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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政治文化的延續

● 徐霞翔

高文謙：《晚年周恩來》（紐約：

明鏡出版社，2003）。

一個偶然的機會，拜讀了高文

謙的《晚年周恩來》（引用只註頁

碼）。此書主要闡述了文化大革命

期間周恩來的活動軌p，並試圖在

文革的背景之下，從中共的政治文

化以及周的個人性格特徵、與毛澤

東的歷史恩怨、中共黨內的權力鬥

爭等方面來建構解釋框架。該書與

很多中共領導人的傳記不同，資料

豐富，暢所欲言，洋洋灑灑，這可

能與作者的特殊身份和個人經歷有

關。作者曾任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

室務委員、周恩來生平研究小組組

長，曾參與編寫中國官方出版的

《周恩來年譜》、《周恩來傳》和《毛

澤東傳》等書。

《晚年周恩來》最大的特點是對

周的性格刻畫明朗，並以之為主線

貫穿全書。在第一章中，作者即通

過與毛對比的方式來凸顯周的性格

特徵：

不過，毛澤東和周恩來雖然同

是南方人，但兩人的家庭出身、教

養、性格氣質乃至處世方式卻迥然

不同，相去甚遠。毛氏出生在湖南

湘潭的一個偏僻貧瘠的山村，是個

地道的農家子弟。而周氏則出生在

地處江浙的魚米之鄉、交通文化都

《晚年周恩來》主要闡

述了文化大革命期間

周恩來的活動軌°，

並試圖在文革的背景

之下，從中共的政治

文化以及周的個人性

格特徵、與毛澤東的

歷史恩怨、中共黨內

的權力鬥爭等方面來

建構解釋框架。

改造的「主導心態」在歷次運動中的

作用？所選的歷史個案是否能完

全反映1950年代所發生的事件？相

關的個案研究能否進一步深入？以

及如何考慮史學著作的「氣」與「美」

的關係？當然，瑕不掩瑜，李著在

同類歌功頌德的著作中猶如一陣清

新的風，吹拂過真相式微、文化貧

瘠且浮躁的社會，開闢了現代知識

份子研究領域的新境界，標誌C

知識份子研究正在邁向一個更高的

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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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發達的古城准安，是個封建世家

的破落戶子弟。毛由於其父的專制

和嚴厲粗暴的管束，以及受湘楚文

化傳統潛移默化的影響，自幼養成

了反抗傳統，蔑視權威，張揚個性

的叛逆性格。周則在出身於書香門

第的嗣母的養育下，從小就沐浴在

溫馨仁慈的母愛之中，並且深受江

浙文化氣質的燻〔薰〕陶，為人處世

帶有明顯的溫良恭儉讓的儒家人格

色彩。

與上述各自的氣質相聯繫，毛

澤東生性好鬥，桀驁不馴，崇尚鬥

爭哲學，凡事敢為天下先。用他自

己的話說，叫做：與天奮鬥、與地

奮鬥、與人奮鬥，其樂無窮。周恩

來則為人沉穩內斂，待人謙和，克

己忍讓，善於同各種人打交道，行

事處世恪守中庸之道，從不走極

端。當時南開學校《畢業同學錄》中

對他的評語是「君性溫和誠實，最

富於感情，摯於友誼，凡朋友及公

益事，無不盡力」。（頁14-15）

周的性格特徵在文革中體現得

淋漓盡致。在文革之初，周持「保

持晚節」的心態，「正因為如此，周

在五月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有意選擇

了『保持晚節』這個題目來作為自己

的政治表態。他在小組會的發言中

歷數自己在30年代反毛的『錯誤和

罪惡』，心情沉重地說：『學毛著，

作筆記要和自己的革命歷史聯繫起

來，作總結，有的人擺樣子，不讀

毛著，拿起來讀一段就痛心了。』」

「由於周恩來在黨內的地位和威望，

他的表態，特別是『保持晚節』的

講話，在與會者中產生了不小的影

響」（頁114）。周的這種「保持晚節」

的心態，作者認為「說穿了不過是

忠君思想的現代翻版，明顯帶有愚

忠的味道，不過確實是周晚年內心

世界的真實寫照。當然，這種內心

表白也帶有某種政治防身術的作

用，隱含了對翻覆無常的毛的順守

之道。這種情況，隨C文革運動的

深入和政治環境的日益險惡而愈發

明顯」（頁115）。

在周「保持晚節」心態的推動

下，於文革的亂局中，周實際上扮

演了雙重角色：一方面是文革的推

動者和執行者，另一方面是文革時

期國家和社會生活正常運作的維持

者。周在矛盾中尋找平衡點，在政

治與良知中徘徊搖擺，「不過平心

而論，周恩來在扮演前者時，總是

顯得被動遲疑，有些做作，好像是

在『做戲』；而在扮演後者時則表現

得積極主動的多，是一種『本色』的

表演。換句話說，周雖然決心在政

治上緊跟毛澤東，竭力勉勵自己以

一種熱情投身到文革戰鬥中去，但

還是無法斬斷塵緣，不食人間煙

火，內心更關注的還是大亂之中的

國計民生問題，這種情況隨C文革

運動的深入開展，上述兩者矛盾的

進一步加劇而表現得愈加明顯。」

（頁142）特別是面對「大串連」造成

的交通壓力，「他每天深夜都要把

鐵道部長呂正操找來，了解鐵路運

輸的情況，甚至親自擔任鐵路總調

度，直接指揮疏導交通堵塞最為嚴

重的路段，以解燃眉之急。他還批

發了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鐵路企

業單位分期分批開展文革運動和整

頓車站、列車秩序的通知，並徵得

毛的同意，號召進行徒步串連。」

（頁141-42）

周恩來在「保持晚節」

的心態下，於文革的

亂局中，一方面是文

革的推動者和執行

者，另一方面是文革

時期國家和社會生活

正常運作的維持者。

周在矛盾中尋找平衡

點，在政治與良知中

徘徊搖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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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在對一些人政治命運的處理

上：「周恩來在文革期間確實保護

了黨內外的一批人，不過做得非常

小心謹慎，更多的時候是看毛澤東

的臉色行事。在所謂『大樹參天護

英華』的背後，他也幹了不光彩的

事情，簽字批准抓了不少人，對

文革中不少大的冤假錯案都逃脫不

了干係，有的更負有重大責任。」

（頁182）如對於賀龍、陳毅等人的

命運，恐怕周也難辭其咎，難怪周

抱病堅持參加賀龍的骨灰安放儀

式。也正如鄧小平後來談到周在文

革中的作用時，曾經說過意味深長

的兩句話，一句是：如果沒有總

理，文化大革命的局面可能更糟。

另一句是：沒有總理，文化大革命

也不會拖得那麼久。

文革中，周最令人稱道的大概

是推動中美關係的緩和與試圖扭轉

文革困局的努力。1972年，美國總

統尼克松（Richard M. Nixon）訪華，

震驚了全世界，「與此同時，通過

這場舉世矚目的外交大事件，周恩

來個人的國際聲望也達到了其整個

外交生涯的巔峰。一時間，整個世

界為他的才能、神采和魅力所傾

倒。雖然周本人總是不斷地利用各

種場合，一再提醒外界毛澤東才是

中國外交真正的主角，從始至終掌

握C中國外交的大政方針，整個西

方外交界和新聞界卻仍然按照他們

的理解，把從文革冬眠狀態下重新

復蘇的中國外交稱為『周恩來外

交』，繼續連篇累牘地對他大加讚

揚，而絲毫不知這種作法將會對周

本人造成的傷害。」（頁449-50）很快

現代版「功高震主」上演，周不久在

政治局會議上即遭到了批判。

周試圖扭轉文革困局的努力，

既與其政治良知有關，更與其治國

理念、務實作風有關。當然，周扭

轉困局的能力是有限的，他深知，

文革是毛的命根子，絕對不可以正

面觸動、清除文革的錯誤，而只能

在文革的旗號下，在具體的工作中

進行一些補救，實行有限度的撥亂

反正。因此，在「林彪事件」後，周

主要是藉反對林彪煽動起來的極左

思潮來進行有限度的糾正文革的

錯誤，以實現局部的撥亂反正。即

使如此，毛也不能長久容忍。到

1974年「批林批孔」運動展開，矛頭

直指周；更重要的可能是為了制約

周，毛讓鄧小平復出，從而形成了

「抬鄧排周」的權力布局。然而，

周、鄧並無衝突，相反還有共識，

那就是對文革的不滿。由於周的病

情惡化，來日無多，他全力支持鄧

小平進入權力中樞，以圖扭轉文革

困局，這也許是周最後的努力了。

《晚年周恩來》的另一個特點是

論述客觀與中允。作者力圖接近歷

史人物之真實面相，書中很多內容

彰顯了作者的這種學術取向。面對

大躍進給國家帶來的困境，作者指

出：「在『大躍進』引發的日益嚴重

的黨內分歧中，周恩來一直企圖在

政治上保持中立，竭力不偏不倚，

避免捲入是非之中，並試圖緩和毛

澤東與劉少奇之間的緊張關係，充

當了一個和事佬的角色。作為整個

國家內政外交的大管家，當時又擔

任中央『瓜菜代』領導小組負責人的

周氏當然很清楚各地大量餓死人的

周深知文革是毛的命

根子，絕對不可以正

面觸動、清除文革的

錯誤，因此在「林彪

事件」後，周主要是

藉反對林彪煽動起來

的極左思潮來進行有

限度的糾正文革的錯

誤，以實現局部的撥

亂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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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情，深知問題的嚴重性，內心是

贊同並支持劉少奇所採取的調整舉

措的，以挽救瀕於崩潰的國民經

濟。但是，他又深知毛的為人——

既不甘認輸，而且還在伺機殺回

馬槍，因而表現得小心翼翼，處處

謹言慎行，盡量顧全毛的面子。」

（頁89-90）應該說，上述對周在大躍

進中的心態分析符合周的性格特徵。

在「七千人大會」上，周的言論

「雖然也談困難形勢和調整，但只涉

及經濟工作中的具體問題，而且就

事論事，絕不言及其他，並代表國

務院對經濟中新出現的問題為毛澤

東分擔責任，在各種場合的發言中

多次作自我批評，表示：這是我的

賬，要交代。弄得在一旁的毛都覺

得有點過意不去，說：交代一回也

就好了嘛！大概是已經覺察出毛、

劉之間的成見日深，已有某種不祥

之兆，周還特意在會上強調了黨內

團結的問題，說：『我們檢討的目

的，是為了增強團結。這K，最重

要的是毛澤東同志講的實事求是，

也就是說真話，鼓真勁，做實事，

收實效。』這一番話既道出了周心

中的隱憂，也顯示出他善於在政治

上左右逢源的為人。」（頁91）的確，

與彭真的直言不諱相比，周的言論

可謂相當「低調」。

《晚年周恩來》逼真地呈現了周

在文革裹挾下的無奈與掙扎，其

中，周的雙重角色與隱忍順守、周

的相機而動與有所作為，無不躍然

紙上。「周恩來從不在會上與江青

公開爭論。但是如果江青誣人太

甚，帽子扣得太大太多，周恩來就

會及時出來說話。他常用很簡潔的

語言，把事情的來龍去脈說一遍，

然後反問一句：『這個事能扣這個

帽子嗎？』經周恩來這麼一反問，

江青常常就啞口無言了。」（頁383）

當毛準備重新起用鄧小平時，「以

周恩來多年來對毛澤東為人的了

解，當然明白毛讓鄧小平復出的用

心所在。不過，善於在政治上爭取

同盟軍的周氏自信能將鄧團結爭取

過來。況且周為人一向委曲求全，

對毛的決定從不違抗，總是遵行照

辦，頂多是在執行的過程中做點文

章。周很了解鄧的為人個性，雖說

他是毛安在身邊挾制自己的人，但

已經看出鄧與江青為首的文革派很

難相容，一旦復出，反倒會在政治

上助自己一臂之力，成為扭轉文革

困局的幫手。」（頁503）作者把周的

活動軌p與文革的詭異政治生態作

有機的契合，在特定歷史情境中揭

示了個體在體制面前的脆弱與無

助，通過個體的浮沉來折射文革的

變幻與無常。由於作者曾屬體制中

人，接觸過很多中共核心檔案；又

寓居海外，擁有廣闊的學術反思空

間，這些都為《晚年周恩來》的客觀

與中允論述提供了有力的支撐。

若以苛刻的眼光觀之，《晚年

周恩來》也有它的不足，有些內容

似有先入為主、主題先行之嫌。

「然而令人可悲的是，周恩來在治

病的問題上，卻無法像普通人一樣

為自己作主，一切要聽圖毛澤東的

擺布。實際上，他從一開始對這一

點心中有數，知道從起初對他本人

隱瞞病情，進而阻攔檢查到後來不

准做手術，全都是毛的意思。然

而，一直信守為臣侍君之道的周

對毛這樣的決定既感到無奈，又不

敢違拗。況且這是黨內保健制度的

《晚年周恩來》展現了

中國傳統政治體制的

強大慣性，共產革命

勝利後的中國政治體

制依然與傳統體制存

在千絲萬縷的聯繫。

像周這樣務實幹練的

政治精英，也不得不

在傳統體制的陰影下

恪守儒家的中庸之

道、施展治國才能。



規定，作為黨員必須遵守服從。」

（頁514-15）對此，竊以為似有不妥，

用其來凸顯毛、周矛盾以及中共高

層的政治鬥爭，似乎流於直露。誠

然，作者的政治取向不可能不在

《晚年周恩來》中有所流露，從這個

角度講，該書似乎少了一些平和與

雍容。

《晚年周恩來》展現了中國傳統

政治體制的強大慣性，共產革命勝

利後的中國政治體制依然與傳統

體制存在C千絲萬縷的聯繫。王權

專制演變為共產集權，皇帝制度轉

變為階級專政，在革命話語下，權

力集中與階級專政具有不可動搖

的合法性。即使像周這樣富有魅

力、充滿道德理想、務實幹練的政

治精英，也不得不在傳統體制的陰

影下恪守儒家的中庸之道、施展治

國才能，其承擔的角色與其說是個

體的無奈，還不如說是歷史演進的

必然。

在筆者看來，《晚年周恩來》的

成功不啻在於塑造了一個豐滿的、

立體的晚年周的形象，更重要的是

透過晚年周的形象來檢討和反思

中共的政治文化。該書的價值正在

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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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東吉 1945年10月朝鮮義勇軍先遣縱

隊入朝及其受挫

徐霞翔 透視農村電影放映員——以二十

世紀五十年代江蘇省為例

李開盛 從網絡輿論析中國網民的民族

悲情

艾仁貴 民族國家崛起的宏大�事與範

式重構

圖片來源
封面　《樓蘭女》劇照，郭政彰攝，當代傳奇劇場提供。

封二上　《王子復仇記》劇照，當代傳奇劇場提供。

封二文字：金觀濤。

封二中　《樓蘭女》劇照，蔡德茂攝，當代傳奇劇場提

供。

封二下　《暴風雨》海報，當代傳奇劇場提供。

頁18　人民網，www.people.com.cn/GB/32306/81152/

8847127.html。

頁46、47　劉小軍攝。

頁56、153　資料室圖片。

頁91　當代傳奇劇場提供。

頁97　《李爾在此》劇照，當代傳奇劇場提供。

頁98、100、封三上　《等待果陀》劇照，當代傳奇劇場

提供。

頁99上　《夢蝶主視覺》劇照，郭政彰攝，當代傳奇劇

場提供。

頁99下　《慾望城國》劇照，當代傳奇劇場提供。

頁101　丁方：《悲憫現代靈魂》，1987。

頁103、114　作者提供。

頁138　阿倫特（Hannah Arendt）著，陳周旺譯：《論革

命》（南京：譯林出版社，2007），封面。

頁146　傅高義（Ezra F. Vogel）著，高申鵬譯：《共產主

義下的廣州：一個省會的規劃與政治（1949-1968）》

（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8），封面。

頁150　李剛：《現代知識群體的話語轉型（1949-1959）》

（安徽：合肥工業大學出版社，2007），封面。

頁155　高文謙：《晚年周恩來》（紐約：明鏡出版社，

2003），封面。

封三下　《王子復仇記》劇照，陳依得攝，當代傳奇劇

場提供。

封底　《李爾在此》劇照，Dirk Bleicker攝，當代傳奇劇

場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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