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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化大革命之前，上山下鄉只是少數升學落敗者的一種選擇，他們之中

多數是因為家庭背景「不好」這種政治劣勢而受到歧視，又或因為「革命理想」的

鼓動和宣傳而自願下鄉。但在文化大革命之中，上山下鄉幾乎是每一個進過中

學之門的青少年的必然歸宿，知識青年（以下簡稱「知青」）問題成為城鎮居民中

幾乎每個家庭的頭痛問題。而短則兩三年，長則七八年的知青經歷，對於正處

於形成人生觀、世界觀的青少年，不能不留下了終身難於磨滅的烙印。

毛澤東的上山下鄉動員令「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

有必要」是在1968年12月22日的《人民日報》上發出的。當年有過知青經歷的人，

現在多數已經離開工作崗位，過¼退休生活；再過幾年，知青一代將完全成為

退出歷史的一代。但另一方面，在2012年底中共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中進入

最高領導層的官員當中，有相當比例的人有知青經歷，這又引起人們的關注和

遐想。在筆者看來，談論知青問題如果得法，是可以避免流俗的。不論從一代

人的思想可以「蓋棺論定」的意義上說，還是從一代新領導登上政治舞台「繼往開

來」的意義上說，研究上山下鄉對這代人思想形成的影響，都是有價值的。

一　制度信念的動搖

文革中上山下鄉的中學生，下鄉前在學校接受的是「階級鬥爭」和「路線鬥

爭」的極左教育，從事的是「造反有理」，批判校長、老師、教材等「教育革命」的

實踐，現在又被偉大領袖送到鄉下去接受再教育，他們的思想會不會變得「左上

加左」，「革命又革命」？他們會不會成為毛澤東期待的「革命事業接班人」？

事實證明，結果恰恰相反，上山下鄉的經歷使年輕人對現實和現行政策不

是持贊成和歌頌態度，而是持懷疑、批判以至否定態度；不是加強了自己以前

被教育和灌輸的革命信念，而是動搖和反思那些信念。現實對人的教育是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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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事實勝於宣傳。當然，下鄉知青中也出現了像柴春澤、張鐵生那樣一些

被文革派利用和宣傳的「反潮流英雄」，但他們是廣大知青中的反例，與作為整

體的知青的思想和行為是背道而馳的。

上山下鄉對於知青最震撼的第一課，是認識到中國農村驚人的貧窮和落

後，這與他們以前在課堂上、書本上學到的完全相反，與他們從廣播中和電影

�形成的印象沒有相同之處。一個知青這樣描寫他下鄉的地方1：

這是一片貧瘠的土地，漫山遍野的麥田，單產只有十幾斤，有時還收不回

種子。嚴重的地方病威脅F鄉民的健康，東隊的八個壯勞力，竟都患有柳

拐子病，腿、腳關節上的大骨節實在嚇人。這c沒電、沒煤、沒水，任何

一種農副產品加工，如磨q、榨油，都得靠人力。每年冬天要到溝c去打

柴，以備一年之需。別的還好說，沒水這一條最要命，雨季來了，趕忙修

好旱窖，蓄住雨水，全村人一年就靠它維繫生命。陝北旱年又太多，每年

經常有兩三個月斷水，這時就得到溝c去挑泉水。這泉水不乾淨可能有地

方病菌不說，最厲害的是挑上擔子，一路不能歇腳，否則就會倒掉半桶

水。這可是個硬功夫，一擔幾十斤的水桶，上了肩要一口氣走三四里坡地

才上得 上⋯⋯

他還告訴讀者，他所在大隊的黨支部書記，一家八九口人，六個孩子，冬天只

有一兩�棉被，還有人家窮得做不到一人一條褲子，孩子只能輪¼穿2。

另一個知青告訴人們，他們下鄉時得到照顧，分到條件不錯的地方，一個

勞動日能核算到三毛錢，這就是說，一個強壯勞力每天最高的收入是三毛錢，

婦女、老人、少年、體力不好的人掙的比這個數要少。而旁邊的兩個村子，一

個勞動日值六分三厘，另一個值五分六厘。此外，糧食非常短缺3：

最不好的時候，只能分得一百多斤毛糧，不過不管年景好不好，糧食總是

不夠吃的。一到開春，家家就斷糧了，男人們背上搭F空線口袋，尋親訪

友，上川下川地跑，翻山越嶺去韓城，東借一點，西借一點；野菜長出

來，婆姨女子們在地c爭F搶F挖，一下子就挖光了，根本輪不上豬吃；

川c盛產柿子，柿子樹葉常常長兩次，剛剛長出的時候，就被採F吃了。

家境好的，用玉米q把樹葉一拌，放在箅子上，蒸熟了，灑點鹽，澆點辣

子；家境差的，煮一鍋柿葉湯，灑點玉米q，也能喝個肚兒圓。我插隊的

後幾年和一家老鄉夥F吃，我沒少吃野菜和柿樹葉。柿樹葉嫩的時候幾乎

沒甚麼味道，老一點了就有些苦澀，也不好嚼了，難以下咽。

在上山下鄉前，知青對於農村條件艱苦、農村比不上大城市是有思想準備

的，但農村如此落後和貧窮，實在超出他們的想像，也與以前關於「社會主義制

度優越性」的說法相距太遠。而且，他們還進一步了解到，農民糟糕的境況與大

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的亂搞有直接關係，特別是公社化時期搞公共食堂，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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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大量農民餓死。這對於知青來說是駭人聽聞的事情，但在中國農村卻是非常

普遍地發生。一個知青在日記中記載說4：

晚上夏某幫我挑穀子回來，閒談時擺到了他的情況：食堂化時他家有六

人，父母得水腫病進了「水腫院」，吃不飽，就猛喝鹽開水，結果頭腫得同

身子一樣粗，眼睛鼻子都看不見了，雖然天天打針吃藥，終於不治而死。

幾個月內，哥哥、姐姐和妹妹相繼過世，剩下他孤零零一個人。

日記中提到的水腫病是中國1960年代初城鄉普遍流行的病症，病因是食物缺

乏、營養不良。在城市，飢餓、水腫病與死亡的直接因果關係不如農村明顯，

餓死人的比例也遠不如農村那麼高，所以一般年輕人（包括在餓死人年代還處於

不懂事年齡的人）沒有「中國在1960年代初大量餓死人」的概念。即便現在有學者

論及中國曾餓死幾千萬人，許多受左傾教育和宣傳的年輕人仍然拒絕相信——

確實，這樣的事情真是令人難於置信，但拒絕相信的人中很少有當過知青的

人，因為他們中大多數人在下鄉期間親耳聽過餓死人的事。

二　適得其反的再教育

青年學生被送到山區和鄉下，原先設定的目的之一是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

育，讓他們用現實生活中的經驗來鞏固和增強原有的革命信念與階級鬥爭覺

悟，但普遍發生的情況是，貧下中農告訴知青的實情與他們預想的相反。農民

講述的悲慘故事不是發生在1949年之前，而是在那之後，尤其集中在大躍進和

人民公社化運動期間；而餓死人的直接原因基本上都是公共食堂化的強迫與農村

幹部的蠻橫。知青普遍經歷了一開始驚訝和不知所措，繼而轉變思想的過程。

當時的「革命化教育」和「階級教育」主要採取兩種形式，一是請老一輩勞動

者做憶苦思甜報告，講述他們在「舊社會」受剝削、受壓迫、吃不飽、穿不暖的悲

慘生活，以及「解放後」當了國家主人的幸福生活，目的是向學生證明「舊社會生

活比黃蓮苦，新社會生活比蜜甜」；二是組織大家吃一頓「憶苦飯」，即用粗糧、

野草、菜葉等做成難吃的飯，說「這就是解放前勞動人民的飲食」，讓年輕人親

口嚐了之後真切地體會一下「解放前的苦日子」，以珍惜現在「幸福無比的生活」。

但知青在勞動中、生活中，尤其是在憶苦會上聽到的，往往是「解放前」的

日子比「解放後」好，公社化、學大寨記工分的生活甚至不如給地主幹活，農忙

時給地主幹活每天有肉吃——農民並不諱言，地主怕他們吃得不好、不飽致使

幹活不賣力氣，而現在每月能吃上一次肉都是奢望。老農民控訴得咬牙切齒、

聲淚俱下的都是公社化、公共食堂時期的苦況。一個知青在他寫的書中說5：

從學校到社會、從城市到農村，第三代人〔1949年前後出生的人〕首先遇到

的問題，就是發現社會實際與書本上說的不一樣。高及春〔另一個知青〕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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憶道：「有一次我們請一位老貧農憶苦，他說，他們村的地主還不錯，實際

上最苦的時候是三年困難時期。我們一聽嚇了一跳⋯⋯」

筆者本人的親身經歷是這樣的：在開憶苦會的頭一天，聽見大隊黨支部書

記給第二天晚上登場的老農民再三打招呼：「記清楚，明天你上去憶苦，是憶

蔣介石的苦，不是憶劉少奇的苦，千萬別弄錯了。」但第二天晚上的憶苦會上，

這位老農在空泛地指控了「舊社會」五分鐘之後，便不由自主地、情緒激動地羅

列起「劉少奇時期」餓肚皮、餓死人的種種情況，黨支部書記糾正幾次也沒有效

果。後來我們知道，所謂「三年自然災害」，所謂「劉少奇的罪惡」、「劉少奇讓人

吃苦」等說法，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宣傳，把大躍進、人民公社時期的人禍推說為

自然災害和推到劉少奇頭上。「憶蔣介石的苦」指「解放前」國民黨統治時期的苦，

而「憶劉少奇的苦」指「解放後」共產黨領導時期的苦。在每次憶苦會上，大隊黨

支部書記都要給憶苦老農打招呼——「憶苦不要憶錯了」，這說明在農民心�，

對於苦難發生在甚麼時候，他們有明確的、固定不變的記憶。

關於吃「憶苦飯」，一個知青這樣寫道6：

一天，生產隊召開「憶苦思甜」大會，會後自然要嚐憶苦飯。⋯⋯會議進行

中，旁邊那鍋菜稀飯早已瀰漫出團團白霧，發出一陣陣誘人的清香。社員

們個個翹首咂舌，不時扭頭望F這團迷人的白霧，心c巴望發言快點結

束。孩子們緊緊圍住那鍋灶不肯離去。當隊長宣布開始吃憶苦飯的話音剛

落，人們便爭先恐後，拿碗取Û，遞到鍋前。兩個掌勺人應接不暇，累得

滿頭大汗。我也拿F大搪瓷碗，舀滿一碗，「噓、噓」地只管喝不管燙。這

哪是憶苦飯呀，對我們來說簡直是一頓美味佳餚。是啊，吃了幾個月的紅苕

早已生厭，現在喝F這香噴噴的厚皮菜稀飯咋不覺得滑膩爽口嘛。不一會

兒，一大鍋菜稀飯已是底朝天。大家直說安逸。「憶苦思甜」真箇「成功」了。

憶苦飯對知青不苦，反而是美味佳餚，對農民就更是如此。知青從「憶苦飯教

育」中得到的結論是：如果解放前勞動人民的飲食就是這麼苦的話，那麼比起現

在完全是可以接受的，如果那叫做「苦」，那麼現在知青和農民過的日子同樣

苦，甚至更苦。

三　廣闊天地E的作為

關於知青上山下鄉，毛澤東曾有一段流傳很廣、影響很大的語錄：「農村是

一個廣闊的天地，在那�是可以大有作為的。」7一千多萬知青上山下鄉，除了極

少數被樹立起來的模範和典型，在毛原意上真正大有作為的實在數不出來；但在

另一種意義上，即在認識中國的現實、探討中國的命運前途這種真正的意義上，

相對於城市嚴峻形勢來說，農村確實是給年輕人提供了較為廣闊和寬鬆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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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運動搞了兩三年，在知青下鄉的時候，已經進入了「秋後算賬」

時期：從1968年年中，開始了「清理階級隊伍」運動，從1970年初開始，展開了

「一打三反」運動和「清查『五一六』份子」運動。在「實行無產階級全面專政」的口

號下，各地政府對城市職工和居民的管控不但在各個單位進行，而且發展到街

道，甚至大院。人們因為聚會議論國事，閱讀禁書（那時除了《毛澤東選集》和魯

迅的書，幾乎所有的其他書籍都被說成是「宣揚封建主義、資本主義、修正主義

的黑貨」），收聽外國廣播電台，甚至因為在日記、信件中流露了對於現實的不

滿或批評而被抓捕和判刑，城市街道上貼滿了判決布告。多數情況下，下鄉知

青以自己生活和肉體上的苦逃過了政治方面的壓制，這對於那些文革中的活躍

份子、好讀書和愛思考的青年來說尤其如此。

下鄉後生活、勞動的艱辛，遠離親人的鄉愁，對於前途的困惑，對於文革

將向何方發展的關切等等，使知青的聚會、交流、串連比在城�更頻繁、規模

更大。他們交談的內容十分廣泛，從農民的貧窮、農村的落後，到對於農民憶

苦思甜內容的驚訝。唱外國歌曲是知青聚會中最常見的事情，以前在學校這是

禁忌，被說成是「黃色」和「下流」。議論政治也不可避免，知青一邊放膽地批評

朝政，一邊半開玩笑、半認真地說「我們又在說反動話了」。下鄉知青的思想氛

圍與以前在學校中「爭取進步」，爭取入團或當積極份子時不是完全相反，就是

大不一樣，原有的革命話語早已消失得無影無蹤。大多數學生對於上山下鄉本

來就心存怨氣，他們想不通，如果一定要接受再教育的話，那麼按照馬克思主

義理論，應該在工廠�，向工人階級學習，上山下鄉是於理不通的。不少人把

上山下鄉當成一種懲罰而耿耿於懷，當毛澤東需要學生起來對劉少奇等「走資

派」造反時，就把他們捧為「革命小將」和「小太陽」；一旦不需要了，就說「現在

是輪到小將們犯錯誤的時候了」8，無情地把他們從城�驅趕到農村。可以說，

知青下鄉之後自己營造的意識形態氛圍，與以前的「革命化教育」是相反的。

生活的單調枯燥、思想的苦悶使知青比以前更愛讀書，比起城�人們相互

之間的監視，比起文革前學校中班主任、班幹部、共青團無微不至的關照，鄉

下的讀書環境簡直可以說是自由的天地，而文革的動蕩和破壞使得大量的禁書

從被封存的狀態流傳到社會的各個角落。一個知情回憶說9：

在那個大革文化命的年代，絕大多數書都在被禁止之列。好在陝北是個天

高皇帝遠的地方，想讀甚麼書都沒有人干涉。從范文瀾的《中國通史簡編》

到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斯大林時代》，從柳青的《創業史》到古納瓦達

納的《赫魯曉夫主義》，只要你能找得F，一概可以堂而皇之地公開讀。既

不用擔心挨訓斥，也不用害怕被沒收。所以雖說物質生活極端艱苦，精神

生活卻反而比在北京來得充實。

這個知青還記Y了他花大力氣借閱《第三帝國的興亡》（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Third Reich: A History of Nazi Germany）一書的經過bk。此書被許多有知青經歷

的人閱讀，並對他們重新思考中國問題產生了重大影響。此書更是文革期間第

關於知青上山下鄉，

毛澤東曾有一段流傳

很廣、影響很大的語

錄：「農村是一個廣

闊的天地，在那*是

可以大有作為的。」

一千多萬知青上山下

鄉，除了極少數被樹

立起來的模範和典

型，真正大有作為的

實在數不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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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的啟蒙書籍，它使中國人看到了中國的文化大革命與納粹德國的法西斯

主義的相似性。

下鄉期間，一些知青從美國之音（Voice of America）的廣播中知道了美國阿

波羅飛船成功登月的消息。他們一面回味宇航員阿姆斯特朗（Neil A. Armstrong）

站到月面上說的第一句話：「對一個人來說這不過是一小步，可是對人類來說卻

是一大步」，一面哀嘆自己面朝黃土背朝天從事原始勞動。下鄉期間，還有人從

蘇聯莫斯科廣播電台的對華廣播中收聽到根據南京知青任毅創作的《南京知青之

歌》改編的小合唱，這首歌激發起他們深沉的感情，包括對於現實的懷疑和不

滿。

下鄉期間，一些知青還接觸到了同代人關於文革、關於中國社會和政治獨

立的、批判性的思考。湖南的楊曦光於1968年發表〈中國向何處去？〉，廣州的

李一哲於1974年發表〈關於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bl，全國各地還有不少影響不

等的論說，其中表述的「異端」思想對於勤於思考的知青具有極大的刺激和啟發

作用。

1971年發生的「林彪事件」對於知青關於文革的政治信念具有決定性的影

響：此前林彪取代劉少奇被樹立為毛澤東的接班人，這被說成是「文革的偉大勝

利」，而現在林彪被說成是「叛國投敵」、「自取滅亡」，那麼文革的意義何在？所

謂「偉大領袖毛主席高瞻遠矚、洞察一切」依據何在？特別是，在公布為「林彪反

革命集團罪證」的〈五七一工程紀要〉這份文件中，知青讀到了以下文字：「紅©

兵初期受騙被利用，充當炮灰，後期被壓迫變成替罪羔羊」，「農民生活缺吃少

穿」，「青年知識份子上山下鄉等於變相勞改」bm。對於原有的信念，這種來自統

治集團核心的揭露和攻擊比任何其他說法都更具摧毀性。

四　影響和後果

上山下鄉的經歷，使得知青作為整體具有一些明顯的特點，使得這個群體

的行為、思想、個性與其他群體有所不同。

首先應該說，知青這個群體是異質性最強的。具有知青經歷的人，現在既

有國家領導人，也有國家的囚徒；既有億萬富翁，也有下崗工人；既有知名學

者、作家，也有常年上訪的弱勢群體。他們中有人移居歐洲、北美、大洋洲，

也有人將在陝北黃土地上終老一生。

儘管地位、境況有巨大差別，但是知青仍然是最抱團的群體。中學在同一

個學校，文革中屬於相同派別，下鄉時在同一個生產建設兵團、農場、縣份或

公社，都是日後使人們保持聯繫的紐帶。在中國很多地方有知青協會、知青聯

誼會、知青餐館等等，都是昔日知青聚會的地方。雖然在單位�有上級下級之

分，在社會上有富人窮人之別，但不同身份的前知青聚會在一起，總的來說還

是比較平等的，他們相互之間往往會照顧和接濟，還會一起返回當年上山下鄉

之地，在經濟上援助自己的第二故鄉。

「林彪事件」對於知青

關於文革的政治信念

具有決定性的影響：

此前林彪取代劉少奇

被樹立為毛澤東的接

班人，這被說成是「文

革的偉大勝利」，而現

在林彪被說成是「叛國

投敵」、「自取滅亡」，

那麼文革的意義何

在？所謂「偉大領袖

毛主席高瞻遠矚、洞

察一切」依據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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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群體比任何其他群體更願意、更能夠在社會上大聲喧嘩，使自己的身

份特徵變得異常明顯，使知青成為整個社會關注的中心。他們舉辦以「上山下

鄉」為主題的大型展覽、大型晚會，讓人們了解知青上山下鄉的一段歷史。知青

中湧現出大量的作家，而且其中有不少是知名作家，關於知青的小說、電視連

續劇經常風靡一時，且不說還有許多知名的知青導演和畫家等等，他們的作品

塑造了社會關於知青、農民、中國農村的形象。知青回憶錄大量出版，使這個

群體的自我描述、自我表白——包括自我讚揚——超過了幾乎所有其他群體或

階層。

這個群體不但在內部容易打破身份界限相互聯繫，而且易於在社會上與各

種身份、地位的人交流和聯繫，他們當中，即使是教授或高官都能說普通老百

姓的粗話俚語。可以說，具有知青經歷的官員、知識份子、富豪比較了解中國

社會，沒有封閉在自己所屬的階層或小圈子內。

上山下鄉的經歷使人們了解實際、把握中國國情。相較於其他群體，前知

青對於左的經濟政策和社會政策最具有免疫力，他們的親身經歷證明，「學大

寨」、「窮過渡」、「一大二公」、「割資本主義尾巴」那一套行不通bn。當中國大陸

在1980年代開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時，得到了全社會的擁護，可以說知青一代

人是其中的中間力量。

與此相關，這群人一般而言反對左的政治運動。他們的親身經歷說明，搞

運動在任何意義上對國家、對人民都有害無益，搞大批判不得人心，傷害人。

所以，在1980年代不斷掀起的諸如「清除精神污染」、「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

大批判運動難於得到這代人的支持，再加上胡耀邦、趙紫陽等國家領導人的抵

制，基本上是無疾而終。

然而，上山下鄉的經歷對許多人造成了終生難於癒合的精神創傷。他們下

鄉前在學校養成的理想主義或英雄主義是徹底破滅了，因為現實生活和親身經

歷告訴人們，真實情況與書本上說的、老師教的和廣播中宣傳的完全不是一回

事。一個名叫苗立新的知青在接受採訪時說bo：

到艱苦的地方去，到中國最需要的地方去，那就是那一代許多熱血青年的

信念，極真誠，絕沒有任何亂七八糟的個人目的——要是把那一代人的青

春熱血都澆灌到有意義的事業上，要是那些美好的願望、純潔的心靈不被

傷害不被玷污，中國的人和事，會比現在好多了⋯⋯可惜呀，到後來，許

許多多的人，血冷了，心涼了，傷了，破碎了。千瘡百孔、破破爛爛地回

來了。重整山河難，重整一個人更難。就我說吧，我跟你說，我也不唱高

調兒，你再想讓我像當年一樣熱血沸騰、作出犧牲？沒門兒！交了幾十年

的「學費」，把青春都搭上了，還傻冒兒？

當然，理想的失落未見得純然是壞事，輕易失去的，多半是虛偽和虛幻的

理想。在大多數人失去理想和熱情、走向實利甚至傾向犬儒時，還是有少數人

堅持經過苦難歲月淘洗，立足於現實的理想，這樣的理想追求是中國的希望。

上山下鄉的經歷對許

多人造成了終生難於

癒合的精神創傷。他

們下鄉前在學校養成

的理想主義或英雄主

義是徹底破滅了，因

為現實生活和親身經

歷告訴人們，真實情

況與書本上說的、老

師教的和廣播中宣傳

的完全不是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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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山下鄉的經歷固然促使知青了解中國國情，使他們考慮中國的事情可以

立足於中國的實際，但從中國的現代化轉型和實現憲政民主的目標看，那還是

不夠的。這一代人要完成自己的歷史使命還必須了解人類文明的內涵，了解時

代潮流和世界大勢，上山下鄉的經歷並不能提供這些，而這是一些有知青經歷

的精英刺眼的缺陷，他們往往失足於國家主義或盲目的民族主義。比如，我們

可以從張木生和李零那�看到，對中國國情的熟悉，對中國現實的批判意識與

對國際事務的偏狹理解，對「美帝國主義」的無力攻擊適成鮮明的對照bp。

中共十八大之後，海內外有人斷定中國進入了「知識青年掌權」的時代，他

們認為新的領導人上山下鄉吃過苦，懂得中國國情，了解民間疾苦，因此中國

的政治大有希望。筆者只能說，希望如此，但是否真的如此，則還需要看。知

道中國國情而不了解人類文明的內涵，不了解時代潮流和世界大勢，不能成為

英明的領導者。毛澤東生長於農村，他還不清楚一畝地能收多少糧食？他怎麼

會相信那些「畝產十萬斤」的謊報？他一門心思想在斯大林死後當國際共運的第

一號人物，幻想在幾年內把中國拖進共產主義從而把蘇聯比下去，他的野心與

無知給中國帶來慘重的災難，他無視常識，他利令智昏，把自己的農村經驗拋

到了九霄雲外。

但願知青一代人的苦痛多少能轉化為中國人的教訓與智慧，轉化為未來的

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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