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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起1957年的反右派運動，人們想起的主要是被錯定為「資產階級右派」

的各民主黨派領導人、無黨派民主人士和高級知識份子中的知名人士。至於中

共黨內被打成右派的高級領導人卻很少為人提及。研究反右派運動，不觸及這

一個方面，至少是不全面的。

一　黨內外「一視同仁」

關於1957年的反右派運動，當年6月8日，中共中央在《組織力量反擊右派份

子的猖狂進攻》的指示中，對形勢的嚴重性作了這樣的估計：「總之，這是一場

大戰（戰場既在黨內，又在黨外），不打勝這一仗，社會主義是建不成的，並且

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險。」1

在反右派運動全面展開以後，1957年9月2日，中共中央專就黨內反右派問

題發出指示——《關於嚴肅對待黨內右派份子問題的指示》。《指示》說，隨¬反

右派運動全面深入地展開，黨內的右派份子也更多地暴露出來。據統計，目前

已發現黨內右派份子約三千人2，他們多數是1949年前後入黨的，有不少是有一

二十年黨齡的老黨員。《指示》宣稱，這些黨內右派份子的暴露，是這次反右派

運動的很大成績，這對於黨的鞏固和純潔，具有重大的意義。但是，《指示》指

責黨內同志在反對黨內右派份子的鬥爭中，存在¬比較嚴重的溫情主義，往往

姑息寬容，不願意把他們劃為右派。《指示》提出，對於一個黨員應否被劃為右

派份子，應採取非常慎重的態度。但是，「既然他〔們〕的言行同黨外右派份子一

樣，就沒有理由不根據一視同仁的原則，把他〔們〕同樣劃為右派份子，並與之

進行堅決的鬥爭。因為這種黨內右派份子，他們的黨齡愈長，職位愈高，對黨

的危害就愈大。因此，對那些同黨外右派份子政治面貌完全相同的人，決不應

該因為他們是黨員而有所寬容，決不應該漏掉真正的黨內右派份子。」3

那末，上述所指的「黨齡愈長，職位愈高」的黨內右派份子究竟是哪一部分

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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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百年中國與世界 早在1956年11月的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在總結匈牙利事件的教訓

時說：「東歐一些國家的基本問題就是階級鬥爭沒有搞好。⋯⋯不依靠群眾進行

階級鬥爭，不分清敵我，這是很危險的。」他接¬指出：「有幾位司局長一級的

知識份子幹部，主張要大民主，說小民主不過癮4。他們要搞的『大民主』，就是

採用西方資產階級的國會制度，學西方的『議會民主』、『新聞自由』、『言論自由』

那一套。他們這種主張缺乏馬克思主義觀點，缺乏階級觀點，是錯誤的。」5

在1957年1月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毛澤東在講到黨內的思想動向

時又指出6：

農業合作化究竟是有希望，還是沒有希望？是合作社好，還是個體經濟

好？這個問題也重新提出來了。⋯⋯前年反右傾，去年反「冒進」，反「冒

進」的結果又出了個右傾。我說的這個右傾，是指在社會主義革命問題上，

主要是在農村社會主義改造問題上的右傾。我們的幹部中間颳起了這麼一

股風，像颱風一樣，特別值得注意。我們的部長、副部長、司局長和省一

級的幹部中，相當一部分人，出身於地主、富農和富裕中農家庭，有些人

的老太爺是地主，現在還沒有選舉權。這些幹部回到家�去，家�人就講

那麼一些壞話，無非是合作社不行，長不了。富裕中農是一個動搖的階

層，他們的單幹思想現在又在抬頭，有些人想退社。我們幹部中的這股

風，反映了這些階級和階層的思想。

他還具體點名說：

有些黨員，過去各種關都過了，就是社會主義這一關難過。有這樣典型的

人，薛迅就是一個。她原來是河北省的省委副書記、副省長。她是甚麼時候

動搖的呢？就是在開始實行統購統銷的時候。統購統銷是實行社會主義的一

個重要步驟。她卻堅決反對，無論如何要反對。還有一個，就是全國供銷合

作社副主任孟用潛。他上書言事，有信一封，也堅決反對統購統銷。實行農

業合作化，黨內也有人起來反對。總而言之，黨內有這樣的高級幹部，他們

過不了社會主義這一關，是動搖的。這類事情結束沒有呢？沒有。

毛澤東這兩次講話，都是在1957年6月開始反擊資產階級「右派」之前講的。

主要點了黨內一些對政治生活缺乏民主、對社會主義改造主要是農業合作化的

政策提出不同意見的中高級幹部。毛澤東當時就認為這些意見是一種右傾言

論，它所反映的是地主、富農、富裕中農和資產階級的思想。

二　毛澤東親自「督戰」

從1955年農業合作化反右傾引起的急躁冒進，1956年反冒進，1957年秋冬

開始反反冒進，這場黨內兩種不同意見的分歧，在中共省級領導人中，有¬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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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尖銳的反映。因此，在毛澤東狠批反冒進的同時，對這部分省級領導人進行

批判、整肅也就理所當然。如果毛澤東斥責反冒進離右派只五十米，沒有把

1956年反冒進的主要領導人打成右派，那這一部分省級領導人在1957年就在劫

難逃了。時任江蘇省委第一書記的江渭清在回憶錄《七十年征程》中說：1957年

7月上旬，南京已熱似火爐，毛澤東不避酷暑專赴南京，召集部分省、市委第一

書記談話，親自向他過問抓右派問題7：

毛澤東問：「你們江蘇省委書記、常委�頭，有沒有右派？為甚麼不反？」我

回答說：「主席啊！哪個人沒有幾句錯話呢？您老人家說的嘛，十句話有九

句講對，就打九十分；八句話講對，就打八十分⋯⋯」毛澤東大概沒料到我

會這樣回答，聽了頓時生起氣來。他拍ÿ沙發邊的茶几，說：「你到底反不

反右派！」我想：自己是省委第一書記，是省委一班人的班長，如果書記、

常委內有「右派」，那我就是「頭」。所以，我秉公直言：「要反右派可以，請

您老人家下令把我調開，另外派人來。因為是我先『右』嘛！您先撤了我，讓

別人來反。」聽了我這麼表態，毛澤東倒消了氣，說：「那好嘛，你就不要反

嘛！」毛還帶ÿ幽默的口吻說：「渭清啊！你是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

馬！」我回答說：「主席啊！我是捨得一身剮，要為您老人家護駕！」

對黨內的高層領導人，甚麼樣的問題算是右派，毛澤東是有過說明的。他

在1958年3月的成都會議上說「與其你獨裁，不如我獨裁好」這句話時，就舉了各

省、區黨委的例子。毛說：「現在各省也有這樣的例子：是江華獨裁，還是沙文

漢獨裁？廣東、內蒙、新疆、青海、甘肅、安徽、山東等地，都發生這樣的問

題。」8又說，分兩種情況，一種有反黨集團，廣東、廣西、安徽、浙江、山

東、新疆、甘肅、青海八省區有，要推翻領導，自己掛帥。也有另一種情況，

像四川那樣的，是右派活動。是不是各省都大同小異，這是階級鬥爭的規律。

階級鬥爭發展到這個階段，隱藏在黨內的資產階級份子一定會暴露出來，不出

來反而是怪事。黨內思想動向值得注意。毛還說，地方主義者，實際是右派，

是資產階級在黨內的代表9。從這ö大體上可以看出，在各省內部凡對黨內民主

生活不夠、民主集中制原則受到扭曲等現象持有意見的省級領導人，即被認為

是「反黨集團」，或「地方主義」。

三　被定為「右派」的省級領導人

當年實際被定為「右派」的省級領導人有多少呢？公開報導的如下：

1957年12月13日，中共浙江省第二屆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通過《關於開除右

派份子沙文漢、楊思一、彭瑞林、孫章錄黨籍的決議》bk，省委常委、省長沙文

漢，省委常委、副省長楊思一，省委常委、省檢察院檢察長彭瑞林，省委委

員、省委財貿部部長孫章錄等被打成資產階級右派份子、反黨集團。開了中共

黨內把省級領導人打成右派份子的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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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百年中國與世界 緊隨其後的是安徽省委。1958年1月27日，中共安徽省委擴大的第六次全體

會議通過《關於開除右派份子李世農、楊效椿、李銳黨籍的決議》，把省委書記

處書記、副省長李世農，省委委員、省委組織部副部長、省檢察長楊效椿，省

委委員、省副檢察長李銳，原省司法廳黨組書記、副廳長陳仁剛等人打成反黨

集團bl。

1958年2月，中共甘肅省第二屆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通過開除省委常委、副

省長孫殿才，省委委員、銀川地委第一書記梁大鈞，省委秘書長陸為公，民政

廳副廳長劉餘生，司法廳副廳長王新潮，銀川專員曹又參等人黨籍的決議，認

定孫殿才等人結成了一個右派集團bm。

1958年3月，中共青海省第二屆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擴大）會議，揭發批判已

被打成右派份子的省委書記、省長孫作賓，決定將他開除出黨bn。

1958年4月，中共河北省委第一屆第五次全體會議，認定省委常委、省委統

戰部長劉洪濤，省委候補委員、省工會聯合會主席杜存訓是隱藏在黨內的右派

份子，決定開除他們的黨籍bo。

1958年5月，中共雲南省委第六次全體（擴大）會議，指控原省委常委、省委

組織部部長鄭敦、副部長王鏡如結成反黨集團，決定開除他們的黨籍bp。

1958年6月，中共河南省委舉行第九次全體會議（擴大）「揭發批判右傾機會

主義份子潘復生等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行」bq，原省委第一書記潘復生，省委書記

處書記楊玨，省委候補委員、省委副秘書長王庭棟等被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的

右傾機會主義份子。

1958年6月，中共廣西僮族自治區第一屆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揭發批判

以陳再勵為首的右派集團和右派份子徐江萍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罪行」，廣西省委

常委、副省長陳再勵，省委常委王夢周，省委委員廖原、駱明、王浩，候補委

員廖聯原，自治區檢察院副檢察長徐江萍等被打成反黨右派集團和右派份子br。

1958年6至10月，中共遼寧省委召開擴大會議，「粉碎了以王錚為首的反黨

宗派活動」bs，遼寧省委書記王錚，省委書記兼省長杜者蘅，省委書記、副省長

李濤，省委委員、旅大市委書記兼市長宋黎，省委常委、省工會主席張烈，省

委常委、秘書長吳鐸等人被打成反黨宗派或右派份子。

此外，被扣上右派份子、右傾機會主義份子、地方主義反黨帽子的，還

有：廣東省委書記、省長古大存，省委書記、副省長馮白駒，山東省委常委、

副省長王卓如，副省長袁子揚，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書記處書記賽甫拉也

夫，自治區黨委常委伊敏諾夫、艾斯海提等省級領導人。

四　被打倒對象的主要「罪行」

縱觀當年各省、區黨委揭發批判的省級領導人，除廣東的古大存、馮白駒

從1950年代初就被扣有地方主義帽子，這時又被定為右派、反黨；浙江的沙文

漢因對省委內部民主生活不夠，省委與省人民委員會之間缺乏明確分工造成黨

政不分、以黨代政等問題提出批評意見被打成反黨，並定為右派以外，絕大多

數是1955年夏季農業合作化反「右傾」中持不同意見者，少數是1958年「大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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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動起來以後，一些堅持不隨風起舞的人。其中以河南省在原省長、時任省委

第一書記吳芝圃領導下，反對原省委第一書記潘復生的鬥爭搞得最火，在全省

範圍層層開展打倒「潘家店」的反右傾鬥爭。從當時公布的材料來看，被打倒對

象的所謂「罪行」，主要分以下幾類：

（一）對1955年農業合作化反右傾持反對意見

安徽省委指責李世農：反對省委的反右傾決定，向黨發動猖狂進攻。誣衊

省委提出反右傾之後，下面「搞得很糟」。說1957年大放大鳴期間，李世農公然

攻擊省委的反右傾方針，否定反右成績，叫囂：「反右發生了偏差，省委要負主

要責任」，講反右成績是主要的，這是個「老公式」。還散播「合作化後，已經沒

有兩條道路鬥爭」，現在經濟基礎已經改變，今後鬥爭只是「新舊思想的鬥爭」，

資產階級走社會主義的道路是「自己階級的志願」等等反動謬論，企圖以此取消

階級鬥爭，取消無產階級專政bt。

（二）反對農業合作化的急躁冒進，侵犯中農利益

廣西區黨委批判陳再勵等，從1956年6月中共廣西省第一屆第一次會議開

始，就打¬「反冒進」、「反主觀主義」的旗幟，極力詆毀農業合作化和農業生產

取得的巨大成就，攻擊黨的領導進行破壞黨的團結的活動。到1957年6月，中央

宣布處理廣西因災餓死人事件ck時，他們在黨內會議上，硬把因災餓死人事件說

成是合作化和糧食統購統銷政策所帶來的惡果，並進而全盤否定廣西工作成

績，認為黨在農村工作上「犯了路線錯誤」，要求「重新估計農村工作」，要省委

「肯定錯誤」。指責陳再勵「這一右派集團攻擊的首要目標，是1955年下半年到

1956年上半年的農業合作化和伴隨而來的農業生產高潮。」「根本否定廣大農民

實現社會主義農業合作化的迫切要求，把農民群眾的社會主義積極性說成是『強

迫出來的』。」「竭力攻擊合作社，把合作社的生產說得一團糟，說合作社『只顧

集體，不顧個人』，要求無限制地發展社員家庭副業，藉以瓦解合作社的集體生

產，使農民從合作化的道路上倒退回去。」cl

甘肅省委批判孫殿才說cm：

1956年，是我省大變革、大躍進、國民經濟全面高漲的一年。但是這

個右派集團，不僅閉起眼晴否認這個事實，而且誣衊我們的工作是「一團

糟」，是「今不如昔」。孫殿才視察銀川、吳忠地區時，只聽地主、富農和一

些右派份子的反映，代表那些人把合作化誣衊得一無是處，甚至造謠說：

「銀川種了六萬畝棉花，百分之九十沒有希望」，「京祖一零七（水稻良種）連

種子也收不回來」，「復種的莊稼都沒結籽」。說社員「沒錢買油鹽洋火，幾

家子點一盞燈」，「拉雙輪雙鏵犁，把婦女們身體搞壞了」。這個集團的其他

成員說：「500萬畝水地是600條人命換來的」。「增產26億斤是省委虛報成

績」，諷刺省委對1956年工作的估價是「阿Q精神」，「禿子頭上沒毛，還怕人

家說光」。

這個右派集團不僅百般反對社會主義，而且極力保護資本主義。在羊

群入社問題上，孫殿才、陳成義等拼命反對省委的意見，硬說羊群不是「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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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百年中國與世界 產資料」，而是「生活資料」。孫殿才在視察銀川、吳忠途中，到處指責下邊

羊群入社搞得太快了，折價太低了，自留量太少了，分紅比例太低了。並

且命令縣、區黨委限時給有些地主、富農退回羊子。他主張「三、四十隻以

下的羊群不入社」，入社時「三百隻以下的戶自留百分之五，三百隻以上的

戶自留百分之十」，「不論大小，平均折價綿羊每隻十二元，山羊每隻八元」

（高於當時一般折價一倍多）。對於分紅比例，他認為應該由三七分（私三社

七）、四六分提高到對半分。

1957年春，銀川地區的單幹戶有所謂「不賣糧、不交公糧、不出義務

工、不開會、不挖渠、不買公債、不交水利費、不管國家大事」等八大自

由，梁大鈞對此不僅不加過問，而且不同意省委進行批判。對於有引起群

眾的搗販統購物資行為，也不予制止，並且提倡私人跑運輸，做買賣。在

他的「社開大片、隊開中片、社員開小片」和「膠輪小車拴一輛，掙下錢來歸

自己」的口號鼓舞下，資本主義在銀川專區一度自由泛濫。有些社員私人開

荒十多畝，有些社員拆了房子買膠輪車，以致1957年銀川專區有14萬畝水

地、18萬畝山地未種上，有些地方甚至麥子熟了無人收割。農業社的生產

受了很大影響。

（三）對1956年農村鬧社風潮的處理，反對用專政的辦法，主張要照顧農民利益

河南揭發潘復生的問題，主要是1956年農業合作社高級化以後農村出現鬧

社風潮，潘不贊成用專政的辦法，主張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指責潘在1957年

6月25日公開發布的「關於獎勵發展農業生產，爭取秋季大豐收的宣傳要點」，是

「發展資本主義的綱領」。其基本精神，是鼓勵和支持了富裕中農退社、鬧社的

資本主義思想；片面地提倡和獎勵私人開荒、植樹、繁殖耕畜、大量養豬，擴

大自留地，提高糧食留量標準，發展個人家庭副業，強調開放自由市場等，企

圖以發展私有經濟，損害社會主義經濟的辦法來刺激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並上

綱為「否認階級鬥爭，否認兩條道路鬥爭，製造階級鬥爭熄滅論」；「反對合作

化，反對糧食統購統銷」；「和右派ö外呼應向黨進攻」；「欺騙中央，與中央的

正確路線相對抗」。將潘定性「是一個披¬馬列主義外衣隱藏在黨內進行反黨反

社會主義活動的右傾機會主義份子」cn。

（四）反對社會主義改造中違犯民族政策

青海省委批判孫作賓的「罪行」，列舉的主要事實是：「他們反對社會主義，

反對對畜牧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他們要『採取別的方法，不走合作化的道路而

解決牧業區的私有制』，直接與黨中央確定的『依靠勞動牧民，團結一切可能團

結的力量，在穩步發展畜牧業生產的基礎上，逐步實現對畜牧業的社會主義改

造』這一正確方針相抗衡。」指責孫作賓「利用1956年中央指示檢查民族政策執行

情況，乘機向黨進攻。在1957年初由孫主持的本省民族統戰政策執行情況的檢

查中，大做其反黨文章；攻其一點，盡量誇大，不及其餘。一口否定黨在青海

地區幾年來所取得的人所共知的偉大成績，別有用心的專找缺點和『陰暗面』，

到處煽風點火。孫作賓儼然以『統戰專家』『少數民族的救星』自居，污蔑省委『不

管大事』，『不管民族政策』，企圖推翻省委領導。」co

青海省委批判孫作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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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幹右派：反右 63
中的黨內「戰場」

（五）對總路線、大躍進持有不同意見

遼寧省委揭發批判以「王錚為首的反黨宗派活動」，是在「大躍進」的高潮時

期——1958年10月間進行的。指責王錚等人反對黨中央的工會工作方針，有「嚴

重的經濟主義和工團主義的反動思想」。「對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對水、肥、

土、種、密加田間管理的重大方針執行不力」。在成都會議之後，「公開反對中

央的工農業並舉方針」。「不執行中央發展工業的大中小相結合的方針，只抓大

的、洋的，不抓小的、土的，使我省地方工業的發展受到很大的影響。」cp10月

31日，《遼寧日報》發表題為〈插紅旗，拔白旗，開展全省翻身運動〉的社論說：

為甚麼在全國轟轟烈烈大躍進中，遼寧僅有一般進步而沒有大躍進？為甚麼各

種條件都很好而不能爭得上游？當然原因很多，最根本的原因是以王錚為首的

反黨宗派活動。他們抗拒中央某些重大方針政策，反對和抵制黨的社會主義建

設總路線的若干基本點，反對大、中、小結合，反對工農業並舉，不執行毛主

席的農業「憲法」。「這是一場思想戰線和政治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尖銳鬥

爭，拔掉了他們這面大白旗，插起了共產主義的紅旗，取得了保z黨、保z社

會主義、保z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偉大勝利，將對遼寧省的各項建設事業發生深

遠的影響，為遼寧省翻身運動打下良好的基礎。」

由上可見，相當多數被打成右派、反黨份子的主要「罪行」，是由1955年夏

季反對農業合作化中的「右傾」引起省委內部的意見分歧。由於1956年春到1957年

夏，中共中央針對社會主義改造急速發展引起的混亂，曾¬力解決農業合作化

引起的農民與合作社、合作社與合作社、農民和國家、合作社和國家之間的矛

盾，調整了若干與農民（牧民）利益相關的政策，使黨內對反右傾持不同意見的

一方重新佔了上風。但到1957年反右派運動，把因對糧食統購統銷和農業合作

化有意見的人，視為向黨、向社會主義進攻，定為「資產階級右派」，並重申無產

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是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1956年堅持按《論十大關係》、

「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和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方針行事的領導人，就

被認為是一直在向黨開「頂風船」了。沙文漢、李世農、孫殿才、孫作賓、潘復

生等正是這種「不識時務」的省級領導人。廣西的陳再勵等人想以中央處理廣西

餓死人事件為契機，藉以糾正省委領導工作中的「左」傾錯誤，顯然又與正在批

「反冒進」，發動「大躍進」的大氣候不合。遼寧省委對王錚等人的批判，更是為

了給遼寧不旺的「大躍進」之火添上一把「柴」。

上述表明，1958年的「大躍進」，正是伴隨¬對黨內持正確意見的領導人進

行不斷打擊而發動起來的。對1958年中共黨內一大批省級領導人被打成右派，當

年《人民日報》發表曾希聖在省委擴大會議的總結發言時，編者寫了如下按語cq：

安徽省委第六次擴大會議揭露李世農反黨集團，是我們黨在整風運動中的一

個巨大勝利。經過這次會議，不只清除了隱藏在安徽黨組織內的一窩右派份

子⋯⋯，而且通過大鳴大放大辯論，有力地批判了黨內各種錯誤思想，大大

提高了黨內的思想水平，端正了兩條道路鬥爭的政治方向。安徽省委第一書

記曾希聖同志在這次會議上的總結發言⋯⋯對於如何正確地認識和執行黨的

路線和政策，如何加強黨的團結，如何學會和暗藏的敵人作鬥爭，如何掌握

整風方法改進我們的思想和工作作風等等重大問題，都作了很好的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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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百年中國與世界 後來的事實證明，凡在這場反對省級領導右傾反黨鬥爭中搞得凶的地方，

1958年的「共產風」、「浮誇風」、「平調風」颳得也愈凶，造成的後果也更嚴重。

河南、安徽、廣西均是如此。

五　值得深思的歷史教訓

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中共中央對歷史上造成的冤假錯案一一

做了覆查平反，上述被錯定為右派反黨的省級領導人也先後被平反昭雪。但這

場冤案，不只傷害了被打成右派、反黨者本人及其親屬，更因各省層層揪代理

人，殃及人數之眾更是不計其數。除此有形傷害之外，對共產黨本身黨風造成

的扭曲，更是一種難以估量的無形傷害。在組織上強化一元化領導的情勢下，

以黨代政被公然肯定，各級黨委自上而下無一不以第一把手說了算，集體領導

徒有虛名，不同意見無人敢提，看顏色、摸氣候、說假話成了風氣，如此等

等，一直發展到「文化大革命」。儘管自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在糾

正黨風問題上作了不小的努力，但歷史的慣性，使得餘音難消。

老一輩共產黨人孫冶方先生，生前曾對沙文漢1956年在中共浙江省第二次

黨代會上的發言有過一番評說cr：

他（指：沙文漢——引者註）這個發言談了兩個問題：第一是黨內民主生活

的準則問題。他批評了當時浙江省委內部的民主生活不夠⋯⋯。第二是黨

政不分，以黨代政，黨不管黨，使黨的領導不能很好發揮作用問題。⋯⋯

沙文漢同志當時提出這兩個問題，不僅在當時⋯⋯，即使把它全文登在今

天的報刊上，也不失為切中時弊的好文章。因為沙文漢同志的發言所提的

兩個問題，是符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的；因為三中全會公報明明指

出：「由於在過去一個時期內，民主集中制沒有真正實行，離開民主的集中

太多，民主太少，當前這個時期特別需要強調民主，強調民主和集中的辯

證關係⋯⋯」；又說：「應該在黨的一元化領導下，認真解決黨政企不分，

以黨代政，以政代企的現象⋯⋯」。

重溫孫冶方這一席評論，使人感到，在黨中央不斷強調提高執政能力，建

立和諧社會的今天，不正是需要繼續解決好這些問題嗎？

註釋
156　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頁432；

323；331-32、335。

2 鄧小平在八屆三中全會的報告中說，9月上旬有一個統計，參加第一批整風的黨

員（包括27個省市、中央直屬機關和軍隊）有100萬人，黨內右派5,800人，佔0.58%。

參見《中共中央文件彙集》，第一冊（1957）。

3bobp　李晨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第二卷，上冊（長春：吉林人民出版

社，1994），頁94-95；176；191。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

以後，被錯定為右派

反黨的省級領導人也

先後被平反昭雪。但

這場冤案，對共產黨

本身黨風造成的扭

曲，是一種難以估量

的無形傷害。各級黨

委自上而下無一不以

第一把手說了算，看

顏色、摸氣候、說假

話成了風氣，一直發

展到「文化大革命」。



高幹右派：反右 65
中的黨內「戰場」

4 李慎之說：「毛講這個主張要『大民主』的人就是我。說是『幾個司局長一級的知

識份子幹部』其實只有兩個人：一個是我——當時任新華社國際部副主任，一個是

新華社國際部主任王飛同志。」「我的原話是說『我們的大民主太少，小民主太多』」，

所謂「大民主太少」，是指人民群眾沒有多少參政的權利，但在單位鬧名譽、爭待遇

的「小民主」卻不少。參見李慎之：〈關於「大民主」和「小民主」一段公案〉，《百年

潮》，1997年第5期，頁46-51。

7 江渭清：《七十年征程——江渭清回憶錄》（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

頁415-16。

8 李銳：《「大躍進」親歷記》（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頁174。

9 1958年3月，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的插話。參見李銳：《「大躍進」親歷記》，

頁180、181。

bk 〈關於開除右派份子沙文漢、楊思一、彭瑞林、孫章錄黨籍的決議〉，《人民

日報》，1957年12月27日；《新華半月刊》，1958年第2號，頁16-18。1981年4月，

中共浙江省委對沙文漢等人的問題進行覆查，決定予以改正。參見毛澤東：《建國

以來毛澤東文稿 1958.1-1958.12》，第七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7），

頁209-10。

blbt　〈關於開除右派份子李世農、楊效椿、李銳黨籍的決議〉，《人民日報》，1958年

3月10日；《新華半月刊》，1958年第7號，頁37-39。

bmcm　張仲良：〈徹底粉碎孫殿才、陳成義、梁大鈞右派集團，堅決反對地方主義〉，

《甘肅日報》，1958年8月16日。

bnco　〈中共青海省第二屆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擴大）會議徹底粉碎了右派份子孫作賓

等人的反黨陰謀〉，《青海日報》，1958年3月11日。

bqcn　中共河南省委舉行第九次全體會議（擴大）揭發批判右傾機會主義份子潘復生等

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行。參見《河南日報》，1958年7月4日；《新華半月刊》，1958年

第15號，頁67-73。

brcl　中共廣西僮族自治區代表大會徹底揭發與批判以陳再勵為首的右派集團和右

派份子徐江萍，《人民日報》，1958年7月15日。

bscp　〈中共遼寧省委召開擴大會議進行整風，粉碎了以王錚為首的反黨宗派活動〉，

《遼寧日報》，1958年10月31日。

ck 《人民日報》1957年6月18日，公布了中共中央、國務院給廣西因餓死人事件中

負有責任的有關人員處分的決定。指出，造成此次嚴重事件的原因，是省、地、縣

的一些領導幹部漠視群眾疾苦，報喜不報憂；忽視災情的嚴重性，沒有積極採取措

施，做好救災中的糧食供應工作；有的幹部既不深入了解災情，又不相信下面幹部

的反映，甚至批評反映減產和災情的幹部為「右傾」，進行壓制。據此決定：撤銷陳

漫遠中共廣西省委第一書記、省人民委員會委員的職務；撤銷郝中士中共廣西省委

書記、副省長職務；撤銷蕭一舟中共廣西省委書記、副省長職務；撤銷楊林中共平

樂地委書記職務，留黨察看一年；撤銷何庶民中共平樂地委副書記職務；撤銷矯志

周中共平樂縣委書記職務；撤銷王文陸荔浦縣委書記職務；給予中共荔浦縣委副書

記艾治國嚴重警告處分；給予中共橫縣縣委書記薛秋水留黨察看一年處分。撤銷段

書香平樂專署副專員職務；給予荔浦縣副縣長李善本記大過處分。

cq 《人民日報》，1958年3月10日；《新華半月刊》，1958年第7號，頁29。

cr 沙文漢正因為提出這兩個問題，被斥責為「反黨」。1979年12月27日，孫冶方為

沙文漢申訴給黨中央寫的報告。參見沙文漢著，姜沛南、沙尚之編：《沙文漢詩

文選集》（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8），頁207-208。

林蘊暉　中國共產黨歷史、當代中國史學者，退休教授。著有《走出誤區：我觀

共和國之路》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