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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學者談文革
~~~~~~

熊景明、宋永毅、余國良 主編

　　文革是整個民族慘痛而沉重的教訓。本書作者大多為國內外資深的文革研究者，大部

分經歷過文革，其中不少以文革研究為畢生志業；合力寫下這部書，旨在記錄文革，引證

事例，講述過程，提供佐證，以反省制度、人性以及文化，希望藉歷史的燭光照亮未來。

　　正如中國人對日本人所言，一個國家必須直面歷史，才能進步。中國領導人在1981年 

對黨的若干歷史問題作出決議。然而，以文革為高潮，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

三十年，發生過十六次大規模的政治鬥爭，期間的種種問題從未得到認真梳理。本書編者

和作者從不同的側面，描述了十年文革之鬥，對前因後果作出深思熟慮的審視。本書對幫

助中國從歷史中得到借鑒以邁向未來做出重要貢獻。

——傅高義（Ezra F. Vogel）哈佛大學榮休教授，《鄧小平時代》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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