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從受難者看反右和文革的關聯：

以北京大學為例

● 王友琴

從「反右」到「文革」，從1957到1966，相隔九年。二者之間有甚麼關聯呢？

反右和文革都造成了大批受難者。北京大學反右劃了716名「右派份子」，文

革中有63人被迫害致死。其他學校相仿。清華大學劃了571名「右派份子」1，

文革造成了58人死亡2，受難者中至少有2人是「右派份子」。北京農業大學劃了

143名「右派份子」，全校13.4%的教授、副教授及4.7%的大學生被劃成「右派份

子」3，文革有30人被迫害致死。各學校受迫害人數呈現明顯的均勻分布現象，

顯然由於反右和文革都在中央的統一領導下進行。而北大因其「最高學府」的特

別地位，在反右和文革中都充當了雙重角色：一方面是打擊對象，有大批師生

員工遭到殘酷迫害，另一方面又是迫害樣板，中共中央多次發出內部文件或者

通過報刊文章，把北大的做法介紹給全國效仿。這種情況使得北大作為一個案

例極具代表性，因而也更值得分析和解釋。

本文以北京大學為案例，從受難者角度作出Ë述和分析。從這一角度切

入，不但出於尊重人的生命和權利的基本價值，也因為只有了解受難者才能更

加深入地認識這兩個大事件4。事實表明，北大「右派份子」作為一個群體，在文

革中受到更為深重的迫害，有一批人被害死。同時，在反右中擔任領導和積極

份子角色的學校負責幹部作為另一個群體，在文革中也成為「鬥爭」對象，其中

有一批人也被迫害致死。受難者指示出這兩場大規模迫害運動的發展軌ö：

一方面是迫害手段更加野蠻，另一方面是迫害對象的人數和類別進一步擴大。

一　「右派份子」在文革中受到更深迫害

在1957年「反右派運動」和延續到1958年1月底歷時三個月的「反右補課」中，

北京大學有589名學生和110名教職員，一共699人，被劃成了「右派份子」；後來

又再「補劃」，一共劃了716名右派份子5。另外，據1979年《人民日報》上的一篇

文章，北大劃了715名「右派份子」6。因為官方沒有公布被「劃」者的名單，所以

現在不清楚這一人之差是如何產生的。當時北京大學全校學生人數是8,98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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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職員人數是1,399人。北大總人數的7%被劃成了「右派份子」。教職員中的「右

派份子」比例高於學生接近10%。教授中的比例則更高。

「反右」極大地改變了社會懲戒機制。首先，權力當局以言論定罪，把一大

批人「戴上右派份子帽子」並進行各種懲罰，儘管這些人並沒有違反法律，也沒

有危害他人。第二，本來學校能作的最高處罰不過是開除學生學籍或者解僱教

職員。學校的學生或教員若有刑事犯罪，只有司法系統才可審判。但是北大當

局把七百多名教師學生劃為「階級敵人」，這是人類學校史上從來沒有過的大權

力。第三，不但實行懲罰，而且懲罰不設定限量。一批「右派份子」被學校直接

送去無限期「勞動教養」，以致他們失去人身自由長達二十年。「摘帽右派」也仍

然是一個壞身份。

文革中，北大新權力當局「北京大學文化革命委員會」具有比原來的中共北

大黨委更進一層的權力。1966年，他們在校園�建立了龐大的「勞改隊」，強迫

所謂「牛鬼蛇神」在學校�「勞改」，而且把他們剃了頭髮，對其中的女性則剃去

半邊頭髮（有專用名詞稱為「陰陽頭」），命令他們在胸前懸掛寫有罪名和畫上紅

叉子的姓名的牌子。1968年，他們在校園�建立了關有數百人的監獄，俗稱「牛

棚」，因為那�被關的人被稱為「牛鬼蛇神」。「右派份子」是最早被列入「牛鬼蛇

神」的群體之一。一旦成為「牛鬼蛇神」，不但失去人身自由並遭到各種侮辱，而

且常遭到毆打和酷刑。在北大文革的63名受難者中，有4人是被紅½兵學生用棍

棒和銅頭皮帶活活打死的，連「揭發」、「批鬥」、「定性」這些「革命程序」都不曾

有過，殘忍野蠻，達到了新的高峰。

「右派份子」在文革前已經遭迫害九年，再加上文革十年，文革結束後又過

了兩年才得到「摘帽」和「改正」，全程長達二十一年。在筆者的採訪中，一名自

己並非「右派份子」但同情「右派份子」的受訪者使用了一個說法，叫做「右派表

情」，意思是當過「右派份子」的人臉上有一種特別壓抑的表情，明顯使人能覺察得

到，連他們得到「改正」以後都依然還在。這種「右派表情」，是長達二十一年

的身心遭到迫害後形成的。下文Ë述他們在文革中的遭遇。

（一）被判死刑

在北大的716名「右派份子」中，有5名在文革中被冠以「反革命罪」判處死

刑。在反右時期已有1名「右派份子」黃宗奇（哲學系學生）因與看押他的學生發生

身體衝突而被判處了死刑（事實上並無人身傷害發生）。一共有6名「右派份子」被

判處死刑，佔全部716人的近百分之一。這個死刑人數，不但佔北大「右派份子」

群體非常高的比例，對任何一個學校來說也是非常高的比例。

五名在文革中被判處死刑的「右派份子」是：

中文系學生林昭，1954年入學，1968年被處死；

數學力學系教師任大熊，1955年在北大畢業留校任助教，1970年被處死；

西語系學生顧文選，1956年入學，1970年被處死；

歷史系學生沈元，1955年入學，1970年被處死；

化學系學生張錫錕，1954年入學，1976年被處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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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百年中國與世界 其中林昭為女性。1968年4月29日她在上海被處死。那是「五一節」前，「上

海市革命委員會」把一批「反革命份子」「宣判死刑立即執行」（《解放日報》當時的

報導語）。這是文革期間「慶祝」節日的方式。

顧文選和沈元都在北京被判處死刑。1970年2月21日「中國人民解放軍北京

市公法軍事管制委員會」發出一份材料，把「顧文選等55名罪犯的材料發給各單

位」，要「革命群眾」「提出處理意見」。沈元也在這份材料中。55人中北大「右派

份子」佔了二人。這種做法的目的之一是在普通人中製造更大恐怖，起殺一儆百

的效果。這份材料發出僅僅兩個星期後，1970年3月5日，他們被處死。

任大熊1970年3月28日在山西省大同市被判處死刑。1957年，他把北大圖書

館英文《工人日報》上赫魯曉夫（Nikita S. Khrushchev）揭露斯大林殺害無數俄國

人的所謂「秘密報告」翻譯了一些段落，手抄後貼在學校閱報欄上供大家觀看。

他被劃成「右派份子」後又被判刑，在文革中再被判處死刑。從筆者收集到的判

決書上可以看到，判處任大熊等13人死刑，沒有援引法律依據，只寫_：

為了全面落實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批示「照辦」的「一．三一」指示，堅決鎮

壓反革命破壞活動，加強戰備，保M祖國，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根據黨的

政策和廣大革命群眾要求，報請山西省革命委員會核准，特依法判決如

下：⋯⋯

所謂「一．三一」指示，是指毛澤東批准發出的「中發〔1970〕3號文件」，題為

《中共中央關於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的指示》。毛澤東在此文件上批的「照辦」

二字就是判處死刑的依據。這是人類法制史上前所未有的死刑判決書格式。

（二）被迫害致死

由於尚未能對全部716名「右派份子」的下落作追蹤調查，下文記述的僅是留

在北大校園中的「右派份子」的遭遇。在文革中，北京大學有63人被迫害致死。

受難者中有四人——英文教授吳興華、歷史學教授向達、中國革命史教師許世華

和圖書館學教授王重民，曾在反右中被劃為「右派份子」，遭到降薪降職處分7。

吳興華和向達在文革一開始就被「揪出來」進了「勞改隊」。1966年8月3日，

吳興華在北大西門內辦公樓前「勞改」時，被強迫喝了水溝中從附近化工廠流出

的污水中毒昏倒。紅½兵斥責其為「裝死」。當天夜間吳興華死亡，時年43歲。

死後還被剖屍，不是為了醫學目的，是紅½兵要證明他「對抗文革自殺」以便罪

加一等。

向達在1966年8月遭到殘酷「鬥爭」，在毒日頭下跪在系辦公室二樓陽台欄杆

外狹窄的平台上被「示眾」。9月底，他和歷史系其他「牛鬼蛇神」被押到昌平縣太

平莊勞動，晚上他們被反鎖在一個大房間�，連夜間出門上廁所都不准。向達

有腎病，排不出尿，全身浮腫，卻不准送醫院救治。他在11月10日去世。

他們是名教授，反右時吳興華從三級教授降為五級，向達從一級教授降為

二級。他們在文革前夕的處境，比起其他「右派份子」來說算是有很大特權的，

但文革一開始，他們首當其衝，被革命的鐵輪輾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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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世華在北大附近的西苑投水自殺，王重民在頤和園後山上吊自殺。他們

的死其實不能被理解為通常意義上的「自殺」。他們是在遭受了肉體和精神的重

大創傷之後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三）被判刑

文革中北大不但有一大批教員、學生和幹部被關在校園「牛棚」中，還有人

受到更重的迫害，被關入國家監獄。其中有數學力學系「右派份子」程慶民，他

被判刑二十年。

程慶民1949年考入北大。他和同班同學王信中、劉品馨三人都留校任教。

1957年王信中寫大字報批評當時人整人的風氣，首先被定為「極右派」。程慶民

是該系的中共總支委員和共青團書記，原是反右領導圈子�的人。他在會議上

不同意把兩個學生劃成「右派份子」，被指控為「包庇右派份子」，被「補劃」為「右

派份子」，開除共產黨籍，降職降薪，在校中和郊區農村勞動三年。

文革中，程慶民進而被指控為「反黨集團份子」和「現行反革命」。他曾被綁

在學生宿舍的雙層Ü上，雙腳離地，遭到毒打。1969年，他被作為「拒不坦白」

「抗拒從嚴」的典型，在北大辦公樓禮堂的「鬥爭會」上被宣布逮捕。判刑前他和

一批被捕者戴_手銬腳鐐，送到北京各個地方殘酷「批鬥」。判刑後他在山西汾

陽服刑，毛澤東死亡兩年後他被釋放。

劉品馨是三個同學中唯一沒有被劃成「右派份子」的。她在日記中對兩名同

同學被劃為「右派份子」寫下了疑問。文革中日記成為定罪的根據8，劉品馨因此

長期遭到「鬥爭」。她曾跪在地上被揪住頭髮打耳光——這樣的暴行當時可以在

北大當眾進行。劉品馨後來精神失常。程慶民出獄時，她已經喪失記憶不認識

程了。1996年劉品馨在孤獨中去世，時年65歲。

（四）「中右」也成「敵人」遭到暴力迫害

反右中北大還有842名未戴「右派份子帽子」而遭受各種處分的人。文革中這

些人大多「升級」成為「牛鬼蛇神」遭到「鬥爭」和毆打。例如，化學系教授傅鷹

（1902-1979），1952年在「思想改造運動」中曾在全校會上作為正面典型發言，

1957年被劃為「中右」（意即在其右邊的人就要劃成「右派份子」），文革中則成為

「牛鬼蛇神」，遭到關押和毆打。傅鷹的身份變化，正顯示了劃分「敵我」的標杆

不斷左移，於是愈來愈多的人落入「敵人」範疇。

傅鷹先被關在化學系男生宿舍。白天由該系女生監督在校園�「勞改」，晚

上由該系男生看管。連他因年老夜間多次上廁所，也遭學生斥罵。1968年他被

關入學校「監改大院」。那�一個當看守的女學生有個棒子。每天「晚點名」以後，

這個女學生就在院子中間用她的棒子打東方語言系的副主任岑殿華，迫其承認

曾經參加過「三民主義青年團」。岑殿華不承認。傅鷹看到這個情景說，按照劃

定「歷史反革命」的「標準」，即使參加過「三青團」也只是「一般歷史問題」，現在

她天天被打也不承認，說明她大概不會是。傅鷹教授的邏輯推理很是清晰。他

說的這些話被報告上去，結果他為此也挨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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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百年中國與世界 （五）「右派份子」在文革中受迫害死亡比例極高

儘管未能追蹤所有七百多名北京大學「右派份子」在文革中的下落，但是觀

察他們之中的小群體，可以知道他們在文革中受迫害死亡的比例非常高。

1952年，燕京大學外文系有四名英文教授在該年「院系調整」中併入北大。

反右中，兩名男教授吳興華、胡稼胎以及兩名女教授俞大絪、趙蘿蕤的丈夫，

都被劃為「右派份子」9。（燕京大學共有五名英文教授，沒有併入北大的一位在

其他學校也被劃為「右派份子」。）

文革中，這四名英文教授有三名被迫害而死，一名精神失常。兩名女教授

的丈夫也都被迫害致死。

上文已經寫到吳興華教授被強迫喝污水而死。三個星期後，1966年8月

25日，西語系紅½兵在40樓前召開「鬥爭會」，俞大絪教授被強迫跪在台上挨鬥

並被抄家。她當晚在燕東園家中服毒自殺。她的丈夫曾昭掄（劃為「右派份子」後

被送往武漢工作）在武漢大學遭到「鬥爭」，曾被強迫在碎玻璃上爬行，於1967年

12月9日死亡。趙蘿蕤教授的丈夫、考古學家陳夢家在遭到毒打和侮辱後，1966年

9月3日上吊自殺身亡。趙蘿蕤遭「鬥爭」和毆打，連西語系畢業留校的女助教都

動手打她。她精神失常，需長期服藥控制。

胡稼胎教授被劃為「右派份子」後從二級教授降為六級，從此不准上課，先

在校園作體力勞動，後到哲學系資料室翻譯資料。他有兩個兒子也被劃成「右派

份子」。文革開始後他被「抄家」、「遊街」和「鬥爭」。1966年底他突然癱瘓，由妻

子送去北醫三院。醫院索要北大的公函才予治病。哲學系給醫院的公函上寫的

是：該人是我系右派份子，請給予一般治療。他沒有能得到甚麼治療就出了醫

院，1968年1月去世。

二　反右領導幹部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一個引人注目的現象是，文革中不但「右派份子」首當其衝慘遭迫害，在北

大領導了反右的負責幹部也遭到暴力迫害，有的受害身亡。

1957年領導北大反右的，先是中共北大黨委第一書記兼副校長江隆基（1905-

1966）。他被認為不夠得力，反右後被調往蘭州大學任中共黨委書記兼校長。文

革中他成為最早的受難者之一。1966年，中共甘肅省委在中共中央發動文革的

5月16日《通知》發出後，把江隆基列為該省的重點鬥爭對象。他遭到「鬥爭」，跪

在高台上，頭上戴了重十多斤的鐵籠子，被拳打腳踢，還被「遊街」。6月25日中

共甘肅省委召開萬人大會宣布撤銷他的「黨內外一切職務」。當天江隆基自殺身

亡，時年61歲。

江隆基早在1927年就加入了共產黨，有長期的「革命」和「鬥爭」經驗。他在

1956年被定為「高校行政一級」，是當時中國高校中級別地位最高的人之一。他

並非如被指控的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三反份子」。但他既沒有

申訴也沒有等待，很快就自殺，顯然是由於他了解革命的性質相當透徹。文革

中全國大中小學領導人悉數被「打倒」，無一例外遭到「鬥爭」，有的甚至被活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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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死bk。他已經成為指定要被「打倒」的群體中的一名，那麼就像「土地改革」中的

地主一樣，沒有為自己辯護的可能性；如果不想繼續被打受辱，只有自殺。

1957年10月陸平（1914-2002）被派到北大取代江隆基。陸平在江隆基已經劃

了500名「右派份子」的基礎上進行「反右補課」增劃了200名。這樣北大的「右派份

子」就從北大總人口的百分之五增加到了百分之七。此後到文革開始，陸平一直

擔任北京大學校長和中共黨委第一書記兩個職務。文革開始，毛澤東親自下令

向全國廣播北大一張題為〈宋碩陸平彭佩雲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幹些甚麼〉的大字

報，並把北大稱為「反動堡壘」。陸平成為全國聞名的「大黑幫」，遭到長期的「鬥

爭」和關押。他曾經被吊起來拷打。學生還用高瓦數電燈強光照射他的眼睛不准

其睡_，說這樣可以擾亂他的神經，迫使他「坦白交代」。

中共北大黨委副書記、教務長崔雄昆，也是「反右派」的領導人之一。由於

他曾在1964年反對陸平，文革開始後，他成為「左派」並進入新的北大權力機構

核心，而沒有像其他北大領導幹部那樣被指控為「黑幫份子」。但是在「北京大學

文化革命委員會」和「黨的核心小組」中擔任領導人兩年多後，他也遭整肅。1968年

10月，他在校內紅湖投水自殺。

事實上，由於文革把整個教育系統指為「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結果，那

些在1957年領導了「反右鬥爭」並在此後執掌北大的領導幹部，除了極個別人

士，都被「打倒」了。他們遭到心理和肉體的虐待及摧殘，而且根本無法自½也

無法為自己辯護，他們的境況一如九年前由他們經手「劃」的「右派份子」。

他們先揚後抑的經歷，帶_一種有強烈反諷意味的戲劇性，引人深思。遺

憾的是，他們中幾乎沒有人分析他們的這種遭遇並得出令人信服的解釋，甚至

包括他們中最有學識和寫作能力的人。

例如，翦伯贊（1898-1968）就是這樣的一個人。他在1937年加入共產黨，

1952年起任北大歷史系主任、歷史學教授。1957年反右時他相當積極。筆者檢

索《人民日報》發現，在反右高潮中，從1957年6月15日到10月19日四個月中，該

報有九篇報導，述及翦伯贊在歷史學界、社會科學界、文物界的一系列反右會

議上用嚴厲口氣「揭露」和「批判」「右派份子」。同時期該報上還有他寫的兩篇

反右文章，一篇題為〈馬克思主義者研究歷史是為了革命〉（9月23日），另一篇是

〈右派在歷史學方面的反社會主義活動〉（10月4日）。兩篇文章攻擊歷史學界當時

的兩位重要教授雷海宗和向達，二人後來都被劃為「右派份子」。雷海宗1962年

去世，時年55歲。向達如前述在文革中被迫害死亡。

1965和1966年，毛澤東在高層會議上多次點了翦伯贊的名字，把他作為學

術界文革的重點整肅對象。報刊上指控翦伯贊「反對馬克思主義」的第一篇文章

題為〈為革命研究歷史〉bl，竟與他1957年批判右派的文章標題同出一轍。罪名很

快升級。從1966年6月開始，他在各種規模的「鬥爭會」上被「鬥爭」，最多時一天

被「鬥爭」多達六場。「鬥爭」方式是拳打腳踢、坐「噴氣式」（即被強制作雙臂後舉

大彎腰狀）。他被「遊街」、抄家及驅逐出原住房。分給他和妻子的一間小黑屋（在

蔣家胡同三號院內），是在兩排房子接縫處加建的，原來用於堆放煤塊等雜物，

面積極小，到處漏風。他們在門口放一煤爐做飯熬藥，附近的孩子常來往他們

的鍋�吐唾沫和丟髒東西。

1968年10月底，在正式宣布劉少奇罪狀的中共中央八屆十二中全會上，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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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釋放，但迫害不曾停止。一個多月後，12月19日他和妻子戴淑婉在家中一起服

安眠藥自殺。他們死於「清理階級隊伍運動」期間。那一「運動」中，在翦伯贊夫婦

死亡前後，北大有34人被打死或者在遭迫害後「自殺」。文革的這一個「運動」在全

國造成的死亡人數，比官方公布的全國劃了「右派份子」55萬的人數還多。原因之

一是這一「運動」按照「規定」在全國每一個地方進行，手段也特別嚴厲和殘酷。

應該說，翦伯贊的死實際上包含有抗議的意味。但是在他簡短的遺書中，

他沒有抗議他所受的迫害，相反，他寫的是「毛主席萬歲萬萬歲」。對他自己在

文革中所遭受的迫害（那時文革已經開始兩年多），對1957年被他指控為「右派份

子」的向達之死（那時向達已經被害死兩年多），對他充當了積極份子的反右和充

當了被迫害對象的文革，對發生在他周圍的迫害和死亡，他作為歷史學教授卻

沒有寫下片言隻語。這一事實在相當程度上顯示了反右和文革的強大效果：不

但毀滅了一批人的生命，而且摧毀了他們原本應產生的思想。

三　分析和解釋

（一）反右和文革是大規模群體性迫害

上文展示了反右和文革在北大造成的數字巨大的受難者群體，顯示了二者

都屬大規模的群體性迫害。反右和文革都不是針對個別人的，而是針對一些很

大的群體。「右派份子」後來和別的「敵人」範疇並列為「地富反壞右」，又稱「五類

份子」。一個「類」就是一個群體；而且每個「類」人數眾多，可以百萬計數。到了

文革，在已有的「五類份子」之外，又加出了多個種類。例如，1969年北大一份

題為《關於清理和改造階級敵人的情況報告》說，該年7月上旬到9月2日，在北大

的教職員工中，清理出了「叛徒」、「特務」、「歷史反革命」、「現行反革命」和「地

富壞份子」共102人。這份報告由毛澤東批示「照辦」後發給全國學習，編號為「中

發〔1970〕17號」。也就是說，在全國各地都要抓出這些「類」的「階級敵人」來。北

大三個月中「清理」出的「階級敵人」數字佔教職員工的百分之二還多，在全國顯

然會抓出一個極大的絕對數字。

除了立「類」之外，他們還預先制訂百分比或者各地人數配額，以確保實現

總體效應。明顯可以看到，北大先是按照百分之五的人數比例劃了「右派份子」。

後來「上面」傳下指示說北大劃百分之五不夠，北大就進行「反右補課」，增加到了

百分之七。反右時毛澤東在幹部會議上講，北京大學的教授、副教授中，「大概

有百分之十左右的右派」bm。文革中毛澤東進而說，「北大是池深王八多」bn。結

果不但如毛澤東所指示的在北大教員中劃了大批「右派份子」，文革中還把百分

之十的北大正教授迫害致死。

在蘇聯檔案中存有一些關於殺人和關人的書面指令。1937年7月30日的一

份，列出各個加盟共和國要殺的人數從100到2,000，同時還另外列出了數倍於此

的要逮捕入獄的人數bo。這種事先規定迫害對象人數的指令非常恐怖：不但在於

數字大，還在於其隨意選定要殺要抓的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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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革是反右迫害的升級與擴大

上文列舉的事實表明，1957年反右的受害者，在文革中被推到火坑更深

處，反右的領導幹部，文革中也被置於死地。這表明不但反右和文革都是大規

模的群體性迫害，而且後者比前者更為嚴重。

不僅事實如此，從兩次「運動」的發動者和領導者毛澤東的理論中，也可以

清楚看出。1957年，他創立了所謂「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理論。他把公民分為

兩種，「人民」和「敵人」，至於誰是「敵人」一類，則由他規定。「右派份子」的「罪

證」只是言論。按照當時的憲法，公民享有「言論自由」，但毛澤東說他們是「敵

我矛盾」，上百萬人就成了「敵人」。毛澤東為文革建立了「繼續革命」的理論，也

就是說，要把前面的革命更推進一層。在層層疊加的「運動」中，受難者愈來愈

多、愈來愈慘。

上文第二節Ë述了反右積極份子在文革中遭到迫害甚至致死。這是一個明

顯的事實，但是對此事實的解釋卻並不一致。有的人以此指責文革的「荒唐」、

非邏輯，打擊了不該打擊的人。這一說法似是而非，因為這樣說多少等於肯定

了反右，而且不符合事實。從最高領導人方面看，迫害對象群體層層擴大，但

迫害原則始終貫徹，在邏輯上和行動上相當一致。

從理論到實踐，文革最高領導人的改變意向是清楚的。江隆基和陸平這些

領導了1957年反右的人，即文革前的大學領導幹部，雖然從未擔任過大學教

員，但至少他們自己唸過大學。文革一開始毛澤東就指控學校系統被「資產階級

知識份子統治」，然後派送他的警½部隊中的遲群、謝靜宜等沒有受完中學教育

的人當了清華、北大領導人。在暴力迫害的同時，毛澤東有方向有步驟地改變

_教育體制。

還有一種說法：文革前受迫害的人在文革中得到機會「造反」，反對迫害過

他們的人。這種說法更為遠離事實。文革在「打倒」原學校領導人的同時，頒布

了鎮壓右派份子的一系列規定。從北大案例可以清楚看出，文革中「右派份子」

是受苦最多的群體之一，反右領導幹部被「鬥爭」也是出自文革最高領導人的

指揮。

（三）這是一種甚麼罪行？

殺一個人，就是犯罪。殺害了數字如此巨大的人，侵犯了如此多的人的自

由、人權，在沒有法律依據的情況下殘酷懲罰了那麼多人，當然更是犯罪。

但是對於同一歷史事實，記述和判斷卻有很大不同。在反右和文革的發動

者和領導者那一邊，他們稱之為「偉大的革命」。直至今天，反右和文革的同情

者津津樂道的是當時作為驅動力量一方的「理想主義」和高昂歡樂的情緒，他們

迴避提及受害者一方的苦難，更不承認這是一樁罪惡。

在毛澤東死亡兩年以後，鄧小平和胡耀邦為反右和文革的受害者「改正」和

「平反」，這是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群體性翻案，在人道方面的功勞應該被記

入史冊，當然也是因為發生過的迫害規模是前所未有的。他們不但承認了這個

龐大受害者群體的存在，而且實際改善了受害者的生活條件。但是在說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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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也並不真的如此認為，否則不會給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反右和文革的受害者

一齊都平了反。

對反右和文革兩大事件，有一個問題是，應該把它們稱為甚麼樣的罪惡？

顯然這是一種巨大的罪惡，然而既有的關於罪惡的名稱，謀殺、盜竊、投毒、

誹謗等等，卻難以被用來指稱這樣的罪惡。反右和文革包含傳統意義上的這些

罪惡，但是這些名稱只有很小程度上的適合，因為這些罪惡殺害和迫害的人

數，都不可能與反右和文革相比。普通的罪犯，即使是系列殺手或者黑社會組

織，都不可能危及如此巨大數目的受害者。只有戰爭會危害如此多的人口，但

是戰爭主要由軍隊持武器進行，而且戰爭是兩軍對壘的衝突，有進攻有反抗，

性質不同。

在現實中，沒有名稱的罪惡就可能不被認為是罪惡。反右和文革的罪行不

但需要得到記錄，而且需要命名。

在抵抗和清算希特勒納粹的漫長過程中，一位名叫萊默金（Raphael Lemkin）

的語言學者，用其畢生精力創造並推廣了一個關於罪惡的新詞genocide。這個詞

的前一半出自希臘文而後一半出自拉丁文。在萊默金和其他人的長期努力之

下，「群體滅絕罪」成為在國際上被接受的罪名。「群體滅絕罪」是指蓄意全部或

者部分消滅某一群體，包括殺害該群體的成員，造成該群體成員在身體上和精

神上遭受嚴重傷害，故意使該群體處於某種生活狀況下，毀滅其全部或部分的

生命，強迫這一群體的兒童離開他們等等。這種群體，是基於政治、種族、民

族、文化、宗教等理由劃分的bp。希特勒殺害猶太人的行動，就屬於典型的群體

滅絕罪。在那�，被迫害、監禁、罰作苦役以至被殺害，最重要的「理由」（加上

引號，因為這僅是作惡者一方如此認為的）是該人屬於「猶太人」這個按照民族劃

分的群體。

這個模式是否適合反右和文革？在人數上，顯然是的；在劃取群體類別方

面，顯然也是的。不同的僅僅是受迫害群體的名稱和內涵。上百萬名「右派份

子」成為這一罪惡最典型的受迫害「群體」之一，數百萬名文革受難者也一樣。

（四）歷史的審判

在反右五十年後和文革四十年後，在書寫和傳播技術如此便利的電腦網絡

時代，已經有條件來做歷史的審判，也就是通過歷史寫作來審判罪惡。

這種歷史的審判是有意義的嗎？

文革後期，按照毛澤東的旨意在北大校園建立了一個「梁效」寫作班子，發

表了大批文章，主要內容是批判孔子和鼓吹秦始皇。例如，其中一篇文章題為

〈略論秦始皇暴力〉（《人民日報》，1974年1月21日），對在中國歷史上一直受到譴

責的秦始皇大加讚美，並把秦始皇「焚書坑儒」和文革「鎮壓反革命」直接等同，

也就是說，要從歷史的高度來肯定和合理化文革的群體性迫害與殺戮。

現在回頭看這個曾經不可一世影響極大的「梁效」，也讓人思考另一個問

題：在中國歷史上，能和秦始皇一樣大規模「焚書坑儒」的統治者，畢竟秦始皇

以後的兩千多年�也只出現過一個。是甚麼力量起了阻擋作用呢？應該說，兩

「群體滅絕罪」這個模

式是否適合反右和文

革？在人數上，顯然

是的；在劃取群體類

別方面，顯然也是

的。上百萬名「右派

份子」成為這一罪惡

最典型的受迫害「群

體」之一，數百萬名

文革受難者也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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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來人們把「焚書坑儒」當作罪惡來記載和譴責，這些歷史評判儘管以現代標

準來說不夠深刻，卻多多少少起了作用。

這個歷史的縱向觀察告訴我們，通過歷史寫作對罪惡做出審判，從學術上

對歷史事實進行描述和分析，雖然不能像在司法系統中審判罪惡一樣有力，但

是並不完全無用。所以，對反右和文革做出歷史的審判，仍然是重要的和有意

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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