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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和六十年代青年理想主義
——從毛澤東重提五四運動說起

●賀照田

文化大革命這一幾億人參與其中

的政治運動，有些人是主動投入的，

有些人是被捲入其中的。在主動投入

的人群中，有些人是在時代時勢中出

於各種利益考量投入的，有些人則是

出於理想主義，或二者兼而有之。在

出於理想主義而投入的人群中，文革

發動前就被理想主義、政治社會責任

感強烈激盪的知識青年（以大學和高

中生為主）具有特別重要的地位，他

們不僅是文革前期紅衞兵運動的要

角，而且是文革後期開始醞釀的、文

革結束後新時期文學思潮、思想運

動、社會運動的重要當事人。

在本文中，我嘗試梳理毛澤東在

1963至1966年間對青年期待的講述， 

一方面通過論述文革發動前後青年理

想主義和毛對青年期待之間的關係，

揭示中國大陸1960年代青年理想主

義的主要內涵；另一方面則通過毛把

五四運動和文革關聯起來的視角，揭

示文革初期青年理想主義和毛規劃文

革之間的結構性關係。而這樣一種歷

史—思想討論，也隱含如下歷史—

思想認知意識：當我們面對文革中的

諸多歷史—思想經驗時，不應對這

些思潮、經驗的興起與挫折作過於急

躁、籠統的解釋，而應進入這些思

潮、經驗所在的具體歷史—思想脈

絡中加以把握、分析，才可能有更深

刻、更準確的認識與評價。

一　1939、1966年毛澤東
的兩次五四講述

今年是五四運動一百周年，也是

文革當事人毛澤東等自以為文革取得

了決定性勝利而召開中共第九次全國

代表大會的五十周年。從1978年底

新時期開始至今四十餘年，關於五四

運動、文革的討論汗牛充棟，但我卻

未見有文章就毛在1966年底把五四

運動和文革正面關聯起來這一問題，

加以特別注意和討論。

毛澤東是在他1966年12月26日

七十三歲生日談話中1，把五四運動

和文革關聯起來把握的。毛的有關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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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很快被寫入1967年1月1日《人

民日報》元旦社論〈把無產階級文化

大革命進行到底〉2：

八屆十一中全會之後，以毛主席

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同廣大群

眾的革命熱情相結合，就出現了對資

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群眾性的批判，出

現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

這個新高潮的重要標誌，就是紅衞兵

運動和革命大串連。

紅衞兵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中湧現出來的新事物。……偉大的

無產階級革命家毛主席，一發現紅衞

兵這樣的新事物，就立即看到它的無

限的生命力，歌頌它的無產階級的革

命造反精神，給予堅決的熱烈的支

持。……

革命大串連，也是無產階級文化

大革命中湧現出來的新事物，也是偉

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毛主席支持和宣

導的。革命師生在全國範圍的大串

連，把全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

動連成一片。……

……

我國現代史上的文化革命運

動，都是從學生運動開始，發展為工

人運動和農民運動，發展為革命的知

識份子同工人農民相結合。這是客觀

的規律。作為我國現代革命史開端的

五四運動是這樣，使我國社會主義革

命進入一個新階段的無產階級文化大

革命運動，也是這樣。一九六七年，

我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將按照這

個客觀規律進一步地展開。

顯然，在1966年底毛的意識裏，文

革初期的紅衞兵運動和大串聯，讓他

想起自己當年投入過的五四運動，並

希望與要求參加這些運動的青年知識

份子，能和他在五四運動後一樣，走

堅決和工農群眾結合的道路。

當然，毛澤東這樣一種把五四 

運動和文革關聯起來的理解，與他 

之前對五四運動的理解密不可分， 

而這特別表現於1939年5月1日他發

表在《解放》第七十期上的文章〈五四

運動〉，以及5月4日所作的〈在延安

五四運動二十周年紀念大會的演 

講〉3。這篇文章和演講稿之所以重

要，不僅在於作者特殊的政治領袖身

份，以及他賦予五四運動歷史位置、

歷史意義的方式所產生的廣泛影響，

還在於這是作者首次作如下斬釘截鐵

的論斷——知識份子應和工農群眾

相結合：「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

命的知識份子的最後的分界，看其是

否願意並且實行和工農民眾相結

合」；「我們看人的時候，看他是一個

假三民主義者還是一個真三民主義

者，是一個假馬克思主義者還是一個

真馬克思主義者，只要看他和廣大的

工農群眾的關係如何，就完全清楚

了。只有這一個辨別的標準，沒有第

二個標準」4。因為這樣的認識，毛

一方面高度評價五四運動：「在二十

年前的今天，由學生們參加的歷史上

叫做五四運動的大事件，在中國發生

了，這是一個有重大歷史意義的運

動。『五四』以來，中國青年們起了

甚麼作用呢？起了先鋒隊的作用，這

是全國除開頑固份子以外，一切的人

都承認的。甚麼叫做先鋒作用？就是

帶頭作用，就是站在革命隊伍的前

頭」5；另一方面認為五四運動所開

創的這樣一種革命先鋒隊運動方式還

不夠，必須和工農群眾結合。

強調知識份子應該和工農群眾相

結合，可以說是毛澤東從這時開始至

1976年逝世一直貫穿始終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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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研究筆記 但若細究起來，我們便會發現，由於

時代問題脈絡不同，毛賦予的時代意

義期待也有不同，故他在不同階段強

調這個看起來相同的觀點時，實際上

承載的歷史、思想、社會、文化意涵

也有所不同。同樣，他於1966年底

把五四運動及其後續革命軌迹，概述

為「我國現代史上的文化革命運動，

都是從學生運動開始，發展為工人運

動和農民運動，發展為革命的知識份

子同工人農民相結合」，認為「這是

客觀的規律」，因此，「使我國社會主

義革命進入一個新階段的無產階級文

化大革命運動」也應該遵循這一規

律：「一九六七年，我國的無產階級

文化大革命將按照這個客觀規律進一

步地展開」，強調毛理解的五四運動

及其革命後續和他這時寄望於文革的

展開兩者之間的共性，但若考慮到

五四學生運動和1966年文革開始時

學生運動所處身的脈絡相當不同，我

們便不能不特別注意1939與1966年

講話之間的巨大差別。

沿着毛澤東1939年對五四運動

的討論方式和本文的討論關懷，一定

要提出的，就是1939年毛以如下方

式看當時的延安青年運動：「延安的

青年運動是全國青年運動的模範， 

延安的青年運動的方向，就是全國的

青年運動的方向。⋯⋯現在全國別

的地方的學校，革命理論不多，生產

運動也不講。只有我們延安的青年們

根本不同6，延安的青年真是抗日救

國的先驅，因為他們政治方向是正確

的，工作方法也是正確的。所以我說

延安的青年運動，應該是全國青年運

動的模範」7——若聯繫這前後毛的

其他表達和相關史實，就會清楚看到

毛高度評價延安的青年運動，是因為

這時的中共已經很大程度被毛自己 

認可的認識與實踐方向所主導（他在

革命理論把握方面和與中國現實深度

結合方面都很有自信），延安尤其如

此。是以，在延安的青年知識份子、

學生身處這樣的氛圍與格局中，積極

按這時中共的期待和要求去學習、去

實踐，當然被毛認為是對的。與之相

比，延安（和各敵後抗日根據地）之外 

的青年就沒有這麼幸運，當然也就不

可能有同樣正確的青年運動。

不過，毛澤東這樣一種對五四運

動及其革命後續的理解，也讓我們了

解到，看起來同樣是學習革命理論，

同樣是努力於與工農群眾相結合的實

踐，毛這一代五四運動的親身參加

者，也就是直接脫胎於五四青年一代

的革命者，其學習與實踐，是在較少

規限的情況下，着重發揮個人主體性

與思考自覺；與之相比，1939年延

安知識青年被認為正確的學習與實

踐，則以毛這曾經的知識青年一代的

學習與實踐所得出的時代結論為前

提，也就是他們在被規限路徑與方向

的前提下學習革命理論，在被規限位

置與感覺的前提下努力與工農群眾相

結合。

了解隱藏在毛澤東1939年對五四 

運動及其革命後續理解之中的這些 

歷史—認知環節，有助我們看清：

毛在1966年底看上去不過是在重述

1939年他對五四運動及其革命後續

的理解，但實際上1966年的理解所

承載的意涵在某些方面和他1939年

講同樣的話時的時代承載非常不同。

毛在1966年底重提五四運動及其後

續經驗，其時代前提是他發動文革時

對中國現實的判定、通過文革要達到

的目標，以及對文革初期以紅衞兵運

動為代表的青年知識份子運動的樂觀

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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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發動文革時對當時中國現

實的看法，是認為文革發動前的中共

及其所創造的國家，存在着很強的修

正主義危險，若不及時加以充分改

造，到他不在時，修正主義就會成為

主導中國的力量。是以，一方面，年

事已高的他認為時不我待，需要在他

掌權之時徹底改造中共及其創造的 

國家，去除中國變修的危險，保證中

國堅定地走在社會主義道路上；另一

方面，究竟改造後的黨和國家應該是

一個甚麼樣的具體面貌、甚麼樣的實

踐組織形式、甚麼樣的制度形式，等

等，對於當時的毛來說，則只有一些

觀念方向，並無實踐藍圖。這些觀念

包括如何在年輕世代中造就出一批

人，使這批人成為將來領導改造後中

國的黨、國、社會的中堅力量，在中

國再度出現修正主義危險時，確保他

們一定能夠作為把中國再次拉回革命

道路的核心力量；也就是說，本來應

該在毛發動文革時想好或至少基本想

好的一些重要方面，事實上沒有勾畫

出相當程度的實踐路線圖。

我們也可由此想像1966年底毛

澤東特別提起五四運動，其內心是非

常興奮的。紅衞兵運動的迅猛發展及

其在文革開始時他最關心的「批判資

產階級反動路線」方面「起了先鋒作

用」，讓他想起當年熱烈參加過的

五四運動；以紅衞兵為主體的革命大

串聯，則讓他想起五四運動後自己投

身其中的知識份子走向社會大潮。這

甚至讓他不能不進一步幻想，若文革

也是「從學生運動開始，發展為工人

運動和農民運動，發展為革命的知識

份子同工人農民相結合」，不僅社會

可因之受到更充分的改造與教育，而

且青年知識份子也會因之充分成長，

從中一定可湧現出一批像他一樣的革

命者。

因此，我們便清楚明瞭毛澤東在

1966年底對五四運動經驗的援引和

1939年講述五四運動時，在現實指

向上的重大差別。在1939年的講述

中，應該怎麼革命、怎麼學習革命理

論、怎麼和工農群眾結合，毛認為已

經被他這樣的五四一代所清楚認識，

因此對現實中已經走在毛（據這些認

識）規劃出的青年道路上的延安青年

來說，重要的便是進一步堅持、進一

步落實這些指引，至於還沒有走上這

樣道路的青年，要緊的是盡快踏上這

條正確的道路。

是以，毛澤東1939年的五四講述， 

特別肯定現實中延安的青年，要求青

年堅定不移相信共產黨、跟從共產

黨。而1966年底毛的五四講述，一

方面固然顯示現實中的紅衞兵運動、

大串聯讓毛興奮，讓毛對當時的青年

有樂觀想像、肯定；另一方面則清楚

表示，現實中讓毛興奮的青年知識份

子，只是有了一個起點。毛認為他們

僅僅積極「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僅僅在大串聯的意義上結合社會還不

夠，還必須像五四一代革命者一樣，

走更積極、更深入的和工農群眾相結

合的道路，以成長為毛期待的理想革

命者。也就是說，在1939年毛的五四 

講述中，由於已經有了他那一代人在

五四運動後的成功探索，以及這探索

結晶被共產黨所接受，因此聽從共產

黨召喚與期待的延安青年便是當時青

年的榜樣；而在1966年毛的五四講

述中，青年應該學習的榜樣，是五四

運動後努力作革命探索的他那一代

人，而非以學習與接受他們探索的結

果為前提的1939年的延安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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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研究筆記 二　毛澤東的五四理解與
文革展開　　　

毛澤東在1966年底這種參照當

年自己的成長經驗，把文革青年知識

份子運動的榜樣界定為——五四運

動後認真追問何謂中國革命應該走的

道路，認真探索最有力扎根中國社會

的革命實踐形式——包括他自己在

內的一代革命人，其時代後果是非常

巨大的。毛當年的經驗讓他非常清

楚，除了馬列主義、蘇聯革命等帶給

他的一些基本方向，他之所以能有當

年的成長，是因為有太多沒有既定答

案的思想和實踐課題要去面對，即在

他所說的「革命的大風大浪」中鍛煉

和成長。1964年毛澤東在〈關於赫魯

曉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歷史上

的教訓——九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

（〈九評〉）談及接班人五項條件時提

出：「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

是在群眾鬥爭中產生的，是在革命大

風大浪的鍛煉中成長的。應當在長期

的群眾鬥爭中，考察和識別幹部，挑

選和培養接班人」8，應該就想到了

自己當年的成長經驗。顯然，1966

年底由紅衞兵運動和大串聯所催生的

毛對當時青年知識份子的樂觀想像，

一方面讓他更明確地把此時的青年知

識份子和當年五四運動的一代人（包

括他自己在內）相對比，另一方面也

強烈推動他下決心為了他所期待的一

代理想接班人的出現，必須在向來為

中共有效控制的中國，創造出有利於

接班人成長的「大風大浪」環境。

〈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

底〉這篇把文革推展到一個新階段的

元旦社論，之所以在「我國現代史上

的文化革命運動，都是從學生運動開

始⋯⋯」一段後，緊接着論斷「這是

客觀的規律。⋯⋯使我國社會主義

革命進入一個新階段的無產階級文化

大革命運動，也是這樣」，然後宣布

「一九六七年，我國的無產階級文化

大革命將按照這個客觀規律進一步地

展開」，並規劃展開的內容，顯然和

毛期待文革中青年知識份子也能獲得

如他那一代人在五四運動後的革命成

長經驗相關。對文革展開的規劃內容

如下：

一九六七年，將是全國全面展開

階級鬥爭的一年。

一九六七年，將是無產階級聯合

其他革命群眾，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

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社會上的牛鬼蛇

神，展開總攻擊的一年。

……

一九六七年，提到全黨和全國革

命群眾面前的政治任務，主要是：

第一，在工廠和農村中，要根據

毛主席和黨中央「抓革命，促生產」

的指示，大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促進人的思想革命化，推動工農業生

產的發展。

……

工廠和農村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

命，是極其重要的。工人和農民，是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主力軍。必須

放手發動工農群眾，鬥垮工礦企業和

農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

權派，剷除一切資本主義和修正主義

的舊東西。只有這樣，才能把資本主

義復辟的根子挖掉。

……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一定要從機

關裏、學校裏和文化各界裏，發展到

工礦企業和農村，讓毛澤東思想去佔

領一切陣地。如果運動停留在機關、

學校和文化各界裏，無產階級文化大

革命就會半途而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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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對於學校裏和文化領域各

界裏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要大力

提倡革命師生、革命知識份子，有計

劃、有組織地到工廠去，到農村去，

實行和廣大工農群眾相結合。

……知識青年、學生青年要下

廠下鄉，去和工農群眾相結合，和他

們變成一體，才能組織起幾萬萬人的

大軍，攻破那些被黨內一小撮走資本

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盤踞的陣地，取得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最後勝利。

……

下廠下鄉是完成本單位鬥、

批、改任務的重要條件。青年學生、

青年知識份子，投到火熱的工農群眾

運動中去，使自己的思想得到改造，

就能更有力地鬥爭黨內一小撮走資本

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就能更明確地認

清大辯論中的是非。只有工廠、農村

徹底實現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屬

於上層建築的學校和文化各界的革命

才能徹底完成。只有了解工廠、農村

的實際，聽取工人和農民的聲音，才

能切合實際地改革教育制度，教育內

容，教學方法，才能有效地改造我們

的文化團體和文化工作，真正地完全

地做到為工農兵服務。

第三，充分發揚無產階級專政條

件下的大民主。……

第四，繼續開展對資產階級反動

路線的群眾性的批判。

……

由上可見，不論是「全面展開階級鬥

爭」、「總攻擊」、「大民主」，還是文革 

一定要「發展到工礦企業和農村」，當 

然都是決心讓過去被黨和國家嚴密控

制的體制與社會，釋放出極大空間，

並在這極大空間中掀起「大風大浪」。

社論對知識份子下廠下鄉意義的高度

看重，以及對下廠下鄉必須注意的問

題的諄諄告誡，一方面清楚告訴青年

知識份子，只有和工農群眾相結合，

「才能真正樹立無產階級世界觀，才

能真正成為一個名副其實的無產階級

知識份子」，才能真正完成自己所在

的教育和文化領域的革命變革；另一

方面，認為知識青年、學生青年只有

和工農群眾緊密結合，「才能組織起

幾萬萬人的大軍，攻破那些被黨內一

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盤踞的

陣地，取得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最

後勝利」，則讓我們微妙但清楚地看

到，雖然社論一如這時期其他正式言

論，把工農階級的地位放得很高，卻

並不認為工農群眾有獨自擔當起「取

得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最後勝利」

的能力，而只有直到與知識份子充分

結合並為後者所組織與領導，才能有

力真正實現這最具決定性的任務。

也就是說，我們若細細推敲〈把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這篇

社論，就會明瞭其中關於1967年文

革的規劃，實際是以這樣的文革最有

助於知識青年、學生青年完成毛澤東

所期待的結果為關鍵想像支點的。沒

有這一點作為支撐，毛應該還會因擔

心「如果運動停留在機關、學校和文

化各界裏，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會

半途而廢」而把文革擴展到工礦企業

和農村中；至於會不會使用一種蓄意

的「大風大浪」方式，則基本可以斷

定不會。

三　不斷拉高的六十年代
　　青年理想主義

毛澤東這種參照五四、後五四成

長起來的現代革命知識份子（包括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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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知識份子的強烈期待，除了對文革

的實際展開方式影響巨大之外，還 

把1960年代青年理想主義推上新的

高度。

在相當的意義上，從1940年代

初的延安整風運動開始，特別是在

1945年中共七大上毛澤東思想被作

為全黨指導思想後，作為黨的領袖的

毛澤東、他所領導的共產黨、共產黨

所創建的政權之間，開始被視為三位

一體的關係，故當時青年擁護黨、擁

護政府、擁護毛澤東，也被視為理所

當然。1949年共產黨建立中華人民

共和國後，更致力宣傳領袖毛澤東、

在優秀領袖毛澤東悉心領導下成熟起

來的共產黨，以及由共產黨所締造的

國家，都是應該一體信任的。以這樣

的認識與氛圍為前提，從1940年代

初到1963年約二十年間，共產黨所

推動的青年理想主義，都包含如下內

容：努力學習革命理論、努力與工農

群眾相結合、更好地勝任黨與政府交

給自己的任務，三者間是相互促進關

係。也就是說，認真學習以毛澤東思

想作為代表的革命理論和認真貫徹毛

與共產黨的號召，努力與工農群眾相

結合，不僅被認為有助於成為一個更

堅定、優秀的革命者，而且被認為有

助於更好地理解黨與國家的各種具體

方針、政策，理解黨與國家所交給自

己工作的意義，更有助於在具體的工

作崗位上發揮主動性、創造性；而個

人在所承擔工作中的投入和努力所產

生的真切經驗，也被認為有助於培養

青年活學活用革命理論的能力，以及

更好地為人民服務的能力。

這種青年理想主義，在1963年 

3月的「學雷鋒運動」中可說達到了頂

點。雷鋒被同時作為認真學習毛澤東

著作的楷模，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

楷模，幹一行愛一行專一行精一行的

楷模，作革命「永不生鏽的螺絲釘」

的楷模。雷鋒的「永不生鏽」，被認

為主要來自認真學習毛澤東思想、認

真對待上級號召，所帶給他的政治思

想和政治高度上的自覺，以及全心全

意為人民服務的飽滿熱情。「螺絲

釘」這個用語，隱含着革命「機器」的

存在；作為這「機器」的「螺絲釘」應

該「永不生鏽」，則隱含了這「機器」

本身的正當性、正確性，也就是構成

這「機器」的現實中黨和國家本身的

必然正當性、正確性。

從「學雷鋒運動」所隱含的上述

視角來看1964年6月毛澤東提出、並

在7月正式公布的接班人五項條件，

我們會發現，毛在對黨和國家所構成

「機器」的看法上，1964年實際上已

經不復1963年的樂觀。

正式昭告國人接班人五項條件的

〈九評〉，首先講了為甚麼要特別提出

「接班人」問題：「根據無產階級專政

的歷史教訓⋯⋯毛澤東同志提出，

為了保證我們的黨和國家不改變顏

色，我們不僅需要正確的路線和政

策，而且需要培養和造就千百萬無產

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也就是毛

判定蘇聯變修和總結蘇聯之所以變修

得出的認識，讓他在回觀中國時，認

為中國若不認真面對變修問題，也會

存在着變修危險。而如何做到中國不

變修，則需要中國制訂更正確且更具

警惕性的「路線和政策」，並且需要

嚴正注意「接班人」問題。

而「接班人」問題之所以在當時

被認為重要而迫切，和中共認為西方

的「和平演變」預言並不是沒有現實

可能的認識有關——蘇聯變修在斯

大林逝世後發生，因此西方預言家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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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在中共第三或第四代也將發生同樣

問題：

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問題， 

從根本上來說，就是老一代無產階級

革命家所開創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

命事業是不是後繼有人的問題，就是

將來我們黨和國家的領導能不能繼續

掌握在無產階級革命家手中的問題，

就是我們的子孫後代能不能沿着馬克

思列寧主義的正確道路繼續前進的問

題，也就是我們能不能勝利地防止赫

魯曉夫修正主義在中國重演的問題。

總之，這是關係我們黨和國家命運的

生死存亡的極其重大的問題。這是無

產階級革命事業的百年大計，千年大

計，萬年大計。帝國主義的預言家們

根據蘇聯發生的變化，也把「和平演

變」的希望，寄託在中國黨的第三代

或者第四代身上。我們一定要使帝國

主義的這種預言徹底破產。我們一定

要從上到下地、普遍地、經常不斷地

注意培養和造就革命事業的接班人。

在這些充滿危機感的義正辭嚴背後，

我們可以看到先前黨和國家觀的搖

動，以及新的黨和國家觀的浮現：那

就是「永不生鏽的螺絲釘」所隱含的

正當、正確的黨和國家，並不是必然

正當、正確的，若缺少足夠的警惕，

缺少和這警惕相配合的路線、政策，

缺少對接班人的認真培養，當毛等老

一代革命家過世後，黨和國家實有着

很大的變色危險。

可以說，之前中共並非不注意兒

童少年的教育、成長問題，並非不注

意青年、青年骨幹、青年幹部的鍛

煉、培養問題，也並非忽視社會主義

共產主義教育，而是這一切已經成了

黨和國家日常運轉的一部分，一般會

認為按照這些規劃、制度、學習、培

養，兒童和青少年都會受到必要的教

育，當他們步入社會工作後，在黨和

國家所給予的「螺絲釘」位置上被鍛

煉和培養，就會在能力和思想品質上

有進一步成長。這樣的理解也就意味

着接班人會在黨和國家規劃好的軌道

上自然湧現，因而不需要特別提出

「接班人」問題。

1964年毛澤東和中共中央以如

此突出的方式特別提出「接班人」問

題，恰恰在於：過去被號召應該無條

件順從的黨和國家，這時被認為也存

在着變修危險，需要黨和國家更警惕

自己的路線、政策；黨和國家先前教

育、培養年輕人的方式，尤其被認為

需要重新調整、設計，方能保證中國

在毛澤東一代過去後不改變顏色。也

即，過去被樂觀看待的黨和國家將要

面臨的現實挑戰，使得「接班人」問

題需要被特別鄭重提出。

1964年毛澤東談及接班人五項條件。（圖片來源：《人民日報》，1964年7月14日，	

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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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的新意識，也當然使毛對「接班

人」有更明確、更高的要求。他在〈九

評〉提出的接班人五項條件如下：

他們必須是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

義者，而不是像赫魯曉夫那樣的掛着

馬克思列寧主義招牌的修正主義者。

他們必須是全心全意為中國和世

界的絕大多數人服務的革命者，而不

是像赫魯曉夫那樣，在國內為一小撮

資產階級特權階層的利益服務，在國

際為帝國主義和反動派的利益服務。 

他們必須是能夠團結絕大多數一

道工作的政治家。不但要團結和自己

意見相同的人，而且要善於團結那些

和自己意見不同的人，還要善於團結

那些反對過自己並且被實踐證明是犯

了錯誤的人。但是，要特別警惕像赫

魯曉夫那樣的個人野心家和陰謀家，

防止這樣的壞人篡奪黨和國家的各級

領導。

他們必須是黨的民主集中制的模

範執行者，必須學會「從群眾中來，

到群眾中去」的領導方法，必須養成

善於聽取群眾意見的民主作風。而不

能像赫魯曉夫那樣，破壞黨的民主集

中制，專橫跋扈，對同志搞突然襲擊， 

不講道理，實行個人獨裁。

他們必須謙虛謹慎，戒驕戒躁， 

富於自我批評精神，勇於改正自己工

作中的缺點和錯誤。而絕不能像赫魯

曉夫那樣，文過飾非，把一切功勞歸

於自己，把一切錯誤歸於別人。

仔細看這五項要求，就很清楚這

些標準是很高的；滿足這些標準的

人，是可以勝任中高級幹部的。毛澤

東這裏所指的「接班人」，不是限指

中共領袖或至少高級幹部的接班人，

而是「要培養和造就千百萬無產階級

革命事業的接班人」，「千百萬」意味

着此時毛把本來適合中高級幹部的五

項要求，提給了廣大青年，至少提給

了有很強革命志向要求的青年。而對

於過去在黨和國家規劃的軌道上運轉

和學習的廣大青年來說，是不可能得

到這種鍛煉和成長的，毛當然也清楚

這一點，故文章緊接着強調：「無產

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是在群眾鬥

爭中產生的，是在革命大風大浪的鍛

煉中成長的。應當在長期的群眾鬥爭

中，考察和識別幹部，挑選和培養接

班人。」

在「大風大浪」中才能成長出他

所期待的接班人，毛澤東這樣的理解

放在1964年無疑有它的激進性。革

命後成功建國，本來應該是「大風大

浪」的結束，從此應該盡可能有條不

紊、專心致志地進行革命建設；即使

有時不能完全避免驚濤駭浪，也只是

一時與局部的。而這時毛一方面強調

「接班人」問題的無比重要，一方面

又強調接班人要「在群眾鬥爭中產

生」、「在革命大風大浪的鍛煉中成

長」，要「在長期的群眾鬥爭中⋯⋯

培養接班人」，意味着毛對於在黨和

國家過度規劃、控制的軌道中培養出

來的幹部信心不足，因而思考要否為

了他期待的「接班人」的真正養成，

而創造一個「長期的群眾鬥爭」、「革

命大風大浪」的環境。從毛這一理解

我們亦可以知曉，文革初毛之所以對

劉少奇派強勢工作組領導文革的方式

極為反感，當然和工作組是順承現實

中毛急欲通過文革突破與改造黨和國

家的既有狀態有關，也和此處清楚呈

現的理解緊密相關——沒有真正的

「群眾鬥爭」，沒有「大風大浪」，就

不能真正有毛期待的「接班人」湧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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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想主義	

對比1963年3月在整個中國大陸

鋪開的通過號召學習雷鋒所推薦給年

輕人的青年理想主義，和1964年7月

用接班人五項條件推薦給年輕人的青

年理想主義，我們可以看到，「永不

生鏽的螺絲釘」式的成長要求和「在

革命大風大浪的鍛煉中」的成長要求

之間存在極大差別。一年多時間內之

所以有這麼大差別，背後反映的是黨

和國家應否無條件信任青年的問題。

1963年青年理想主義的重點是作「永

不生鏽的螺絲釘」，意味着擁有不竭

的熱情與能力，把黨和國家的方針、

規劃，在自己工作環節上充分、完美

落實，最為重要；而1964年青年理

想主義強調要有「在革命大風大浪的

鍛煉中成長」的歷程，則表示理想的

接班人只在被指定的工作崗位上（也

就是「螺絲釘」範圍內），即便有能力

勝任和具有不竭的工作熱情還不夠，

還需要在更複雜的形勢和環境中具備

極強的獨立判斷是非的思考力，以及

在更廣大的人群範圍中團結與組織周

圍人群的能力。即不僅要有完美勝任

常規革命工作的能力，而且要有在極

其嚴峻的環境中面對複雜、艱鉅的課

題，把握局面、駕馭挑戰的堅強意志

力與傑出能力。

是以，1964年毛澤東所期待於青 

年的青年理想主義，比1963年「學雷

鋒運動」所期待於青年的理想主義，

在如下兩個方面有特別提升：一是把

過去實際上期待於中高級幹部的能力

與精神、思想品質要求，現在也延伸

到廣大的年輕人；二是認為只要給青

年更獨立、更具挑戰性的鍛煉和成長

環境——「長期的群眾鬥爭」、「革命

大風大浪」，相比在黨和國家規劃、

設計過多的環境中，他們反而會有更

重要、更關鍵的成長，更能成為毛所

期待的理想「接班人」，而這意味着

對青年的主體潛能有更強信心。

與1964年接班人五項條件所對

應的青年理想主義相比，1966年底

毛澤東參照自己當年成長經驗所產生

的對當時青年知識份子的期待，以及

與此期待緊密配搭的「全國全面展開

階級鬥爭」這一在程度上無以復加的

「大風大浪」式文革設計，可說又把

青年理想主義再向上提升了一步。一

方面，毛覺得當年他那一代人走過的

道路，是文革中青年知識份子可以走

也應該走的道路，實際上，他在期待

青年知識份子中出現一批和他一樣的

人，他們的出現將保證中國未來不走

上修正主義的道路；即使出現這樣的

危險，這些人也有能力把中國重新帶

回革命的道路。另一方面，毛這時所

號召的青年（1963年中共還期待他們

作為「螺絲釘」）對現有黨和國家「機

器」的文革造反，且是一種如此規模

的「大風大浪」文革設計，意味着毛

給青年知識份子極大的信任空間，是

對他們的成長可能性有超常信任的設

計。也即毛這時所寄望於青年知識份

子的，不僅不再是成為黨和國家「機

器」的「螺絲釘」，而是期待他們成為

和當年自己一樣的，能重新打造、重

新結構中國，把中國變成保證共產主

義在世界實現的「革命機器」，並能

有效運轉這台「革命機器」的接班人。

用1963年「螺絲釘」式話語來表

達，就是1966年底毛澤東幻想：在

號召「螺絲釘」來改造這些「螺絲釘」

本來應該倚為信任、信仰的黨和國家

「機器」這一造反過程中，產生一批

符合他的「接班人」理想、能幫助建

設他期待的更具有克服修正主義體質

能量的「中國」、並能有效運轉這個

「中國」的優秀人物。用今天的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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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		研究筆記 便是，1966年底毛對青年知識份

子、青年學生的期待，即期待和要求

這些人成為歷史的主體！

四　小結

毛澤東在1966年底如此拉高時

代的青年理想主義，並給他所期待的

青年理想主義不可承受之重，對於時

代青年，特別是非常積極回應毛有關

號召的青年知識份子的影響是甚麼？

積極回應毛期待的青年知識份子的努

力為甚麼會遭受挫折？有關挫折帶給

文革的影響是甚麼？對其後文革的進

一步展開有甚麼影響？對後來青年發

展又有甚麼影響？這些都是我們認識

毛澤東所積極參與塑造的1960年代

青年理想主義時繞不開的問題。篇幅

所限，得留待另文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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