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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1966-

1976）》（2002）之後，由宋永毅、丁

抒等海內外學者編輯，香港中文大

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出版的《中國

反右運動數據庫，1957- 》（光盤版，

以下簡稱《反右數據庫》）前不久面

世，這是當代中國研究的一件大

事，是有關研究者、讀者和所有關

心當代中國政治的人的福音。

由毛澤東在1957年發動的所謂

「反右運動」，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歷

史上最大規模的專門針對知識份子

的政治運動。這場運動以最高領導

人言而無信、出爾反爾為特徵，以

徹底摧毀知識份子的批評意見、地

位、尊嚴和意志為後果，對於固定

中國政治生活和政治文化的基調，

形成中國人的思維和精神風貌，產

生了深遠的影響。由於中共中央在

1980年代初重新評價反右運動時定

下「改正大多數、堅持大方向正確」

的方針，使得這場運動的起因、性

質等成為長期爭論的話題。總之，

還原和探討這場運動的真相，既是

歷史研究者無法迴避的任務，也是

關心這段歷史的讀者的興趣之所

在。《反右數據庫》為一切想了解、

研究這場運動的人提供了最全面、

最可靠、最方便使用的資料。

儘管存在限制和壓制，但與文

化大革命不同，關於反右運動的書

籍和資料，人們還是有可能或多或

少讀到一些。對於毛澤東的「陽謀」

之說、儲安平的「黨天下」、章伯鈞

的「政治設計院」等等，在知識階層

中大概也算得上是耳熟能詳，但對

於想把事情的原委弄得一清二楚的

人來說，現成的出版物是很不夠

研究反右運動的材料寶庫

● 徐友漁

宋永毅主編：《中國反右運動數

據庫，1957- 》（香港：香港中文

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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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反右數據庫》為進一步的了解

和研究提供了必需的條件，下面是

筆者在粗略瀏覽該數據庫之後的幾

點評論。

一　原汁原味的材料
最寶貴　　

《反右數據庫》最突出的優點是

內容豐富、包容量龐大，大量珍貴

資料都能全文收入。比如，談到反

右運動，人們都會提到，毛澤東於

1957年2月27日在最高國務會議第

十一次（擴大）會議上作〈如何處理

人民內部的矛盾〉的講話，與6月

19日在《人民日報》上正式公布的文

本〈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

問題〉有很大的出入，這充分說明

毛澤東為了動員鳴放，一開始說了

不少好聽的、開放的話，把人們的

情緒大大調動起來，而時過不久為

了證明「有言在先」，卻公然把流傳

全國的講話改為符合後來的說法。

《反右數據庫》把兩個文本都收錄進

來，讓讀者可以詳加比對。

毛在上述講話中提到：「我們

在肅反工作中，也曾經並且常常把

好人當作壞人去整，把本來不是反

革命，懷疑他是反革命去鬥，有沒

有呢？有的。從前有，現在還有。」

（參見數據庫第二部分：毛澤東有

關反右運動的講話、指示和文章，

「毛澤東如何處理人民內部矛盾〔講

話稿〕，1957.02.27」。）但在正式公

布的文本中，這段話被刪去了。這

是非常重大的改動，在鳴放中，批

評肅反是主要意見之一，也是被打

成右派的重要根據。

此外，正式文本憑空增添了講

話中完全沒有的內容，其中兩段更

成為反右運動的理論基礎。其一是

階級鬥爭學說：

在我國，雖然社會主義改造，在所

有制方面說來，已經基本完成，革

命時期的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群

眾階級鬥爭已經基本結束，但是，

被推翻的地主買辦階級的殘餘還是

存在，資產階級還是存在，小資產

階級剛剛在改造。階級鬥爭並沒有

結束，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

階級鬥爭，各派政治力量之間的階

級鬥爭，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

在意識形態方面的階級鬥爭，還是

長時期的，曲折的，有時甚至是很

激烈的。（毛澤東：《毛澤東選集》，

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頁389。下引只註頁碼。）

其二是著名的所謂「辨別香花

和毒草的六條標準」：

（一）有利於團結全國各族人民，而

不是分裂人民；（二）有利於社會主

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而不是不

利於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

設；（三）有利於鞏固人民民主專

政，而不是破壞或者削弱這個專

政；（四）有利於鞏固民主集中制，

而不是破壞或者削弱這個制度；

（五）有利於鞏固共產黨的領導，而

不是擺脫或者削弱這種領導；（六）

有利於社會主義的國際團結和全世

界愛好和平人民的國際團結，而不

是有損於這些團結。這六條標準

中，最重要的是社會主義道路和黨

的領導兩條。（頁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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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庫》把兩個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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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詳加比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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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鬧事」持理解、寬容態度：

第一條、努力克服官僚主義，那麼

人家就不罷了嘛⋯⋯第二條、官僚

主義沒有克服，他要鬧怎麼辦？讓

鬧不讓鬧？⋯⋯一個是不讓鬧，凡

鬧事者就說是反革命，就說是要造

反⋯⋯這些鬧事者不能說主要是反

革命，而主要是我們工作中的缺

點，我們不會教育，我們不會領

導。讓鬧不讓鬧，我說還是讓

鬧⋯⋯第三條、鬧起來草率收兵好

不好？又有兩種方針。剛剛鬧過兩

三天，鬧事的人還沒有過癮，當局

就急於想結束，這就發生矛盾，這

怎麼解決？我說讓他鬧夠。（「毛澤東

如何處理人民內部矛盾〔講話稿〕，

1957.02.27」。）

而在後來的正式文本中，毛的

態度和之前大相逕庭：「我們是不贊

成鬧事的，因為人民內部的矛盾可

以用「團結—批評—團結」的方法去

解決，而鬧事總會要造成一些損

失，不利於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

（頁396）

二　前後關聯提供
歷史脈絡

《反右數據庫》的編者具有歷史

眼光。他們深知反右運動既有前

因，也有後果，因此充分利用數據

庫容量大的優勢，提供了反右運動

前後與之密切相關的其他政治運動

的資料，比如反右前的「胡風反革

命集團案」、「工商業的社會主義

改造運動」，反右後的「紅專大辯

論」、「雙反運動」等事件和運動的

原始材料，這就使我們有可能在一

種歷史的脈絡中，以比較的視角深

入分析、挖掘反右運動的性質、意

義，以及其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

中的作用和地位。我們還可以參考

本數據庫的姊妹篇《中國文化大革

命文庫（1966-1976）》所提供的材料，

以求得一種鳥瞰式的眼光和結論。

反右運動中最有代表性的政治

訴求，應當是儲安平對於「黨天下」

的抨擊，他說：「黨領導國家並不

等於這個國家即為黨所有⋯⋯在全

國範圍內，不論大小單位，甚至一

個科一個組，都要安排一個黨員做

頭兒，事無巨細，都要看黨員的顏

色行事，都要黨員點了頭才算數，

是不是太過份了一點⋯⋯黨這樣

做，是不是『莫非王土』那樣的思想，

從而形成了這樣一個一家天下的清

一色局面。」（參見數據庫第二部分：

重要的右派言論和文章，1957，「儲

安平在統戰部召開的民主人士座談

會上的發言，1957.06.01」。）

如果說像儲安平這樣的人因為

其身份地位，說話還有些委婉的

話，那麼其他人，尤其是青年學生

就直言不諱，比如廈門大學物理系

余兆升說：「黨組織和黨員侵犯了

憲法規定：『國家最高權力屬於人

民』。」（重要的右派言論和文章，

1957，「『反對中國共產黨的領導』

的言論〔一〕，1957.05.00」。）中國

人民大學新聞系葉蔭認為，國家

「不是黨的工具，如果是黨的工具，

那就乾脆黨政一體，不要國家了」。

他還主張：「（1）用條令把各級黨

組織和行政部門的職責劃分開；

（2）用條令把每個人的職權固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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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3）精簡黨委機構，把過去包

辦行政部門的權力交還行政部門；

（4）黨中央和國務院今後少發或不

發聯合指示。」（重要的右派言論和

文章，1957，「國家不是黨的工具，

1957.05.00」。）

高等教育出版社編審顧執中關

於憲法得不到遵守的意見分量很重：

憲法所規定的條文，有些是有名無

實，有些被破壞而沒有受到制止。

例如憲法第85條規定公民在法律上

一律平等，實際許多現象不是這

樣。第89條規定人身自由不受侵

犯，非經法院決定或檢察院批准不

得逮捕，而肅反時的行動證明這一

條文完全被破壞了。第87條規定的

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

事實上都沒有得到保證。例如有些

批評人民日報的文章，至今仍沒有

被登出。（重要的右派言論和文章，

1957，「『憲法有的被徹底破壞，有

的有名無實』，1957.06.26」。）

在二十世紀的後半葉，能以多

少成形的、整體的形式提出較為獨

立的思想，自覺地或被視為向正統

獨斷意識形態提出挑戰的，大概有

四次，分別是：所謂「胡風集團」、

所謂「右派份子」、文化大革命中的

民間思想者，以及八九運動中的學

生。但仔細分析之後可以看到，在

這四次思想表達當中，除了右派，

其他人的思想——不論以文章、建

言、請願書或綱領的形式出現——

基本上都是在現存的意識形態範圍

內做文章。惟有在右派的訴求（當

然不是全部，而是其中最有見識、

最徹底的部分）中，可以發現指向

建立一個真正的民主憲政共和國的

要素。

其他三次思想運動的表達者

（也包括右派中的多數）其實都可以

向黨大呼冤枉。胡風所主張的，和

毛澤東主張，周揚奉行的一樣，都

是馬克思主義的文藝思想，充其量

只是不那麼簡單化、粗俗和粗暴，

他說了「五把刀子」、「輿論一律」的

話，表面上厲害，其實不過是片言

隻語，是正統之中受排擠者的怨

言。文革中的大量異端思想者（遇

羅克、李一哲是例外）主要想在某

個方向上闡明和發揮毛澤東的「無

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理

論」，想把文革的理念堅持到底。

八九運動中學生的訴求，一開始是

要給黨內好人胡耀邦公正評價，後

來主要是反腐敗、反官倒。八九民

運意義重大、影響深遠，但這主要

是出於統治者的過份鎮壓、自毀政

治合法性，以及這場運動剛好處於

一輪世界性民主化浪潮的開端。

當然，上述三次自發、獨立思

想的出現一般也包含有追求民主、

正義的傾向，這構成後來者繼續追

求民主與正義的激勵，但這種一般

性的民主和正義訴求可能向完全不

同的方向發展，而真正與人類政治

文明中普世價值相關，對當代中國

民主運動有啟示意義的思想，僅包

含在某些右派言論中。

三　右派訴求的起源、
後果和意義　

右派怎麼敢表達激烈的批評意

見？原因根本在於執政黨讓人們提

在二十世紀的後半

葉，除了右派，其他

向正統獨斷意識形態

提出挑戰的人的思想

基本上都是在現存的

意識形態範圍內做文

章。惟有在右派的訴

求（其中最有見識、最

徹底的部分）中，可以

發現指向建立一個真

正的民主憲政共和國

的要素。



書介與短評 143意見，甚至動員、強迫人們提意

見。不管「陽謀」之說是否成立，以

及在哪一個時間段成立，總之，人

們大膽發表意見是因為當局要「引

君入甕」，而不是因為人們能夠享

受、行使言論自由的權利。突然間

令行禁止，毛澤東收放自如，也是

再自然不過了。

毛澤東號召鳴放是在執政黨統

治的強勢期，經濟、人心等都沒有

出大問題，東歐出現的動蕩在中國

不會出現；而且，毛澤東有信心預

防那樣的局面。所以，反擊右派一

聲令下，形勢就陡然逆變，被打成

右派份子的人除了磕頭如搗蒜外，

根本沒有聲辯的力量，因為大形勢

完全在毛的掌控之中。

右派言論中之所以會包含一些

有洞見，不受主流意識形態束縛的

主張，是因為右派的頭面人物中，

像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等人是

早年留學西方的大知識份子，對於

西方政治文明的理論和實踐都相當

熟悉，而龍雲、陳樞銘、黃紹竑等

人，1949年之前已身居高位，在政

治上很有見識。學生在當時尚未處

在完全的「無產階級教育路線」之

下，有可能受到「資產階級教授」和

「資產階級書籍」的影響，這與文化

大革命中的造反派學生形成對比，

後者儘管也享受了暫時（比反右運

動長得多）的解除禁錮，但自由發

揮的思想不過是對於「毛主席革命

路線」的理解和闡發，由此可知反

右之後的「紅專大辯論」、「階級鬥

爭教育」和「反修防修教育」威力巨

大、成效顯著。

非常遺憾的是，右派的觀點並

沒有成為一筆啟迪後人的思想遺

產，毛澤東成功地將其作為「反面教

材」來利用。1957年之後至少二十年

間，大學、中學4的班主任、輔導

員、政治課教師對於那些敢提意

見、關注時政、不滿現實的人一律

這樣警告：「不要自以為了不起，

謹防走上右派學生林希翎的道路！」

當代中國政治思想發展演進的一個

突出特點是，雖然一代接一代的人

中總有人為追求民主、自由而進行

思想探索，但完全看不到傳承的脈

絡，了解和繼承的渠道被卡斷，每

一代人都要重起爐灶，重頭做起，

在黑暗中艱苦探索。思想的斷裂既

有利於維護現存體制，也是中國未

能產生大思想家和重要政治理論的

原因之一。

在文化大革命中，廣大受壓的

造反派對於各級黨委的感受和當年

右派差不多，但他們對於右派的態

度和官方一樣，惟恐沾邊，惟恐劃

不清界線，甚至攻擊對立派「組織不

純，有右派」，攻擊對方的言論與右

派類似。文革中有一句口號貫穿始

終：「只准左派造反，不准右派翻

天！」這4的「右派」要麼指當年的

右派，要麼指對黨和現存體制不滿

的人。只有極少數學生偶然讀到右派

言論，產生共鳴，感到豁然開朗。

在1989年的巨大震撼之後，對

於中國政治的思考和討論中浮現出

了一個尖銳的話題：對於執政黨合

法性的考察，這既包括考察獲得政

權的合法性，也包括執政的合法

性。在對合法性的追問中，反右運

動的性質、道德含義成為人們研究

的問題，而反右運動中右派的政

見、主張、觀點則成為人們進行這

種研究的材料和基礎。可以期望，

在對執政黨合法性的

追問中，反右運動的

性質、道德含義成為

人們研究的問題，而

反右運動中右派的政

見、主張、觀點則成

為人們進行這種研究

的材料和基礎。在今

日中國對於憲政民主

道路的探索中，當年

右派的思想將提供滋

養與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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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日中國對於憲政民主道路的探

索中，當年右派的思想將提供滋養

與啟示。

《反右數據庫》的出版是一件值

得慶賀、令人鼓舞的大事。它的面

世還推動了其他有關反右運動書籍

的出版——不論是正式、公開的出

版還是非正式的、地下的出版。我

們衷心希望，乘|這個勢頭，同仁

們加緊努力，讓我們早日見到整個

《中國當代政治運動史數據庫，

1949- 》的出版。

革命年代的重訪與超越

● 唐小兵

高華：《革命年代》（廣州：廣東

人民出版社，2010）。

國的辛亥革命；而另一種則是在政

治、經濟、社會與文化價值等領域

全方位地顛覆固有的模式，而建構

一種全新的、總體性的社會政治和

文化世界模式，法國大革命和俄國

革命都大體上屬於這一類。二十世

紀初最早的憲政實踐失敗以後，中

國社會就開始拋棄第一種模式，而

迅速地擁抱總體性革命，這與林

毓生所謂「以思想文化模式尋求根

本解決」的思維模式形成共振（參見

林毓生著，穆善培譯：《中國意識

的危機——「五四」時期激烈的反傳

統主義》〔貴州：貴州人民出版社，

1988〕），希圖一勞永逸地解決傳統

社會崩潰後的政治、文化與心靈秩

序危機。共產主義革命屬於後一類

革命。

在二十世紀中國革命已經漸行

漸遠、革命者曾經標舉的理想主義

氣質與批判精神愈來愈稀薄的今

天，重訪革命年代如何可能？高華

的新著《革命年代》（引用只註頁碼）

在二十世紀中國革命

已經漸行漸遠、革命

者曾經標舉的理想主

義氣質與批判精神愈

來愈稀薄的今天，重

訪革命年代如何可

能？高華的《革命年

代》直接地給「後革命

產兒」提供了一種進

入革命歷史與記憶的

途徑。

革命有兩種，一種以建立新的

政治秩序與政治架構為基本目標，

而在價值領域與社會文化領域依其

自然秩序演化，比如美國革命與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