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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鑑於清華大學1968年7月27日發生的武鬥流血事件，

28日凌晨3時半至上午8時半，毛澤東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湖南廳緊急召見了時稱

北京地區紅W兵「五大領袖」：聶元梓（北京大學革命委員會主任兼新北大公社領

導人）、韓愛晶（北京航空學院革命委員會主任兼北航紅旗戰鬥隊領導人）、譚厚

蘭（北京師範大學革命委員會主任兼北師大井岡山公社領導人）、王大賓（北京地

質學院革命委員會主任兼東方紅公社領導人）和蒯大富（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領

導人）。參加召見的還有時為「無產階級司令部」（實為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

文革最高領導集體）的成員：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姚文元、

謝富治、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汪東興，另外還有北京W戍區司令溫玉成、

政委黃作珍和北京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吳德。不知何故，當時作為該司令部成

員的李作鵬、邱會作、張春橋沒有參加這次召見。參加這次召見談話的共計

二十人。

我對毛澤東這次召見談話的文本重新解讀是根據韓愛晶撰寫的《毛澤東主席

召見五個半小時談話記》（註：下面引用的毛澤東談話，凡不註明出處，皆引自

該《談話記》）。據韓愛晶所言，近些年來，他收集了當時流傳的毛澤東此次召見

談話的不同文本，多次請當時參加談話的聶元梓、蒯大富、王大賓（譚厚蘭已病

逝）事後追述、補充。這個文本已以某種形式公開發表，例如，據韓愛晶所言，

已出版發行的《聶元梓回憶錄》1中轉述的毛澤東「七．二八」談話就是根據韓愛晶

所提供的這個文本2，並在美國華人主辦的網站「新世紀」（www.ncn.org）上全文

發表。韓的這個文本是目前為止關於毛澤東1968年7月28日召見談話的比較可靠

的文本。相比較當時廣為傳抄、印行的幾個關於此次召見談話文本，這個文本

的價值、準確性和翔實程度都是值得充分肯定的，因為在當時流傳的文本完全

是根據當時的形勢需要和傳達目的，有所選擇地公布此次召見談話的內容；而

韓的文本不存在這種局限；此外，韓的文本之外的其他文本，都有過於簡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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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百年中國與世界 特點，不能展現出這次召見活動的全貌。而韓的文本基於韓本人的現場速記稿

和當事人的補充，在事後三十年的追述，凸顯出它的相對客觀、平和、細緻。

一

毛澤東此次召見的直接起因是7月27日在清華大學發生的嚴重流血事件。清

華文革群眾兩派，即「井岡山兵團總部」（以下簡稱團派）和「井岡山兵團四一四總

部」（以下簡稱四派），主要基於關於文革的分歧和論戰，於1968年4月23日爆發

了大武鬥。這場直至7月27日由於毛澤東干預才結束的、史稱「百日大武鬥」的事

件，共造成清華師生員工十一人死亡，四百多人受傷，經濟損失無法估計3。根

據毛澤東的決定，由來自北京六十一個工廠三萬多工人組成的、中共中央警W

團（8341部隊）人員領導的「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以下簡稱工宣隊）

進駐清華，制止武鬥，遭到了團派的武力抵抗，共有五人被打死，731人受傷。

與此同時，四派採取了先是觀望後是認可的態度。那一天，進駐清華的工人和

清華大學的所有人員都不知道這一工宣隊進駐是由毛澤東本人直接決定的。即

使蒯大富當天下午趕赴北京市革命委員會所在地，與吳德等人爭吵，他都不知

道工人這次進駐清華的內情，直至次日清晨見到毛澤東不久，才如夢初醒。

從韓愛晶7月27日午後趕往清華的經歷來看，他們這些紅W兵領袖（如韓愛

晶、李冬民4等）和前來清華的工人都不知道調集數萬工人來清華的內情。清華

的團派喇叭還在廣播，指責工人們受到了所謂楊（成武）、余（立金）、傅（崇碧）

及其黑後台的操縱。韓愛晶給北京市革命委員會有關部門打電話，不得而知；

給北京市領導人打電話，也聯繫不上。眾多事例表明，毛澤東決定派出工宣隊

進駐清華一事，在實施之前，僅限於毛澤東身邊的一些人和北京市革命委員會

主要負責人所知。

7月28日凌晨2時多，住在中南海而入睡不久的毛澤東被周恩來的電話叫

醒，周恩來向毛澤東報告了清華流血事件，毛澤東聽後，驚奇之餘，大為惱

怒，脫口而出：「造反派，真的反了？！」5毛澤東的這一當下反應，充分表明他

完全沒有意識到派出工宣隊所帶來的事態的嚴峻性。當時，毛澤東再也無法入

睡，驅車前往人民大會堂，召集會議，開始6手處理這一事件。

凌晨時分，韓愛晶接到電話，通知他去參加中央首長接見活動。在這之

前，韓愛晶等並不知道是毛澤東的召見。在韓愛晶等四人來到人民大會堂等待

接見之際，韓愛晶已經感覺氣氛與以往多少有所不同。他們在等待時，議論起

清華白天發生的事情，只是王大賓提起了清華學生開槍打死了工人，看來，韓

愛晶、聶元梓、譚厚蘭三人當時並不知道清華發生了嚴重的流血事件。他們在

由謝富治領進會場時，才知道是毛澤東要召見他們。謝富治對韓愛晶等四人

說：「今天是毛主席召見你們，還有中央首長參加。」謝富治又重複說：「是召見

我們，不是接見啊。」6的確，這次活動不是毛澤東接見，更不是會見，而是「召

見」。即使在三十年後韓愛晶依然使用「召見」一詞，表明了毛澤東迫不得已地舉

行這次談話以及這五位領袖所處的窘境。可以斷定，在召見這幾位紅W兵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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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毛澤東已經同「無產階級司令部」的大多數成員有過商談。韓愛晶也指出

了這一點。這個商談的內容至今沒有透露。這種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領導

人集體地與紅W兵領袖談話的陣勢，空前絕後。

蒯大富因為忙於處理雜事，沒有及時趕來。毛澤東在談話剛開始時，還有

點不滿地問道：「蒯大富沒有來？是出來不了，還是不願來？」謝富治、韓愛晶

分別作了解釋。由於在北京航空學院「暫時避難」，蒯大富是在7月28日清晨6時

左右，才接到北京市革命委員會的通知及聶元梓的電話轉告趕往召見會場的。

在蒯大富進來時，據毛澤東身邊的警W人員回憶，他們把蒯大富隨身所帶的刀

子等加以收繳7。根據蒯大富與我的多次談話記錄，他一再強調，他沒有攜帶任

何刀子、手槍之類的武器8。我認為，蒯大富的說法是可信的。

毛澤東在談話一開始，就把向清華派出工宣隊的決定當成他個人的不容對

抗的命令。毛澤東說：「蒯大富要抓黑手，這麼多工人去『鎮壓』紅W兵，黑手到

現在還沒有抓出來，這黑手不是別人，就是我嘛！他又不來抓，抓我好了！本

來新華印刷廠、針織總廠、中央警W團就是我派去的。」據事後作為進駐清華的

工宣隊指揮部成員之一的遲群的回憶，在7月26日，毛澤東在他的中南海住所�

就派出制止武鬥的隊伍進駐清華問題，親自做了決定，並在清華的地圖前還對

隊伍的進駐路線作了具體部署。

召見完後，謝富治在湖南廳門口對這五位領袖說：「毛主席批評了你們，一

句話你們都不檢討。」9謝富治立即讓這五位領袖討論並且由韓愛晶執筆起草關

於毛澤東這次召見談話的一個用於公布的文件，旨在立即有效地結束北京地區

特別是北京高等院校的群眾武鬥。這個名為《毛主席關於制止武鬥問題的指示精

神要點》的文件，稍後得到周恩來等的認可，經上報毛澤東、林彪後，迅速地以

布告、更多地是以傳單的形式轉發全國，而沒有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加以正

式公布、傳達。毛澤東的此次召見談話，既是毛澤東在文革經歷了兩年多後最

終決定重整文革的群眾問題（主要是群眾武鬥）的契機，也是毛澤東首次也是最

後一次通過同五位紅W兵領袖的談話方式，來改變大學的文革運動的轉機。這

一召見談話體現了毛澤東在文革初期理論的豐富內涵和其實踐的重要取向。

二

相比於毛澤東在文革時期幾個著名的、傳達到全國的談話，毛澤東的這次

召見談話在當時公布出來的信息量似乎不多，但是它對文革局勢發展的作用，

尤其是對文革群眾運動及群眾組織的影響，卻非常重要和深切。在這次召見談

話中，毛澤東還有一些情緒化的東西，還有許多事態並不明朗的特點，例如，

是否把工宣隊作為大學文革的領導力量，是否把大學的整個師生、尤其是那些

在文革初期立下犬馬之勞的紅W兵和造反派學生，列入文革的對象，即「再教

育」、「再改造」的對象，在這次召見談話中並不明確。然而，這次召見談話與毛

澤東稍後採取的一系列措施之間具有強烈的互動，清楚地顯示出毛澤東那些直

指文革全局愈益強硬的決斷和愈益具體的措施。毛澤東的這次召見談話，我認

為可以從下幾個重點來加以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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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群眾運動大致上包括了紅W兵運動、造反派運動，前者主要是以中學

生、大學生為骨幹的推廣和普及文革的群眾運動，後者是旨在奪權（即奪取各省

級以下地區、各基層單位的權力）的群眾運動。例如，正是給了清華大學附中紅

W兵的「欽定」和鼓勵，毛澤東有了一支把文革的運作推向全國社會各個角落的

突擊隊；又如，正是借用清華大學以蒯大富為代表的激進造反派，毛澤東就在

文革初期破除了劉少奇等人所推行的那種沿襲過去政治運動的文革運作方式。

把清華大學作為文革初期的一個前沿陣地，毛澤東、中央文革小組就把文革鬥

爭更大規模地推向全國、推向基層、推向各地。以紅W兵和造反派為主體的文

革群眾運動，無疑是毛澤東在文革初期屢屢得勢並且成功的一大「法寶」。

到了1968年夏季，經過兩年的文革群眾運動，已經把文革最初的打倒走資

派和進行「鬥（鬥資本主義）、批（批修正主義）、改（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等）」

這一文革主旨，轉換成了群眾運動的內訌直至內戰。經歷了由「文鬥」到「武鬥」，

群眾組織本身已是千瘡百孔，自身的弊端和危機不亞於文革最高領導層內部的

張力。

在蒯大富來到之前，毛澤東6重談論怎樣解決大學內的文革兩派難於化解

的武鬥，對此，毛澤東在氣頭上說出的一些話，顯得有些凌亂。在重複地提出

的幾種解決武鬥問題的辦法中，看來毛澤東最不滿意大學文革的一點就是：文

革由最初確定的「鬥、批、改」變為「鬥、批、走」，這�的「走」既指在武鬥形勢

下廣大群眾對於自己所在單位的武鬥的迴避或出走，也蘊涵6對於文革初衷和

文革主題的游移或背離。面對兩年來大學文革群眾運動的弊端，毛澤東提出了

四個具體解決辦法：一是軍管；二是把武鬥的學校一分為二，即讓武鬥的雙方

分離開來；三是鬥、批、走；四是繼續武鬥並且大打。在我看來，第一種辦法

即軍管在當時曾廣泛應用於許多工廠、機關和部門，但對於學校是否進行軍事

管制，毛澤東比較慎重，最終沒有決定在全國所有大學實行軍事管制。這是頗

為值得回味的。第二種辦法把各個大學武鬥的雙方安置到不同的地方，這畢竟

不太切實可行。正如毛澤東所言，就是在同一個群眾組織內部也會不斷分化，

即使從空間和地理上把對立的群眾組織分離開來，也是如此。第三種辦法中的

「走」即出走，有可能顯示出由於群眾運動的內戰而帶來文革的失敗。第四個辦

法實際上也不可行，這更加顯示出毛澤東說出氣話之際的無奈、失望和焦慮。

到了此時，毛澤東再也不會放任群眾運動自行其是了，再也不會容忍群眾武鬥

繼續下去了。上述的四個辦法實際上都沒有採用，最後演變為由工宣隊佔領並

主導大學乃至整個教育界。

當初，毛澤東向清華派出工宣隊沒有預料到會有嚴重流血犧牲。這是由於

毛澤東派出工宣隊的決定沒有及時地、明確地傳達到清華（儘管毛澤東說過向清

華派出工宣隊「沒有打招呼，是我的錯誤，間接打了招呼」），還是由於當時特定

的理由而不傳達毛澤東的決定呢？這幾乎已經成為歷史懸案，也成為由於錯綜

複雜的因素導致清華乃至整個文革發生轉折的一個關鍵點。儘管無法完全復原

毛澤東派出工宣隊的初衷，但是我個人推論，毛澤東當時是想以派出的數萬名

工人進駐清華，制止武鬥，促成群眾兩派大聯合，最終成立以團派為主體的清

毛澤東最不滿意大學

文革的一點就是：文

革由最初確定的「鬥、

批、改」變為「鬥、

批、走」。面對兩年

來大學文革群眾運動

的弊端，毛澤東提出

了四個具體解決辦

法：一是軍管；二是

把武鬥的學校一分為

二，即讓武鬥的雙方

分離開來；三是鬥、

批、走；四是繼續武

鬥並且大打。這四個

辦法實際上都沒有採

用，最後演變為由工

宣隊佔領並主導大學

乃至整個教育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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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文革權力機構。從毛澤東建議蒯大富當清華大學校長、沈如槐當副校長的說

法，可見其端。然而，工宣隊進駐清華所遭到的嚴重流血犧牲，給毛澤東改寫

文革初期歷史提出了一個嶄新的題目。

1968年8月15日，《人民日報》在慶祝雲南省革命委員會成立的社論中，公布

了毛澤東第一次發表的「最新指示」：「要充分發揮工人階級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一

切工作中的領導作用。」bk這是首次向全國公布毛澤東基於清華「七．二七事件」

以來的文革策略的重大轉換。這也再次表明，在7月28日召見後，基於對當時大

學文革情況的分析和對文革全局的推斷，毛澤東把最初派駐大學去制止武鬥的

工宣隊「升格」為領導大學的政治力量。隨後，毛澤東指示姚文元寫出「宜有一篇

指導當前政治的文章」bl時，這一點就非常明確了。8月22日，姚文元在把自己

寫就的題為〈在工人階級的領導下，認真搞好鬥、批、改〉一文送給毛澤東審

閱。姚文元寫道：「整理了您的兩段重要指示，駁斥了一些錯誤的觀點，不知能

否作為社論或署名文章在《紅旗》用。」bm毛澤東修改、審定了姚文元的文章，把

原來的題目改為「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並加上了「姚文元」的署名。8月25日《紅

旗》雜誌發表，次日《人民日報》轉載了經過毛澤東多處修改、補充的姚文元此

文。毛澤東讓文革的頭號筆桿子姚文元而不是以文革時期著名的「兩報一刊」社

論的形式來宣講文革的新策略，耐人尋味。毛澤東在姚文元文章的初稿上加寫

進去的話語，則把由於清華「七．二七事件」所導致的文革策略的變化加以明確

的概括：一是確立以工人階級身份出現的工宣隊對大學文革的佔領地位，「並且

永遠領導學校」bn。二是所謂排斥工人階級的「全國各地那些被資產階級份子所

把持的大大小小的獨立王國的公民們」不僅咎由自取，而且應當研究這類獨立王

國被摧毀的教訓bo。三是大學中所有的學生、知識份子，即使是那些在文革伊始

造過「走資派」反的紅W兵小將，都不可能完成鬥、批、改等任務。四是在所有

知識份子成堆的地方和單位，要「打破知識份子獨霸的一統天下，佔領那些大大

小小的『獨立王國』，佔領那些『多中心即無中心』論者盤踞的地方」，只有如此，

知識份子才「有可能得到改造和解放」bp。五是繼續進行毛澤東所部署的鬥、批、

改等具體任務bq，言外之意，就是使文革沿6毛澤東指出的軌道進行，而不是陷

於群眾內訌和群眾武鬥之中。

8月25日同日，毛澤東批發了中共中央等《關於派工人宣傳隊進學校的通

知》，這個通知指出，根據進駐大學的北京工人宣傳隊的經驗，決定向全國大、

中城市的大、中、小學派出領導各個學校文革的工宣隊br。自那時起，文革形形

色色的群眾組織實質上已經不起甚麼作用了。從1968年底，毛澤東號召廣大中

學紅W兵學生到農村去、到邊疆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到同年底次年

初，在大學的幾屆高年級學生一起畢業分配和幾屆低年級學生幾乎全部到軍

隊、到農場接受訓練和從事勞動，再到1969年4月隨6中共「九大」的召開而逐步

恢復中共一元化領導及幹部管理體制，以紅W兵和造反派為主體的文革群眾運

動經歷了由中心走向邊緣、由城市走向農村、由狂熱走向冷寂的命運，最終走

進了它那衰弱、消解的歷史歸宿，並由此而宣告了文革初期的結束。

正如毛澤東在這次召見時所說的，從北大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出來，大

學原計劃停課半年搞文革，到延長一年，再到延長兩年，他不願意繼續延長下

去了，他說了一句很有分量的話：「我說三年就三年嘛！」到了8月19日，毛澤東

依我個人推論，毛澤

東派出工宣隊的初衷

是想促成群眾兩派大

聯合，但工宣隊進駐

所遭到的嚴重流血犧

牲，給毛澤東提出了

一個嶄新的題目。

1 9 6 8年8月1 5日，

《人民日報》在社論中

公布毛澤東的「最新指

示」：「要充分發揮工

人階級在文化大革命

中和一切工作中的領

導作用。」從此，以

紅_兵和造反派為主

體的文革群眾運動走

向衰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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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任務的部署，並作了一個判斷：「今年下半年，整頓、教育是差不多了，是時

候了。」bs寥寥數語，既流露出毛澤東所期待的文革初期轉變將要來臨，又表明

了毛澤東再也不願意讓文革初期的群眾運動進行下去，再也不看好群眾組織的

角色了。因而，文革群眾運動壽終正寢、文革群眾組織偃旗息鼓，就不是置身

於其中的群眾及其領袖所能左右的了。

（二）意味6紅W兵領袖和造反派領袖角色的衰竭

這次召見談話的一大特色，還在於毛澤東對於蒯大富等五位領袖所表示出

的不信任和指責，儘管毛澤東在當時再三地表示出對他們的關愛和惋惜。這五

位領袖兼有文革紅W兵領袖與造反派領袖之化身的集合，他們不僅在北京地區

的文革初期群眾運動中叱吒風雲，而且在全國的文革初期形勢中獨領風騷。他

們在當時被冠之為富有意味的「五大領袖」的稱呼，而毛澤東稱他們為「五大將」，

就從諸多側面顯現出他們的文革角色。毛澤東說：「你們這五大將，我都是護你

們的。」毛澤東在蒯大富還沒有趕來之前說：「蒯大富這個人，我看是好人，出

面多，操縱他的人是壞人。蒯大富以及出面的，我看是好的，這個經驗很多。」

「我為甚麼不找你們的反對派呢？找你們幾個人來人講講，這件事，使你們有個

準備。我歷來不搞錄音，今天錄了。因為你們回去各取所需，我就放我這個東

西，你們先去討論、討論。」毛澤東由昔日對這五位領袖的重視到此時所具有的

懊惱態度，體現出毛澤東在文革初期矛盾而複雜的心路歷程。毛澤東已經體會

到，文革不同的群眾組織或派別對於他本人的諸多指示、講話等，加以唯己所

需地利用所帶來的後果，造成了毛澤東不願意看到的群眾組織混戰致使文革天

下大亂的惡果。毛澤東力圖糾正在他的文革麾下聚集的不同利益和不同要求的

文革群眾對於整個文革大局的實用目的和功利做法，一個直接的後果就是自

1968年底起，全國各地區、各部門的紅W兵風雲人物和造反派代表人物逐漸地

遠離文革的政治舞台。

毛澤東對於這些領袖的複雜態度還可以從下面這個情節中體現出來。晚來

參加這次召見活動兩個多小時的蒯大富，進入會場時還不知道是毛澤東召見。

當蒯大富一見到端坐在沙發上、身著白襯衣的毛澤東時，悲喜交集之情，無以

復加，放聲大哭。毛澤東站了起來，其他人也都站立起來。蒯大富多年後對我

回憶說，他像一個受到委屈的孫子見到慈祥的爺爺一樣，雙手緊緊握住毛澤東

的手，一頭撲進毛澤東的懷�，縱情哭訴：「主席救我！主席救我！」毛澤東也

落下眼淚，江青幾乎是失聲痛哭，其他人也淚盈眼堤。當蒯大富講到由「黑後

台」操縱幾萬工人打進清華園，清華「井岡山」群眾被抓或被迫撤出時，毛澤東轉

過身來把手伸出來說：「你要抓黑手，黑手就是我。工人是我派去的。」蒯大富

曾對我說過，他當時聽到毛澤東的此話，情緒頗為激動，脫口而出：「不可

能！」bt蒯大富的理由是毛主席每次派解放軍制止武鬥都是不帶槍、不打人、不

罵人、不抓人，而「這次卻抓了我們清華井岡山的人」。毛澤東聽後有些惱怒，

責問謝富治、溫玉成，並命令把抓的人統統放了。毛澤東氣憤地繼續說道：「蒯

召見時，蒯大富晚到

兩個多小時，當他一

見到端坐在沙發上、

身著白襯衣的毛澤東

時，悲喜交集，放聲

大哭。蒯大富多年後

回憶說，他像一個受

到委屈的孫子見到慈

祥的爺爺一樣，一頭

撲進毛澤東的懷�，

縱情哭訴：「主席救

我！主席救我！」毛

澤東也落下眼淚，江

青幾乎是失聲痛哭。

後來毛澤東氣憤地

說：「蒯大富，你真

蠢呢，我們搭梯子讓

你下來，你不下來」。



文化大革命的 61
一首斷魂曲

大富，你要抓黑手，黑手就是我，你來抓呀！把我抓到W戍區吧！」「蒯大富，

你真蠢呢，我們搭梯子讓你下來，你不下來」，問題在於蒯大富事先既不知道有

這種「梯子」，又在事發之際根本不可能「下來」。

然而，毛澤東對於五位紅W兵領袖的關愛之情溢於言表，他強調說：「不管

運動中有多少缺點，我都是護你們的。」他對這五位領袖情況的了解似乎如數家

珍。毛澤東對於五位領袖的態度還分別具有不同的特點：對聶元梓的批評相比

之下顯得過多，對蒯大富顯得恨鐵不成鋼，對王大賓有些欣賞，對譚厚蘭給予

鼓勵和希望，對韓愛晶則是作了多次的肯定和讚揚。又如，在參加召見的這五

位紅W兵領袖中，韓愛晶說話最多，在場的姚文元、陳伯達、江青、康生屢屢

批評韓愛晶總是愛提出前途問題、信心不足、不懂馬列主義等等時，毛澤東一

再制止這些人對韓愛晶的批評。在韓愛晶當面請教毛澤東關於中國未來前途的

大問題時，毛澤東頗有感觸地說：「想的遠好，想的遠好。這個人好啊，這個人

好啊。」「韓愛晶這個人好啊！他的性格很像我年輕的時候認為自己對的，就要

堅持。」

毛澤東在這次談話中再次強調：「現在是輪到小將犯錯誤的時候了。」他在

1967年夏季外出巡視時，對於全國性的文革激進群眾運動達到狂熱之際，曾說

過類似的話。但那一次，此話對於紅W兵小將以及造反派群眾來說所起的作用

似乎不大，而在這次召見中，毛澤東舊話重提，這就不是所謂一般批評了，也

即紅W兵和造反派及其領袖在1967年與1968年所犯的所謂錯誤是大為不同的，

後一錯誤似乎是無法原諒的。正如林彪對於這五位領袖的「錯誤」做出的一針見

血的概括：「你們要看到運動的需要、看到各個階段我們應該幹甚麼。」紅W兵

和造反派群眾及其領袖在1968年所犯下的「錯誤」，不但在政治上對於他們來說

是致命的，而且給全國的紅W兵運動和造反派運動帶來了至關全局的影響。

在當時召見中，毛澤東還沒有明確形成處置這些紅W兵領袖的具體意見或

部署，至少，毛澤東在接見結束之後還有些出人意外地、頗為令人感動地重新

回到召見會場，囑咐在場的人們：「我走了，又不放心，怕你們又反過來整蒯大

富，所以又回來了。」「不要又反過來整蒯大富，不要又整他們。」不過，到了

8月8日，在接見中共中央文革小組碰頭會成員及有關負責人時，毛澤東談及大

學問題，他說道：「靠學生解決問題是不行的，歷來如此。學生一不掌握工業，

二不掌握農業，三不掌握交通，四不掌握兵。他們只有鬧一鬧。」「所謂『五大領

袖』，群眾不信任他，工人、農民、士兵不信任他，學生不信任他，本派的大部

分不信任他，只有幾百人勉強控制，怎麼行呢？學生為人民沒作甚麼好事，怎麼

能取得群眾的信任呀？要二十年、三十年做了點好事，才能取得群眾信任。」ck

在這之後不久，在上述姚文元所寫的文章中，對於那些紅W兵犯下的種種「錯

誤」大加斥責，實際上也是毛澤東對於紅W兵和造反派領袖的嚴厲訓斥，意味6

毛澤東同他們的政治疏遠直至政治「訣別」。

（三）催生文革的「教育革命」

過去，人們對於毛澤東這次召見談話所忽視的一點，就是毛澤東所談及的

「教育革命」問題。這次召見談話，也是毛澤東在文革時期比較集中地談及「教育

毛澤東對於五位紅_

兵領袖的關愛之情溢

於言表，他強調說：

「不管運動中有多少

缺點，我都是護你們

的。」毛澤東對於五

位領袖的態度是不同

的：對聶元梓的批評

相比之下顯得過多，

對蒯大富顯得恨鐵不

成鋼，對王大賓有些

欣賞，對譚厚蘭給予

鼓勵和希望，對韓愛

晶則說：「韓愛晶這

個人好啊！他的性格

很像我年輕的時候認

為自己對的，就要堅

持。」



62 百年中國與世界 革命」的「範文」之一。毛澤東從重整大學文革到論及大學的教育問題，這不僅是

必然的，而且也是毛澤東所主導的文革戰略在基本上結束群眾運動之後對於將

要到來的「教育革命」的大致勾勒。

毛澤東在這次召見談話中用較長的時間談論了包括教學方式、文科教學等

在內的教育問題，這些都是他50年代「大躍進」時期許多言論和思想的重複，沒

有甚麼新意，例如，相較於毛澤東1958年3月22日在成都會議上的講話cl和同年

5月8日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的講話cm，其主題論調如出一轍，甚至所列舉的人

物、事例都非常雷同。但是，在1968年夏季之際，對於「教育革命」，毛澤東老

調重彈，這不僅成為開展文革「教育革命」的先聲，而且成為文革「教育革命」具

體運作的基本準則。

由於文革頭兩年的群眾造反運動以及奪權和武鬥佔據6文革的主流地位，

文革意義上的「教育革命」還沒有提到議事日程。而這種造反運動的日趨衰落，

則「促生」了「教育革命」逐漸由後台走上前台。從目前已公布的材料來看，這次

召見之前，毛澤東在1968年7月12日會見中共中央文革小組碰頭會成員的會議

上，已經就教育問題及大學辦學方針和政策作了有關談話。7月20日，陳伯達、

姚文元在提交給毛澤東的一份報告中，準備公布毛澤東7月12日的那段談話，即

「理工科大學還是要辦的，但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要無產階級政治掛帥，

走上海機]廠從工人中培養技術人員的道路。要從有實踐經驗的工人農民中選

拔學生，到學校學幾年以後，又回到生產實踐中去」cn。毛澤東審閱時，將其中

的「理工科大學還是要辦的」改為「大學還是要辦的，我這�主要說的是理工科大

學還是要辦的」co。7月22日，毛澤東的這一談話通過《人民日報》社論的方式公

布出來。在我看來，毛澤東在7月28日召見中關於「教育革命」問題的談話，與

7月12日的談話和7月22日的公布是有6前後關聯的，即毛澤東以及中央文革小

組打算整治教育界尤其是大學的文革局勢，在文革群眾運動大潮過去之後，具

體地說，在清華「七．二七事件」之後，將適時地、大力地開展文革「教育革命」。

在這次召見中，彷彿陳伯達最為重視「教育革命」問題以及學校辦學和復課

問題，他說：「教育革命，教改搞不上去。」他意識到了文革對於大學教育的嚴

重衝擊使得大學幾乎完全停學的嚴重性。當然，陳伯達不是主張恢復文革前的

教育運作模式，只不過是想使被文革群眾運動阻斷了的「教育革命」走上文革的

議事日程。陳伯達的這一見解與他在後來起草的中共「九大」報告中強調促進生

產力、恢復經濟發展的見解是相輔相成的cp。

毛澤東接6陳伯達的話說：「教育革命搞不上去，甚至我們也搞不下去，更

別說你們了，為甚麼搞不上去呢？⋯⋯我們的陳伯達同志在中央會議上6急，我

說不用6急，過幾年人家走了就算了麼？」從毛澤東的話來看，主要是由於大學�

分成了群眾兩派及其對立，他似乎也拿不出完全有效的實施「教育革命」的解決辦

法。因而，文革初期的群眾造反運動及群眾武鬥不停，「教育革命」就無法進行。

毛澤東說：「這個大學還要辦，講了理工科，並沒有說文科都不辦。但舊的

制度、舊的辦法不行，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文科還要不要辦呢？文科

還是要辦的，至於如何辦法，研究出另外一個辦法，過去的辦法是培養修正主

義的。」毛澤東對於包括哲學在內的大學人文學科教育有6根深蒂固的偏見，他

由於文革頭兩年的群

眾造反運動以及奪權

和武鬥尚為文革主

流，文革意義上的

「教育革命」並沒有提

到議事日程。而當造

反運動日趨衰落，則

使得「教育革命」逐漸

走上前台。毛澤東

在1968年7月12日說

過：「理工科大學還

是要辦的，但學制要

縮短，教育要革命，

要無產階級政治掛

帥。」毛澤東在清華

「七．二七事件」之

後，大力地開展文革

「教育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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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這個哲學有甚麼學頭呢？這個哲學是能夠在大學�學來的嗎？沒有做過工

人、農民就去學哲學，那個哲學叫甚麼哲學。」毛澤東認為，「學文不是在學校

�學出來的」；他還說，「至於法律恐怕是不太要學為好」，這與他同意在文革初

期「砸爛公、檢、法」有關；他強調不能拿學歷來看待人才。毛澤東還一以貫之

地主張，學校教育要取消考試，教材要刪繁就簡；強調學生自學；認為師範大

學、外語學院等還是要辦的，等等。

這次召見談話之後所帶來的文革「教育革命」，已經不同於以往「教育革命」還

是由學校幹部、師生來主導的，例如，毛澤東在1967年底還打算依靠學校的革命

師生來進行「教育革命」，即「進行無產階級教育革命，要依靠學校中廣大革命的

學生，革命的教員，革命的工人，要依靠他們中的積極份子，即決心把無產階級

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無產階級革命派」cq。在1968年之後，文革「教育革命」已

經不能指望他們了，學校幾乎所有的師生員工都成為「教育革命」的對象。

在這次召見談話中，毛澤東也擔心，在辦學方面，「我們可能犯錯誤」。是

的，毛澤東所主導的文革「教育革命」從根本上講不僅非常荒唐，而且徹底破

產。長達七年之久的文革「教育革命」不僅成為文革整個歷史上最大的「烏托邦」

噩夢，而且從教育理念到教育實踐、從教學體制到教學的各個環節，都成為不

堪回首的教育史上的「怪胎」cr。毋庸置疑，毛澤東的這次召見談話是使文革「教

育革命」開始湧動和鋪張起來的一個引子。

（四）評說清華團派和四一四以及四一四思潮

在這次召見談話中，給人印象最具體的是毛澤東對於清華文革兩派群眾組

織——團派和四派（又稱「四一四」）——的評說。由於一再主張群眾派別的大聯

合，毛澤東在文革時期，對於一個單位（或地區或部門）對立的群眾兩派做出直

截了當的評論，極為少見。這彷彿是毛澤東對於文革不同群眾派別的一種表面

上不偏不倚的姿態。正是基於這種策略，再加上主要是如何制止日益嚴重的群

眾武鬥，在日後公布的毛澤東此次召見談話的指示精神要點，刪節掉了許多有

關毛澤東談及的對於清華四派的指責。

在這次召見談話中，毛澤東對於團派的偏愛，對於四派的不滿，毫無掩

飾，分外真切，這與他在文革以來一貫對待兩派群眾的所謂一碗水端平的政策

大相逕庭。毛澤東對於四派的不屑之情溢於言表，他對十幾個小時前在清華發

生的流血事件看來頗為感歎：「現在四一四高興了，『井岡山』垮台了，我就不

信。」毛澤東對於團派抵抗而四派沒有抵抗工宣隊進駐清華，感到有些意外：毛

說：「四一四歡迎工人，你們『井岡山』很蠢，我才不高興那個四一四。那個四一

四是反對我們的。」毛澤東的這個「四一四是反對我們的」說法不啻是他個人及以

他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對於四派的歷史性結論，也正如江青所說的：「四一

四專門反對中央文革。」毛澤東似乎對於清華整個四派的一系列行徑瞭如指掌，

憤憤不平地說：「他（註：指四一四）搞抬屍遊行，他搞砸電線，四一四也沒有通

知，為甚麼他們歡迎？這一次你們很蠢，讓四一四歡迎工人。」毛澤東對於清華

兩派的不同態度由此昭然若揭，只是當時出於文革大形勢的需要，制止包括清華

毛澤東對於包括哲學

在內的大學人文學科

教育有É根深蒂固的

偏見，他說：「哲學

有甚麼學頭呢？」認

為「學文不是在學校�

學出來的」；還說，

「至於法律恐怕是不

太要學為好」。毛澤

東在1967年底還打算

依靠學校的革命師生

來進行「教育革命」，

68年之後，文革「教育

革命」已經不能指望

他們了，學校幾乎所

有的師生員工都成為

「教育革命」的對象。



64 百年中國與世界 在內的全國性的武鬥遠遠高於給清華一隅的群眾派別做出結論，毛澤東的這番

對於四派可謂致命性的評判才沒有得以公布。毛澤東對於四派和團派在「七．二

七事件」各自所採取不同的策略而做出的評價，看來有些惆悵和無奈，但他還是

建議兩派實行聯合，並且這種聯合是要以蒯大富為主的，「沒有蒯大富不行的，

蒯大富是偏左的，井岡山出兩個，四一四出一個」。毛澤東非常準確又十分細緻

地區分了團派與四派的根本不同，並且涇渭分明地意識到團派代表了他所推行

的文革運動的正宗，並體現了他所主張的文革理論的真諦，而四派不過是他統

率的文革群眾中一部分人具有的「修正主義」，甚至有可能是異端的派別。毛澤

東不看好四派是非常容易理解的，也是合乎文革邏輯的。毛澤東對於清華四一

四的評價堪稱清華文革歷史的一大「亮點」。在整個文革期間，幾乎沒有哪一個

群眾組織像四派這樣受到了毛澤東如此明確、詳細的評價。四派的群眾當時不

知道毛澤東的此番評論。可以想像，當時若是公布了毛澤東的評價，四派群眾

的失望、失落和失敗會是一種甚麼樣的境況。即使在許多年後得知了毛澤東關

於四派的評價，當年的四派領袖及其群眾對於毛澤東把他們視為文革的「另

類」，特別是對「四一四是反對我們的」那句名言，一些人失望不已，叫苦不迭；

一些人耿耿於懷，難於冰釋；更有一些人自以為是，見怪不怪。在這其中，最

有代表性的是四派領導人沈如槐的看法cs：

毛主席把蒯大富看成是自家的好孩子，犯了點錯誤，上帝原諒他們；而四

一四則是一群異己份子。在談論四一四時他老人家的用字遣詞、語調神

情，跟談論右派份子、右傾機會主義份子時的用字遣詞、語調神情一模一

樣。在他老人家眼`的四一四完全是一個保守組織、右派組織，他之所以

沒有下令搞掉四一四，只不過是想保留四一四作為一個難得的反面教員而

已。前不久，在與韓愛晶談到毛主席七．二八講話時，我把我的看法告訴

他，韓愛晶說：「你的感覺對極了」。

不過，說毛澤東想把四一四作為一個反面教員保留下來，值得商榷，因為在此

召見之後不到二十天，團派與四派在清華大學似乎是「無疾而終」。顯然，到了

1968年8月，團派和四派已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失去了各自的功能和價值，很快

從文革政治的輪盤賭局中迅速消失。

在這次召見談話中，對於清華文革最有意義的一點是毛澤東對「四一四思

潮」的具體評價。從這些評價中，清晰地顯現出毛澤東本人對於清華文革的諸多

具體問題的心態和視角，尤其是他本人對於像清華這樣一個單位的文革運作的

態度和策略。毛澤東說：

清華四一四說，四一四思潮必勝，我就不高興。說打江山的人不能坐江

山，無產階級打天下不能坐天下，坐天下的就是四一四！四一四有個理論

家叫周泉纓，理論家何必抓呢？人家是一派的理論家嘛，人家寫文章你抓

人家幹甚麼！應該放出來，人家有意見讓他再寫嘛，不然不是沒有言論自

由了嘛？

在召見談話中，毛澤

東對於團派的偏愛，

對於四派的不滿，毫

無掩飾。毛說：「四

一四歡迎工人，你們

『井岡山』很蠢，我才

不高興那個四一四。

那個四一四是反對我

們的。」毛認為團派

體現了他的文革理論

真諦，而四派不過是

「修正主義」異端派

別。許多年後，當年

的四派領袖沈如槐認

為，毛沒有搞掉四一

四，是想把四一四作

為一個反面教員保留

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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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玉成立即起身打電話指示北京W戍區釋放被關押的周泉纓。在蒯大富進來之

後，毛澤東又一次談到了四一四問題：「四一四那個思想我不能接受。⋯⋯周泉

纓的文章我已經看了，主要口號，打江山的不能坐江山，說蒯大富只能奪權交

給四一四。」毛澤東實際上在這次召見之後所採取的一系列部署，既沒有讓整體

意義上的造反派，也沒有讓相互對立的造反派群眾兩派的任何一派「坐江山」，

這同毛澤東開始把造反派從文革大局中逐出的策略有關。因而，毛澤東口頭上

對四派的批評與他實際上對四派主張的默認之間的矛盾、反差，再一次證明了

毛澤東不可能完全放手讓造反派群眾橫行、恣意文革天下。

在清華文革群眾兩派論戰和衝突進行之際，四派所謂理論家周泉纓1967年

7月寫出了著名的〈四一四思潮必勝〉一文，比較系統地概括和闡述了「四一四思

潮」。該思潮主要內容有：一是文革中階級關係及階級陣線不變，即文革的對象

不能因為包括了「走資派」而撇開了「地富反壞右」，文革的敵人是「兩小撮」而不

是「一小撮」；二是造反派只能造反即「打江山」而不能掌權即「坐江山」；三是文

革已到了必須修正、鞏固、妥協的階段；四是應該對廣大幹部「平反平黑」並大

膽解放、使用他們；五是文革的主流應回歸文革前十七年的河道ct。「四一四思

潮」的提出和流行，是文革初期來自群眾運動的對毛澤東的文革意識形態的一次

重大「修正」甚至解構。毛澤東十分準確地看到，四派及其「四一四思潮」是與他

的文革主張和部署難以吻合的，甚至有可能是南轅北轍的。

今天看來，「四一四思潮」的確是文革初期對毛澤東的文革理論和文革實踐

的「偏離」，即從毛澤東的文革「原教旨主義」意識形態分離出來的「修正主義」思

潮，甚至有可能演變為有悖於毛澤東文革意識形態的異端思潮。這個思潮對於

文革的懷疑、批評和動搖，實際上有可能演變為導致對於文革的否定！這一點

在文革結束後，非常明顯地表現出來，即許多人對於文革的批判和否定，更多

的是依據於文革前十七年的情結和心懷直至利益格局來進行的。如果說周泉纓

在文革期間以對待文革前十七年的看法來指責文革是相當有見地的話，那麼文

革結束後，過多地從文革前十七年的取向和價值角度來評判文革，就遠遠不夠

了。一個簡單的反問就可以說明這一點：文革十年的歷史直接源自於何處？周

泉纓本人在文革後的反思也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四一四思潮」既動搖了毛澤東的文革意識形態在文革初期對文革造反派的

思想一統局面，又加劇了文革廣大群眾的思想分化以及部分群眾的懷疑傾向，

更有效地瓦解了以團派為代表的所謂文革群眾組織的正宗性，並削弱了同樣以

團派為代表的文革群眾主流思潮的正統性。文革眾多的思潮在文革結束之後，

到目前為止，只有「四一四思潮」是最為走紅並且成為唯一勝者的文革群眾性思

潮dk。

（五）展望文革的前途

毫無疑問，毛澤東這次召見談話的內涵是非常豐富的。我個人認為，頗為

有意思的一點就是毛澤東對於文革前途的展望。

韓愛晶在這次召見快要結束時，當面向毛澤東提出了一個在他心中久久揮

四派理論家周泉纓

1967年7月寫出了著

名的〈四一四思潮必

勝〉一文。召見中，

毛澤東說：「清華四

一四說，四一四思潮

必勝，我就不高興。

說打江山的人不能坐

江山，無產階級打天

下不能坐天下，坐天

下的就是四一四！」今

天看來，「四一四思

潮」的確是文革初期對

毛澤東的文革理論和

文革實踐的「偏離」，

甚至有可能演變為有

悖於毛澤東文革意識

形態的異端思潮。



66 百年中國與世界 之不去的問題：「毛主席，我想請教你一個問題。再過五十年，一百年，如果中

國出現了分裂，你也說自己是毛澤東思想，他也說自己是毛澤東思想，出現了

割據混戰局面，那我們怎麼辦？」換言之，這個問題就是毛澤東之後的文革前途

問題。韓愛晶直言提出的文革前途問題是與會者們所始料不及的，會場氣氛變

得嚴肅起來。韓愛晶提出的這個問題決不是偶然的、突發的，而是經過長期思

考、孜孜以求的。例如，1967年7月初，在北京中南海西門形成的由學校、工

廠、機關等七百餘所單位、數十萬人參加的「揪劉（少奇）火線」步入高潮時，身

處文革漩渦中心的韓愛晶已經充分地意識到了文革的「隱患」。8月9日凌晨，韓

愛晶、蒯大富從這一「火線」上「視察」後，搭乘中共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的

轎車返回清華。途中，韓愛晶向陳伯達提出了與其一年後向毛澤東提出的類似

的問題，請陳伯達解答。韓愛晶的這個問題具體來說就是：在毛主席百年之

後，中國會不會有像袁世凱竊取辛亥革命成果那樣的竊取文革成果的人物，中

國會不會出現你說你堅持了毛澤東思想、他說他堅持了毛澤東思想的分裂、割

據、混戰的局面？等等。在下車分手之前，陳伯達告誡韓愛晶、蒯大富說，在

文革前進的路上，不要「行百里者半九十」，並鼓勵他們，文革有「無限的光明，

無限的前途」dl。以韓愛晶為代表的文革著名風雲人物在1967年夏季至1968年夏

季就已經切切實實地體驗到了文革矛盾重重，危機四伏，他們的憂患意識和底

氣不足預示了文革前途岌岌可危。

對於韓愛晶提出的問題，毛澤東強調：「有文化大革命的經驗比沒有文化大

革命好。」對於文革前途的問題，毛澤東只是籠統地談到要依靠人民，談到中國

共產黨就是通過一次次黨內鬥爭而前進的。毛澤東有些信心不足地說：「你們年

輕人就是沒有經驗，上帝原諒你們。韓愛晶你問起我，我答覆你了，不要以為

我們這些人有甚麼了不起，有我們這些人在就行，沒有我們這些人，天就掉下

來。」毛澤東拿中國歷史及中共過去的鬥爭經驗來「度量」文革的前途，這並不能

免除整個文革隨6他生命的結束而全盤崩潰。差不多是在毛澤東回答了韓愛晶

的上述提問後，這次召見談話也就基本上結束了。

這次召見談話還表明，毛澤東對於文革確實沒有甚麼具體的計劃或方案，

往往是隨6文革形勢的變化，窮於應付，顯示出他的文革諸多策略具有迫不得

已的內涵和特點。不過，毛澤東應付文革危機和轉折的能力和對策無疑是獨一

無二的，這固然基於文革中億萬大眾對他的愛戴、服從和迷信，但非常清楚的

一點就是：除了毛澤東之外，沒有甚麼人能夠從大局上改變清華文革的武鬥形

勢，也沒有甚麼人能夠由此而制約文革的全局。毛澤東的文革權威如日中天之

際，也是它得過且過、四分五裂之時。

三

毛澤東用五個半小時來召見紅W兵領袖談話，遠遠超出了他接見別人一般

只是幾十分鐘的時間，可見毛澤東此次召見談話的良苦用心。在上述回憶文本

中，韓愛晶提供了一幅多姿多彩的文革政治語義的畫卷。人們不僅可以感受到

韓愛晶在這次召見快

要結束時向毛澤東問

道：「再過五十年，

一百年，如果中國出

現了分裂，你也說自

己是毛澤東思想，他

也說自己是毛澤東思

想，出現了割據混戰

局面，那我們怎麼

辦？」對於這個問題，

毛強調：「有文化大

革命的經驗比沒有文

化大革命好。」對於

文革前途的問題，毛

只是籠統地談到要依

靠人民，談到中國共

產黨就是通過一次次

黨內鬥爭而前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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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在這次召見談話中的神態、語氣和舉止，栩栩如生，而且毛澤東之外的

其他人的音容神貌乃至心境，也躍然紙上。例如，在這次以毛澤東談話為主的

召見中，「無產階級司令部」其他成員各顯特色：林彪的一言中的和老謀深算，

陳伯達大大咧咧的插話，江青大而無當的談論，姚文元咄咄逼人的講話，一些

發言者之間的相互吹捧，吳法憲和汪東興的一言不發，葉群吹捧江青而遭到毛

澤東的白眼等。又如，軍方人士除林彪之外，大都保持沉默，或者不主動參與

話題的談論。相比之下，文方人士則顯得誇誇其談，喋喋不休。又如，黃永

勝、溫玉成在回答毛澤東的問話時，他們各自立即畢恭畢敬地從座位上站立起

來回答（黃永勝還把自己的軍帽拿下來，放在桌子上）。他們一個人民解放軍總

參謀長，一個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兼北京W戍區司令員，對於他們自己的統

帥兼領袖的敬畏之情，拂面撲來。

概言之，作為文革的一首「斷魂曲」，毛澤東這次召見談話的意義主要在

於：一方面，毛澤東通過這次召見談話，基本上成功地遏制了整個文革的無論

是地區性的還是單位性的群眾武鬥。毛澤東承認，他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

告》中講的一些群眾鬥爭方法被濫用到文革之中，但他認為這個無關文革大

局，即使是打死了人，即使兩派群眾各自虐待武鬥中的俘虜等，那也是策略和

方法問題。儘管毛澤東口頭上說，清華武鬥造成數人死亡，眾人受傷，實際損

失最小、最小，然而有一點毛澤東是非常明確的，他堅決反對各種形式的群眾

武鬥，並一再明令制止這類武鬥，強調堅決鎮壓繼續從事武鬥的行為，甚至

不惜以解放軍的武力來加以殲滅。因此，遏制直至終止了武鬥，文革群眾運動

的「氣數」就已走到盡頭。在毛澤東這位文革不同群眾派別的同一個最高領袖的

強行決斷下，文革群眾派別之間的分歧論戰也好，則不「休」而「休」；文革群眾

派別之間的生死武鬥也罷，則不「敗」而「敗」。從這次召見談話之後，文革群眾

運動徐徐落下它那沉重的歷史帷幕。以群眾運動為主的文革第一階段（1966年

6月至1968年年底）作為文革最為激烈、最為狂熱和最為動蕩的階段，則趨於

結束。

另一方面，毛澤東堅決反對在文革不同地區、單位或部門的群眾組織搞橫

向聯繫，搞甚麼「全國時事形勢討論會」之類的串聯會，他這�批評的是北京和

外地一些群眾組織及其頭頭在1967年夏季文革群眾運動高潮之際召開有關名目

的討論會。在這次召見中，毛澤東等人在這個問題上對紅W兵領袖們的痛斥，

表明「無產階級司令部」絕不容許群眾運動和群眾組織游離於該司令部控制之外

的可能發生。毛澤東指責那些外地來京的群眾造反派頭頭躲藏於北京個別紅W

兵領袖的地盤，認為這些頭頭是「反對各省革委會和解放軍」的。這些群眾造反

派頭頭的作用已不是文革伊始的「開路機」，而是文革此時的「絆腳石」了。毛澤

東還大力反對文革群眾的所謂無政府主義現象，表明他1967年夏季就意識到外

地群眾組織頭頭來北京串聯、搞所謂形勢討論會一類的活動大有離心於「無產階

級司令部」之虞。到了這次召見談話之際和之後，這種無論是想像的還是潛在的

危險都已化為泡影。正如毛澤東強調的，不能在文革中搞甚麼「多中心」，全國

「搞幾千個、幾萬個中心，就是無中心。還是他中心。各人皆以為天下第一，真

是！那還有甚麼中心！」毛澤東的這番話，在上述姚文元的文章�，得到了詳細

在韓愛晶記述這次毛

澤東的召見的文本

中，「無產階級司令

部」其他成員各顯特

色：林彪的一言中的

和老謀深算，陳伯達

大大咧咧的插話，江

青大而無當的談論，

姚文元咄咄逼人的講

話，一些發言者之間

的相互吹捧，吳法憲

和汪東興的一言不

發，葉群吹捧江青而

遭到毛澤東的白眼

等。軍方人士除林彪

之外，大都保持沉

默，文方人士則誇誇

其談，喋喋不休。



68 百年中國與世界 的闡釋。進而，文革第一階段的一大「主體」——群眾運動和群眾組織全面的失

落、衰敗、瓦解和消退，就是勢在必然了。

那麼，甚麼是由毛澤東這次召見談話所折射出的文革「斷魂曲」呢？一句

話，文革群眾性的分崩離析和文革群眾問題的全面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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