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作為文革研究關鍵概念
　　的「異端」

宋永毅〈文化大革命中的異端思

潮〉一文1及其《文化大革命和它的異

端思潮》一書2的面世，標誌I「異端」

這一文革研究恰切而關鍵的概念終於進

入了它的位置。但是，一個關鍵性的問

題是，在宋氏論著及其他有關研究文獻

中3，判別文革異端的標準均被不加省

查地理解為文革權力中心的反對派；

甚至強調文革研究獨立立場的楊曦光

（小凱）也循此思路而贊同宋氏4。

這一流行的理解，嚴重地扭曲了

歷史真實並造成學理邏輯上的混亂。

例如，宋文篇首即將「血統論」與

「出身論」並舉為文革異端思潮代表。

但這兩種在真實歷史中極端敵對、水

火不容的「異端」，究竟在何種意義上

能統稱為「異端」呢？宋氏為此創造了

「左」、「右」異端說。但由於「左」、

「右」在此純屬表現形式，「異端」定性

無別。從而，文革諸派別在宋氏大一

統的「異端」抽象下冰炭同器，完全失

去了它們對立的歷史真實內容。依據

反對派即異端的形式主義邏輯，有人

甚至推導出更為奇異的結論，宣稱林

彪才是文革中最大的異端代表，「571

工程紀要」是「非毛運動的第一頁」5。

這種異端觀念所遇到的邏輯障礙

是，作為異端——反對派前提的文革

權力中心事實上並非單一純粹的參照

物：即使將劉、鄧、陶與諸老帥乃至

林彪、陳伯達等排除在外，作為形式

上連貫文革始終的毛澤東與中央文革

小組的文革權力中心，其自身頻繁劇

烈的分裂演變，使文革各個階段諸種

不同角度的反對派很難維持異端的統

一性質。宋氏所謂「左」、「右」異端，

作為反對派，其矛頭即使指向同一對

象（毛澤東與中央文革），卻絕非對象的

同一方面或同一階段，從而這些「異端」

思潮的實質內容往往迥異或相反。

深入一步的分析是：由於文革巨

大的災難形象，反文革的異端身分的

確認，今日已不僅是事實判斷，更攸

關道義價值而成為某種資本。宋文

稱聯動「是文革中人民起來反抗四人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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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一次有組織、有綱領的行動」，

「是文革中第一次正面挑戰毛澤東及其

追隨者」6。官修文革史《大動亂的年

代》7亦持宋文觀點，稱導致千百萬人

遭受血腥迫害的譚立夫血統論講話是

「這位當時24歲的大學三年級的年輕共

產黨員，憑I對黨的忠誠，講出了許

多人想說不敢說的話。它是對八屆十一

中全會的抵制，今天無疑應該高度評

價」；而其替文革「無產階級專政」所造

成的巨大「紅色恐怖」，卻僅輕輕一句

帶過為「譚的講話也有缺點，則不應苛

求」8。這種對反文革之異端身分的標

榜，更為深遠的意義是指向後文革時

代權威合法性的重構，它代表了某些

階層的利益要求。可以舉一例說明的

是，在清算文革最為嚴峻的1978年，

大批造反派頭頭被作為「三種人」清查

逮捕的形勢下，某位國家領導人親自

批示赦免文革中以高幹子弟為主體的

「西糾」、「聯動」紅Õ兵抄家人命案的刑

事責任，表面理由涉及「未成年」，而未

明言的理由乃是因為他們是反四人幫

的。此後這些人中相當一批成為中國大

陸社會轉型中瓜分國有資產的新興官僚

資產階級的重要成員。因此，明確文革

異端的判別標準、澄清混淆，已超出了

疏理文革歷史自身的意義。

這一澄清的出發點應是與「異端」

對舉的「正統」概念：「異端」恰切的對

立面並非特定權力中心，而是「正

統」；「正統」先於「異端」；反「正統」，

才是「異端」的本源與前提。

二　作為「正統」根基的階級
　　鬥爭觀念

在權威型意識形態體制下的社會

政治鬥爭中，正統話語權亦即最高裁

判權。50年代初毛澤東以梁漱溟與

「韓復渠、張東蓀、陳立夫、張群的朋

友」歷史，而將與之爭論國務的梁突然

升級為「用筆桿子殺人」的「反動透頂」

的「殺人犯」。同樣，以「帝國主義國民

黨的特務」、「托洛茨基份子」、「反動

軍官」、「共產黨的叛徒」等指控，將胡

風等人從「文人小圈子」升格為「反革命

集團」。在此類語用背後都恃有「正統」

最高權威，其特點是：（1）「正統」終歸

於政治、特別是權力鬥爭；（2）「正統」

根源於奠定現階段權力歸屬的鬥爭史

及其階級集團分野。從而，「正統」擁

有歷史與傳統；（3）「正統」伴有強烈的

情感性，它不僅顯示I握有權力者的

至尊權威，而且喚起奪取權力時代與

敵手不共戴天的仇恨。

上述原則同樣支配I文革的「正

統」觀念。我們以著名的「趙健民特務

案」審查為例。中共雲南省委書記趙健

民曾要求中央召開九大或類似1962年

的「七千人大會」來討論文革問題。

1968年1月21日在北京京西賓館，康

生與趙健民交鋒，劈頭即將問題轉向

了所謂趙的歷史問題。趙一再重申自

己在白區工作時曾被捕，從來沒有自

首。康生卻死死認定趙是叛徒，由此

歷史身分引向一個現實結論：「你的行

為不是偶然的。一個叛徒，一個叛徒

份子混在我們黨�來，想乘文化大革

命把邊疆搞亂。國民黨雲南特務組，

我看了他們的計劃，你的行動就是執

行他們的計劃。⋯⋯我憑40多年革命

經驗，有這個敏感，⋯⋯你對我們有

刻骨的階級仇恨。」康即指使謝富治當

場逮捕趙，前後共一個多小時9。

康、趙對立，本屬文革中黨內派

別之爭（或所謂「黨內路線鬥爭」），由

於黨內鬥爭保持有基本政治態度的共

性，因而雙方都擁有「正統」。這不僅

二十一世紀雙月刊　1998年2月號　總第四十五期

對反文革之異端身分

的標榜，更為深遠的

意義是指向後文革時

代權威合法性的重

構，它代表了某些階

層的利益要求。文革

中以高幹子弟為主體

的「西糾」、「聯動」紅

 兵，其中相當一批

成為中國大陸社會轉

型中瓜分國有資產的

新興官僚資產階級的

重要成員。



66 批評與回應 限制了爭論的激化，也使問題限定於

是非認識範圍。康生置趙健民於死地

的殺手�，乃是將黨內路線鬥爭轉變

為國共兩黨的階級鬥爭。康生撇開矛

盾實質所在的文革鬥爭，而語境突兀

地指控趙是叛徒，接I與另外兩個關

鍵詞組「國民黨雲南特務組」、「刻骨的

階級仇恨」共同鑄成敵我矛盾的語境。

在此語境中，趙已被推出黨外，成為

宿敵「國民黨特務」，從而完全失去「正

統」憑靠。與之相反，康生在聲色俱厲

地指控趙為叛徒特務的同時，將趙喪

失的「正統」收歸於自己。康生正是憑

藉這一正統地位，才可能重返當初實

質性的文革現實爭論，斥「叛徒」、「國

民黨特務」的趙「瘋狂地向無產階級司

令部進攻」。

這一典型例子，包含I1949年建

國以來黨內路線鬥爭或人民內部矛盾

激化後，強權勝利者一方普遍的運作

邏輯模式：內部矛盾激化→以正統自
居而指控現實矛盾的對方為歷史上的

敵方→將歷史上的敵方復原為現實中

的對方，即以歷史上的敵我矛盾重新

定性現實中的內部矛盾而打倒對方。

因此，文革的「正統」依據在前文革的

「十七年」乃至建黨以來四十年的歷史

中。

中國大陸當代政治文化中的「正

統」觀念，本質是1949年建國的政權權

威合法性觀念，它擁有三方面基本資

源：（1）人民（以及民族）代表性。新中

國終結了自1840年以來的殖民侵略與從

晚清到國民黨歷屆政權壓榨民眾的歷

史，這是共產黨代表人民與民族巨大

的資格證明。（2）馬列主義意識形態。

它以最先進的理論體系與世界範圍

內廣大區域的勝利成效而無可匹敵。

（3）以爭奪政權的國共兩黨廝殺史為核

心的工農與地富資本家的階級鬥爭史。

在這三項資源中，第三項因直接

關係權力財產與犧牲代價（千百萬人的

生命）而極具情感鼓動性，它雖不明言

卻是真正實質性的「正統」支柱。

建國以後的歷次政治鬥爭中，以

毛澤東為代表的主流派之所以屢克對

手而不敗，重要原因之一即是對上述

三項「正統」資源的牢固掌握與嫻熟調

配運用。

三　集「正統」與「異端」於一
　　體的文革二重性

文革集「正統」與「異端」於一體的

二重性，體現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

續革命」這一文革意識形態中。其中，

「無產階級專政」是文革的正統後盾，

它包含I前述正統權威合法性的三項

資源，第三項亦即傳統階級鬥爭觀念

則是其硬核實體所在。與之相比，

「繼續革命」之正統合法性，則倚重前

兩項即馬列主義意識形態與人民觀

念。但「繼續革命」又是打破既定現狀

的運動，因而它包含I將革命矛頭指

向自身限定前提「無產階級專政」的

危險。

「繼續革命」是文革所有異端得以

合法產生與發展的意識形態前提。

1949年後中國大陸正統階級觀念所依

據的，並非現實的財產佔有狀況，

而是不復存在的歷史狀況。文革異端

空前地翻轉了這一正統階級觀念而

復活了馬克思主義經典階級觀。早在

50年代，當傑拉斯（Milovan Djilas）將

經典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方法移用

於社會主義自身時，已發現了以權力

為中心形成的官僚特權階層與廣大腦

體勞動者對立的政治經濟狀況，他稱

之為「新階級」（The New Class）。「新階

中國大陸當代政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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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觀念將統治階級從「革命的無產階

級」劃入「新型的剝削階級」。從而，這

一理論根本上剝奪了當權者的權威合

法性，而成為「正統」觀念最危險的「異

端」敵人bk。這也就是權威意識形態體

制下異端思潮的起源。因此，造反就

是「新階級」觀念的繼續革命。文革中

「官僚特權階層」、「階級關係大變

動」、「巴黎公社式人民政體」、「砸爛

舊國家機器」諸異端（所謂「極左」）思

潮，正是「繼續革命」所派生出的具體

觀念。與之相反，一切維護與強化無

產階級專政而捍Õ歷史現狀傳統階級

觀念與體制的保守派，則是正統派。

就「人民主權」、「馬列主義意識

形態」、「傳統階級鬥爭觀念」三項正統

資源而言，文革異端派乃是利用前兩

項而闡釋新的階級分野與道義根據，

從而消解第三項傳統；文革正統派所

堅持的實質內容則是傳統分野及由此

而生的權力分配體制。簡單地說，文

革中的極左造反派即異端派，保守派

即正統派，並不存在宋文所謂「右翼異

端」。嚴格說，自從1957年黨外反右

運動與1959年黨內反右傾機會主義運

動之後，中國大陸佔據統治地位的左

翼思潮已不可能允許異端以西方資本

主義的右翼形態出現。

文革集異端與正統於一體的二重

性，使文革中的「左」、「右」內涵頗為

複雜。「左派」當然是正統，但「左」既

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便

既不是反對社會主義的自由主義右

派，也不是維護體制現狀的保守派。

「極左」派則是將「繼續革命」推向極端

而威脅無產階級專政正統地位的「形左

實右」派，此中之「右」，乃反共即反正

統之「右」，但這一指控所據立場正是

保守派立場。文革中與「左派」及「極左

派」對立的保守派也被稱作右派，但此

「右」乃反「繼續革命」之「左」而相對為

「右」，若從維護傳統階級觀念的正

統角度看，此保守派之「右」卻是守恃

「無產階級專政」之「左」。但如前節所

述，由於文革中的正統仍植根於傳統

階級鬥爭觀念（無產階級專政），而

「繼續革命」在「無產階級專政」的限定

下從未能真正僭越正統位置，所以，

不僅「繼續革命」的極左派是那真正的

異端，「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

整個文革也難免異端色彩而終於在日

後被否定。

至此我們已可明確指出：「無產

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文革，其正統

派是以守護無產階級專政為基點，

以「十七年」舊體制為依憑，以「地富

反壞右」傳統階級敵人為打擊對象的保

守派，它不僅包括「血統論」的紅Õ

兵、「聯動」與文革初期公開的「保皇

派」，而且還包括「一月革命」「保皇派」

瓦解之後依托某一穩健造反派匯聚

為合法革命組織的「新保守派」，如招

納了部分老紅Õ兵的北京中學生的

「四．四」派、聚集於西安交通大學

「老造反派」麾下的西安「工總司」、

四川「紅成」、武漢「百萬雄師」、清華

「四一四」等。

異端派則是以「繼續革命」為大

旗、反「十七年」舊體制、以「走資本主

義道路當權派」為革命對象的造反派，

其典型代表是反抗「西糾」、「聯動」的

「四．三派」、「出身論」、湖南「省無

聯」、川大「八．二六」等激進反體制

派。

依據上述分析，我們才會內在地

理解「血統論」與「出身論」何以成為文

革思潮鬥爭的焦點。「血統論」在文革

前就已存在，其所以在文革中暴烈化

與公開制度化（文革前多屬「內部政

策」），乃是由於面對異端顛覆傳統體

簡單地說，文革中的

極左造反派即異端

派，保守派即正統

派，並不存在宋文所

謂「右翼異端」。嚴格

說，自從1957年黨外

反右運動與1959年黨

內反右傾機會主義運

動之後，中國大陸佔

據統治地位的左翼思

潮已不可能允許異端

以西方資本主義的右

翼形態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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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級觀念是以攻為守的主要手段。但

因傳統階級觀念已失去現實社會經濟

基礎（無地的地主、貧困的富農、無產

的資本家），故階級路線命脈只能繫於

出身。在當時中國社會矛盾激化的形

勢下，血統出身幾乎已是正統派唯一

可憑藉的廝殺武器，從而才分外殘暴

血腥。在此形勢下，血統論與反血統

論的出身論分別成為正統與異端的思

潮集中體現，並成為文革貫串始終的

深層矛盾。宋氏等人將二者並列為「異

端」，足見歧誤之大。

文革中的正統與異端在以毛澤東

為代表的文革最高權力層各有其依據

支持，也均受過打擊（文革的反覆劇烈

震盪正與此有關），這對立的雙方都曾

既是最高權力層的擁護者又同時是反

動派。準確地說，文革中的正統與異

端是在不同方面與不同時期分別成為

反對派或擁護者的。這一現象表明，

並非僅僅在「兩個司令部」或「兩條路

線」的意義上，而正是在以毛澤東為最

高代表的「無產階級司令部」或「無產階

級革命路線」自身，就存在I正統與異

端的雙重性質。

縱觀文革全程，毛澤東熱烈支持

過造「資產階級、修正主義教育路線」

反的紅Õ兵，並慫恿他們以「破四舊」

的形式將無產階級專政擴展到家家戶

戶，後又因「聯動」的強悍保皇態度而

將之鎮壓。與此相比，毛澤東對造反

派的支持是文革中更為基本的傾向，

它集中體現在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的《紅旗》雜誌1966年第13期社論，以

及為造反派首次大規模平反的《關於軍

隊院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緊急指

示》（1966年10月5日）這兩個導致造反

派興起的關鍵性文獻中。「一月革命」

奪權則是毛澤東文革造反路線的高潮

階段。但當造反派的「改朝換代」革命

威脅到包括毛在內的執政黨體制根基

「無產階級專政」時，毛便以對「懷疑一

切」的極左思潮的批判與清理階級隊伍

來鎮壓。當面臨正統派於「九．一三」

事件後穩步獲得控制權的威脅時，

1975-1976年，江、張、姚、王「四人

幫」卻重新接過極左派「新階級」異端理

論，從批判資產階級法權角度，空前

明確地將社會主義革命對象確定為以

法權為基礎而佔有財富地位的官僚資

產階級。

毛澤東兼具正統與異端的二重性

格，根源1949年建國後毛對社會主義

社會階級、階級鬥爭的雙重觀念，以

此線索疏理當代中國政治演化史，這

是一個遠超出本文任務的重大課題。

針對宋文的異端分類，在此須作強調

的是，宋文列舉的文革三大極左思潮

（「打倒新生官僚特權階級」、「打碎舊

的國家機器」、「階級關係大變動論」）

其實均直接源自毛澤東及其文革集

團。

早在1964年對陳正人社教蹲點

報告的批示中，毛澤東即明確提出：

「官僚主義者階級與工人階級和貧下中

農是兩個尖銳對立的階級。」bl在稍後

頒發的中共中央關於農村社會主義

教育運動的「二十三條」中，毛更明確

提出了鬥爭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

道路的當權派」這一文革「十六條」最

重要的規定。在1966年8月2日至3日

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毛稱「聶元梓大字

報是二十世紀60年代的巴黎公社——

北京人民公社宣言書，意義超過巴黎

公社」bm。1967年「一月革命」中曾命名

「上海人民公社」、1967年第3期《紅旗》

雜誌社論〈論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奪權

鬥爭〉明確提出：「必須實行馬克思

主義的打碎舊的國家機器的原則」與

文革期間，由於階級

觀念已失去現實社會

經濟基礎（無地的地

主、貧困的富農、無

產的資本家），故階級

路線命脈只能繫於出

身。血統出身是正統

派可憑藉的最有力廝

殺武器，分外殘暴血

腥。在此形勢下，血

統論與反血統論的出

身論分別成為正統與

異端的思潮集中體

現，並成為貫串文革

始終的深層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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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下而上地」奪權，將之提到巴黎公

社原則的當代發展高度⋯⋯可以說，

無論《論新思潮——四．三派宣言》，

或是康生（接見廣西黨校系統的講話，

1 9 6 8）點名的四大極左思潮代表作

〈省無聯綱領〉、〈中國向何處去？〉、

〈今日哥達綱領〉bn、〈川大「八．二六」

必勝〉，其基本理論與關鍵概念均源

自毛澤東（包括更早的中蘇論戰的

《九評》）。至於「階級關係大變動」

及財富、權力的再分配，更直接出自

1967年春流傳開來，後由江青《為人

民立新功》刊布的毛澤東關於《戰國

策．觸讋說趙太后》的評論。因而，像

宋著那樣將毛澤東簡單化為對造反派

的謀略利用、誇大文革的權術作用，

顯然是有違史實的。

然而，無論是毛澤東及其中央文

革領導集團，或是基層造反派，其異

端意向必須以正統性（基本是「人民主

權」與「馬列主義意識形態」兩項資源）

為合法性前提。毋論「打倒官僚特權階

級」之類極左思潮是「人民主權」與「馬

列主義意識形態」的直接發揮，即使是

遇羅克「出身論」這類極少數遠離意識

形態中心的邊緣異端思想，也依然要

以「領導的教導、報紙、書籍、文學、

藝術的宣傳」之類「社會影響」大於「家

庭影響」為由，為「一切革命青年」爭辯

平等權利bo。由此我們才會深入一步

地理解這樣一個表面看似奇怪的現

象：何以在毛澤東中央文革集團講話

乃至社論、決議公告中，「地富反壞

右」、「國民黨」、「帝修反」之類正統口

號式字樣幾乎總是如影隨形地與異端

指向的「官僚主義者階級」、「黨內走資

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並提共存。如前

所述，如同辱罵中最狠毒的詞語或巫

術咒語，「國民黨」、「反共份子」、「特

務」之類名稱在當代中國大陸政治術語

中不單指稱I敵方的要害，它亦是正

統根基所在。因而，在重大決議或關

鍵時刻指控「國民黨反共份子」、「叛徒

特務」，不僅是仇恨情緒的發泄，而且

是正統資格的佔有：在對付威脅到體

制本身的極左異端時，它作為最嚴厲

的敵我矛盾性足可守護正統；在對付

反文革保守正統派時（如康生擊敗趙健

民所運用的），它又是搶先一步佔有正

統資格，以保護自己、震懾對手的政

治手腕表現。它們都共同地再次表明

了毛澤東及其文革領導集團正統—異

端的二重性。

四　後文革時代：從階級鬥
　　爭走向民族主義

從表面上看，文革確乎是正統派

的勝利。但文革領導集團之所以失

敗，早在1967年秋季當局第一次鎮

壓極「左」派而毀棄自身社會基礎時

已成定局。文革當局「左」、「右」輪番

打擊的後果是，中國大陸各派，無論

正統與異端均已不堪壓迫。到1976年

「四五」運動時，當局確已成為眾叛親

離的全民公敵。文革領導集團被捕判

刑、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關於建國

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文

革的全盤嚴厲否定，似乎是文革以前

十七年正統體制派的勝利。

然而，文革作為一個整體而成為

受詛咒的罪惡災難化身，這一大陸流

行的政治文化觀念，恰恰包含I對集

正統與異端於一體的文革雙重的否

棄。正統與異端彼此間的衝突及其共

同厄運，以及中國社會在文革中的整

體性創傷，使文革運動同時成為對包

括「正統」與「異端」在內的中國各階

層、各派別勢力的改造。包括執政黨

表面上看，文革確乎

是正統派的勝利。但

文革領導集團之所以

失敗，早在1967年秋

季當局第一次鎮壓極

「左」派而毀棄自身社

會基礎時已成定局。

文革當局「左」、「右」

輪番打擊的後果是，

中國大陸各派，無論

正統與異端均已不堪

壓迫。到1976年「四

五」運動時，當局確

已成為眾叛親離的全

民公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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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對作為文革重要根源基礎的傳統體

制的反省。從而，1976年不僅是文革

的終結，同時也是改革正統舊體制的

開端。

1978年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統戰部

與公安部關於全部摘掉右派份子帽子

的請示報告，1979年中共中央發布文

件，宣布地主與富農份子「當中的絕大

多數已成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決定

給予多年來遵紀守法的地富反壞份子

以社員待遇，他們的子女將不再受岐

視與限制而享有公民權。從此，中國

大陸不再有作為社會學意義上的敵對

階級（所謂「黑五類」）。

但本文前述三項「正統」資源的分

析卻表明，這兩個看似一般的具體政

策文件，實際否棄了當代中國大陸執

政黨體制賴以行使專政最關鍵的階級

分野設定，它意味I1949年建國以來

「正統」權威合法性三項資源中最為強

硬的一項資源在文革以後的失效，繼

而作為權威意識形態的馬克思主義也

於90年代後衰落，傳統權威結構中

僅存「人民—民族」一項。與之相應

的是，如果說，為文革異端所執I的

「新階級」當時還是不成熟的特權階

層（王紹光等人所強調的），那麼在

權力社會向財產社會轉換的今日，那

個新階級已趨成熟bp。作為掩護這一

要害的新意識形態，民族主義已成為

當代中國權威合法性的最後支柱。然

而，不管怎樣，與1905年清廷宣布廢

科舉這一終止中國封建體制命脈的

歷史性事件相仿，這兩個終結階級

成分的文件及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

宣布放棄「以階級鬥爭為綱」，同樣

是中國大陸社會現代轉型劃時代的

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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