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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則自壞長城，國家民族之罪人」

（頁122）。

當前中國大陸學界對於張學良

的研究仍然停留在對官方評價進行

修修補補的階段，始終將他蓋棺定

論為一個「偉大的愛國者」。《劫蔣

者之夢》中，作者顛覆了對張的許

多正面的評價，使人們對他有一個

更加接近真實的了解，既不乏詳盡

的史料，又不乏精深的理論分析。

從┌統戰┘看
┌統治┘

● 畢　苑

胡治安：《統戰秘辛：我所認識

的民主人士》（香港：天地圖書有

限公司，2010）。

在歷史研究中，史家與研究對

象保持時間或者空間上的距離，一

般來說有助於保持立場的獨立、分

析的客觀；而當事人著史，往往要

麼因「避嫌」而擱筆不書，要麼下筆

即成為個人歷史的辯護詞。不過，

保持距離也有一個劣勢，那就是歷

史資料不易獲得，感受容易失真。

今讀胡治安所著《統戰秘辛：我所

認識的民主人士》（引用只註頁碼），

令人欣喜。作為歷史觀察者和參與

者的雙重角色，作者具有多數研究

者無可企及的優勢，又因個人稟賦

勤於思考、不戀名利，因而貢獻出

了一部獨特的研究。

胡治安1964年畢業於華東師範

大學歷史系，分配到公安部第十一

局教育處編寫改造人員教材，期間

本書雖是作者的一家之言，但畢竟

為人們提供了一個全新的研究視

角，對於推動張學良研究的價值還

是有目共睹的。當然，書中某些地

方註釋還不太嚴謹；作者對於有些

問題還缺乏較深入的分析，如張入

黨之謎；在一些結論的下達上也存

在º強烈主觀臆斷的問題；一些問

題的解決還有待於新史料的發掘與

解讀。我們也期待º更多有價值成

果的出現。

胡治安所著《統戰秘

辛：我所認識的民主

人士》，令人欣喜。作

為歷史觀察者和參與

者的雙重角色，作者

具有多數研究者無可

企及的優勢，又因個

人稟賦勤於思考、不

戀名利，因而貢獻出

了一部獨特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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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放「五七幹校」，1978年調入中共

中央統戰部幹部局，從事落實統戰

人物政策、物色選拔黨外幹部和起

草相關文件等工作，1999年從副局

長職位退休。他的工作性質要求他

必須熟知和深刻了解民主黨派眾多

人物的歷史遭遇及其社會活動，與

他們溝通解決組織和生活問題。他

的思考和分析，都建立在親身經歷

的故事之中。

一　「黨管幹部」——中共
　　對黨外幹部的選拔和
管理機制　　　

中共有一套特殊的人才選拔方

式，可稱為「黨管幹部」的原則。根

據這個原則，某人是否擔任全國政

協委員，黨內的是由組織部提名，

黨外的是由統戰部提名，全部名單

由統戰部綜合平衡後報中央審定。

這是基本規程。胡治安「發現」並

「提拔」了民主黨派領導人李沛瑤，

就是這個機制的典型成果。

李沛瑤是李濟深的兒子。儘管

其父聲名顯赫，但李沛瑤本人在江

西工作，是南昌飛機製造廠的高級

工程師，長期以來名不見經傳，中

央統戰部無人知曉。1986年，中央

統戰部召開各省市統戰部幹部處長

會議，研究培養黨外幹部問題。胡

治安從江西省委統戰部了解到李沛

瑤的情況，產生了濃厚興趣。他建

議江西方面將其推薦為全國政協委

員，再作進一步考察。次年李沛瑤

順利增補。中央統戰部在宴請增補

黨外政協委員時，胡治安特意與

李沛瑤同桌，º意觀察，對方留給

他為人平和、敦實厚道的好印象。

此後，中央統戰部與江西方面打

招呼，要求對李沛瑤「加強培養」

（頁133），李沛瑤迅速官場得意、

飛黃騰達，僅六年功夫便從名不見

經傳的工程師平步青雲，當上了中

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民革）中央主

席、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像把李沛瑤培養成為民革中央

主席這樣的案例，在程序和名望上

尚少非議。如果碰到º意提拔的人

選而反對意見較大時，領導之間往

往發生強烈衝突。胡治安親歷了一

位著名青年學者S君的提拔過程。

S君名聲之壞可以說名揚天下，但

因為他在1989年後的表現中了某些

領導的意，竟要把他推薦為全國政

協委員。胡治安記錄了1998年1月

12日全國政協黨組會議中討論九屆

政協委員名單的情況，當時錢正

英、錢學森、胡繩、朱光亞等多位

全國政協副主席都對S君的入選表

示堅決反對。一向敦厚平實的胡繩

說，《人民日報》用三個整版發表他

的文章，說明此人在某些中央領導胡治安「發現」並「提拔」了民主黨派領導人李沛瑤

中共有一套特殊的人

才選拔方式，可稱為

「黨管幹部」的原則。

根據這個原則，某人

是否擔任全國政協委

員，黨內的是由組織

部提名，黨外的是由

統戰部提名，全部名

單由統戰部綜合平衡

後報中央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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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學術如何，胡繩回答：「功底不

行，沒有真學問。」（頁296）不過所

有反對意見都沒能發揮作用，因為

統戰部領導很清楚：對S君的安排

就是對中央領導人的態度。

與此對照的是，對於「不聽

話」、「違禁」的黨外人士，處分則

是毫不留情的，尤其在「非常時期」

更為嚴格。胡治安曾收到文化部發

來的報告，說由於吳祖光、楊憲益

在「動亂〔八九學運〕中表現不好，咒

罵領袖、攻擊『平暴』」，應該開除

二人的全國政協委員身份。這份

「設計周到」的報告說，第一方案是

開除，如果走這個程序時間來不

及，可實施第二方案：先讓他們參

加會議，但必須向委員們「打招

呼」，他們一旦發表「謬論」，就立

即組織批駁；而且他們所在的小組

的本次政協會議不對外開放，不接

待記者。胡不禁感嘆：「左派先生們

想得真周到。」（頁290）此外，「處分」

還可以在葬禮規格上表現出來。著

名愛國人士、九三學社主席、全國

政協副主席周培源就因曾對三峽工

程提出謹慎決策的意見，還因在學

潮中同情、支持學運，而被「降格」

治喪。

二　民主人士的中共黨籍
問題　　　　　

胡治安在統戰部工作中遇到的

較多而較難處理的問題，就是民主

人士的中共黨籍問題，即「交叉黨

員」和「秘密黨員」問題。

「交叉黨員」往往是「秘密黨員」，

他們是身份特殊、作用特殊、單線

聯繫、不過組織生活、不公開身份

的黨員，這是歷史形成的現象。

1949年後，很多這些民主人士要求

公開其中共黨員身份，但都被周

恩來等領導人拒絕。胡治安認為這

樣有很大的不良影響：「交叉黨員」

在政協、人大議席中都統計在民主

黨派內，致使中共黨員和真正的

民主黨派人員名額失調。有人以

「執政黨」黨員的身份對民主黨派

頤指氣使，行事專斷，同時有人又

以民主黨員的身份追求「在野黨」領

袖的名利地位。一些資深中共黨員

如中國民主建國會（民建）中央主

席、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孫啟孟，以

及前述的周培源等，以黨外人士身

份與中共合作、協商，被外人看作

笑話。

胡耀邦主持黨務時，認為這個

問題到了必須解決的時候。他採取

兩個辦法：一是公開民主黨派中的

中共黨員，並宣布不再發展秘密黨

員；二是限制民主黨派領導成員加

入中國共產黨。這是推進中國政治

民主的有魄力的舉措，但是實施起

來並不容易。

胡治安曾參與起草有關文件，

貫徹中共中央的這一政策。他發現，

在恢復黨籍或者「重新入黨」的過程

中，不可繞過而又最難辦的是歷史

審查，這對申請者往往造成心理創

傷。例如，相比唯一順利恢復其

1921年中共黨籍的沈雁冰，1923年

入黨的老黨員、與沈有共同生活經

歷的秦德君的黨籍問題就棘手得

多。1980年代初，胡陪同統戰部一

胡治安曾經參與起草

有關處理民主人士的

中共黨籍問題的文

件，貫徹中共中央的

政策。他發現在恢復

黨籍或者「重新入黨」

的過程中，不可繞過

而又最難辦的是歷史

審查，這對申請者往

往造成心理創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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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副部長邀請已近八十高齡的秦德

君談話，聽她詳細傾訴自己的革命

經歷和幾十年來刻骨銘心的愛恨情

仇。她希望恢復黨籍的理由坦蕩豪

邁：經歷過國民黨的酷刑、坐過共

產黨的監獄，但她「永不叛黨」，

「我一生出生入死，對得起黨！」

（頁325）而中央依據1959年的審查

結論，認為她在大革命後脫黨，又

與劉湘的參謀長結婚、生活腐朽

等，儘管秦德君力辯這是她為了革

命和紅軍做的一樁政治交易，是無

奈吞咽的婚姻苦果，但似乎沒有人

能為這段歷史作證，因此最後也不

能恢復她1920年代的黨籍。

三　章乃器的「被倒台」

章乃器是胡治安筆下形象最為

鮮明的人物之一，胡在書中認為章

乃器對民族資產階級思想的分析是

其理論思考最為深入的體現之一。

胡治安認為章乃器對中國民族

資產階級問題的思考最為深刻、完

整，堪稱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傑出

理論家。他在遭受重壓之下仍然不

妥協地堅持自己的觀點，堪稱君

子。他公開向政協大會提案，批評

黨在國家工作中的領導核心作用不

是通過法令制度，而是通過黨委書

記乃至黨員個人的特殊地位來實

現，這將造成組織性乃至人的依附

關係，形成危險的宗派主義道路。

他強調公民的言論、出版和人身自

由不應受侵犯，批評國家走上了背

離憲法、違反黨章、違反政協章程

的錯誤道路。他引用毛澤東的詩句

「六億神州盡舜堯」，認為這種浪漫

的誇讚其實貶低了法律的作用，會

造成「國家無法制，社會無信義」的

危局。他直陳中共在反右和大躍進

之後進入了「國際上的浮誇時期」，

指出資本主義國家議會鬥爭的道路

是正確的（頁121、122）。胡認為這

些論述在幾十年後回頭看仍然是

正確的、有益於社會的閃閃發光的

思想。

胡治安總結了章乃器在反右中

「被倒台」的兩個主要原因，準確而

深刻：第一，民族資產階級在社會

主義建設時期變成革命對象，這個

階級連同它的總代表必然成為鬥爭

的總目標，而章正是這個頭號目

標；第二，章乃器的才華橫溢使他

具備了成為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政黨

領袖的條件，因此最有資格成為執

政黨的反對派，這種潛在的威脅為

中共所深知、不容。因此，所有海

嘯般的批判、撤銷政協委員身份、

開除民建會會籍等行為，都是為了

剝奪其政治資本，同時從組織上消

除隱患，最終使章成為一個孤立的

被唾棄者。

四　文革「專案組」的工作

胡治安因有機緣親自參與並親

閱檔案，在書中披露了一些不易見

諸筆墨的歷史事件，例如文革中

「石油專案組」的工作情況。1969年

2月，正準備前往東北五七幹校的

胡治安接到通知，讓他到中央專案

組第三辦公室（三辦）的「石油專案

組」報到。當時中央專案組分三個

胡治安總結了章乃器

在反右中「被倒台」的

兩個主要原因：第

一，民族資產階級在

社會主義建設時期變

成革命對象，而章正

是這個頭號鬥爭目

標；第二，章乃器的

才華橫溢使他具備了

成為中國民族資產階

級政黨領袖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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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和國民黨系統為審查對象。其

中審查國民黨系統的三辦包括「石

油組」、「兵工組」和「海關組」等，

胡被指派到「石油組」工作。「石油

案」的緣起是外貿部一位莫局長因

所購一台天文望遠鏡在香港被美國

中央情報局查扣，因此被外貿部造

反派指為「r通外國」。再一查，發

現他還曾是資源委員會石油公司的

職員，這就成了一樁可以深挖、必

須深挖的大案。胡細讀那些一字不

漏甚至表情動作都繪聲繪色的審訊

記錄，不禁哭笑不得、大感滑稽。

當時主持審訊的是小說《林海

雪原》作者曲波的哥哥，也算是位

老公安。他的審訊恰如小說中的描

寫。審問者威嚴地坐在高高的案桌

邊，一拍桌子：「如實招來！」局長

驚恐而茫然：「招甚麼呀？」僵持一

會，又一拍桌：「招不招！？不招，

來人，給我拉出去！」（頁253）還有

一位軍人在審訊中一拍案桌：「×

×，你認識我嗎？」被詢問人茫然搖

頭。軍人：「不認識？好好看看！」

被詢問人仰頭鎖眉極力搜尋記憶，

良久，還是搖頭。軍人：「嘿！不

認識？！我是一顆紅星頭上戴，革

命的紅旗掛兩邊！」（頁254）

革命樣板戲《智取威虎山》中楊

子榮的唱詞表演被挪用到了專案組

的審訊中，足見這是一場並不具備

法制意識和審訊規範的裝腔作勢的

表演。胡治安才明白到為甚麼審訊

組兩位處長了解案情但從不發表意

見，甘當馴服工具。因為這本就是

一樁無法落實的冤案，只因有領袖

的親筆批示無人敢違抗，在形勢壓

迫下只能假戲真唱。但是在胡亂逼

供之下，這位莫局長——老資格的

地下工作者、老中共黨員，結案後

被關進秦城。資源委員會上至委員

長孫越崎、下至無數中低層職員都

受到不同程度的牽連。深受孫越崎

賞識、同樣是中國能源工業奠基人

的中南煤管局總工程師謝子貞，就

在這場迫害中含冤去世。

胡治安此著呈現的故事極為豐

富，筆者在這r呈現的只是有特色

的一小部分。還有馬寅初、梁漱

溟、周培源、蕭乾、傅作義、謝雪

紅、陸鏗、林希翎、黃胄等人的故

事令人感佩，引人入勝，以及一些

世相八卦也在胡的筆墨間活靈活

現。例如他提到北京一位著名女企

業家，從開辦「長安俱樂部」到耗資

數億元建造「中國紫檀博物館」，多

次想得到趙樸初的題字而不得，於

是找胡治安幫忙。胡做好人，那位

女老闆笑逐顏開地拿到了樸老墨

寶。但到1999年樸老病危時，胡致

電告訴那位女老闆，心想她應該去

探望問候。豈料對方在電話中大說

自己工作繁忙，最後竟簡單回答一

句：我已送給他一個筆筒了。

這不是一部「高頭講章」式的著

作，卻比很多專業研究揭開了更多

不為人知的細節，乃至謎案，讀者

可以清晰看到中共統治的運行機制

和執政邏輯。這一切源於作者的歷

史學者素養、有擔當的膽識，以及

對個人閱歷的自覺省察，因而能夠

深刻剖析中共治下的政治文化、社

會風貌，以及世態百相的體制根

源，巧妙呈現了一部彌縫歷史和當

下的作品。

《統戰秘辛：我所認

識的民主人士》不是

一部「高頭講章」式的

著作，卻比很多專業

研究揭開了更多不為

人知的細節，乃至謎

案，讀者可以清晰看

到中共統治的運行機

制和執政邏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