞竹竿。⋯⋯在這個旅館的高層樓上，穿ç

東寫了「六億神州盡

白衣服的婦女們正揮舞ç’單和毛巾，這是要使麻雀不落在這棟房子屋頂上。」eo

舜堯」的名句。毛澤

使用這種驚嚇麻雀、蒼蠅等使其亂飛最後精疲力竭而死的方法除四害，是

東無疑是感到，千百
萬具有無產階級道德

人類歷史上聞所未聞，而且是不可思議的，因為它需要全民動員參與才有效。

的新時代聖人已經出

它居然在1958年初出現，可見工農群眾在政治學習中的動員程度。我們知道，

現。毛澤東終於通過

正是在1958年春毛澤東寫了「六億神州盡舜堯」的名句。毛澤東無疑是感到，千

第二次延安整風發現
了一種建設社會主義

百萬具有無產階級道德的新時代聖人已經出現。這種史無前例的全民響應黨和

的新方案，這就是利

毛澤東號召的參與熱忱，使毛澤東感到六億人民中蘊含ç建設社會主義的無窮

用全民動員的政治運

無盡的力量。因此毛澤東終於通過第二次延安整風發現了一種建設社會主義的

動來搞社會主義建
設，而不是蘇聯那種
由黨的技術官僚控制

新方案，這就是利用全民動員的政治運動來搞社會主義建設，而不是蘇聯那種
由黨的技術官僚控制利用知識份子參與的計劃經濟。

利用知識份子參與的
計劃經濟。

這種取代「八大」決議的用政治動員方式搞經濟建設的模式具有以下三個特
點。
第一，根據反右運動立場決定論的邏輯，當時大多數知識份子的出身和立
場是資產階級的。資產階級立場決定了他們不能掌握馬列主義，也不能很好地
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因此搞經濟建設不應依靠知識份子。在緊接ç南寧會議
的成都會議上，毛澤東大力號召黨的幹部破除對知識份子的迷信。本來，共產
黨在實行新民主主義經濟時，不僅重視知識份子的專業知識，甚至看重資本家
的管理經驗。現在這一切都成為新模式必須反對的東西。毛澤東曾這樣說道：
「怕教授，進城以來相當怕，不是藐視他們，而是有無窮的恐懼。看人家一大堆
學問，自己好像甚麼都不行。馬克思主義者恐懼資產階級知識份子。不怕帝國
主義，而怕教授，這也是怪事。我看這種精神狀態也是奴隸制度『謝主龍恩』的
殘餘。我看再也不能忍耐了。」ep
在毛澤東看來，反右運動已顯示出工農群眾擁有極高的覺悟，利用人民政
治熱忱搞經濟建設，就必須尊重自下而上的群眾運動，而不是用幹部官僚控制

下的指令經濟。為此，毛澤東批評了斯大林的「幹部決定一切」。他問，如果那
樣的話，「群眾又應放在哪!呢？」毛澤東提出：「我們要先跟人民。人民的幹

反右運動與
延安整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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勁，人民的多快好省，人民的許多發明創造⋯⋯。」eq把反對知識份子專業知識
和打破幹部控制的計劃結合起來，新模式必定是不管計劃經濟中的綜合平衡，
並視知識份子專家的建議為條條框框，在經濟建設中推行高速度、高指標的大
躍進。1958年2月2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提出國民經濟「全面大躍進的口
號」。5月中旬，中共八大第二次會議認為中國已經到達「一天等於20年」的偉大
時期，通過了毛澤東提出的「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
的總路線，並號召全國人民共同努力，要在5年內達到年產4,000萬噸鋼，在7年
內超過英國，再過8年趕上美國er。
第二，既然毛澤東把人民群眾中無限的建設社會主義熱忱當作主要動力，

人們常說，毛澤東一
直迷信延安時期的革

那麼群眾的勁可鼓而不可泄。新的社會主義建設方案必定是強調自立更生、重

命精神。其實，毛澤

人力投入、不重視引進西方和外國的先進技術，故毛澤東主張土洋結合，兩條

東迷信的是延安整風

腿走路，並號召群眾以創造力來代替只有專家才能掌握的新設備和新技術。從

模式。他在自己一生
中曾三次運用這種模

1958年開始，毛澤東認為工農業生產普遍存在勞動力短缺，批判馬寅初，認為

式，左右i中國共產

中國是人多好辦事。

黨政治文化的形態。

第三，為了把人民群眾的創造力組織起來，必須改造現有的基層組織系

第一次延安整風模式
的運用確立了毛澤東

統。例如在農村，以自然村為單位的農業合作社組織規模太小，不易集中人力

思想在革命戰爭時期

物力，於是毛澤東支持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1957年7月《紅旗》雜誌刊登陳伯達

的權威，而第二次、

的文章〈全新的社會，全新的人〉，該文傳達了毛澤東關於人民公社的構想：
必須把一個個的合作社聯合起來，變成一個具有數萬農戶規模的既有農業合作
又有工業合作的組織，這就是「人民公社」。同樣在城!，也應打破行業界線，
把工農兵學商結合在一起。毛澤東認為「人民公社」應成為中國社會的基本
單位。
1958年夏天，具有上述三個特點的社會主義建設模式迅速在全國推開，這
就是長達三年的大躍進。姑且不論毛澤東的新模式給中國社會發展帶來的長遠
影響是甚麼，但它的推行所造成的直接後果卻是災難性的：有兩千多萬人在人
民公社和共產風造成的饑荒中餓死。在大躍進造成的巨大災難面前，中共高層
出現了嚴重的分歧。劉少奇、鄧小平等人主張退回到大躍進以前的狀態，而毛
澤東則把這種意見視為黨內的修正主義。1966年毛澤東第三次運用延安整風模
式，讓全黨全民認同他關於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的理論。群眾運動
模式再一次從經濟領域轉向政治，這就是文化大革命。
人們常說，毛澤東一直迷信延安時期的革命精神。其實，說得更準確一
點，毛澤東迷信的是延安整風模式。他在自己一生中曾三次運用這種群體修身
的模式，左右ç中國共產黨政治文化的形態。第一次延安整風模式的運用確立
了毛澤東思想在革命戰爭時期的權威，而第二次、第三次運用則使中國走向大
躍進和文化大革命。事實上，正是文化革命的幻滅使中國共產黨決定告別群眾
運動和以階級鬥爭為綱。但是群眾運動、意識形態和黨文化究竟是一種甚麼關
係？它在中國文化現代轉型中扮演甚麼角色？這是一個值得我們注意並持久思
考的問題。

第三次運用則使中國
走向大躍進和文化大
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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