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韋君宜，原名魏蓁一，1917年10月

26日生於北京，父親是清末赴日本、

民初回國的留學生，曾任北平鐵路局

局長；母親是一個清末舉人的女兒。

韋君宜1934年考入清華大學哲學系，

1935年12月積極投身於「一二．九」運

動，1936年5月加入中國共產黨。盧

溝橋事變後，她輟學離家流亡到南方

去，在湖北地區從事中共地下活動，

1939年到延安從事青年工作。1945年

後，韋君宜參加過土改運動。1949年

後擔任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即共青團

前身）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兼《中國青

年》雜誌總編輯。1954年，她進入中

國作家協會工作，擔任《文藝學習》

主編。1958年《文藝學習》停刊後，下

放農村勞動。1959年初回到北京，任

《人民文學》副主編，1960年調入作家

出版社（後併入人民文學出版社），先

後任副總編輯、總編輯、黨委副書

記、副社長，社長，直到1986年退

休。「文革」期間，曾於1970至1973年

被下放到湖北咸寧地區勞動。2002年

1月26日，韋君宜在北京協和醫院逝

世，終年85歲。

一

韋君宜是在中華民族陷於空前的

生死存亡危機之際，走向了政治革命

的道路。在《思痛錄》（下文引用只註

頁碼）中，她寫道：「為甚麼當共產黨

的？⋯⋯是為了中國要反對日本帝國

主義。」1這是她那一代許多青年學生

和知識份子的共同選擇。「愚蠢的日

本帝國主義和國民黨政府，共同把我

這樣的青年推到了共產黨的旗幟之

下。」（頁4）他們在這場民族危機及其

後果之中切身體驗到共產黨的影響。

韋君宜在清華上學不久就幾乎成為了

職業的革命者。其實，憑藉她的聰明

才智和家庭條件，是完全可以選擇繼

續深造和出國留學的，「我們這個革

命隊伍E有好多當年得獎學金的、受

校長賞識的、考第一的，要在科學上

有所建樹當非難事。但是我們把這一

切都拋棄了，義無反顧，把我們的聰

明才智全部獻給了中國共產黨的事

業。」（頁8-9）這在當時，也是韋君宜

那一代仁人志士所遇到的救亡與啟蒙

的問題，以及個人與群體、學術與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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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地決定了自己的未來道路。數十年

後，那些在海外學成並頗有科研成就

和學術造詣的老同學歸國省親，他們

與韋君宜的經歷異同和命運反差，到

底說明了甚麼呢？

近七十年後，韋君宜的同級同

學、曾在美國留學且成就斐然的史學

家何炳棣所著的《讀史閱世六十年》一

書在中國大陸出版，該書用不少的篇

幅來對包括韋君宜在內的清華學子所

從事的學生運動的史料進行了「幾點考

證」2，讀後令人扼腕嘆息。無獨有

偶，朱學勤對何炳棣與韋君宜作了一

個更令人感慨甚至唏噓不已的對比3：

何炳棣和韋君宜是「一二．九」清華同

代人，兩人在回憶錄中都有涉及對方的

文字。讀完何炳棣，再把前些年讀過

的韋君宜《思痛錄》找出來重讀，可謂

「破鏡重圓」，就能讀出韋君宜之痛既

深且巨。痛在「林道靜」和「余永澤」經扭

曲再還原，歷史究竟站在哪r？ ⋯⋯

「精悍」如何炳棣者，當年與韋君宜輩

怒目相向，到晚年也會被蒙蔽，而這

時，韋君宜卻已經覺醒！韋君宜早年

被蒙蔽，何炳棣晚年被蒙敝，蒙蔽他

們的是同一個東西，那一代人竟然會

在這個東西上匯合，真是首尾相逐，

又一次「破鏡重圓」。

韋君宜如同當年的許多激進的愛

國青年學生一樣，在抗日戰爭爆發不

久就輟學，投入到抗戰的洪流之中，

在輾轉流徙各地以後，最終來到當時

許多青年學生嚮往的革命「聖地」——

延安。韋君宜滿懷激情和理想參加革

命，以飽滿的精神和積極的作風投身

革命工作，但是，她很快受到了她不

曾想像到的來自革命隊伍內部的懷疑

和打擊，「真正使我感受到痛苦的，是

一生中所經歷的歷次運動給我們黨、

國家造成的難以挽回的災難。同時在

『左』的思想影響下，我既是受害者，

也成了害人者。」（頁5）在韋君宜的一

生中，經歷了兩次刻骨銘心的、來自

自己人的政治整肅，一次是二十世紀

40年代初延安整風運動中的「搶救運

動」，另一次就是二十世紀60至70年

代的「文化大革命」運動。

韋君宜給後人提供了來自她那一

代親歷者很少提及、很少正視或很少

反思的延安「搶救運動」的所見所聞。

像「搶救運動」這種革命政治運動不斷

從革命隊伍內部製造出自己的「敵

人」，至少是「假設敵」的做法，「這分

明是在替國民黨發明創造了許多國民

黨自己都從未想到過的『政策』。⋯⋯

而當時我們的上級卻是言之鑿鑿。而

且不止在1942年，一直到文化大革命

還在繼續這麼幹。」（頁14）實際上，今

天看來，製造革命隊伍的內訌或自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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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是革命的敵對力量所無法做到

的。「搶救運動」中的整肅風潮，不僅

使成人自危，而且還波及年幼無辜

者，「特務從中學生『發展』到小學

生，十二歲的、十一歲的、十歲的，

一直到發現出六歲的小特務！」（頁

10）革命的張力和革命的恐怖有時更

多地來自革命的內部，甚至常常發生

於革命的相對喘息和相對安定之際。

韋君宜以自己的丈夫兼大學同

學、後來與自己同樣進入延安成為革

命幹部的楊述的不幸經歷為例，說明

革命隊伍內部的整肅或清洗總會是

「中規中矩」的，即煞有介事的。從楊

述等一大批無辜者被關押、被審查、

被迫害的經歷，可以看出在延安「搶

救運動」中，那種對於有學歷或有學

識的革命幹部的無情打擊以至殘酷迫

害的做法，甚至演化為一種其後持續

不斷的政治運動的歷史慣性。

在延安整風以及「搶救運動」中流

行的一套「逼、供、信」做法，後來也

演變成為這套做法的實施者們自身命

運的一個歷史的反諷。韋君宜和楊述

所在的抗大某分校，「副校長講他們

的批鬥原則，他說：『別人說反對逼、

供、信，我們就來個信、供、逼。我

們先「信」，「供」給你聽，你不承認，

我們就「逼」！』這個副校長後來在文

化大革命中鬧得全家慘死，我不知道

他曾否回想過1943年他自己說的這些

話。」（頁19）韋君宜以自己耳聞目睹

的經歷見證了以「革命」名義進行迫害

的惡性循環，即整人者是否能夠保證

自己不被整治？當革命斧鉞的慣性大

加實施之際，誰又能保證這種斧鉞不

會砍向革命者自己呢？

在根據自己的經歷寫成的自傳體

小說《露沙的路》中，韋君宜對於「搶

救運動」中出現的殘酷鬥爭和荒唐怪

事作了細緻的描寫，她借用主人公

露沙的心想來說，「早知這樣，我就

不來了。」（頁281）與此相似，韋君宜

在1980年講到她的第一任丈夫孫世實

抗戰遇難時寫道：「我活到了他為之

付出年輕生命的『將來』，『光明、理

想、愛情、犧牲、殘酷、愚昧、民

族、國家、命運⋯⋯這一切複雜的交

織，小孫全沒有想到。這個『將來』的

面貌，他沒有想到。」4

對於那些「搶救運動」中盛行的

「逼、供、信」做法，露沙心想，讓我

們「撒謊就撒謊，反正你們已經撒遍

了彌天大謊！」（頁286）「有的單位已

經把『一二．九運動』說成特務活動

了。幸虧劉少奇出頭來說話，才保

下了『一二．九』領頭的三兩個人。」

（頁295）「露沙看來看去，想來想去，

覺得我們以全力掙扎搏鬥換來的天

下，怎麼越看越像明朝。」露沙想：

「延安不相信我們，共產黨不相信我

們，難道我們還要無條件地相信共產

黨嗎？」她對丈夫崔次英說：「這E就

有一個奇怪的邏輯，在我一心忠於黨

的時候，一定要批判我，冤枉我，說

我不忠於黨。在我心E已經實在沒有

生命信心的時候，卻要我天天宣布自

己一心忠於黨。這是甚麼世界啊？」

（頁297、298）「在這個自己關起門來

統治的邊區，大家可以算了，我們

不說就完了。可是如果將來我們得了

勝利，統治了全國，再這麼幹⋯⋯」

丈夫接口說：「不會再這麼幹，若再

這麼幹，那就成了自取滅亡了。絕

不能再這麼幹！」（頁309）對於露沙來

說，「她是帶Ä不滿跟他們走的，可

是她不能離開他們。這就好比從前一

個女孩已經許配了人家，就有天大的

最難能可貴的是，韋

君宜檢討了自己在這

種後來似乎成為家常

便飯的政治運動中的

缺失和過錯。她說：

「而我，實在是從這

時開始，由被整者變

成了整人者，我也繼

承了那個專以整人為

正確、為『黨的利益』

的惡劣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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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344）

在《思痛錄》中，韋君宜描述了與

丈夫楊述從「搶救運動」中深刻地預見

到了一些問題，「當時，我曾和楊述

兩人議論：『現在只在邊區E邊這樣

幹，我們這些人還能忍受，能諒解。

以後如果得到了整個中國，再這麼

幹，可千萬不行了。成億的老百姓不

會答應的。』」（頁20）

最難能可貴的是，韋君宜還檢討

了自己在這種後來似乎成為家常便飯

的政治運動中的缺失和過錯。「而我，

實在是從這時開始，由被整者變成了

整人者，我也繼承了那個專以整人為

正確、為『黨的利益』的惡劣做法。」

（頁24）當革命的整治和清洗成為習

俗、成為慣性和成為定勢後，必然帶

來的是會比以往的整治和清洗更大更

慘的肆虐和更多更重的犧牲。例如，

1949年後，「最奇怪的是那『肅反』的

做法，即：並沒有發現本單位任何人

有甚麼參加反革命活動的線索，只是

叫每一個幹部都詳詳細細向全體同志

背一遍自己的歷史，大家側耳傾聽。

用雞蛋E挑骨頭的方法，挑出他ô述

中的破綻，隨即『打開突破口』，進行

追問。問得他越說越不圓，然後據此

定為重點，這就把『反革命』找出來

了！」（頁24）這類做法表明，革命的

警惕往往比革命的虛無更為必要；沒

有敵人也要創造出或製造出甚至杜撰

出敵人。這類虛構的或擴大的「敵人」

或「敵情」，常常會壓到了一切，使革

命者對於革命敵人的仇恨往往陷於失

去了正常理智的境地，陷於革命隊伍

無止無休的內訌。

像韋君宜這樣有學歷、有學識的

革命者，即使對於一系列荒唐的做

法，可也無法公開表示異議，如「罵

戊戌變法是賣國主義，當時我實在無

法想通」（頁27）。又如，反胡風運動

「當年把這樣的胡說八道當做中央文

件，大字刊載在全國報紙上，公布於

全國。而現在，像我們這些文藝系統

的人，只能從雜誌上看到當時的一點

點真相。」（頁35）對於當時的革命者

們，更主要的是像韋君宜這樣的革命

文人們來說，不是無能為力，就是無

動於衷。

更為嚴重的是，當整治運動波及

到自己的家人親友時，當年韋君宜

等人的一系列做法，在幾十年後讓他

們「覺得最慚愧、最對不起人的是我

們那時的那種分析，以及由於那種錯

誤分析而對他（指引導楊述參加革命

的楊述堂兄——引者註）採取的冷淡

態度。全錯了！認友為敵，眼睛全

瞎。毛病就出在對『組織上』的深信不

疑。⋯⋯這是一種甚麼樣的『鬥爭哲

學』？把家人父子弄到如此程度，把

人的心傷到如此程度！」（頁29）在這

一系列使人文意識畸形、人性精神吞

噬、人道關懷缺失，直至人本理念坍

塌的政治運動的整治中，韋君宜等人

用了多麼長的生命歷程和多麼大的人

生代價才悟出了其中的真諦！

韋君宜回憶自己在1957年「反右

鬥爭」中的經歷，她所在的「作家協

會總共不過二百人，右派劃了五十多

個，⋯⋯我知道，自己很有劃成右派

的可能。我回家把此事告訴了楊述，

他便轉告了蔣南翔（我的入黨介紹人）。

蔣南翔打了個電話給胡喬木，⋯⋯胡

喬木打了個電話給劉白羽，說我大約

尚非右派。」（頁40-41）因而，韋君宜

逃過了一劫。由此可見，當年人們是

否被劃為「右派」，也是有多樣標準和

令韋君宜在「反右鬥

爭」中觸目驚心的

是，同一單位或部門

共事的人們之間進行

的種種醜陋的揭發、

攻訐和詆毀。諸如自

保而陷害他人的本

能，已經使得這種

「反右鬥爭」失去了道

義上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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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樣做法，甚至多種「平衡」的。「許多

人二十幾年的命運就是靠這樣『平衡』

決定的。你並不太壞，但是他的壞也

並不超過你多少，他已經劃成右派

了，你怎麼好不劃呢？就是這種莫名

其妙的『比較攀扯法』，統治了當時整

個中國的運動。盲目的、毫無法律根

據的『中央精神』，隨時變化的『領導

意圖』，就可以隨便支配幾十萬人乃

至幾億人的命運。在反右派運動中，

我曾對秋耘同志說：『如果在「一二．

九」的時候我知道是這樣，我是不會

來的。』」（頁43）

韋君宜切身體驗到，「反右鬥爭」

「這一手比以前劃反革命、肅反、鎮

反、三反五反，都還要厲害。那都

還是允許甄別的啊！」（頁42）而「反右

鬥爭」直到二十多年後才出現大規模

昭雪，但到今天還沒有徹底平反。

令韋君宜在「反右鬥爭」中觸目驚心的

是，同一單位或部門共事的人們之

間進行的種種醜陋的揭發、攻訐和詆

毀，「天！這已經到了人和人互相用

嘴咬以維持生存的程度！」（頁42）出

於政治上的自我保護，實際上更多

地是人們為求生存的動物本能，諸

如自保而陷害他人的本能，已經使得

這種「反右鬥爭」失去了道義上的理

由。

韋君宜並不迴避自己在這場鬥爭

中的過錯。例如，對於自己的同事和

下級李興華被打成「右派」一案，「製

造這個悲劇的人中間顯然有我一個，

可是我並不想這樣。別的人，恐怕也

一樣。我並不願意這樣做卻還是做

了。這可以算作盲從，可是這盲從卻

造成了慘痛的結果。盲從者怎不感到

傷痛和懺悔呢？光懺悔還不夠，應當

認真深思造成悲劇的根源。」（頁79）

韋君宜以她自己的反思和懺悔不

斷證明了政治運動以及政治整治中所

發生的撕咬和廝殺的悲劇，往往是由

眾多的個人合力把受難者推向苦難的

深淵的。在「反右鬥爭」後不久，小到

李興華一案，大至習仲勳一案，給予

韋君宜的震動遠遠超出了她在延安整

風運動時的感受。正如韋君宜所言，

對於習仲勳一案，「我才開始有點明白

了，原來就連老紅軍也並不是那麼絕

對受信任的。以前我還以為只有對知

識份子幹部才是這樣呢。」（頁81）「知

道一個人的作品一上北戴河會議的毒

草名單，則此生休矣。習仲勳尚如

此，其他何必論？」「則凡小說，均可

反黨，這似也是一大發明。於是隨便

挑一句，都能構成『放毒』的罪名。欲

加之罪，何患無辭。加罪於人的路子

就越來越寬了。這已經為批判《海瑞

罷官》、《三家村札記》等鋪平了道

路。」（頁84、85）韋君宜明確地意識

到：「文革」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而

是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的結果。在這

個近十年的由「反右鬥爭」走向「文革」

的歷程中，革命的異化總是意味Ä革

命者的自我異化，反之亦然。

二

從韋君宜的反思中不難看出，

「文革」風暴來臨之際，年輕而激進的

一代所起的作用和所作出的舉動，實

際上是「文革」前夕愈益「左」傾的教育

的必然結果。例如，戲劇家「田漢的

兒子田大畏給自己的父親貼大字報，

開口是『狗』，閉口是『叛徒』。」（頁87-

88）「文革」使父子、親人變為政治仇

敵。又如，「我的女兒團團對我說：

韋君宜明確地意識

到：「文革」不是從天

上掉下來的，而是水

到渠成、瓜熟蒂落的

結果。在這個近十年

的由「反右鬥爭」走向

「文革」的歷程中，革

命的異化總是意味8

革命者的自我異化，

反之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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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毛澤東選集》，別的書都是反

動。』」（頁93）蒙昧的教化必然導致「文

革」獨斷論的橫行。

「文革」初期，韋君宜被迫害致精

神失常，既不認識家人，也不知道自

己是誰；別人拿毛澤東的照片給她

看，她邊哭邊說：「毛主席不要我了，

不要我了。」5「文革」按照當年的「副

統帥」所言的真諦，真是一場「革命的

革命」，因而，理所當然地也是一場

對革命者進行革命的革命。

韋君宜體會到，在「文革」中那些

大反資本主義的種種表現，只不過是

前資本主義社會的醜陋惡習，「要反

資本主義，說句實話，我國群眾的思

想還沒有達到資本主義的水平。」

（頁99）「文革」中那些變態畸形的民粹

主義、民本主義，甚至蒙昧主義，比

起人們所要反對的資本主義更加可

卑、可恥和可恨。

「文革」把它所懷疑或所敵視的個

人的身份、個人的歷史、個人的言論

和個人的思想等等，無不當成在「文

革」刀俎上任意宰割的禁臠。由此，

「文革」在個人內心所造成的恐怖是無

以復加的。在湖北咸寧那所命名為

「幹校」的流放地，「那個挨了整的演

員董恆山，就曾當面對我說：『你多

好啊。頭一樣你歷史清白，他們除了

思想，還能揪甚麼？』這話使人思之

失笑。」（頁99）其實，韋君宜像那個

時代中國大陸所有的成人們一樣，決

不可能游離於或逃脫於「文革」的天羅

地網，只能被動地以甚麼樣的方式或

角色置身於「文革」之中。

然而，「文革」的荒謬和恥辱還在

於：「群眾花了很大力氣，打反革

命、打叛徒，打了半天，稍有頭腦的

人自然逐漸發現：凡是年齡稍大、從

舊社會過來的人，就不可能與那個社

會毫無關係。我們一個出版社，竟打

出這麼多人，整個社會的局面就可想

而知了。那樣越打越多，必然只能把

這個社會砸掉。」（頁99）「文革」 的邏

輯彷彿是：「文革」的潛在敵人或者現

實敵人愈多，「文革」就愈可以肆意橫

行，「文革」就愈有聲勢，「文革」就愈

可整合自身。後來，「文革」初期的積

極參與者們幾乎都難於逃脫被整治的

命運，就充分說明了這一點。「後來

他們大反起『五一六』來，我才明白，

原來不是反別人，就是他們造反派自

己反自己。實際是造反派的這一派打

造反派的另一派，互相揪咬，越咬

越多，到最後把年輕的造反派差不

多全打成了『五一六』。⋯⋯他們鬥這

些『五一六』，比鬥我們走資派還厲

害。⋯⋯他們無論哪一派，所搞的一

切全都是胡扯，把這些胡扯作為國

家大計捧出來，只能使人齒冷。」「到

最後我們單位的一個『五一六』向我懺

悔，說現在才知道甚麼是整人，甚麼

是挨整，以後不幹了。」（頁100、101）

這實質上是「文革」的本性使然。「文

革」既能把「文革」的敵人掃蕩得體無

完膚，也會把「文革」的參與者整治得

「靈魂出竅」。

韋君宜以她獨有的感受、特定的

體悟和細膩的筆觸，ô述了她的丈夫

楊述的坎坷經歷。她認為楊述一生的

最大不幸在於：「實際上他最感到痛

苦的還是人家拿他的信仰——對黨、

對馬列主義、對領袖的信仰，當做耍

猴兒的戲具，一再耍弄。他曾經以信

仰來代替自己的思想，大家現在叫這

個為『現代迷信』，他就是這麼一個典

型的老一代的信徒。但是，人家那種

「文革」初期的積極參

與者們幾乎都難於逃

脫被整治的命運，這

實質上是「文革」的本

性使然。「文革」既能

把「文革」的敵人掃蕩

得體無完膚，也會把

「文革」的參與者整治

得「靈魂出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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殘酷的遊戲終於迫使他對於自己這宗

教式的信仰發生疑問。這點疑問是不

容易發生的啊！是付了心靈中最苦痛

的代價的！」（頁104）回顧與自己相濡

以沫走過數十年風雨歷程的丈夫、同

學兼同志的一生，韋君宜直言楊述自

身的變化：「到後來他在黨內工作的

時間越長，地位越高，寫東西便越加

謹慎，文字也越來越短，思想越來越

放不開了。到解放初期，他已經是每

寫一篇文章必先弄清當前黨的宣傳中

心，然後照Ä去考慮。對宣傳辦法，

他是動了腦筋的，所以『摸精神』是每

寫一篇之前必須先摸一摸的，從不越

乎規矩，而且這後來慢慢變成了他自

己的思路。」（頁106）

這已經意味Ä在革命運動的巨大

機器面前，自我或個性是微不足道

的。革命者們之間的疏離，即使是革

命夫婦之間的隔閡，也總是經受Ä靈

與肉分化的煎熬。至少在參加革命到

「文革」初期的幾十年間，楊述「真正

做到了黨怎麼說，他就怎麼想，所謂

『指到哪E就打到哪E』，老老實實，

不愧為『馴服工具』。⋯⋯他實在是一

個標準忠實的黨員，忠實到和古代

的忠臣相彷彿。」（頁108）但是，就是

這樣一個人，不僅在「文革」伊始就成

為「文革」施虐的對象，而且在「文革」

後期，在中共中央1975年11月頒發的

《關於叛變自首問題的案例》文件中，

他類似於在「文革」中的某些高級幹

部，被打成「叛徒」而不予以重新審

查或糾正。楊述被列為「被捕被俘

後，向敵人供出黨的秘密組織或黨

領導的其他秘密革命組織的，出賣同

志或出賣黨的機密的」一類的人，被

「定為叛徒，清除出黨，撤銷行政職

務。」6

韋君宜ô述楊述對於「文革」的認

識的變化，同樣發人深省。「文革」伊

始，韋君宜受到迫害而想自殺時，楊

述說：「不！我估計這次運動搞成這

樣一定是有反革命份子混進來了，也

許是國民黨進來搞的，這種事早晚能

弄清，你得忍耐，得等待。」「他堅信

所有的壞事都是個別壞人打進黨內幹

的，與黨無關。」（頁109、110）1973年

起，楊述為自己的冤假錯案上訴六年

之久，都沒有得到平反。經歷了「文

革」的種種非人待遇，「這些事實太無

情了、太可怕了，楊述不得不發出疑

問：『到底為甚麼要這樣想方設法地

非把我們都打垮不可呢？』他已經沒法

再相信這是國民黨混進來搞的了，國

民黨絕沒有這麼大的本事！」（頁113）

楊述沒有搞明白的事情，韋君宜終於

徹底弄明白了。

在「文革」之前擔任中國科學院哲

學社會科學部副主任的楊述，在「文

革」期間和之後竟有十多年的時間不

能從事正常的工作和職業。即使在

「文革」結束後的1978年11月，有關部

門還給楊述下達了「維持原有結論」的

審定。1979年，楊述收到自己的冤假

錯案得以徹底平反的結論時，他已是

病入膏肓，風燭殘年。像楊述這樣的

革命者幾乎把自己的全部獻給了革

命，可是到頭來他自己得到的和失去

的究竟是甚麼呢？在楊述病逝後，韋

君宜向世人、向時代發出了撕心裂

肺、擲地有聲的哭問：「我哭，比年

輕人失去愛人哭得更厲害，因為這不

只是失去一個親人的悲痛，更可傷痛

的是他這一生的經歷。為甚麼我們這

時代要發生這種事情，而且發生得這

麼多？⋯⋯我要哭Ä說：年輕人啊，

請你們了解一下老年人的悲痛，老年

楊述「真正做到了黨

怎麼說，他就怎麼

想，所謂『指到哪Y

就打到哪Y』，老老

實實，不愧為『馴服

工具』。」但是，就是

這樣一個人，不僅在

「文革」伊始就成為

「文革」施虐的對象，

而且在「文革」後期，

被打成「叛徒」而不予

以重新審查或糾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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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是老黨員，實際上是以他們的生命

作為代價，換來了今天思想解放的

局面的。實際上我們是在踩Ä他們

的血�向前走啊！你能不承認嗎？」

（頁119）

1973年從湖北咸寧「五七幹校」回

到北京，韋君宜被「結合」到人民文學

出版社的領導班子，她談及「文革」中

出版領域的諸多方面，給後人留下了

寶貴的歷史資料。韋君宜談到那時進

駐出版社的軍代表執掌Ä大權，韋君

宜這些昔日專職的編輯者和出版者是

沒有甚麼工作決定權力的，只能充當

「配角」。「我們只是低頭照辦，把自己

關於文藝的一切基本知識一概扔進東

洋大海而已。可誰也想不到，就在這

種完全緘口不語的局面下，竟然還鬧

出來了一場『反黑線回潮』。」（頁134）

韋君宜還深切地作出自我檢討：「更

應該慚愧、沒臉見人的是我自己和我

們這些知識份子幹部，跟Ä那種丑角

去參觀，甚至還隨Ä幫腔，點頭讚

揚，閉眼不管，還簽字⋯⋯這是幹的

甚麼？是不是幫同禍國殃民？我們能

夠不再這麼幹了嗎？我只希望自己在

沒有去見馬克思之前，能堅持這十分

可憐的一條，不再幫這種腔，不再點

這種頭，想想古人，好像該並不很難

做到這一條。」（頁126）韋君宜對於自

己在「文革」中所作所為的檢查和剖

析，遠遠超過了許多「文革」的過來人。

「文革」趨於破產，在「文革」後期

已經是一個不證自明的問題。韋君宜

用生動而深刻的事例指出，出版社數

一數二老實的編輯老王，「小心謹慎

地對我說：『我想，這次文化大革命

恐怕還是解決不了問題。』我嘴E沒

回答，心E卻忍不住哈哈大笑——文

化大革命已經成了普通老百姓都已看

穿的鬧劇，書呆子，你還在等它解決

甚麼問題！」（頁137）無論從哪方面來

講，對於「文革」最有力的否定恰恰來

自「文革」本身！

三

「文革」結束後，韋君宜主要從事

人民文學出版社的領導工作，長達十

多年，一直到她離休。「1985年下半

年，我們的社長韋老太，堅決要求離

任回家。在社E為她舉行的全社員工

參加的告別會上，她哽咽Ä，不停地

擦Ä眼淚，說：『⋯⋯這E是個聯合

國，我指揮不了人，人人都可以指揮

我，上面的，下面的⋯⋯到這E來，

不要想當官，我在這E的官是最大

的，當我這樣的官，有甚麼意

思？⋯⋯我一輩子為人家作嫁衣裳，

解甲歸田，也得為自己準備幾件裝殮

的壽衣了⋯⋯』」「從那時起，韋君宜

就在不停地思索，就在不斷地追問：

『我們這時代』，為甚麼會發生這種

『人間悲劇』，而且發生得這麼多？」7

韋君宜對於自己的清華老同學、

入團入黨介紹人蔣南翔的懷念就頗值

得回味。蔣南翔是「一二．九」運動的

領導人之一，長期從事中共青年領導

工作，曾擔任過清華大學校長兼黨委

書記、國家高等教育部部長等職，

「文革」期間作為教育界最大的所謂

「走資派」而備受折磨和迫害。韋君宜

在蔣南翔去世後寫的〈記領路人蔣南

翔〉紀念文章中說：「我當年為甚麼要

跟Ä老蔣走？那時其實我並不知道他

是共產黨，更不知道有毛澤東其人。

我怎樣被他拉上這條路的？相反，我

韋君宜對於「文革」後

人們對「文革」所作的

反思非常不滿。在她

看來，「文革」結束後

那些年輕的小說家們，

都只寫了自己如何受

苦，卻沒見一個老實

寫出當年自己十六七

歲時究竟是怎樣響應

文化大革命的號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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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知道一些他不盡符合共產黨內法

規的事情，說起來我真有點迷迷糊

糊。」8

例如，蔣南翔因為於1945年3月

給劉少奇呈送《關於搶救運動的意見

書》後，受到黨內批判、處分和貶

職，而該意見書直到1988年夏季才見

天日，這是蔣南翔在病危之際拿出來

要求發表的。「他為甚麼臨死還要公

開表示自己這點政治意見，不肯隱

瞞，不怕有損對自己身後盛德的歌

頌？我思索之後，頓有所悟。」「這篇

意見書的作者是何等勇敢，眼光何等

明澈尖銳。如果當時的黨中央重視並

採納了這個年輕人的意見，如果不再

那樣地獨斷專行唯我獨尊，如果黨內

生活多一些公開化和民主化，將會避

免後來的多少個傷害全國知識份子和

人民群眾的可怕運動啊！也許解放後

的中國會更穩一點。但是沒有！」9

韋君宜還清晰地記得，1953年蔣

南翔在一次青年團幹部會議上講話時

「痛恨寧『左』勿右的情緒溢於言表」，

蔣南翔激憤地說：「與其寧『左』勿

右，還不如寧右勿左好。」bk但是，韋

君宜對於蔣南翔在「反右鬥爭」中的一

些做法頗有微辭。「他早在二十幾年前

就提出反對『搶救』運動，在這次反右

運動中又曾盡力保護過我，但是他卻

手下無情地劃上了錢偉長。這為甚麼？

他說過錢偉長這個人不怎麼好，可是

不怎麼好不能等於右派呀！」（頁55）

「文革」結束後，「文革」的經歷者

們面臨Ä是否反思「文革」、如何反思

「文革」的問題。「我有罪過，而且沒

別的改正的做法了。十年內亂，自己

受的苦固然有，也應該把自己的懺悔

拿出來給人看看，不必那麼掩飾吧。

我這麼想的。」「有人說自己當時是

『拉車不認路』，真的嗎？真是看不見

路嗎？讓我們想想當時暗路兩旁的狀

況吧。」（頁157）怎樣反思「文革」和看

待自己在「文革」中的所作所為，在

「文革」過後，已經成為經歷「文革」的

當事人的人性和人格映射。韋君宜對

於「文革」後人們對「文革」所作的反思

非常不滿。在她看來，「文革」結束後

那些年輕的小說家們，在「他們的小說

E，都只寫了自己如何受苦，卻沒見

一個老實寫出當年自己十六七歲時究

竟是怎樣響應文化大革命的號召的，

自己的思想究竟是怎樣變成反對一

切、仇恨文化、以打砸搶為光榮的，

一代青年是怎樣自願變做無知的？」

「所有這些老的、中的、少的，所受

的一切委屈，都歸之於『四人幫』，這

夠了嗎？我看是還不夠。」（頁102）在

拒絕遺忘「文革」和避免遺忘「文革」這

一點上，韋君宜成為歷史的良心。

「在『付出了心靈中最痛苦的代價』以

後，從苦難中堅韌地站立起來的韋君

宜，一點一點把奴性從自己的血液E

擠出去，恢復了獨立思考的能力，達

到了她所能達到的理性深度，進而獲

得了一個純潔而高貴的魂靈。」bl

韋君宜反思「文革」的深刻和顯著

不僅在於從「文革」本身來進行，而且

也從孕育「文革」的某些因素、機制和

人事來進行，例如，在對待周揚的問

題上，韋君宜直抒己見。在「文革」前

的十多年E，「周揚可以決定我們的

命運」，「他經手批判過多少人啊」。

「多少作家的一生成敗都決定在他手

E。然而最後，他竟對自己生平的所

作所為作了痛心的懺悔。」（頁169-72）

「周揚現象」成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文

學藝術界一個揮之不去的歷史現象和

一個遠未過時的沉重話題。

韋君宜所作的反思是

與她所經歷的苦難相

匹配的。在「文革」以

及經歷其他苦難的當

事人之中，很少有人

像韋君宜這樣完成了

反思苦難、把握苦難

和超越苦難的壯舉。

她給我們留下的影響

和啟示至少是跨世紀

的、跨時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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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到了一個空前的高度：「不把過去

那打倒一切的錯誤方針從根推倒，如

何能夠開始改革？不許人做一個人、

一個與人平等的人，他如何能夠自由

地思想？⋯⋯要把那種把打倒一切當

方針、動輒取消人的人格、動不動戴

帽子的路線永遠推翻，使中國人也有

發揮聰明才智的平等機緣，是更重要

的。」（頁179）「天下最笨拙的民主也

勝於最高明的獨裁，它使我抱Ä最高

的希望。」（頁180）

我認為，韋君宜所作的反思是與

她所經歷的苦難相匹配的。在「文革」

以及經歷其他苦難的當事人之中，的

確很少有人像韋君宜這樣完成了反思

苦難、把握苦難和超越苦難的壯舉。

她給我們留下的影響和啟示至少是跨

世紀的、跨時代的。在1994年出版了

《露沙的路》之後，1998年《思痛錄》書

稿歷經磨難，終於出版。這兩本書的

出版，在中國思想界以及知識份子當

中獲得了巨大的反響，好評如潮。人

們從韋君宜的這兩本書尤其是後一本

書中，體悟到那種十分罕見的歷史記

憶責任和異常痛切的歷史反思精神。

2001年，由邢小群、孫Z編輯、

大眾文藝出版社出版的《回應韋君宜》

紀念文集出版，它集中而又廣泛地體

現了人們對於韋君宜及其《思痛錄》一

書的回應，並由此也映證了「韋君宜

問題」，即如何看待中國現代革命兒

女自身的命運和歸宿之問題的成立理

由；以及「韋君宜現象」，即如何對待

中國現代革命者們自身的記憶和反思

之現象的影響的取向。從這本文集中

可以看出，「韋君宜問題」或「韋君宜

現象」已經超過了韋君宜本人，它們

既是對於中國現代革命歷史作出轉型

反思的凸顯，又是對於中國現代革命

者的「自我性」進行審視的凝聚，更是

對於中國現代革命知識份子心路歷程

加以重新自我把握的嘗試。

進入二十一世紀，在《露沙的路》

和《思痛錄》發表多年之後，韋君宜的

著作所蘊含的意義和影響力並沒有減

低，反而愈顯其獨特的魅力和價值。

2002年2月1日，李慎之參加韋君宜的

追悼會時，莊嚴地寫道：「《思痛錄》

挽回了一代中國知識份子的尊嚴。

《思痛錄》證明了中國知識份子的良知

並沒有泯滅。總有一天，中國人將以

從《思痛錄》中汲取到的力量打開通向

民主的大門！」b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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