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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乾老先生1986年8月在《北京晚報》上發表過幾篇〈「文革」雜憶〉，我現在來

寫〈文革漫談〉。蕭老寫的是親身經歷，我寫的則海闊天空，舉凡「文革」的人、

言、行、事，無所不談。大多不是親身經歷。坦白地說，我沒有寫作計劃。興

之所至，思之所至，隨手寫下。東一榔頭西一棒子，故曰「漫談」。

可敬的老人巴金在晚年寫了一套《隨想錄》，它以說真話而著稱於世。「舜何人

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我如草芥，但敢自詡：拙談中沒有一句假話。

一　「文革」前毛澤東眼中的中國現實

毛澤東認為蘇聯和許多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出現了資本主義的全面復辟，而

中國共產黨高舉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旗幟。既然如此，加上中國共產黨又

是一個大黨、中國又是一個大國，他就合乎邏輯地認為中國逐步地成為「世界的

革命中心」。

伴隨Ì中國是「世界的革命中心」這種認識，產生了兩方面的想法：一是要

把中國建設成「純潔」而「完美」的社會主義社會，成為防止資本主義復辟、保持

鮮艷紅色的樣板；二是認為中國的現實太不「純潔」、太不「完美」了，存在許多

「黑暗面」。國際「反修」的深入，強化了中國是「世界革命中心」這種認識。這種

認識的強化，又深化了上述兩種想法。這兩種想法的共同之處是：中國要來個

大變化，大破大立。要把中國建設成樣板的心情愈急切，就愈是認為中國的現

實太不理想。「左」傾錯誤特別是沒有弄清楚甚麼是修正主義，使中國的現實在

毛澤東的眼中失真。

文革漫談

● 王年一

文革前，毛澤東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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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漫談 37毛澤東在發動「文化大革命」時對中國現實的估計，比較集中地反映在《五一

六通知》、毛澤東致江青信（1966年7月8日）、〈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張大字

報〉（1966年8月5日）、黨的九大政治報告（1969年4月1日）、〈毛主席會見美國友

好人士斯諾談話紀要〉（1970年12月18日）等文獻和毛澤東的一些講話中。

毛澤東眼中的中國現實是怎樣的呢？

（一）知識份子存在Ì「修正主義階層」

毛澤東在1963年12月12日和1966年6月27日兩次作了關於文藝工作的批示，認

為文藝界「許多部門至今還是『死人』統治Ì」，文藝界「跌到了修正主義的邊緣」。

1965年8月3日，毛澤東與法國馬爾羅（André Malraux）談話。馬爾羅問：現

在中國修正主義階層是否廣泛存在？毛澤東答：相當廣泛，人數不多，但有影

響。這些是舊地主、舊富農、舊資本家、知識份子、新聞記者、作家、藝術家

以及他們的一部分子女。馬爾羅又問：為甚麼有作家？毛澤東答：有一部分作

家的思想是反馬克思主義的。我們把舊的攤子都接收下來了。我們原來沒有藝

術家、記者、作家、教授、教員，這些人都是國民黨留下來的。

在1966年3月17日至20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毛澤東說：

「現在學術界和教育界是資產階級知識份子掌握實權。社會主義革命愈深入，他

們就愈抵抗，就愈暴露出他們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面目。」

1966年6月10日，毛澤東對胡志明說：

這次是大大小小可能要整倒幾百人、幾千人，特別是學術界、教育界、新

聞界、出版界、文藝界、大學、中學、小學。因為當時我們沒有人，把國

民黨的教員都接收下來了。大、中、小學教員，辦報的，唱戲的，寫小說

的，畫畫的，搞電影的，我們很少，把國民黨的都包下來。這些人都鑽到

我們黨內來了。

1967年2月3日，毛澤東對阿爾巴尼亞卡博（Hysni Kapo）、巴盧庫（Beqir

Balluku）說：

大學生，有很大一部分人我是懷疑的，特別是讀文科、社會科學的。這些

人如果不進行教育，不搞文化大革命，這些人將來就是修正主義。搞文學

的不能寫小說，不能寫詩；學哲學的不能寫哲學文章，也不能解釋社會現

象。還有學政治的、學法律的，都是一些資產階級的東西，我們沒有搞出

甚麼好的教科書。還有學經濟的。修正主義份子可多了。

1966年12月18日，他對斯諾（Edgar Snow）說：「我們沒有大學教授、中學教

員、小學教員啊，全部用國民黨的，就是他們在那´統治。」

在毛澤東修改過三次的《林彪同志委託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

紀要》中，及他主持起草並修改定稿的《五一六通知》中，也有Ì極端的估計。

中國的現實在毛澤東

的眼中失真。毛澤東

認為文藝界許多部門

至今還是「死人」統治

�，文藝界跌到了修正

主義的邊緣。1966年

12月18日，他對斯諾

說：「我們沒有大學

教授、中學教員、小

學教員啊，全部用國

民黨的，就是他們在

那¬統治。」在他主

持起草並修改定稿的

《五一六通知》中，也

有�極端的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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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百年中國與世界 毛澤東1939年12月1日為中共中央寫的〈大量吸收知識份子〉的決定正確地指

出：「沒有知識份子的參加，革命的勝利是不可能的。」1按照1950年8月4日政務

院通過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關於劃分農村階級成份的決定》，在新中國成立

後，知識份子的大多數就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在黨中央於1956年1月召開的知

識份子會議上，在中央政治局隨後通過的《中央關於知識份子問題的指示》中，

黨中央重申知識份子的絕大部分「已經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2。1956年國際國內

出現了一些重大事件，對這些事件的正確和不正確的認識都給了毛澤東以相當

影響，此後毛澤東對知識份子的認識發生了重大變化。1956年8月30日，毛澤東

說：黨內大約有一百萬知識份子，這一百萬知識份子，「他們主要代表⋯⋯城市

和農村中生產資料比較多的那一部分人，如富裕中農。」31957年以後，隨Ì

「左」傾錯誤的逐步發展，毛澤東對知識份子的認識愈來愈違反實際。胡喬木在

〈當前思想戰線的若干問題〉4中說：「應該承認，毛澤東同志對當代的作家、藝

術家以及一般知識份子缺少充分的理解和應有的信任，以至錯誤地把他們看成

是資產階級的一部分，甚至『黑線人物』或『牛鬼蛇神』。」

（二）黨內形成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根據毛澤東的意見，〈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1965年

1月14日）指出：「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在《五一六通知》中，毛澤東對情況作了更加違反實際的估計。他說：有「一

大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混進黨´、政府´、軍隊´和各

種文化界」。又說：「中央和中央機關，各省、市、自治區，都有這樣一批資產

階級代表人物。」這樣的「代表人物」，就是所謂「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

派」。

1969年4月28日，毛澤東在黨的九屆一中全會上回顧「文化大革命」以前的情

形說：「據我觀察，不講全體，也不講絕大多數，恐怕是相當大的一個多數的工

廠´頭，領導權不在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不在工人群眾手´。」

何謂「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毛澤東1967年5月與阿爾巴尼亞軍事

代表團談話時作過解釋。他說：在這´我問大家另外一個問題，你們說甚麼叫

作走資派？（眾不語）所謂走資派就是這些當權派走了資本主義道路吧！就是

說，這些人在民主革命時期，對反對三座大山是積極參加的，但到全國解放後

反對資產階級了，他們就不那麼贊成了，在打土豪分田地時，他們是積極贊成

並參加的，但到全國解放後，農村要實行集體化，對此就不那麼贊成了。他不

走社會主義道路，他現在又當權，那可不就叫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嗎？就

算是老幹部遇到新問題吧！毛澤東認為一部分走資本主義道路的老幹部形成了

黨內的派別，這完全不符合事實。黨內根本不存在「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

派」。張聞天說：「把社會主義建設問題上許許多多不同的意見，都看成是兩個

階級、兩條道路的鬥爭，就必然要亂戴帽子，任意開展鬥爭了。」5在「文化大革

命」中，把「走資派」定為敵我矛盾性質。《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

文化大革命的決定》作了這樣的規定。毛澤東說：「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革命的

1969年4月28日，毛

澤東在九屆一中全會

說：「據我觀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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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漫談 39主要對象是混入無產階級專政機構內部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黨內一小撮走

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61968年12月26日以後，情形才有了變化7。

中央出了「修正主義」嗎？

1965年10月10日，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說，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義，

應該造反，⋯⋯如果中央出了赫魯曉夫，各省有了小三線，就可以造反。10月

12日，毛澤東又在這個會議上說，中國如果出了軍閥也好，修正主義也好，總

而言之，不是馬克思主義，就要造反，不造反，犯錯誤。

在《五一六通知》中，毛澤東寫道：「中央和中央各機關，⋯⋯都有這樣一批

資產階級代表人物」。

1966年7月8日，毛澤東在致江青的信中寫道：「有些反黨份子⋯⋯他們是要

整個打倒我們的黨和我本人。」

1966年10月25日，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說：搞了一線、二線8，出了

相當多的獨立王國。

1967年2月3日，毛澤東會見阿爾巴尼亞卡博、巴盧庫時說：

多少年來，我們黨內的鬥爭沒有公開化。比如，1962年1月，我們召開了七

千人的縣委書記以上幹部大會，那個時候我講了一篇話。我說，修正主義

要推翻我們，如果我們現在不注意，不進行鬥爭，少則幾年十幾年，多則

幾十年，中國會要變成法西斯專政的。⋯⋯在那個時候已經看出問題來

了。1962年，63、64、65、66，五年的時間。為甚麼說我們有不少工作沒

有做好？不是跟你們講客氣的，是跟你們講真話。就是過去我們只抓了一

些個別的問題，個別的人物，⋯⋯這些都不能解決問題，就沒有找出一種

形式，一種方式，公開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來揭發我們的黑暗面。又

說：才別相信我們這個黨ã都是好人。好幾年以前我就說要洗刷幾百萬，

那不是講空話嗎？你有甚麼辦法？毫無辦法。⋯⋯過去我公開聲明，我

說，《人民日報》我不看。當ñ《人民日報》總編輯也說，我不看你的報紙。

講了好幾次，他就是不聽。我的這一套在中國是不靈的，所有大中學校都

不能進去。因為控制在劉少奇、鄧小平、陸定一的中宣部、周揚的文化部

這些人手ã，還有高等教育部、普通教育部這些人手ã，毫無辦法。

1970年12月18日，毛澤東會見斯諾，對斯諾說到他對文化大革命前夕黨內

上層狀況的估計：「那個時候的黨權、宣傳工作的權、各個省的黨權、各個地方

的權，比如北京市委的權，我也管不了了。」

1966年10月25日，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回顧既往時說：我感覺到，在

北京我的意見不能實行，推行不了。

由於「左」傾錯誤的發展，毛澤東認為中央第一線出了「修正主義」。

（三）北京可能發生「政變」

1964年10月16日，赫魯曉夫（Nikita Khrushchev）下台，勃列日涅夫（Leonid

Brezhnev）接任蘇共中央第一書記職務。11月，以周恩來為團長、賀龍為副團長

1965年10月10日，

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

議上說，如果中央出

了修正主義，應該造

反。1966年7月8日，

毛在致江青的信中

寫道：「有些反黨份

子⋯⋯他們是要整個

打倒我們的黨和我

本人。」1966年10月

25日，毛在中央工作

會議上說：我感覺

到，在北京我的意見

不能實行，推行不

了。由於「左」傾錯誤

的發展，毛認為中央

第一線出了「修正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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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百年中國與世界 的中國黨政代表團赴蘇，參加莫斯科紀念十月革命四十七周年的慶祝活動。

據伍修權在其回憶錄9中說，蘇方有人惡意煽動。11月7日晚上，在蘇聯政府舉

行的招待會上，蘇聯國防部長、元帥馬林諾夫斯基（Rodion Malinovsky）竟對

賀龍說：「我們現在已經把赫魯曉夫搞掉了，你們也應該仿效我們的榜樣，把

毛澤東搞下台去。這樣我們就能和好。」（據《王光美訪談錄》，早在1959年廬山

會議期間，「蘇聯大使尤金還在北京對留守中央的陳毅同志說：『現在你可以

搞政變了。』」蘇聯想搞垮中央之心，早已有之。）賀龍立即很嚴肅地對他說：

「這是根本不能相比的兩件事，我們黨和你們的情況是完全不一樣的，你們想法

是根本不會實現的，而且是錯誤的。」朱可夫（Georgy Zhukov）元帥也對馬林

諾夫斯基表示：「我們並不這樣看。」賀龍馬上向周恩來反映這一情況，周恩來

當即向勃列日涅夫、蘇斯諾夫（Mikhail Suslov）和米高揚（Anastas Mikoyan）等人

指出，馬林諾夫斯基的講話是對我們的嚴重挑釁。在隨後舉行的正式會談時，

周恩來又就此事向蘇方提出嚴重抗議。直到勃列日涅夫表示了道歉，我代表

團才未再加追究。搞掉赫魯曉夫得力於軍方的支持。馬林諾夫斯基如此猖狂

挑釁，對毛澤東有何影響，不得而知；但可以確知，毛澤東此後想到了政變

問題。

1965年底和1966年3、4月間，毛澤東問過軍隊和地方幾位領導同志：如果

北京發生政變，你怎麼辦？蕭華在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說：「去年

上海會議後，主席又問許世友同志，假如北京發生了政變，你怎麼辦？主席

說，出修正主義不只是文化出，黨、政、軍也要出，主要是黨、軍。這是最危

險的。」

毛澤東在《五一六通知》中寫道：「混進黨´、政府´、軍隊´和各種文化界

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份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

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

1966年5月18日，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說：「毛主席最近幾個月，

特別注意防止反革命政變，採取了很多措施。羅瑞卿問題發生後，談過這個問

題，這次彭真問題發生後，毛主席又找人談這個問題。調兵遣將，防止反革命

政變，防止他們佔領我們的要害部位、電台、廣播電台。軍隊和公安系統都做

了布置。毛主席這幾個月就是做這個文章。⋯⋯毛主席為了這件事，多少天沒

有睡好覺。」「現在毛主席注意這個問題，把我們一向不注意的問題提出來了，

多次找負責同志談防止反革命政變問題。」

1967年2月3日，毛澤東在會見卡博、巴盧庫時說：當Ì公開發表北京市委

改組的時候（按為1966年6月），我們增加了兩個ì戍師。⋯⋯所以你們才能到處

走，我們也才能到處走。

1981年6月19日，許世友在一個會議上說：「『文革』前夕，毛主席在杭州

說，黨中央有個反革命集團要刺殺我怎麼辦？我說出兵北上。」

這種估計是沒有任何事實根據的。毛澤東與中央一線之間，對甚麼是社會

主義、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的認識，對中國現實的認識，異大於同，矛盾盤根錯

節，毛澤東又作出了這種嚴重得無以復加的災難性的估計，他就以個人否定集

體領導，發動文化大革命。

1966年5月18日，林

彪在中央政治局擴大

會議上說：「毛主席最

近幾個月，特別注意

防止反革命政變。」

1981年許世友在一個

會議上說：「『文革』

前夕，毛主席在杭州

說，黨中央有個反革

命集團要刺殺我怎麼

辦？」這種估計是沒

有任何事實根據的。

毛澤東作出了這種嚴

重得無以復加的災難

性的估計，他就以個

人否定集體領導，發

動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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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1965年11月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發表，到1966年4月，

算作「文革」的準備階段，或曰初步發動階段。

這一階段的最大特點是毛澤東個人反對中央集體。不是聳人聽聞，請看事

實：

姚文是毛澤東批准發表。發表以前，據毛澤東1967年2月3日對卡博、巴盧

庫說，江青說：「這篇文章只給你（指毛澤東）一個人看，周恩來、康生這些人也

不能看，因為要給他們看，就得給劉少奇、鄧小平、彭真、陸定一這些人看，

而劉、鄧這些人是反對這篇文章的。」毛同意。這說明，毛是背Ì中央集體批准

姚文的發表，毛又是明知中央集體不會同意姚文的觀點而批准發表的。發表以

後，又隱瞞是毛批准的這一事實。全國各地都未轉載姚文，卻歸咎於彭真和北

京市委。更重要的是姚文本身是借題發揮。它固然是打擊、誣陷吳 的，更是

在所謂「單幹風」、「翻案風」問題上算中央集體的老賬。「單幹風」和「翻案風」，

本是毛1962年在八屆十中全會上對中央集體的無理譴責，中央集體默默忍受

了。事情已成過去。此時重算舊賬，對中央集體加以鞭撻。姚文的要害，正是

無理指責中央集體。

批判《海瑞罷官》這一炮沒有打響。和者甚寡，反對姚文的很多。江青又開

闢一個戰場——召開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用江青自己的話來說，請解放軍「尊

神」以「攻那些混進黨內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林彪同志委託江青同志召開的

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的真正作者是江青、陳伯達、張春橋、毛澤東。陳、

張始終參加修改，毛修改三次並定稿。這個文件，提出了「文藝黑線專政」論。

這既是對文藝界的指責，更是對中央集體的非難。邏輯只能是這樣：既然十六

年來「文藝黑線」專了政，中央集體就不能辭其咎。

準備階段´最大的事件是批判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彭真有甚

麼問題呢？沒有。批彭，說到底，就因為他有限度地保護過吳 。羅瑞卿據稱

有兩大問題：一是反對林彪提出的「突出政治」，這是真的，正確的是羅瑞卿；

二是「篡軍」，要奪林彪的權，這是假的，軍隊大權任何人絕不可能篡奪。陸定

一只有一件事：他的夫人嚴慰冰寫過匿名信。寫匿名信不足為訓，但是反對的

是葉群。所寫都是生活問題，不是「反革命匿名信」。嚴慰冰寫信，陸定一並不

知道——從信的內容來看，是特別不宜讓丈夫知道的。楊尚昆據稱私放過竊聽

器。所謂「竊聽器」，原來是錄音機。錄音機又不是楊尚昆而是汪東興要人放的

（撤了楊的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之職，接替楊的正是汪東興）。批判這四人，可

以給以八字評語：欲加之罪，何患無詞。錯誤批判，既是對Ì四位老革命家

的，又不止是對Ì四個人的，而是帶有「掃清外圍」的性質。後來發生的事件雄

辯地說明了這一點。

毛澤東1966年3月底與康生等人談話時，明確號召「向中央進攻」。「向中央

進攻」這五個字，赫然印在《五一六通知》的附件上，發至全黨。

準備階段還有其他一些特點，如：反常、撲朔迷離、迂迴曲折、借用軍隊力

量、武斷和專橫。這些特點都是由個人反對中央集體這個總特點派生出來的。

從1965年11月姚文元

的〈評新編歷史劇《海

瑞罷官》〉的發表，到

1966年4月，算作「文

革」的準備階段。批

判《海瑞罷官》這一炮

沒有打響。和者甚

寡，反對姚文的很

多。準備階段¬最大

的事件是批判彭真、

羅瑞卿、陸定一、楊

尚昆。彭真有甚麼問

題呢？沒有。批彭，

說到底，就因為他有

限度地保護過吳 。

批判這四人，可以給

以八字評語：欲加之

罪，何患無詞。



42 百年中國與世界 毛澤東何以反對中央集體呢？他認為中央出了「修正主義」。懷疑中央集

體，毛自己說過，自1962年七千人大會始。下文要說到，毛通過八屆十一中全

會，改組了中央領導機構。

三　中共中央的一次全會

這次全會就是八屆十一中全會。會議雖然只開了十二天，但是發展變化很

大。會議開得十分倉促。1966年7月24日才發出開會通知，8月1日就開會了。劉

少奇在開幕會上報告了十中全會以來的中央工作，十分簡略，而且沒有印發文

字稿。會前，毛澤東與劉少奇、鄧小平等之間在對工作組的評價實際上存在意

見分歧。

會議本來打算開五天。雖然毛澤東在會前多次譴責工作組和派工作組，雖

然毛澤東在劉少奇8月1日講話時又一次插話抨擊工作組和派工作組，但是附和

者寥寥。8月4日，全會發生異常情況。原定下午召開大會，與會者到會場後才

得到改開小組會的通知。下午召開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

毛澤東在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講了份量很重的話，主要內容是：在前清

時代，以後是北洋軍閥，後來是國民黨，都是鎮壓學生運動的。現在到共產黨

也鎮壓學生運動。中央自己違背自己命令。中央下令停課半年，專門搞文化大

革命，等到學生起來了，又鎮壓他們。說得輕一點，是方向性的問題，實際上

是方向問題，是路線問題，是路線錯誤，違反馬克思主義的。這次會議要解決

問題，否則很危險。明明白白站在資產階級方面反對無產階級。規定班與班、

系與系、校與校之間一概不准來往，這是鎮壓，是恐怖，這個恐怖來自中央。

毛在講話中還不點名批判了劉少奇，點名批判了李雪峰。當劉少奇說到我在北

京，要負主要責任時，毛說：你在北京專政嘛，專得好！當葉劍英說到我們有

幾百萬軍隊，不怕牛鬼蛇神時，毛說：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

毛澤東提出，各組傳達、討論他的講話。全會議程為之改變。

各組討論時，沒有隨聲附和者，沒有對毛4日講話的熱烈擁護者。這是個重

要情況。這是一點也不奇怪的。黨內核心領導發生矛盾，大家不好隨便插嘴。

「明明白白站在資產階級反對無產階級」等語，大家也不能接受。絕大多數省、

市、自治區都是派了工作組的。

既然如此，毛於8月7日在全會上發表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

報〉。指責更嚴厲了，上綱更高了。印發這張大字報的前夕，毛要秘書徐業夫通

知在大連養病的林彪到會。林乘專機返京。為甚麼要林與會，這是不難明白

的，借重軍隊了。大字報發表以後，林彪與會以後，會上空氣更加緊張。

緊張歸緊張，因為大字報點到「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志」（打擊面更大

了），大字報上綱又很高（「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

所以除江青、康生、張春橋等人外，依然沒有附和者。除江青、康生、張春橋

等極少數人外，無一人表示擁護這張大字報。

往日，毛澤東一呼，下面百諾。這一次，情形迥異。於是毛澤東決心改組

中央領導機構。他提出了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候選人十一人名單。

1 9 6 6年8月召開的

八屆十一中全會，對

文革發展影響很大。

毛澤東在劉少奇8月

1日講話時又一次插

話抨擊工作組和派工

作組，但是附和者寥

寥。8月4日，毛在講

話中說共產黨鎮壓學

生運動，還不點名批

判了劉少奇。當劉說

到我在北京，要負主

要責任時，毛說：你

在北京專政嘛，專得

好！毛於8月7日在全

會上發表了〈炮打司

令部〉。除江青等極

少數人外，無一人表

示擁護這張大字報。

於是毛決心改組中央

領導機構。



文革漫談 438月12日下午，林彪主持大會。大會內容之一是選舉。儘管人們思想不通，

對上述十一人大多還是投了贊成票。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陶鑄、陳伯達、

鄧小平、康生、劉少奇、朱德、李富春、陳雲十一人全部當選。其中得全票的

有四人：毛澤東、林彪、鄧小平、康生；只少一票的有周恩來、陶鑄、陳伯達

三人（有可能是他們沒有投自己的票）；其他三人得票超過半數。

這次改組中央領導機構的實質，是否定和取消了中央第一線（根據毛澤東的

建議，中共中央在八大後分為第一線、第二線，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

雲、鄧小平在第一線，主持中央工作，毛澤東退居第二線。事實上毛始終未完

全退居第二線）。毛澤東重返第一線，把大權集中在個人手中，這是後來「文化

大革命」不可收拾的一個極其重要的原因。

四　把個人置於中央集體之上

在中央領導機構改組以後，毛澤東是否尊重、依靠、服從中央集體呢？這

讓事實來回答。

毛澤東以個人的崇高威望發起了紅ì兵運動，這是沒有取得中央集體的同

意的。毛澤東1966年8月1日致清華大學附中紅ì兵的信在八屆十一中全會印發

了，但是全會並無任何肯定紅ì兵的表示。《十六條》沒有提到紅ì兵，而只提

到「革命青少年」。在毛澤東提出召開的號召造反的「八．一八」大會上，毛澤東

讓紅ì兵上了天安門城樓，讓紅ì兵宋彬彬給他戴上了紅ì兵袖章，又檢閱了

紅ì兵。毛澤東當然知道這些意味Ì甚麼。果然，在這次大會以後，紅ì兵運

動風起雲湧，遍及全國城鎮。沒有紅ì兵運動，就沒有後來那樣的文化大革

命。

毛澤東親自倡導了大串連，這也是未經中央集體討論決定的。毛澤東八次

接見來自全國的紅ì兵和師生，被接見者達一千一百萬人之多，這本身就是對

大串連的提倡、支持和鼓勵。中共中央、國務院是在1966年9月5日發出過一個

組織外地師生來京的通知，那也是毛澤東個人決定的。這種數以千萬計的全國

大串連，這種乘車、坐船、吃飯、住宿都不要錢的全國大串連，為古今中外的

奇觀。數以億計的金錢花掉了，造成全國性的動亂。

「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是毛澤東專斷提出的。高文謙在〈艱難而光輝

的最後歲月〉（載《文獻和研究》1986年第1期，《人民日報》1986年1月5日轉載）中

說：「1966年10月，毛澤東提出『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周恩來不同意這

一提法。為此，他專門找了毛澤東，⋯⋯毛澤東仍然堅持自己的看法。」《紅旗》

雜誌1966年第13期社論首次公開提出「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必須徹底批判」。

社論發表前，陶鑄、王任重提出異議，均遭拒絕。批判所謂「資產階級反動路

線」，實際上就是批判中央政治局常委劉少奇和鄧小平。且不說「資產階級反動

路線」並不存在，這與組織手續也不合。在全國批判的結果，是天下大亂。

毛澤東個人決定在工廠、農村開展文化大革命。形式上是中央集體決定

的，實際上是個人決定的（名曰集體決定實為個人決定的情形過去屢見不鮮）。

毛澤東否定了陶鑄、余秋里、谷牧為阻止在工交企業開展文化大革命而主持制

在中央領導機構改組

以後，毛澤東是否尊

重、依靠、服從中央

集體呢？毛以個人的

崇高威望發起了紅Ý

兵運動，這是沒有取

得中央集體的同意

的；他親自倡導了大

串連，這也是未經中

央集體討論決定的；

毛提出「徹底批判資

產階級反動路線」。

周恩來不同意這一提

法。毛個人決定在工

廠、農村開展文化大

革命。形式上是中央

集體決定的，實際上

是毛個人決定的。



44 百年中國與世界 訂的《工交企業進行文化大革命的若干規定》（其中規定進行正面教育，不搞「四

大」），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就不得不通過要求在全國工交企業開展「文化大革命」

的《中共中央關於抓革命、促生產的十條規定（草案）》（1966年12月6日下午通過

的）。過去一系列經毛澤東批准的不在工交企業開展文化大革命的中共中央文件

（包括《十六條》），被推翻了。至於要求在農村開展文化大革命的《中共中央關於

農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是林彪主持的，1966年12月15日中央

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的。林彪在會上唸了毛澤東對這個文件的批示：請林彪主

持會議，開會通過，現即發出。這樣，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動亂就迅速蔓延到全

國工礦和農村。

毛澤東批准了打倒陶鑄。陶鑄身任六要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

員，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副總理，中央文化革命小組顧問。他在一系列問題上，

堅持原則，反對「左」傾錯誤。水火不容。1967年1月4日，陳伯達、江青在公眾

場合污蔑、攻擊他。奇怪的是，頃刻之間，他就被打倒了，再也不露面了。1月

8日，毛澤東在內部講了一番話，實際上批准了打倒陶鑄。這都是無法無天。只

有中央全會才能夠撤陶鑄的職。而毛澤東於2月10日在內部嚴厲地批評陳伯達和

江青，對陳伯達說：你是一個常委打倒一個常委。這種批評，令人啼笑皆非。

（毛澤東不也是「一個常委打倒一個常委麼？既然打倒錯了，為甚麼不推翻這個

打倒而讓陶鑄照舊工作呢？」）

毛澤東號召全國奪權。1967年1月8日，毛澤東與中央文革小組部分成員談

話，高度評價《文匯報》社的奪權，說：「這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這是一場

大革命。」「上海革命力量起來，全國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響整個華東，影響

全國各省市。」（這些話，當場寫進《人民日報》編者按，毛當場審定，次日發

表。）1月15日，陳伯達、周恩來在幾萬人參加的群眾大會上先後講話，要大家

警惕上海颳起的「接管風」。當日毛澤東聞訊，召開會議，講話批評周、陳。王

力等據以寫成《紅旗》雜誌評論員文章〈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經毛澤東審

定。1月16日，《紅旗》雜誌和《人民日報》同時發表。此文在文革中第一次明白無

誤地號召全國全面奪權。

這´說了幾件關係全局的大事。毛為甚麼又凌駕於新的中央集體之上呢？

下文要談到。

五　毛澤東的個人專斷

中共中央《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在述及文革前十年的毛

澤東時說：「他的個人專斷作風逐步損害黨的民主集中制」。在文革這一部分又

說：「毛澤東同志的左傾錯誤領導實際上取代了黨中央的集體領導。」從組織上

說，偉大的毛澤東晚年犯錯誤，就犯在個人專斷上。

毛不知道個人專斷不好嗎？不是。他在〈關於健全黨委制〉（1948年9月20日）

中說過：「黨委制是保證集體領導、防止個人包辦的黨的重要制度。」他在1962年

七千人大會上說過：個人專斷要「霸王別姬」。毛澤東1975年5月3日同在京中央

毛澤東批准了打倒陶

鑄。陶在一系列問題

上，堅持原則，反對

「左」傾錯誤。1967年

1月4日，陳伯達、江

青在公眾場合污蔑、

攻擊他。1月8日，毛

在內部講了一番話，

實際上批准了打倒陶

鑄。這都是無法無

天。只有中央全會才

能夠撤陶的職。毛於

2月10日在內部嚴厲

地批評陳伯達和江

青，對陳說：你是一

個常委打倒一個常

委。這種批評，令人

啼笑皆非。



文革漫談 45政治局委員談話，說到自己：「這一回跑了十個月，沒有講過甚麼話，沒有發表

甚麼意見，因為中央沒有委託我。」

既然如此，為甚麼要個人專斷呢？

毛澤東個人專斷的實質，是維護他自己的、不為集體所同意的主張。在漫

長的革命生涯中，毛並不專斷，而是模範地堅持了民主集中制和集體領導的原

則。1943年3月20日中央政治局會議作出毛澤東「有最後決定之權」的決定，毛澤

東從未濫用這個權力。即使在50年代末期以後，他在一些問題上也不專斷。專

斷常常表現在1958年以後他和中央集體在重大問題上意見不一致的時候，也只

有這時才需要專斷。他當然知道民主集中制和集體領導的重要，但是他認為他

出於公心堅持他自以為正確的意見更重要，錯就錯在這´。在堅持組織原則和

堅持他的意見二者不可得兼的時候，他放棄了組織原則，認為組織原則要服從

政治原則。一個典型例子：毛澤東未經中央集體同意，1959年7月23日在廬山會

議上講話，發動批判彭德懷。他知道中央常委不會同意，所以先斬後奏。他認

為「右傾思想」氾濫，必須抓個典型，殺雞儆猴。這個典型，就是彭德懷。

毛澤東長期的正確使他過於自信。他在1966年7月8日致江青信中引用了劉

邦的話：「世無英雄，遂使豎子成名。」又貌似謙遜實為自負地說：「⋯⋯山中無

老虎，猴子稱大王，我就變成這樣的大王了。」長期的領袖地位和長期受擁戴的

狀況使他感到有義不容辭的責任指導黨。1947年至1957年的十年大勝利時說過

「謙虛使人進步，驕傲使人落後」的毛澤東，不自覺地不由自主地驕傲起來。他

又有可能機械地搬用了他在歷史上獨排眾議而取得偉大成功的經驗。

毛澤東並不認為個人專斷好得很，個人專斷在他是不得已而為之，所以他

想方設法讓中央集體在事後同意他的意見，使他的意見成為中央集體的意見。

可見他不是從根本上不要民主集中制和集體領導的原則。毛澤東的個人專斷是

很特別的，就是在程序上或手續上一般經過集體。由於各種複雜的原因（如對毛

澤東的依賴，在毛澤東造成既成事實的情況下不得不顧全大局，對某個問題沒

有成熟的見解，黨內生活不正常），中央集體常常無條件地同意毛澤東的意見，

或在事後同意毛的意見，使得毛的個人專斷不那麼突出。號召成立人民公社、

批判1956年的反冒進、批判彭德懷、在1962年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上和八屆十

中全會上把階級鬥爭作為會議的主題等等，本來都是出自個人專斷，卻都成了

中央集體的意見。這不僅使少數人更難於反對不正確的意見，而且使毛澤東更

有理由堅持自己的意見。鄧小平說過：「有些問題我們確實也沒有反對過，因此

也應當承擔一些責任。當然，在那個條件下，真實情況是難於反對。」bk這種看

起來是集體決定，實際上在很大程度上為個人決定的奇特現象，是獨特的歷史

條件造成的。毛澤東以前長期代表正確因而具有極高威望，沒有任何人能匹

敵，就是一個很重要的條件。在眾人的眼中，他是「革命之父」。領導制度不健

全，也是一個重要條件。

總之，毛澤東的個人專斷，情形相當複雜，把它簡單地歸咎於封建主義的

影響，是想當然的看法，與實際情況相去甚遠。

這´須要說到上文提出的問題了。何以在八屆十一中全會改組中央領導機

構之後毛澤東又個人專斷了呢？原因很簡單，毛澤東估計中央集體不會同意他

在一些重大問題上的主張。像在全國開展大串連、全國全面奪權這類問題，中

毛澤東個人專斷的實

質，是維護他自己

的、不為集體所同意

的主張。1959年7月

23日毛在廬山會議上

講話，發動批判彭德

懷。他知道中央常委

不會同意，所以先斬

後奏。而中央集體常

常無條件地同意毛澤

東的意見，或在事後

同意毛的意見，使得

毛的個人專斷不那麼

突出。把毛的個人專

斷簡單地歸咎於封建

主義的影響，是想當

然的看法，與實際情

況相去甚遠。



46 百年中國與世界 央常委會、中央政治局會議確實不同意。毛澤東還是想辦法要中央集體同意

的，中共「九大」就全都同意了。

全黨造就了一個至高無上的領袖，也就是全黨造就了一個不受約束的領

袖。僅僅在這個意義上說，毛澤東的個人專斷，全黨也有責任。毛澤東從未諱

言「文革」是他個人發動和領導的，又有幾個人提過異議呢？

六　中央文革小組的一項建議

看檔案材料時，我看到一份沒頭沒腦的材料：鉛印，標題是〈當前的幾個問

題（1966年8月12日）〉，正文開列了十個問題，落款是「中央文化革命小組辦公

室印」，共兩頁。十個問題都寫得很簡略，如第一個問題全文是：「（一）強調學

《十六條》，用《十六條》統一認識，統一行動。（寫社論）」第十個問題全文是：

「（十）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編印的《簡報》，各省要求發一份。」

我很注意六、七兩條。先把這兩條抄錄如下：

　　（六）勸告各省市不要動員大批人員到京。已來者要由各省市勸告回去

鬧革命。已經有外地來的七千人住在清華大學，吃飯、睡覺都成問題。

　　（七）各校都以集中精力搞好本單位的革命為主要任務。一般不要到處

亂跑，也不要抓別單位的人來鬥爭。支援別人最有效的辦法，是以自己的

先進經驗幫助別人，也向別人學習。

我推測這份材料是中央文革小組供自己用的，十個問題是中央文革小組所

議定。我之所以注意六、七兩條，因為它與四天後陳伯達的公開講話迥然不

同。1966年8月16日，陳伯達公開講話，鼓動外地學生來京。這篇題為〈在大風

大浪´成長——8月16日在外地來京學生群眾會上的講話〉，發表於《紅旗》雜誌

1966年第11期。陳伯達說：「你們這次到北京來，到無產階級革命的首都來，到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策源地來，經過很多辛苦，不怕大風大雨，你們的行動

很對！！！」

為了弄清楚問題，我寫信向當時兼管中央文革小組辦公室的王力先生請

教。我附上複印件，問他兩個問題：一、這是不是中央文革小組集體所議？

二、何以四日後陳伯達講話的調子與此截然不同。

王力即覆。承他於猴年大年初一（1992年2月4日）覆我。內容如下：

來信收到，簡覆如下：這一文件是中央文革小組擬定的。這時，八屆十一

中全會剛閉幕。會議期間，文革小組的碰頭會仍繼續進行。碰頭會，周恩

來和陶鑄每次都參加的。這個文件，是最近幾次碰頭會上議的主要問題的

概括，主要是向毛主席的匯報。當時大家都不贊成大批人員來京和串連，

因為無法接待，而且會造成鐵路和其他交通的壓力。但是匯報後毛主席不

同意中央文革小組的這條意見。他認為蘇聯變修的原因之一就是直接見過

1966年8月16日，陳

伯達公開講話，鼓動

外地學生來京。其背

景據當時兼管中央文

革小組辦公室的王力

說：「毛認為蘇聯變

修的原因之一就是直

接見過列寧的人太少

了，中國的下一代，

應當有大量的人直接

見到老一代的革命領

袖，愈多愈好。原

來，8月10日毛主席

就到接待站直接接見

群眾，看到了極其熱

烈的場面，他自己有

深刻的感性認識，並

動了感情。而這次接

見，事先文革小組和

其他中央主要領導人

都不知道。」



文革漫談 47列寧的人太少了，中國的下一代，應當有大量的人直接見到老一代的革命

領袖，愈多愈好。所以才有8月16日陳伯達的講話和以後的做法。原來，8月

10日毛主席就到接待站直接接見群眾，看到了極其熱烈的場面，他自己有

深刻的感性認識，並動了感情。而這次接見，事先文革小組和其他中央主

要領導人都不知道。

王力在未曾發表、允我使用的〈一年零兩個月的回憶——1966年6月至1967年

8月〉中說：「大串連的根子在接見紅ì兵。八．一八大接見，主席提出，要幾千

萬人直接同他見面，要一次一次接見下去。」

早在1966年6月10日，毛澤東在中央常委擴大會議（是在杭州召開的）就說

過：全國各地學生要去北京，應該贊成，應該免費，到北京大鬧一場才高興

呀！毛澤東要「天下大亂」，先「亂」而後「治」。

中央文革小組做了大量壞事，名聲很臭，其實它也不是一件好事沒有做

過。這´提供了做好事的一個例子，不過好建議被否定掉了。

七　關於彭德懷的一些資料

1959年7月4日，劉少奇在廬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說：說老實話的人，

去年不好混。去年對經濟生活造成很大影響，決不可小視。1958年經濟豐富，

教訓深刻。1958年最大成績是得到教訓。毫無悲觀、抱怨之必要，不要責備下

面。7月6日，朱德在廬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中南組會上發言，說：農民還有

私有性的一面。供給制，共產風。全黨在生產上、消費上吃了大虧。供給制是

共產，農民就如此願意共產？食堂（按：指公共食堂）全垮了也不見得就是壞

事。農民要富，要使之富起來，不會成為富農路線。工業主要是大煉鋼鐵搞亂

了，其他亂得不太大。各省不要搞工業體系，工業方向要。7月14日，彭德懷致

毛澤東信，就若干重大問題提出批評。7月21日，張聞天在東北組會議上作長篇

發言，同意彭德懷的意見，並作了系統的說明。7月23日，毛澤東在會上講話，

發動批彭。

1959年8月18日至9月12日，中共中央軍委擴大會議在北京舉行。1,061名師

以上幹部出席會議，另有508人列席。會議揭發批判彭德懷、黃克誠的所謂「反

黨罪行」和所謂「資產階級軍事路線」。外事會議上有人提出彭德懷的所謂「´通

外國嫌疑」問題。9月11日，毛澤東在軍委擴大會議和外事會議上，批判彭德

懷。他說：有幾位同志，據我看，他們從來不是馬克思主義者，而是馬克思主

義的同路人。他們只是資產階級份子，投機份子，混在我們黨內。

據丁隆炎〈彭梅魁和她的伯父彭德懷〉（載《時代的報告》1983年第5期），彭德

懷1961年說過：「我想過了，只我甘願毀滅還不行，我生不求功，死不圖留名，

但還是留下一個不公正的風氣！想打倒一個人，就給他安個莫須有的罪名，這

個罪名站不住，就再安一個。這就不是毀滅我一個人的問題，是毀滅了一個

黨。」

1959年9月11日，毛

澤東在軍委擴大會議

和外事會議上，批判

彭德懷。他說：有幾

位同志，據我看，他

們從來不是馬克思主

義者，⋯⋯他們只是

資產階級份子，投機

份子，混在我們黨

內。彭德懷1961年說

過：「想打倒一個人，

就給他安個莫須有的

罪名，這個罪名站不

住，就再安一個。這

就不是毀滅我一個人

的問題，是毀滅了一

個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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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1月27日，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上說：「僅僅從彭德懷同志的那封信

的表面上來看，信中所說到的一些具體事情，不少還是符合事實的。一個政治

局委員向中央的主席寫一封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見是不對的，也並不算犯錯

誤。問題不是彭德懷同志這封信寫錯了。問題不在這´。」「⋯⋯長期以來彭德

懷同志在黨內有一個小集團。他參加了高崗、饒漱石反黨集團。⋯⋯更主要的

不是高崗利用彭德懷，而是彭德懷利用高崗。他們兩個人都有國際背景，他們

的反黨活動，同某些外國人在中國搞顛覆活動有關。⋯⋯彭德懷同志想篡黨，

這就是廬山會議要展開那場鬥爭的根本原因。」

彭德懷沒有能夠參加七千人大會。彭大將軍在得悉上引講話後，大哭一

場。1962年6月16日，彭向中共中央和毛澤東遞送一封長信（即「八萬言書」），詳

述了自己的歷史，請求中共中央全面審查，並特別申明，他在黨內從未組織過

甚麼「反黨小集團」，也沒有「´通外國」的問題。8月23日，他又寫一短信給中共

中央和毛澤東，再次懇求中央組織專案審查，以澄清問題。（「八萬言書」，當時

連中央常委陳雲都沒有見到過，八屆十中全會上摘錄印發。）

1962年8月5日，毛澤東同華東、中南兩大區負責人談話時說：我對彭德懷

這個人比較清楚，不能給彭德懷平反。他還表示，絕對不能給彭分配工作。八

屆十全會決定成立專案審查委員會（主任賀龍），對彭德懷進行審查。這個委員

會，比較實事求是，沒有給彭強加以罪名。

1965年秋，彭真在人民大會堂會見彭德懷，向他傳達了毛澤東的意見，要

彭到西南領導大三線建設。彭回家後對警ì參謀景希珍說：「我沒答應，我不懂

工業，也不想搞和軍隊有關的事，因為我早和軍隊脫離關係了。」他致毛澤東一

信，要求調他到國營農場去，說他還是願當農民。

1965年9月23日，毛澤東與彭德懷談話。談話的主要內容，彭在談話後作了

追記。這個追記是《彭德懷自述》一書的附錄二。毛說：「昨天下午接到你的信，

也高興得睡不Ì。」「你到西南區是適當的。將來還可帶一點兵去打仗，以便恢

復名譽。」「彭去西南，這是黨的政策，如有人不同意時，要他同我來談。」談到

廬山會議時，毛說：「真理可能在你那邊。」（這次談話，景希珍口述的《在彭總

身邊：警ì參謀的回憶（1950-1966）》一書第112至114頁上作了記ã。）

1965年10月10日，毛澤東在中央常委擴大會議上說：彭德懷我這次找他談

話，他想搞軍工。我跟他說了，一扯扯了五個半小時。「王明、李立三、彭德懷這

些人選不選？我是傾向於選。」「斯大林的辦法就是把他們殺掉，我們的辦法，中

央委員會是左、中、右，有右的好。」言下之意，彭德懷右（大區書記，參加了這

次會議。毛的講話，有的大區在當時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分組會上作了傳達）。

毛澤東1965年9月23日與彭談話，先後在場的有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鄧

小平、彭真。毛要彭到西南大三線任副總指揮，彭不好拂意違令，同意了，卻

遲遲接不到調令，得不到出發的通知。

1965年11月30日，彭到達成都。車站上沒有一個當地負責人來接待。這一

天，正巧《人民日報》轉載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連幾天，沒

有一個當地的有關負責人來看望他。彭接到出席一個晚會的通知，他出席了，

當地的許多負責人與坐在彭前面座位上的一些人熱情握手、寒暄歡笑，沒有一

人走到彭的前面。

1962年6月16日，彭

向中共中央和毛澤東

遞送一封長信，申明

他在黨內從未組織過

甚麼「反黨小集團」，

也沒有「¬通外國」的

問題。1962年8月

5日，毛澤東說：我

對彭德懷這個人比較

清楚，不能給彭德懷

平反。1965年12月

21日，毛澤東說：「嘉

靖皇帝罷了海瑞的

官，1959年，我們罷

了彭德懷的官。彭德

懷也是『海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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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章也很好，⋯⋯但是沒有打中要害。要害問題是『罷官』。嘉靖皇帝罷了海

瑞的官，1959年，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彭德懷也是『海瑞』。」

1966年6月16日，關鋒、戚本禹聯名給江青、康生、陳伯達寫信，誣陷說：

「彭德懷到三線以後還在積極進行不正當的活動」，「直到現在還是一面黑旗」。

他們提出：「要徹底消除這個隱患。」（關鋒1980年1月24日交代：「1966年6月

間，在上海開會。江青對我和戚本禹說，分配彭德懷到三線任副總指揮，不是

毛主席的意思，毛主席並不同意。但在中央佔少數，只好同意他去。毛主席

說：一個共產黨員，可以保留意見，可以向中央提出意見。我聽了就信以為真

了。我和戚本禹共同給毛主席寫了信，表示不同意彭德懷任三線副總指揮。」）

1966年12月，戚本禹按照江青的指使，布置北京地質學院的朱成昭、北京

航空學院的韓愛晶派人去四川挾持彭德懷。《快報》（中央文革小組辦公室編印，

絕密，印數極少，只供毛澤東、林彪、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等極少數人參閱）第

748號（1966年12月21日）報導了韓愛晶布置抓彭德懷的任務的情況。12月26日，

戚本禹寫信向江青報告：「彭德懷現在已經被紅ì兵抓住，一二日內即要押送回

京。北京的學生，已經作了鬥爭的準備。」12月8日，彭被揪回北京，由紅ì兵

帶到地質學院。周恩來聞訊後派傅崇碧去接到北京ì戍區加以監護。

1967年1月1日，彭給毛澤東寫一短信，報告已被押解到京，失去自由。

7月，毛澤東指示：公開發表中共八屆八中全會關於彭德懷的決議。

《快報》第3199號（1967年7月20日）報導：北航、地院六十多人7月19日下午

在北航鬥爭、審訊了彭德懷，為召開鬥爭大會作準備。會開了一個多小時，韓愛

晶等氣憤之下打了他一頓（按：彭被打倒在地七次，前額被打出血，肺部受了傷，

兩根肋骨被打斷。這些情況，北京ì戍區上報了）。《快報》第3396號（1967年7月

26日）報導：7月26日下午4時，北航、地院學生鬥爭彭德懷、張聞天（按：彭身

負重傷，被揪到「批鬥彭德懷的萬人大會」上。會上又搞「噴氣式」。會後，又把

彭押上卡車進行遊鬥，由兩個人揪Ì他的耳朵，一個人托Ì頭，扳Ì腰，拳打

腳踢，從北航經新街口、西單一直遊鬥到天安門。彭的手和胳膊全被擰壞，渾

身傷痕纍纍，已經不能行走，是被人從汽車上抬下來的。以上部分情況，北京

ì戍區上報了）。《快報》第3424號（1967年7月27日）報導：北航「紅旗」公布了彭

德懷的認罪書（按：北航小報刊登了「認罪書」全文。彭在「認罪書」中，說了1959年

7月14日寫信問題，表示認罪）。

此後，幾個大單位的造反派召開幾千人或萬人大會面對面批鬥彭德懷。所

有的面對面的批鬥，都是上面批准的。

1967年8月16日，《人民日報》摘要發表〈中國共產黨八屆八中全會關於以彭

德懷為首的反黨集團的決議〉。這一天，《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彭德懷及其後台

罪責難逃〉，刊登《紅旗》雜誌第13期社論〈從彭德懷的失敗到中國赫魯曉夫的破

產〉、《解放軍報》8月16日社論〈宜將剩勇追窮寇〉。三篇社論，都說到彭的「黑後

台」是「中國赫魯曉夫」，即劉少奇。

1970年9月17日，彭德懷專案審查小組遵照黃永勝的「結案材料可以上報」的

批示整理好材料報上。這個報告提出：「撤銷彭德懷黨內外一切職務，永遠開除

黨籍，判處無期徒刑，終身剝奪公民權利。」11月3日，經黃永勝同意，這個報

1966年12月，戚本禹

按照江青的指使，

派人去四川挾持彭

德懷。67年7月19、

26日，先後鬥爭彭德

懷、張聞天，並揪到

「批鬥彭德懷的萬人大

會」上。會後，又把彭

押上卡車進行遊鬥。

彭的手和胳膊全被擰

壞，渾身傷痕纍纍。

74年11月29日，彭被

迫害含冤逝世。臨終

前，他囑咐侄女梅

魁：「把我埋到老家

去，上頭種一棵蘋果

樹，讓我最後報答家

鄉的土地和鄉親⋯⋯」



50 百年中國與世界 告報給彭德懷專案組組長周恩來。周恩來作了大意如下的批示：呈主席閱批。

毛澤東作了大意如下的批示：政治局各同志閱。政治局「各同志」都圈閱了。報

告存檔。

1974年11月29日，彭被迫害含冤逝世。終年七十六歲。臨終前，他囑咐侄

女梅魁：「把我埋到老家去，上頭種一棵蘋果樹，讓我最後報答家鄉的土地和鄉

親⋯⋯」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為彭德懷平反的決定。12月24日，

首都隆重舉行彭德懷追悼會。

彭大將軍是我一生最為崇敬的人。

八　一個大人物的沉浮

這個大人物就是烏蘭夫。他又名雲澤，蒙古族，是位老革命，1923年12月

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1925年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入黨後任過許多領導

職務。1955年9月被授予上將軍銜。1966年他任如下要職：中共中央候補委員，

中共中央華北局第二書記，國務院副總理，內蒙古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內蒙

古自治區人民委員會主席，內蒙古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內蒙古大學校長。

人們都知道在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錯誤地批判了彭真、羅

瑞卿、陸定一、楊尚昆，可能不少人還不知道同月還錯誤地批判了烏蘭夫。

對烏蘭夫的批判，是在5月華北局召開的工作會議上進行的。從6月7日到7月

20日，又揭發、批判了四十三天。7月23日，華北局給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報送了

《關於烏蘭夫錯誤問題的報告》，給烏蘭夫戴上了「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

思想」的大帽子。

不能說烏蘭夫在工作中沒有一丁點兒錯誤，但是總的來說批判以是為非。

謂予不信，請看《報告》最重要的第一部分的摘抄：「烏蘭夫放肆地篡改和歪曲毛

澤東思想。1963年8月8日，毛主席在《支持美國黑人反對美帝國主義種族歧視的

正義鬥爭的聲明》́ 說：『民族鬥爭，說到底，是一個階級鬥爭的問題。』烏蘭

夫⋯⋯一再說：『民族問題就是人民問題』，『毛澤東思想是民族團結』，『毛主席

關於民族問題的基本概念：鞏固祖國統一，加強民族團結⋯⋯。只要在民族問

題上抓住這兩條，我看就根本抓住了民族問題的核心』。」「主席說：『蒙、漢兩

族要密切合作，要相信馬克思主義。⋯⋯不要一定是本省人執政，不管哪´人

——南方或北方，這族或那族，只問那個有沒有共產主義？⋯⋯』⋯⋯而烏蘭夫

不僅沒有在黨內傳達這一指示，反而和主席公開唱對台戲。他強調『逐步實現黨

的領導機關民族化，是一個帶根本性的任務。』」「突出政治，就是突出毛澤東思

想，突出階級鬥爭。而烏蘭夫卻⋯⋯反覆強調『民族問題是內蒙古自治區最大的

政治，突出政治就是突出民族問題，突出民族問題就是最大的突出政治。』」「毛

澤東同志是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烏蘭夫卻⋯⋯說：『學毛選要

從自治區的實際出發，要有的放矢。⋯⋯不從實際出發，不解決針對性問題還

不是教條。』『學習毛澤東思想要與內蒙古實際相結合』。」不必贅引了。誰是誰

非是很清楚的。

烏蘭夫是蒙古族老革

命。1966年他任中共

中央候補委員，國務

院副總理，內蒙古自

治區黨委第一書記等

要職。66年7月23日，

華北局給毛澤東和中

共中央報送了一份報

告，給烏蘭夫戴上了

「反黨、反社會主義、

反毛澤東思想」的大

帽子。報告指烏蘭夫

和主席公開唱對台

戲。反覆強調民族問

題是內蒙古自治區最

大的政治，突出政治

就是突出民族問題，

烏蘭夫又說學毛選要

從自治區的實際出

發，要有的放矢。



文革漫談 51彼時是非混淆。烏蘭夫的華北局第二書記、內蒙古軍區司令員和政治委

員、內蒙古大學校長等職務先後被撤掉了。一時還保留了一些職務，但在實際

上，烏蘭夫在5月以後就「靠邊站」了。

在內蒙，很快出現了打倒烏蘭夫的一派（少數派）和擁護烏蘭夫的一派（多數

派）。1967年1月，在呼和浩特市出現了「紅ì兵捍ì毛澤東思想地下司令部」為

烏蘭夫翻案的傳單。內蒙古軍區的廣大指戰員，站在多數派一邊。

1967年1月20日，內蒙古自治區黨委致電中共中央並華北局，請求批發《關

於烏蘭夫錯誤問題的報告》，顯然，想以中央的威望來壓制多數派。1月23日，

華北局給毛澤東、中共中央打報告，表示同意內蒙古自治區黨委的請求。報告

建議：「把烏蘭夫的錯誤問題，在內蒙古自治區地方和軍隊黨的基層組織中，在

革命群眾的組織中，進行公布，以利於內蒙古自治區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深

入發展。」1月27日，中共中央批准。

壓而不服。首先內蒙古軍區不服，公然抗命。全國第一個開槍打死學生事

件，發生在內蒙古軍區。在1967年2月4日，內蒙古軍區一軍官開槍打死衝擊軍

區的、持打倒烏蘭夫觀點的學生韓桐。

打倒烏蘭夫的一派和反對打倒烏蘭夫的一派，在1967年、1968年進行了劇

烈的爭鬥。

文革中，全國涉及人數最多的冤案是「內蒙古人民黨」冤案。《中華人民共和

國最高人民檢察院特別檢察廳起訴書（特檢字第一號）》說：「內蒙古自治區『內人

黨』等冤案，有346,000多名幹部、群眾遭到誣陷、迫害，16,222人被迫害致

死。」確有壞人興風作浪，但是說到底，這是由打倒烏蘭夫引起的。1967年，內

蒙古自治區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一負責人在革籌小組會上說：「烏蘭夫披Ì民族

外衣，在內蒙古幹了二十多年的反革命勾當，他的這條修正主義、民族分裂主

義路線真是又粗、又黑、又深、又長。」挖「黑線」、肅「流毒」的結果，是製造了

「內人黨」冤案。

1973年5月20日至31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周恩來在會上代表

中共中央，宣布解放烏蘭夫。8月，烏蘭夫被選為中共第十屆中央委員會委員。

在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烏蘭夫被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

1988年12月8日病逝於北京。

九　一張死亡名單

1980年11月10日，中華全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辦公室向有關部門報送《受林

彪、「四人幫」及其幫派骨幹殘酷迫害致死的著名作家、藝術家名單》。許多作

家、藝術家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這是人們所知道的。這張名單沒有公布

過，所以許多人不知道這張名單。它是中國文聯所寫，自然有其權威性。現將

《名單》一字不易地抄錄如下：

在林彪、「四人幫」的殘酷迫害、誣陷、凌辱下，許多優秀的作家、藝

術家被迫害致死。許多同志和林彪、「四人幫」進行過英勇不屈的鬥爭，含

1967年，內蒙古自治

區革命委員會籌備小

組一負責人說：「烏

蘭夫披�民族外衣，

在內蒙古幹了二十多

年的反革命勾當，他

的這條修正主義、民

族分裂主義路線真是

又粗、又黑、又深、

又長。」挖「黑線」、

肅「流毒」的結果，是

製造了「內人黨」冤

案。文革中，全國涉

及人數最多的冤案是

「內蒙古人民黨」冤

案，有346,000多名幹

部、群眾遭到誣陷、

迫害，16,222人被迫

害致死。



52 百年中國與世界 冤而死，甚至慘遭迫害；有的因生前受到殘酷迫害，心身遭到嚴重摧殘，

先後逝世。其中有：

著名作家、詩人：老舍、田漢、阿英、趙樹理、柳青、周立波、何其

芳、鄭伯奇、楊朔、郭小川、聞捷、蔣牧良、李廣田、劉樹德、孟超、陳

翔鶴、納．賽間朝克圖、馬健翎、魏金枝、司馬文森、羅廣斌、海默、韓

北屏、遠千里、方之、蕭也牧；著名文藝評論家馮雪峰、邵荃麟、王任

叔、劉芝明、何家槐、葉以群、侯金鏡、陳笑雨、徐懋庸；著名翻譯家董

秋斯、傅雷、滿濤、麗尼；著名京劇表演藝術家周信芳、蓋叫天、荀慧

生、馬連良、尚小雲、言慧珠、李少春、葉盛蘭、葉盛章；著名話劇藝術

家章泯、焦菊隱、孫維世、舒繡文；著名電影藝術家蔡楚生、鄭君里、袁

牧之、田方、崔嵬、上官雲珠、應雲h、孟君謀、徐韜、顧而已、魏鶴

齡、楊小仲、劉國權、羅靜予；著名地方戲曲藝術家張德成、李再雯、嚴

鳳英、蘇育民、顧月珍、筱愛琴；著名音樂家鄭律成、馬可、黎國荃、顧

聖嬰、向隅、蔡紹序、陸洪恩；著名美術家潘天壽、王式廓、董希文、豐

子愷、陳半丁、秦仲文、陳煙橋、馬達、倪貽德、蕭傳玖；著名民族歌

手、民間詩人毛一罕、琶杰、王老九、霍滿生；著名攝影家張印泉、鄭景

康；著名曲藝家王尊三、王少堂；著名木偶藝術家楊勝等同志。這些同志

的逝世，是我國革命文藝事業的重大損失，是林彪、「四人幫」的血債，是

他們禍國殃民的罪證。

中國文聯辦公室

1980年11月10日

這´說的「致死」，顯然不限於1976年10月6日以前。如郭小川是1976年10月

18日逝世的，鄭律成是1976年12月7日逝世的。

這張名單並不完全，遺漏不少。既然不限於1976年10月6日以前，既然包括

「因生前受到殘酷迫害，心身遭到嚴重摧殘」而逝世的，那就要加上許多名字，

如李六如、趙丹、周揚、瞿白音、馮吉吉。

這張名單的標題很不確切。名單中拉上「林彪」，是當時欽定的用法，其實

不符合歷史事實，一大批文藝家受迫害，與林彪並沒有關係。若干文藝家之死

與《林彪同志委託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的下發是有關的，

但是《紀要》是經過毛澤東三次修改並定稿，又是中共中央批發的，自然不能歸

咎於林彪。林彪一般不管文藝界的事，不管小事，不管某個人的事。標題中提

到「四人幫」，也不確切。1973年8月才有「四人幫」，在這以前根本不存在「四人

幫」，而若干文藝家死於1973年8月以前。江青、張春橋在文藝界做過很多壞

事，負有罪責；但是若干文藝家之死原因複雜，與江、張也無關涉，不能一概

歸咎於江、張。著名翻譯家傅雷，家中被紅ì兵搜出了親戚寄放的「反動物

品」，他與夫人朱梅馥忍受不了凌辱，雙雙自縊而死，這就與江、張沒有直接關

係。二十九歲的優秀鋼琴家顧聖嬰同母親秦慎義、弟弟顧握奇不堪虐待而一齊

自殺，主要原因是受了父親顧高地冤案的株連。

每一個文藝家之死都有一個悲慘的甚至慘絕人寰的故事。他們的死，是對

江青、張春橋之流的控訴，也是對「左」傾錯誤的譴責。

1980年11月10日，

中華全國文學藝術界

聯合會辦公室向有關

部門報送《受林彪、

「四人幫」及其幫派骨

幹殘酷迫害致死的著

名作家、藝術家名

單》。這張名單的標

題拉上「林彪」，是當

時欽定的用法，但其

實一大批文藝家受迫

害，與林彪並沒有關

係。標題中提到「四人

幫」，也不確切。若

干文藝家死於1973年

8月以前，而那時「四

人幫」根本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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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文革，我有許多搞不通，本篇中且只說三個。

一是許多壞事為甚麼都歸咎於林彪、「四人幫」？林彪確實犯過錯誤，「四人

幫」確實不是好東西，但是以明明不是他們幹的壞事，加罪於他們，這是忠實於

歷史嗎？例子不勝枚舉。在「四人幫」被粉碎後，開過許多平反會、具有平反實

質內容的追悼會，《人民日報》作過報導，十之五六說被平反者生前遭到林彪、

「四人幫」迫害。我所尊敬的金山也未能免俗，他在〈莫將血恨付秋風〉（《人民日

報》，1978年10月15日）中說：「孫維世同志被『四人幫』害死在冤獄。」孫維世明

明被江青害死，為甚麼要說「四人幫」呢？孫維世1968年10月14日慘死獄中，那

時「四人幫」還沒有形成。文章又說：「殺害孫維世同志的元凶，是禍國殃民的林

彪、『四人幫』。」這更離奇了，林彪過去在蘇聯和東北戀過孫維世，在文革中與

孫維世之死毫無關涉，怎麼又扯上林彪呢？《人民日報》1978年7月6日報導：「時

傳祥慘遭『四人幫』迫害致死。」時傳祥之死與江青公開點名批判他直接有關，與

他在1966年公開保護劉少奇有關，說「四人幫」是與事實不合的。國家出版局在

〈肅清林彪、「四人幫」在出版工作中的流毒〉（《人民日報》，1978年7月7日）中譴

責林彪、「四人幫」對出版工作的破壞，其實林彪從未過問出版工作。新華社

1979年8月2日訊：「經中共中央批准，中共北京市委正式決定為林彪、『四人幫』

和那個顧問製造的所謂『三家村反黨集團』冤案徹底平反。」最初提出要批判「三

家村」的是誰呢？最初說鄧拓是「叛徒」的是誰呢？是我們所敬愛的毛澤東。時

間：1966年3月。

我無意為任何人鳴冤叫屈。我只是認為在任何情況下都應該忠實於事實。

如果對事實都不尊重，還談得到實事求是嗎？

第二個搞不通是把提出「橫掃一切牛鬼蛇神」作為陳伯達的「罪行」。

《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判決書（特法字第一號）》說：「陳伯

達⋯⋯1966年提出『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等口號，煽動對廣大幹部和群眾的迫害

鎮壓。」這是作為「罪行」說的。

1966年7月8日，毛澤東在致江青信中提出過「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原話

是：「現在的任務是要在全黨全國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

以後還要有一次橫掃牛鬼蛇神的運動。」毛澤東此信後來在全黨公布。毛澤東可

以說，為甚麼陳伯達說了就是「罪行」呢？

「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是1966年6月1日《人民日報》社論的標題。誠然，這篇

社論是根據陳伯達的意圖寫成，又經陳伯達審定和簽發的，標題也是陳伯達擬

定的；但是它無非是「把《五一六通知》的內容捅向全國」bl，而且通篇只講意識形

態領域，說不上「煽動對廣大幹部和群眾的迫害鎮壓」。社論是公開發表的，彼

時並無任何人反對，周恩來還在公眾場合兩次以肯定的語氣提到這篇社論。陳

伯達在別處沒有提出過「橫掃一切牛鬼蛇神」。

「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是個極壞的口號，但是我們要劃清「罪」和「非罪」的界

限。

三是我搞不通對蒯大富判刑為甚麼要那麼重——有期徒刑十七年，剝奪政

治權利四年。

文革中的許多壞事都

歸咎於林彪、「四人

幫」，以不是他們幹的

壞事，加罪於他們。

例如孫明明是被江青

害死，她1968年10月

14日慘死獄中。但後

來金山撰文說：「殺

害孫維世同志的元

凶，是禍國殃民的林

彪、『四人幫』。」孫

去世時，「四人幫」還

沒有形成；而林彪過

去在蘇聯和東北戀過

孫維世，在文革中與

孫之死毫無關涉。



54 百年中國與世界 陳雲說過bm：

1966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場內亂。但這是一場政治鬥爭。這是在特

定的歷史條件下的政治鬥爭。這場鬥爭被若干個陰謀野心家所利用了。在

這場鬥爭中，有許多幹部、黨員、非黨人士受到了傷害。但「文化大革命」

從全局來說，終究是一場政治鬥爭。因此，除了對於若干陰謀野心家必須

另行處理以外，對於其他有牽連的人，必須以政治鬥爭的辦法來處理。

中共中央同意這個意見，對於在「文革」中犯錯誤的老幹部，一律從寬處理。從

寬處理是正確的。

在那個「發瘋」的年代（陳伯達在特別法庭上說的），在那個無法無天的年

代，一切怎麼能夠以常情而論呢？許許多多老幹部在文革中都不辯是非，犯了

錯誤，對他們從輕發落，為甚麼苛求於一個毫無政治鬥爭經驗的大學生呢？

我搞不通不等於別人也搞不通，願明達者有以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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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搞不通蒯大富的判

刑為甚麼那麼重——

有期徒刑十七年，剝

奪政治權利四年。陳

雲說過：文革終究是

一場政治鬥爭。因

此，除了對於若干陰

謀野心家必須另行處

理外，對於其他有牽

連的人，必須以政治

鬥爭的辦法來處理。

在那個發瘋的年代，

許多老幹部在文革中

都不辯是非，犯了錯

誤，對他們從輕發

落，為甚麼苛求於一

個毫無政治鬥爭經驗

的大學生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