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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說晚年周恩來

● 劉　岩

周恩來是中共歷史上一個相當

複雜的人物，由於國史中連篇累牘

的政治宣傳與意識形態言說，他在

國人的心目中就成為了一位任勞任

怨、鞠躬盡瘁的「人民的好總理」。

周還是中共樹立的「道德楷模」，他

幾乎集智慧、堅忍、英勇等中國優

秀傳統品德於一身，在中國民眾中

司馬清揚、歐陽龍門：《新發現

的周恩來》，上、下冊（紐約：明

鏡出版社，2009）。

三　順「勢」而思與健忘
癥結　　　　

余蓮對「勢」的揭示，為我們反

思中國人的思維和行為方式提供了

深刻的啟示。「勢」論的實質是：沒

有一個固定的判準，只有對當時情

境的度量，所謂審「時」度「勢」。通

俗點講就是：當白戰勝黑的時候，

我們認為這是「勢」之必然，是合理

的；當黑戰勝白時，我們認為這也

是「勢」之必然，同樣是合理的；而

當白再次戰勝黑，我們照樣能泰然

自若，仍然認定是「勢」之必然，是

合理的。

在「勢」本身的正當性都存在疑

問的情況下，我們若不加反思地順

j此根基不穩的「勢」而思而行，那

只能帶來思維的鈍化和退化。當我

們認定一切都以時機、條件為轉移

且將其視為自然和必然的時候，我

們就沒有必要去反思自己，因為沒

有一個神聖的「理」來作為判準；也

正因為如此，無論做甚麼，我們隨

時都能找到一個「理」來為自己開

脫。「順勢而思」與「順勢而為」的實

質是對理性思考的勾銷，這或許正

是造成我們民族健忘症的根本原

因。

惟願我們每個人都能有意識地

多作一些理性思考，少一些「順勢而

思」和「順勢而為」，從而少一些健

忘，我們每個人和我們的民族也因

此能少一些苦難。這也許正是余蓮

這本著作對我們每一個中國人的有

益啟示及對中國文化研究的貢獻。

我們若不加反思地順

「勢」而思而行，只能

帶來思維的鈍化和退

化。當我們認定沒有

一個神聖的「理」來作

為判準，無論做甚

麼，我們都能找到一

個「理」來為自己開

脫。「順勢而思」與「順

勢而為」的實質是對理

性思考的勾銷，這或

許正是造成我們民族

健忘症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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湧現與學者研究視野的拓寬，對於

周的解讀出現了明顯不同於官方的

聲音。

近些年關於周恩來的評述中，

反響最大的莫過於高文謙所著的

《晚年周恩來》（紐約：明鏡出版

社，2003）一書。高揭露了許多周

不為人知的歷史，對於周的評價也

與主流學界大相逕庭。但是其不足

之處在於作出過多的關於周的心理

活動的探討，許多地方因註釋不夠

嚴謹而顯得主觀臆斷過於強烈，客

觀真實性略顯不足。司馬清揚與歐

陽龍門合力編著而成的《新發現的

周恩來》（以下簡稱《新發現》，引用

只註頁碼），並沒有使用最新發現

的史料，只是對既有的史料重新梳

理與解讀。作者顛覆了對周的許多

正面評價，向人們塑造出一個完全

迥異於「光輝形象」的另類周恩來，

也彌補了高著中的某些不足。

綜合評述周恩來是相當困難

的，尤其是晚年時期周的行為存在

j官方一直強調的「違心」一說。鄧

小平說過：「在『文化大革命』中，

他所處的地位十分困難，也說了很

多違心的話，做了許多違心的

事。」（鄧小平：〈答義大利記者奧

琳埃娜．法拉奇問〉，載《鄧小平文

選》，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4〕，頁348。）同毛澤東發動文革

是「好心辦壞事」一樣，周所犯的錯

誤就可以堂而皇之地用「違心」來解

釋了。但對於「違心」一說，不少學

者一直持懷疑和否定態度。丁凱文

在《新發現》一書的序言〈千秋功罪

任評說——解析「文革」中的周恩來〉

中引用了胡平的觀點：「周的言行哪

些是違心，哪些是本意呢？我們總

不能說，周的言行，凡是好的都是

真心是本意，凡是壞的都是違心是

無奈。」（〈序言〉，頁16）因為「違心」

與「有意」之間的界定確實是十分模

糊的，根本不存在一個明確的區別

標準。丁認為周在文革中的所作所

為完全是真心實意的，「『違心說』

不僅不能減輕周恩來在『文革』中的

責任，反而使周恩來墮落成一個

沒有人格的軟骨頭和偽君子」（〈序

言〉，頁31）。

在中共建國前，周恩來總是能

夠審時度勢地站在強者的一邊，長

期周旋於王明與毛澤東之間。直到

1942年延安整風後，受到批判的周

與其他黨內領導人一同向毛檢討，

心悅誠服地表示願意接受毛的領

導。丁凱文寫到：「自延安整風之

後，周恩來在黨內就一直是個輔佐

最高領導人的角色，終其一生沒有

變化。」（〈序言〉，頁17）自此以後，

「檢討」成為中共黨內領導向毛表忠

心的工具，而周則是其中檢討做得

最積極、最好的一個人。

中共建國後，黨內正常風氣的

大面積滑坡始於1958年毛澤東的「反

『反冒進』」。1956年周恩來與劉少

奇、陳雲等領導人達成了「反冒進」

共識，這嚴重挫傷了主張「躍進」的

毛的積極性。周還與毛發生了爭

執，成為周一生中次數不多、也是

最後一次與毛的正面衝突，毛對此

事一直耿耿於懷。1958年毛連續召

開杭州、南寧、成都等會議「反『反

冒進』」，迫使周恩來、陳雲等人檢

討，最終周以自我作賤式的檢討得

以勉強過關。此次檢討也開創了周

自己正確還要檢討的先河，「對毛

本人的忠誠大於對其政策的忠誠是

周恩來得以屹立不倒的重要原因之

《新發現的周恩來》並

沒有使用最新發現的

史料，只是對既有的

史料重新梳理與解

讀。作者顛覆了對周

恩來的許多正面評

價，向人們塑造出一

個完全迥異於「光輝

形象」的另類周恩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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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認為，周恩來對

於毛澤東發動文革並

非完全不知情，肯定

不是被動地捲入這場

運動之中。周積極地

參與文革，成為毛發

動文革最得力的助手

之一。文革中「謀事

在毛，成事在周」。

一，這也是周恩來在1958年做檢討

之後最大的心得」（〈導言〉，頁37）。

此後周彎下的腰桿在毛面前就再也

沒有直起來，他的一切思想行動都

以毛的意志為轉移，完全喪失了自

己的原則立場，「此時的周恩來徹

底完成了自延安以來的自我異化」

（〈導言〉，頁35-36）。

在1959年的廬山會議上，毛澤

東與周恩來之間的「君臣關係」最終

確立。周不僅助毛硬將彭德懷等人

打成反黨集團，還勸說意見正確的

彭向毛檢討。《新發現》揭露了周在

全國出現餓死人時，並未認真地對

待，反而繼續徵糧而不是開倉放

糧，使得大饑荒雪上加霜，「幾千萬

人是守j幾百億斤糧食庫存餓死的」

（頁107）。在中共黨內長期的「造神

運動」中，周的作用也一直被人忽

視。周是為毛樹立個人崇拜的始作

俑者，早在1940年代就吹捧毛，而

且後來在宣傳方式上的水準之高、

力度之深也遠在劉少奇、林彪等人

之上。大饑荒後為及時修補毛破

裂的「神像」，周費盡心思地籌劃

與導演起了大型歌舞劇《東方紅》

（頁812），文革前他還經常親自揮

臂指揮群眾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

（頁814）。在「神化」毛的過程中，

周的責任是最大的，「作為中共元

老和建國後的總理，周恩來所臣服

而表現出來的巨大感召力是劉少奇

所不能比擬的」（頁1106）。

文革前，周恩來是最明白毛澤

東心意的人，他積極幫助毛打倒

「彭羅陸楊」，在這個過程中的出色

表現讓毛看到了他的意願與能力。

作者認為，周對於毛在1966年發動

文革並非完全不知情，他「對『文化

大革命』有可能缺乏某些思想準備，

但周肯定不是被動地捲入這場運動

之中的」。周也積極地參與文革，批

判朱德、支持中央文革小組、為毛

的大字報張目等，成為「毛澤東發動

文革最得力的助手之一，也是不可

或缺的文革依賴支柱之一」（頁230）。

文革中「謀事在毛，成事在周」，周

超強的組織與工作能力為毛所欣

賞，其所發揮的作用更是無人可

代替。

1967年陶鑄倒台後，周恩來真

正成為中共的「總管家」，也是文革

中最忙最累之人。「一人之下、萬

人之上」的周主持j黨政軍的日常

工作，其實權地位也遠在「林副統

帥」之上。《新發現》一書指出，雖

然文革初期周恩來與林彪都是毛發

動文革的主要力量，但是「林彪在

相當大的程度上是作為一種軍隊力

量的『橡皮圖章』，而周恩來是毛澤

東文革路線的具體組織者和實施

者」（頁479）。作者認為文革中根本

就不存在周恩來、江青兩個陣營的

對壘，「周、江在一系列重大問題

上相當一致，都是在毛的旨意下行

事，所不同點在於採取何種形式予

以完成」（頁769）。

突如其來的「九一三事件」是毛

澤東政治生涯的重大轉捩點，他不

但沒有從中享受到以往打倒對手的

快感，反而是受到了異常沉重的打

擊。在他准許調整國內政策以穩定

日漸失序的國內環境時，周恩來得

以重拾更多的政治權力，謹慎地平

反部分冤假錯案、調整經濟政策

等。文革時期周「保人」的真相究竟

是怎樣的呢？丁凱文認為周確實在

力所能及的條件下保護過一些老幹

部，「但是，保護和關照的前提卻

是要看毛澤東、江青的臉色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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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頁27）。作者也強調了在解放

與保護老幹部的過程中，「毛澤東

是決定者，周恩來是執行者」（頁

905），真正起決定作用的始終是

毛。實際上，對於那些毛堅決要打

倒的幹部，周不但不會施以援手，

反而還會做出落井下石之舉。文革

後期重新起用鄧小平也是毛一手包

辦的，周只是被動的執行者，「毛

澤東無疑是鄧小平得到提拔的最重

要和決定性的因素」（頁739）。

1969年「珍寶島事件」之後，毛

澤東將蘇聯視為中國的最主要敵

人，準備聯美抗蘇，適當地調整中

國的對外政策。在周恩來等人的努

力下，中國得以緩和與美國的關

係、與日本建交，尤其是恢復了在

聯合國的合法席位。由於周主理磋

商談判等相關事宜，國內外之人不

太了解這一切都是毛在背後拍板

的，因而讓周收穫了比毛多得多的

鮮花與掌聲。但從此周就掉進了

「權高震主」的陷阱，「毛澤東對周

恩來從來就不信任，外交上打開局

面以後，周恩來在國際上的名聲越

來越大」，毛由此而產生出嫉妒（頁

618）。之後的1973年「幫周會議」整

得周恩來精疲力竭、膽戰心驚，以

至於周上手術台前還惴惴不安。

周恩來在文革中是僅次於毛澤

東的實權人物，實際上也成為毛在

文革中的最大「幫兇」。《新發現》揭

露了中央專案組是迫害黨政機關幹

部的法西斯組織，而周身為專案組

的總負責人，對於一些大案、要案

是應該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的。作

者證實了周協助毛打倒劉少奇後又

置他於死地，而且周對於文革時期

彭德懷的受迫害與賀龍之死也是

難辭其咎的。毫不誇張地說，重要

黨政人員的倒台都幾乎與周脫不了

關係。令人瞠目結舌的是，周還以

無產階級專政手段殘酷地清查反

對自己的「五一六運動」，全國因

此案而受牽連的人不下百萬之巨，

從而釀成了文革期間最大的冤案

（頁1604）。

在高度個人集權與特定的政治

環境下，周恩來之所以能夠化險為

夷、全身而退，並不是源於其在黨

內的顯赫地位或在民間的崇高威

望，而是在於他堅決擁護文革的態

度。周小心翼翼地處理與毛的關

係，「對於不能向毛挑戰這件事，

彭〔德懷〕將軍既認識不到，也做不

到，故而不得善終⋯⋯林彪認識到

了，開始也做到了，最終卻做不

到⋯⋯但有一個人既認識到了，又

自始至終地做到了⋯⋯便是曾名滿

九州的周恩來總理」（單少傑：《毛

澤東執政春秋（1949-1976）》〔紐約：

明鏡出版社，2000〕，頁220）。許

多中共高層人士受到整肅，晚年難

以善終，「就是因為他們沒有能夠

像周恩來那樣完成從過去的同志關

係、戰友關係、領導和被領導的關

係向『君臣關係』的轉變」（〈導言〉，

頁36）。低三下四的檢討是周晚年

逢凶化吉的「護身符」，逢難必檢討

也成為其人生的一大特色。

文革後倖存下來的中共元老津

津樂道於「沒有周恩來，文革的災

難會更大」之類的偽命題，認為周

在最大程度上減輕了文革動亂所造

成的破壞，如陳雲說：「沒有周恩

來同志，『文化大革命』的後果不堪

設想。」（陳雲：〈在中央紀律檢查

作者證實了周恩來協

助毛澤東打倒劉少奇

後又置他於死地，而

且周對於文革時期彭

德懷的受迫害與賀龍

之死也是難辭其咎的。

毫不誇張地說，重要

黨政人員的倒台都幾

乎與周脫不了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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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上的講話〉，

載《陳雲文選（1956-1985年）》，第三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頁

218。）《新發現》一書指出，實際上

周在文革中的破壞性要遠大於其建

設性，他不但沒有向毛提出諫言，

反而協助他破壞黨的制度與國家

的法律，作為毛決策的最主要與

最堅定的執行者，「周恩來帶給全

中國的災難遠遠大於其行使的正常

職能所帶給國家的正面作用」（頁

1112）。「毛公不息，文革不止」，

如果沒有周的鼎力相助，毛是不可

能折騰那麼長時間的。周的行為，

「不管是有意還是無意，客觀上都

起到了這樣的作用：延長了毛澤東

的政治壽命，也延長了中國人民的

苦難時間」（頁1108）。

1958年後，周恩來從未質疑過

毛的對錯，全心全意地推行他的錯

誤路線。周對於毛的過份忍讓與馴

服也受到非議，如劉曉波認為：

無論毛周的衝突因何而起，也無論

毛如何對周施以淫威，周都唯唯諾

諾。每一次衝突的平息，皆是以周

的認錯為前提，而且周的每次自我

作賤，皆要先追溯自己的歷史錯

誤，然後上綱到路線鬥爭的高度，

最後是感謝毛的有益教誨和再次挽

救。（劉曉波：〈周恩來的官場生存

術（中）——讀《晚年周恩來》之三〉，

大紀元網站，www.epochtimes.com/

gb/3/10/28/n401345.htm。）

周是中共黨內唯一真正做到對毛馴

服的人，作者認為，周之所以會如

此行事，是由於對自己的錯誤定

位造成的，「周應該首先是共和國

8億人民的總理，其次才是毛的部

下和助手」（頁1108）。但是周卻本

末倒置地將主要精力用於為毛出

謀劃策，而不是將心思花在國計

民生上。

當然，不可否認的是，周恩來

在文革時期確實也抓經濟建設、苦

撐危局。王若水認為文革中的真正

悲劇人物是周恩來，「他既要忠於

毛澤東，嚴格遵守所謂黨性原則和

黨的紀律，又真心實意地想為民族

為人民做一番事業，實現國家的現

代化。這兩方面是矛盾的，周卻想

兼顧」（王若水：《新發現的毛澤東：

僕人眼中的偉人》，下冊，第5版〔香

港：明報出版社，2004〕，頁754）。

而丁凱文也認為文革中周之助紂為

虐更甚於林彪，但是對其二者的評

價卻是天壤之別，部分原因在於

「周恩來確有關心民間疾苦的一面，

在『緊跟』毛澤東『抓革命』的同時，

還不忘『促生產』這個事涉國計民生

之要事⋯⋯而這點恰恰是林彪較為

缺乏的」（丁凱文：〈前言〉，載丁凱文

主編：《百年林彪》，第2版〔紐約：

明鏡出版社，2008〕，頁15）。然而

無論周怎麼努力，他都不能得到毛

的完全信任，毛對周一直是「用而

不信」，數易接班人也沒有將他考慮

在內，還有意讓江青利用「伍豪事

件」大做文章地整他。

筆者認為無論周恩來再如何

「違心」，再怎麼「顧全大局」，也不

能成為他參與迫害別人的理由，更

無法洗清他的罪過。晚年時期的周

主要是想毛之所想、忍毛之辱、顧

毛之大局，而不是相忍為國為民。

當然周的私德確實有許多值得稱道

的地方，如他清廉樸素、嚴於律

無論周恩來再如何

「違心」，再怎麼「顧

全大局」，也不能成

為他參與迫害別人的

理由。我們起碼應當

釐清周的那些錯誤行

徑，只有做與不做之

分，沒有違心不違心

之別。對他的研究應

當客觀公正地評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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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身為國家總理，對其歷史定位更

應該從政績與政治遺產方面來考

察。在毛統治下的極權主義中國，

國家處於極度不正常的狀態，如果

不顧現實地非要周如何如何，實在

是強人所難。但我們起碼應當釐清

周的那些錯誤行徑，只有做與不做

之分，沒有違心不違心之別。周既

不是神也不是鬼，對他的研究要盡

可能地摒除功利心態，不要人為地

拔高或貶低，而應當「就事論事」、

客觀公正地評說。

當前中國大陸學界對於周恩來

的研究仍然是停留在歌功頌德的階

段，但凡涉及到較為「敏感」的地方

時，或有意迴避或故意曲筆。《新

發現》主要是挖掘周在1958年後被

人刻意掩蓋的歷史活動，作者力圖

糾正人們對周的傳統的「高大全」的

認識，加深對其全面的了解，而且

自始至終也沒有否認周在其他歷史

時期的功績。當然本書也存在j諸

多史料使用不當之處，對於一些重

大的問題並沒有深入地展開討論，

如對於周與知識份子的關係、周的

外交和經濟政策等都缺少分析，在

一些結論的下達上也存在j推測有

餘而實證不足的問題。當然，關於

周的一些問題的解決還有待於新的

史料的發掘與解讀，我們也期待j

有關周恩來研究的新成果問世。

2004年，葛兆光發表了〈宋代

「中國」意識的凸顯——關於近世

民族主義思想的一個遠源〉（《文史

哲》，2004年第1期，頁5-12）一文；

就是在這一年，他的清華大學同事

汪暉出版了《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

（北京：三聯書店，2004）一書。汪

書曾引起不俗的反響，如今葛氏的

《宅茲中國：重建有關「中國」的歷史

立場與方法

● 黃秋韻

葛兆光：《宅茲中國：重建有關

「中國」的歷史論述》（北京：中華

書局，2011）。

《新發現》一書也存在

�諸多史料使用不當

之處，對於一些重大

的問題並沒有深入地

展開討論，如對於周

恩來的外交和經濟政

策等都缺少分析，在

一些結論的下達上也

存在�推測有餘而實

證不足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