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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開始，我才曉得自己的出

生日剛好與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

會」上講話同一天。我興奮了好久，

許多年後才感覺不對：這一天可能

是不祥的日子。

「延安文藝座談會」不過是「延

安整風」的插曲，我一直以為那是知

識人同工農群眾相結合的道德熱

情，從來沒有想過也可能是政治陰

謀。高華的《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

使真相大白：原來「整風運動」與我

經歷過的文革沒有甚麼兩樣。

高華僅長我兩歲，卻早我多年

走出「文化革命」的魔咒，文革後期

就想到要解「延安整風」之秘，我讚

他先知先覺。「延安整風」對共產黨

文化制度的形成乃決定性的，但官方

史學從來沒有提供運動的真實細

節。高著積十餘年之功，從大量史

料中拼接出「運動」歷史的馬賽克圖

畫，那些縫隙是由無數人的血和死

者的頭髮絲填滿的。對這段共產黨

歷史的細節，高華顯得比許多過來

人還瞭如指掌。過來人知道的僅是

自己經歷的事，高華敏銳釋讀各類

「級別」的人的回憶，掌握了整個運

動的「來龍去脈」。

史學不僅描述，還需要解釋；

不僅要搞清「來龍去脈」，也得解釋

「歷史含義」。高著力圖擺脫共產黨

「意識形態的解釋學」，「從實證研究

的角度，以分析性論述的方式展開」

（頁654）。既然是「分析性論述」，就

不可能沒有立場。在「後記」中，高

華提到自己作為一個歷史學家的個

誰是┌我們┘及其
┌敵人┘

● 遇資州

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

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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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樣。



144 讀書：
評論與思考

人觀點。我不懂史學家法，只能就

史家的觀點說些行外話。

「延安整風」通常被定性為一場

「極左」的政治運動：儘管「整風」對

於中共擊敗國民黨、統一中國起了

積極重要的作用，但「運動中的某些

概念、範式以後又對中國的發展和

進步產生若干消極作用，極左思

想、權謀政治匯溪成流，終至釀成

建國後思想領域一系列過左的政治

運動直至文革慘禍」（頁655）。事實

上，高著充分證實了共產黨黨歌中

的一句歌詞：「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

中國」，因為，沒有毛澤東，共產黨

早就完了。「延安整風」儘管相當殘

酷、極左、陰謀，其實相當必要。

毛澤東不愧為真正的政治領袖，一

向十分清楚「誰是我們的敵人」。抗

戰初期，毛主張統一戰線是策略、

打游擊戰而非運動戰，證明他真的

英明偉大，只有他明白：共產黨的

真正敵人是國民黨，日本人入侵給

瀕臨絕境的共產黨帶來天賦良機，

應該休養生息、暗中擴充軍事實

力。黨內書呆子們不懂何為政治，

聽斯大林的話，殊不知斯大林是俄

國人，要中共把統一戰線作為政治

原則，不過想要國共合作替他們抵

擋日本人。從黨的生命和使命來

看，毛搞整風奪取黨的最高領導

權，可謂歷史危難中的當仁不讓。

說到殘酷，現世政治有過不殘酷的

嗎？所謂「極左」，不左還算共產

黨？至於權謀，那是中西方傳統政

治智慧都高揚的「道術」，韋伯（Max

Weber）和伯林（Isaiah Berlin）都稱讚

的馬基雅維利式政治「責任倫理」。

通常的「極左論」，其實沒有走出「意

識形態的解釋學」（黨正是這樣總結

歷史經驗的），從「政治倫理」來看也

不地道。

高著的立場與此不同，作者持

有的是「至今還深以為然的五四的新

價值：民主、自由、獨立、社會正

義和人道主義」（頁655），「整風」就

是整掉黨的「五四」習氣。難怪高著

在「實證研究」中不時抑制不住要同

情「受害者」。可是，「整風」是黨的

運動，黨要搞運動，我等黨外人沒

有置喙餘地。共產黨不是自由黨或

社會民主黨，向共產黨要求「民主、

自由、獨立、社會正義和人道主

義」，可能一開始就找錯了人。「整

風」中受迫害的知識人，誰不熱愛共

產黨？受迫害為甚麼不逃離延安（書

中僅提到兩例逃出）？經過運動後，

受迫害者不大都變成了以後「運動」

中整人的人？

作為非官史論著，究竟該如何

看待「整風」的歷史含義？高著指

出：毛澤東通過整風，奪取黨內最

高權力，豎立毛澤東思想，乃是「馬

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政治行動（頁

178-83）。這聽起來仍然屬於「意識

形態解釋學」，但解釋卻有所不同。

所謂「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堅決

拋棄一切對現實革命目標無直接功

用的理論」（實踐論）、「全力肅清五

四自由、民主、個性解放思想在黨

內知識份子中的影響」、將農民作為

「中國革命主力軍」、傳承宋儒的教

化方式，「交替使用思想感化和暴力

震懾的手段，大力培養集忠順與戰

鬥精神為一體的共產主義『新人』」

（頁304），從而「為中國傳統因素大

規模浸潤中共正式打開了大門，

使原來就深受農民造反傳統影響的

中共，更加顯現出農民化的色彩」

高著一再「實證地」表

明，「延安整風」明明

是一派黨知識人整肅

另一派黨知識人的

「思想革命」。的確，

共產黨靠動員農民實

現政治理念，但啟蒙

知識人始終是共產黨

革命的主體，農民最

終不過是革命對象。

用農民政治習氣來界

定毛式政治運動，雖

在學界流行，實際是

中國史學中未經審思

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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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是傳統的農民政治習氣復發，是

所謂中國「反智主義」政治傳統的現

代化。

真是這樣嗎？高著一再「實證

地」表明，「延安整風」明明是一派黨

知識人整肅另一派黨知識人的「思想

革命」。所謂「民族化共產主義」首先

由國統區的「自由」知識人提出來，

走中國自己的現代化道路也是由梁

漱溟這樣的「最後大儒」首先提出

來，毛澤東不過與這些知識人志同

道合，通過共產黨的政治改造實現

了這一理念。「整風」一靠康生掌控

的特工部門，二靠從國統區來的左

傾知識人精英（陳伯達、胡喬木）掌

控的文宣部門（頁192-200）。無論陳、

胡還是康，與毛一樣，都是啟蒙後

的現代知識人，哪f是甚麼傳統農

民政治習氣復發。的確，共產黨靠

動員農民實現政治理念，修改了國

際共運的工人主義原則。但農民始

終是在「主義」知識人領導下革命

的，高著一開始就提到，毛澤東對

掌握農民而不是被農民所掌握有

充分的意識，堅持建立基層黨支

部。啟蒙知識人始終是共產黨革命

的主體，農民最終不過是革命對

象。

用農民政治習氣來界定毛式政

治運動，雖在學界流行，實際是中

國史學中未經審思的觀點，它可能

源於某史家製造的謠言：中國政治

具有「反智主義」傳統。中國的「古之

道術」可謂再理智不過了，現代中國

政治家中，還有誰比毛更理智、更

精明、更審時度勢、更懂「現實」政

治？所謂「浪漫主義政治」，絕非憑

個人想像和熱情胡搞政治，而是一

種針對西方普遍主義的民族政治理

念，其實際的政治行動相當理智、

現實。被看作「延安整風」之延續和

擴大的文化革命，相當程度上源於

毛極為「現實」、理智的政治洞察：

「我們」的「敵人」變了，不再是美國

人，而是俄國人。黨內的書呆子察

覺不到現實中真正的「敵人」，只知

道經濟建設，不曉得國家在俄國人

的威脅下已經危如累卵。

所謂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確

如「意識形態解釋學」說的，是「主

義」原理與中國實際的結合。甚麼

「原理」？何種「結合」？「原理」就是

被西方強權國家壓迫的民族要求平

等權利，結合「中國實際」，就是只

有動員農民完成中國統一大業，才

能真正與現代東狄西夷重新劃分世

界範圍。問題是，馬克思主義「中國

化」後畢竟還是馬克思主義，這是政

黨理念，信不信是黨的「我們」的

事，馬克思主義是否「中國化」，與

非黨知識人的我們何干？「整風」如

果只整黨人和熱愛黨的人，就沒有

甚麼不正當。文化革命不正當，是

因為黨強迫所有知識人都成為黨

的「我們」，都信奉「左派」，不然就

往死f打。我有一位友人，博學

多才且兼通中西，60年代初就感

到生存危險，辭去北大教職，靠為

外文出版社翻譯中國古典文學為

生。他以為不做單位人就可以躲掉

「我們」，文革來了照樣被抓回來批

鬥，直到打聾耳朵算數。這才是不

幸。

黨的「我們」是為了對付「敵人」

聚集起來的。百餘年來，中國的「敵

人」主要是先發起來的東狄西夷。抗

戰前，投奔共產黨的小知識人並不

高著堪稱相當紮實的

非官修中共黨史的典

範之作，但也坦露了

當今知識人仍然缺乏

可以清楚辯護的立

場，提出了如何走出

黨的「我們」的問題。

面對當今「新左派」的

「我們」強暴史實，過

度解釋「延安民主」、

「鞍鋼憲法」所謂的偉

大「歷史意義」，史學

家們不僅需要糾彈史

證，也得面對「政治」

解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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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如高著所述，由於共產黨顯出

積極抗日的姿態，才吸引許多知識

人投奔共產黨的「我們」。如果認同

中國的「敵人」，文化革命要求所有

中國知識人都成為黨的「我們」，也

沒有甚麼不對。高著在中國現代史

學上堪稱突破，堪稱相當紮實的非

官修中共黨史的典範之作，但也坦

荒謬與智慧的文本

● 倪樂雄

艾什頓．卡特、威廉姆．佩里

著，胡利平、楊Ó琴譯：《預防

性防禦：一項美國新安全戰略》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美國前助理國防部長卡特

（Ashton B. Carter）和前國防部長佩

里（William J. Perry）合著的《預防性

防禦：一項美國新安全戰略》（以下

簡稱《預防》）是一本研究美國現行軍

事、外交政策和行為的重要著作，

汪道涵和王逸舟分別為此書的中文

版寫了序言和導讀。它的重要性之

一就是作者不僅在位時按照這一思

路行事，而且他們的繼任者在目前

和將來很長一段時間內仍然按照書

中的觀念行事。

筆者在仔細拜讀後認為，作

者提出的預防性防禦思想分幾個

層次，就其最高層面而言，整個

軍事、外交政策是建立在「防患於

未然」、「居安思危」的基礎之上，

這是作者從自己國家的最高利益

出發，總結了本世紀美國兩次被

露了當今知識人仍然缺乏可以清

楚辯護的立場，提出了如何走出

黨的「我們」的問題。面對當今「新

左派」的「我們」強暴史實，過度解釋

「延安民主」、「鞍鋼憲法」所謂的偉

大「歷史意義」，史學家們不僅需要

糾彈史證，也得面對「政治」解釋

學。

美國前助理國防部長

卡特和前國防部長佩

里合著的《預防性防

禦》提出的思想分幾

個層次，就其最高層

面而言，整個軍事、

外交政策是建立在

「防患於未然」、「居

安思危」的基礎之

上，這是作者從自己

國家的最高利益出

發，總結了本世紀美

國兩次被動地捲入世

界大戰歷史經驗後提

煉出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