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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底吳鉤看不休──葉劍英與「文革」

⊙ 單世聯

 

葉劍英是黨史、軍史上的大人物」；「文革」更是影響深創、足供千秋論說的大事件。由於

檔案尚未解密而當代史研究又禁忌甚多，「葉劍英與『文革』」目前還不能成為學術論題。

包括范碩所著的《葉劍英傳》、《葉劍英在1976》、《葉劍英在非常時期》等在內的有關論

著，基本上都還是在現有宣傳框架中作細節性敘述。其中一些還明顯有誤。比如《葉劍英在

非常時期》說胡喬木與陳毅同住301醫院，相處甚得。陳逝世後，胡賦詩悼念：「去年出國

時，蕭瑟門前樹。落葉下長安，共飲黃花酒。今年出國時，景物仍依舊。不見去年人，淚濕

青衫袖。」1 1972年，胡喬木還在「冷藏」之中，哪裏有出國的可能？他的「解放」是1975

年3月的事。查喬冠華夫人章含之的《風雨情》一書，原來1971年喬去聯大開會時，陳毅邀葉

劍英、王震一起為之送行。一年後喬又要到聯大開會，此時陳毅已經逝世，喬感此而作《懷

人》一詩。這首詩的第二句在范著中為「蕭瑟門前樹」，而在章著中為「門前柳」，就詩韻

來看，顯然以「柳」為宜。2僅僅30年的時間，史實即已錯亂，「歷史教訓」云云如何談得上

總結？

當然，參照現有論著，對葉劍英的「文革」歲月作一盡量客觀的概括性描述並不是完全不可

能的。本文的意圖即在於此。

一 「呂端」與「劉亭長」

善於寫詩的毛澤東、葉劍英都有以古喻今的習慣。50年代末，毛在北戴河的一次會議上送給

葉一句話：「諸葛一生唯謹慎，呂端大事不糊塗」。「呂端」從此即成為葉的雅號。毛也許

不知道，早在1954年，葉在《青島浴感》中已有「忽憶劉亭長，蒼涼唱大風」一句。「劉亭

長」即劉邦，當了皇帝後濫殺功臣，終至發出「安得猛士兮守四方」的悲涼之音。葉後來說

「劉亭長」就是指「毛主席」。毛想象不到的是，1976年10月後，葉又被刻劃為除呂安漢的

「周勃」，這也理所當然地增加了毛與劉邦的相像。當代政治對歷史的「活學活用」，是一

個遠未得到透徹理解的論題。

葉不是井岡山下來的將領，1931年4月進入江西蘇區後才與毛共事。在毛澤東與張國燾的較量

中，葉獲得毛的充分信任，出任彭德懷任司令、毛澤東任政委的陝甘支隊的參謀長，一度成

為紅軍的核心領導人之一。1947年撤離延安後，中央機關一分為三，毛澤東等人留在陝北，

劉少奇等人去西柏坡，葉劍英、楊尚昆等組成「後方委員會」，在晉西北地區統籌中央後方

工作。據說，「行前，毛澤東與他們約定，一旦他這一部分發生意外，由劉少奇部承擔領導

中國革命的重任；如萬一劉少奇等也發生意外，由葉劍英領導的後方工作委員會擔任領導全

黨的責任。」3當然，毛葉之間，並不總是如此的信任和親密，疏離與警覺更多。延安整風

時，葉因其有留蘇、與王明、周恩來合作的經歷，被認為既與「教條主義」又與「經驗主



義」沾邊，兩次被剝奪參加政治局擴大會議的權利。4葉的前妻危拱之，也被逼成瘋。51952

年6月，主政廣東的葉劍英因土改中的「右傾」及「地方主義」錯誤受到批評，在陶鑄起草的

一份報告中，「反地方主義」已近於「敵我鬥爭」。1953年10月，葉進京任軍委副主席、武

裝力量監察部部長，兼訓練總監部部長，不屬於受到重用的人物。廣東的老部下古大存赴

京，「有一次到葉家，正值葉劍英一個人在吹簫。……有時他們還一起去十三陵，進野炊，

郊遊。可見已不再工作繁忙了。」6不忙不代表沒事，1958年軍隊批判「教條主義」，葉被點

名批評，作為「教條主義的司令部」的訓練總監部也被撤銷。71959年後，由於葉只是分管科

研和教育訓練工作的軍委常委，其報告有時還要先送給主管軍隊日常工作的總參謀長兼軍委

秘書長的羅瑞卿大將。總之，直到1965年，資歷很老、地位很高的葉劍英不是政治生活的中

心人物。

「文革」一聲驚雷，葉劍英從此活躍：

1966年1月，葉被任命為軍委副主席，不久取代羅瑞卿兼任軍委秘書長，並成為軍委常務副主

席；在同年8月召開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上，葉進入書記處和政治局，一度與徐向前（軍委「文

革小組」組長）一起具體領導軍隊「文革」。

1971年「九一三事件」後，葉取代林彪主持軍委工作，並參與黨和國家的其他重要事

務，1973年成為黨的副主席。

1976年的10月，葉參與領導了抓捕「四人幫」的鬥爭，直到次年鄧小平復職之前，他是中央

唯一的副主席，聲望達於頂峰。

正像毛澤東時代主持軍委工作的主要領導人都要被打倒一樣，葉在「文革」中也風險兩度。

一次是1967年後因「二月逆流」挨批，1969年被「疏散」到湖南，屢遭地方官員冷落。在廣

州，他想到留園五號看電影，一個小小的門衛就可以把他擋在外面。第二次是1976年2月，中

央決定在「在葉劍英同志生病期間，由陳錫聯同志負責主持中央軍委的工作」。同年4月「天

安門事件」後，毛不讓他參加政治局會議。如果毛不是在當年9月逝世，葉的命運很難預測。

毛澤東素有知人之明。作為「文革」中軍委兩次改組的受益者，葉劍英的政治命運直接取決

於毛的態度。1965年下半年，旨在清除羅瑞卿的計劃開始實施，其機密程度，包括主持中央

工作的劉少奇和軍委第二副主席賀龍都蒙在鼓裏。據張耀祠回憶，當毛澤東在杭州決定清羅

時，除周恩來、林彪外，還有葉劍英、楊成武等人知道。8 1966年3月批羅會議期間，葉是主

持會議的七人小組成員之一。據范碩說，葉在會上採取了「明批暗保」的策略；但羅瑞卿本

人的印象是：「所有到會的人，不僅見面不打招呼，不講一句話，都是以十分敵對的眼光望

著我，太難受了。」羅的女兒羅點點則寫道：三月會議停開之後，「參加會議的人餘興未

盡，餘怒未消，……也有人不說難聽話，他們詩意大發……歷史已經雄辯地證明，參加三月

會議的許多人不愧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他們的行動對中國革命以後的進程，

尤其是粉碎『四人幫『的行動，都起到無可替代的偉大作用。但是當年三月會議後，被我體

察到的這種愉悅，不是從迫害別人中得到，又是從何而來？不是縱欲後的滿足，又是甚

麼？」9可能「詩意大發」且在粉碎「四人幫」的鬥爭中發揮了「無可替代的偉大作用」的，

似乎是指葉劍英。

當毛澤東準備與林彪決裂時，差不多處於流放狀態的葉劍英又一次進入權力中樞。1970年廬

山會議期間的8月30日深夜，毛澤東召見周恩來和葉劍英，「明確表達了他要批判陳伯達的意



思，希望他倆能支持他。……葉劍英立即表態，堅決服從命令聽指揮。」10會後，葉被任命

為陳伯達專案組組長周恩來的特別顧問，並實際參加政治局工作。在1971年4月批陳整風會

上，葉指出：「陳伯達不是一般的情報特務，而是配合蘇修顛覆侵略中國服務的，『文化大

革命』中，陳伯達在華北地區亂跑亂說，是為蘇修進攻中國創造條件的。」11現在看來，說

陳伯達配合蘇聯進攻中國，似無根據。1981年「特別法庭」審判陳伯達時，也沒有列入這一

罪狀。「九一三」期間，葉配合周恩來擬定了「緊急戰備指示」。事後，葉也賦詩一首：

「鐵鳥南飛叛未成，廬山終古顯威靈。倉皇北竄埋沙磧，地下應慚漢李陵。」

葉劍英的崛起有其必然性。「文革」是毛一生做過的兩件大事之一，選人用人特別慎重。時

至1966年，彭德懷已倒，賀龍將倒，羅榮桓逝世，朱德年高，劉伯承養病，陳毅轉業，要在

林彪之下再設一位軍委常務副主席，只有葉劍英與徐向前、聶榮臻三位元帥。從歷史淵源

看，同為一方面軍出身的葉、聶的可能性要大於原四方面軍總指揮揮徐向前，儘管由於四方

面軍系統的高級將領甚多，徐的象徵性地位必須充分考慮。葉、聶之間，聶的地位長期高於

葉，在1959年的軍委領導人中，聶是排在林彪、賀龍之後第三副主席，葉只是常委。但葉有

三個有利因素，一是在長徵中的向毛澤東報信。二是葉長期沒有直接指揮軍隊，沒有「山

頭」的嫌疑。這一點很重要，1967年武漢「七二O」事件後，徐向前被認為是陳再道「黑後

台」；1968年「楊余傅」事件後，聶榮臻被認為是楊、傅的「黑後台」，只有對葉劍英，毛

澤東基本上可以省卻敲山震虎的麻煩。三是葉不是「文革」前軍委的主要領導，與劉少奇等

人較少工作合作。毛對聶評價不差，1967年夏說他是「厚道人」，但厚道人並不一定是史無

前例的運動所需要的。1967年2月10日，毛在中央常委擴大會議上宣布：中央常委擴大會以後

要擴大，他提議增加的人員中有葉劍英和徐向前，卻明確把陳云、朱德、聶榮臻排除在

外。12此後聶一直排在徐向前的後面。現在還不清楚毛何以對聶不滿，但聶既長期擔任軍委

副主席，而發動「文革」又需要一次大換班，那麼以葉代聶，也是順理成章的事。政治生活

中也有其「後發優勢」。五年後林彪垮台，幸存的各位元帥的狀況與1966年一樣，葉再度主

持軍委既順乎時勢也合乎人情。1975年，葉被正式任命為軍委副主席，聶榮臻為常委。

劉少奇有黨的基礎，林彪有軍隊的實力，所以威嚴無比的毛澤東也必須擁有自己的支持者。

誰是我的敵人，誰是我的朋友，歷史經驗相當重要。1971年8月，毛為解決林彪而南巡「吹

風」時談到：「張國燾搞分裂，發個電報給陳昌浩、徐向前，裏面說，要堅決南下，否則就

要徹底解決。當時葉劍英同志當參謀長，他把這個電報先給了我，沒有給陳昌浩、徐向前，

我們才走了的，不然就當俘虜了。葉劍英在這個關鍵時刻是有功勞的，所以你們應當尊重

他。」13毛葉關係的真正起點就在此一「電報」，但其真相還不能說是很清楚的。1982年，

徐向前接受中央黨史研究室廖蓋隆等人的訪問時強調：「接到張國燾要我們南下的電報後，

我們最大的錯誤就是同意南下。至於是否發過要用『武力解決中央』的電報，我負責地對你

們說，我是沒有看到過的。毛主席在延安時講過張國燾的危害。至於怎樣危害，我們也不好

問」。徐還說：「我們那時候軍隊有保密制度，像這樣機密的電報，是指定人譯的，譯的人

就直接拿給這位首長看；叫誰譯就誰譯。這樣的電報不是一般人可以看到的，不是甚麼人都

可以看的，這是軍隊的保密制度。張國燾發的這類電報都是指定人的，但誰譯的我不知道。

有沒有這樣的電報？誰看過？我也不知道。」當年主管四方面軍電報的宋侃夫也向中央黨史

研究室說，沒有發過要「武力解決」的電報。廖蓋隆介紹說：「宋侃夫同志建議我們寫信給

葉帥，請他回憶這段歷史。……我們已經給葉帥寫了信。」14葉對此信的反應，我們不得而

知。徐既是1935年事件的「當事人」之一，「文革」中又與葉持同樣立場，他的質疑是不能

不認真回應的。范碩在1995年出版的《葉劍英傳》中，引用多位領導人的講話以肯定有這樣



一份電報，其中之一是徐向前1977年送給葉的賀詩「呂端當愧公一籌，導師評論早已定」。

但表彰葉的「大事不糊塗」並不意味著認可有「電報」一事。在後來紀念葉的文章中，徐就

完全不提出長征往事。15《葉劍英傳》沒有正面回答徐向前的問題，七年之後的《葉劍英在

非常時期》一書也沒有在此問題上有一個新的說法。

「大事不糊塗」並不代表事事都滿意。終「文革」十年，「劉亭長」對「呂端」的態度是基

本信用也略有防範。導致1968年葉劍英「靠邊」的直接原因是「二月逆流」。1967年1月22

日，毛接見參加軍委擴大會的代表，聽取了軍方將領對「文革」的意見，對他們受到的委屈

以及因此而來的不滿感到震驚。在「意識到軍隊中潛在的危險」後，「毛澤東在會議的插話

和講話中，自始至終都同情軍隊的領導幹部，一再聲明不能沖擊軍事機關，並對一些造反過

火行為提出了批評。」16這一安撫，顯然鼓舞了葉劍英等人，他們「大鬧懷仁堂」，向「中

央文革」發起抗爭。2月11日晚，葉向毛匯報白天的爭論，毛表態說：「此事我已經知道了，

你的對。」似乎並不在意。2月16日，「三老四帥」又一次重拳出擊。接著譚震林說蒯大富是

反革命的話頭，陳毅說17：

這些家伙上台，就是他們搞修正主義。在延安，劉少奇、鄧小平、彭真，還有薄一波、劉瀾

濤、安子文這些人，還不是擁護毛澤東思想最起勁！他們（指「造反派」）沒有反對過毛主

席，他們根本沒有見過毛主席！所謂反毛主席，挨整的是我們這些人。總理不是挨整嗎？

歷史不是證明了到底誰是反對毛主席嗎？（指林彪）以後還要看，還會證明。斯大林不是把

班交給了赫魯曉夫，搞修正主義嗎？

把「文革」與延安整風聯繫起來並說到斯大林晚年，這是對「殘酷打擊無情鬥爭」的做法，

也是對毛澤東最嚴重的批評。在場的周恩來可以緩衝地說：「延安整風還要肯定」，但毛澤

東可以容許老同志11日對「文革」的不滿和對「中央文革」的批評，但決不能容忍對他本人

的批評。在2月18日深夜緊急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大發雷霆：中央文革小組執行十一

中全會精神。錯誤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都是正確的。誰反對中央文革，我就

堅決反對誰！你們要否定文化大革命，辦不到！……你們說江青、陳伯達不行，那就讓你陳

毅來當中央文革組長吧，把陳伯達、江青逮捕、槍斃！讓康生去充軍！我也下台，你們把王

明請回來當主席麼！你陳毅要翻延安整風的案，全黨不答應！18相對而言，葉在「逆流」中

的表現較能為毛所容忍，江青當時就發現：「陳毅、譚震林、徐向前是錯誤路線的代表，葉

劍英、李先念、余秋里是附和錯誤路線。」19

從2月25日到3月18日的五次「政治局生活會」上，受到重點批判的也是譚、陳、徐三位。在

毛批准的張春橋起草的批判「二月逆流」的報告中，葉沒有被點名。葉還於1969年的「九

大」上進入政治局，而陳毅則被趕出。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嚴厲批判「二月逆流」期間，毛也留有餘地，他要江青去看望陳

毅；20 4月30日晚又把這些老同志請到家中開「團結會」，並允許他們於「五一」上天安門

城樓。在次年召開的以批判「二月逆流」為中心議題之一的八屆十二中全會上，毛也說得比

較溫和：「他們有意見嘛，不同嘛，他要說嘛，就是要談一談嘛，幾個人在一起，又都是政

治局委員，又是副總理，有些是軍委副主席，我看也是黨內生活許可的了。」21當然，這既

不是真心話，也不是給濃烈的批判氣氛降溫，而是毛保持自己一貫正確的策略。三年之後的

1971年11月4日，毛在接見參加成都地區座談會的代表時，鑒於葉已回到軍委領導崗位的現



狀，再一次重覆：「老帥們就有氣嘛，發點牢騷。他們是在黨的會議上，公開的，大鬧懷仁

堂嘛！缺點是有的。你們吵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來講就好了。」22用語雷同意在表明：我

從來就是保護老同志的，68年我就是這麼說的嘛！

「文革」中軍委三次改組，葉是得大於失：兩次重用奠定了他作為軍方領袖的地位，而兩次

「靠邊」都沒有使他失去軍委副主席的職務，使葉可以在改變歷史的1976年發揮作用。正因

此，「呂端」對「劉亭長」表現出來的態度首先是敬。1974年，當張愛萍提出「文化大革

命」到底革了誰的命時，葉卻說：這也許不是毛主席的本意。23「直到晚年，他在談到毛澤

東的錯誤時，仍然念念不忘他的功德。……當人們提起毛澤東的名字，講述毛澤東的往事，

他每每老淚縱橫，激動不已。」24其次是畏。1976年，當王震提出「把他們弄起來」時，葉

做了一個手勢：先伸出左手，握緊拳頭，豎起大姆指，向上晃兩晃，然後把大姆指倒過來，

往下按了按。25意思是說一切要等毛逝世以後再說。嚴厲的黨文化氛圍使任何高級幹部都不

得不如履薄冰，如臨深淵，王震也只有在毛澤東病重時才敢出此大言。終毛時代，葉雖有自

己的看法，但從來不敢與毛有絲毫的對立，而且不斷以「唯心的話」和「唯心的事」來表達

自己的忠誠。第三是怨，從50年代的「劉亭長」的隱喻開始，葉對毛就有很深的怨氣。1967

年夏，福州軍區司令韓先楚對葉說：說我是「三反分子」，拿出真憑實據啊？葉嘆了口氣

說：如果需要真憑實據，還用搞「文化大革命」嗎？26「文革」結束後，葉對毛也有相當批

評。其中最有意義、也最被忽視的，是葉在1978年中央工作會議閉幕式上，一口氣講了三個

「只有充分發揚民主」。儘管葉的「民主」主要還限於領導要聽取意見、接受批評等作風、

方法的範圍，但把社會主義與民主聯繫起來，在當時畢竟是「思想解放」之論，其中當然包

含了葉對毛澤東專橫作風的反思。「葉劍英在講話中還對這次中央工作會議上充分發揚的黨

內民主和在會外體現的社會上的民主並列說了幾句話，這幾句話後來在發下的定稿中刪去

了，但這幾句話給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知道為甚麼1982年中央文獻研究室編的

《三中全會以來》──不論是《選編》還是《匯編》都沒有收入葉劍英這篇講話。」27與許

多老幹部一樣，敬畏與疏離是葉對毛的基本態度。

沒有毛的信任，葉不可能成為軍隊的主要領導，沒有後來成就大事的資本和力量。但如果完

全聽信毛的一切，葉就不可能參與結束毛親自發動的「文革」的思想，沒有成就大事的動力

和理想。「呂端」與「劉亭長」有分有合，毛之所以兩度讓葉靠邊，就是看到了他們之間的

分歧。而在這一分歧的背後，是軍方將領在「文革」中的複雜關係和自我維護。

二 從抗爭到挑戰

黨領導一切，但「文革」的目的卻是要清洗黨、改造黨。如林彪所說，「文革」是「對全黨

的批判運動，批判幹部的運動」，「也是批判我們這個當權的黨」。黨既不可信任，則「我

們發動文化大革命靠兩個條件：一是靠毛澤東思想和毛主席的崇高威望；再就是靠解放軍的

力量。」28作為軍隊地位的象徵，是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出人意料地穿上了軍裝接見紅衛

兵。劉少奇與軍隊的淵源甚淺，包括葉劍英在內的軍委領導人，在打倒彭、羅、陸、揚，發

動「文革」等問題上基本上是緊跟毛的。但當軍隊受到沖擊、軍方將領也受到清洗時，葉等

人不但對軍隊內部如何進行「文革」持謹慎態度，進而對「文革」本身也有疑慮。「文革」

十年，葉劍英等人殫精竭慮而目標始終明確：在前期，是維持軍隊穩定；在後期，是控制軍

隊權力。大體上可以說，葉在前期是失敗的，在後期是成功的。



在「天下大亂」的背景下，一切行動聽指揮的軍隊是最大的政治力量，誰掌握了它，誰就是

政治鬥爭的勝利者。毛澤東需要一支忠於自己而又隨時可以調用的力量，他在打倒劉少奇、

收拾林彪時，都動用了軍隊。而「林彪身為軍委副主席、國防部長、僅次於毛澤東的軍事領

導人，他並不希望軍隊大亂，亂到足以否定自己『權威』的地步，只希望以『亂』為籌碼，

以遏制反對力量，使各級領導都聽從他的指揮。」29葉劍英等人的觀點是：「社會上大亂一

下不要緊，就靠軍隊不能亂」。30三種政治力量都不想軍隊「大亂」，差別只是在於：毛以

「文革」的順利進行為唯一目標，林彪、葉劍英則更多地考慮到軍隊的穩定，而當林彪步步

緊跟毛澤東時，葉劍英等人則有所保留，並因此與毛信用的「中央文革」發生衝突。

《五‧一六通知》和八屆十一中全會是「文革」全面啟動的標誌，葉等人以軍隊的特殊性為

由，不斷發出「通知」、「指示」、「規定」，總的精神是「按兵不動」。但天下既已大

亂，軍隊亦難保中立，不但軍隊系統的院校和文藝團體開始造反，各地駐軍也無可避免地逐

步介入地方運動，或代地方黨政系統保管檔案，或為被揪鬥的黨政領導提供保護，有的甚至

支持一派反對另一派，以至於康生等人認為「軍隊已經成了走資派的防空洞」。上有毛澤東

和「中央文革」支持的造反派不能容忍軍隊的「保守」行為，沖擊軍事機關的行為層出不

窮。葉等人採取各種方式制止針對軍隊的各種造反行為。他與「中央文革」的直接對抗主要

有三次。一是在1966年11月的兩次「十萬人大會」上，公開批評「文革」，以至被逼「檢

討」。二是積極推動制定旨在穩定軍隊的《軍委八條命令》，其中規定了許多「不允許」、

「不准」、「不得」，禁止造反派對軍隊的沖擊。一時間軍威大顯，造反派的激進行為受到

遏制。以「青海事件」為例，在佔據報社的造反派向包圍他們的軍隊開槍後，青海軍區副司

令趙永夫下令開槍。葉劍英認為「你們打得對，打得好」。（趙永夫不久被捕，很晚才獲

釋。最後的結論是：他受了委屈，但有嚴重錯誤。因為當時確實打死了不少紅衛兵。）31三

是直接批評「中央文革」，其頂點是被稱為「二月逆流」的抗爭。這些抗爭的意義在於提示

並強化了軍隊與「中央文革」的尖銳對立，為後來抓捕江青等人作了捕墊。但在洶湧膨湃的

運動初期，僅僅不介入，或在介入之後僅僅從維護軍隊自身穩定著眼打壓造反派等等，都是

不能奏效的。

毛澤東要軍隊支持「文革」、保衛「文革」，他不能容忍軍隊游離於運動之外。「文革」要

清理的主要目標不在軍隊，但黨政軍三大系統從嚴就不完全獨立，牽一髮而動全身。而且軍

隊內部也山頭林立，諸種矛盾日久月深，也有「奪權」與「反奪權」的內在需要。在此多種

因素的結構中，穩定軍隊的努力不可能按照葉劍英等人設想的方式進行。1966年10月2日，林

彪發出《關於軍隊院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緊急指示》，否定軍隊的特殊化，軍隊運動實

際展開。在作為權力與秩序的中心的黨已經停止行使其職能，而洶湧膨湃的群眾運動已分裂

為對立的派別，社會混亂日益加劇的情況下，軍隊的介入成為維持秩序的條件，1967年1月21

日，毛要求軍隊「支左」。但「左」「右」並無客觀標準，幾乎所有的大軍區都基於自己的

利益而支持「保守組織」，召致激進造反派的反彈。於是有《軍委八條》對造反派的限制，

軍隊理所當然地據此對造反派進行「鎮壓」。當毛澤東意識到「复辟」的危險後，1967年4月

6日的《中央軍委命令》又反過來要求軍隊「正確對待群眾」，給「全面內戰」提供了合法借

口，釀成7、8、9三個月的失控狀態。軍隊不介入不行，介入了也不行，這就需要對限制「中

央文革」和軍隊的極端傾向。武漢軍區司令陳再道等人被撤職，而與「揪軍隊一小撮」口號

有關的王力等人不久也被關押。從1967年的「五‧一三」事件開始，林彪系統的吳法憲、李

作鵬、邱會作等人掌握的「三軍無產階級革命派」消滅了受到「中央文革」支持的對立派

後，逐漸穩定了北京軍內的局勢，進而對全國局勢發揮了影響。32吳等既為功臣，則由他們



組成「軍委辦事組」不久也就取代了葉主持的「軍委常委會」。

在維持軍隊穩定方面，葉劍英等人與林彪有一定配合。1966年，與江青一個戰壕的陳伯達在

一次會議上說：「軍隊已經跌到修正主義的邊緣」。林彪知道後頗為不滿：「怎麼，軍隊也

跌到修正主義的邊緣？我這個國防部長怎麼不知道呀？」33害得江青忙去帥府道歉。據范碩

《葉劍英在非常時期》一書介紹，1966年11月，葉劍英等人在軍隊系統各院校和文體單位來

京人員大會上發表批評「文革」的講話。會上有人遞條子問：這個大會「林副主席批准沒

有？」「你們四位副主席的講話是不是林副主席批准的？」葉告訴大家，四位副主席的講話

是經過林彪看過軍委集體討論過的。范著在此加了一個括號34：

筆者注：此講話是否有林彪「同意」一說不確定。據後來總政一位負責人1968年11月26日寫

的一份「檢討」材料上說：「當別人當場提出質問時，他宣布他講的話是得到林總軍委同意

的，接見也是軍委批准的。這是公開欺騙群眾嫁禍於軍委林總的。」

事情的真相迄今仍不得而知。如確如這位「總政負責人」所說，那麼葉之所以「嫁禍」於林

彪，肯定是有借林的權威對抗「中央文革」的考慮。林彪看了會議記錄後，除了對葉在會上

的講話哈哈大笑之外，沒有對「嫁禍」有任何報復性反應。這也許就是葉群說的「首長（指

林彪──引按）對毛主席是緊跟的，對『中央文革』是支持的，但他和那些老帥也有感

情。」35由徐向前、葉劍英等人推動的《軍委八條》，其實是由林彪主持制定的。

事實上，由於「中央文革」竭力推動的「文革」擾亂了軍隊原有的權力秩序，軍方將領在

林、江對峙之中多是支持林彪的。以韓先楚為例，他曾在給林彪的電話中，針對江青等人說

過「朝裏有壞人」，就這麼搞下去，我就上山打游擊，跟他們干到底。36林沒有把韓的話作

為禮物送給江青。「九大」以後，林、江矛盾激化。1970年林彪在廬山會議上講話，「曾讓

韓先楚興奮不已。林彪畢竟還是個敢說話的、務實的人，仿佛陽光驅散了雲霧，他又看到了

當年的那個『林總』」。而「林彪講話後分組討論時的場面、氣氛，給他的印象太深刻了。

……人心不可欺，黨心不可欺，張春橋這伙人是太不得人心了。」37會議期間，韓先楚、許

世友等人都簽發了支持林彪的「表態信」，他們都想利用提高林彪聲望的戰法來打擊江青集

團，1970年底韓在福州布置下一年工作時，就提出要大造成輿論，好好宣傳一下「林總」。

韓是林的老部下，但許世友與林卻從無淵源關係。

毛澤東對林彪是有警覺的，無論是「文革」初期給江青的信，還是「九大」前夕拒絕由陳伯

達起草的含有結束「文革」以發展生產力等內容的「政治報告」初稿，都表明毛澤東並不滿

意林的行徑。1967年10月，林彪著手成立旨在取代軍委的「軍委辦事組」，次年3月，毛澤東

說：今後軍委辦事組由林副主席直接捏到手裏。軍委就是辦事組，軍委常委會可以不開

了。38但即使在其鼎盛時期，林也沒有掌握軍隊的全部領導權。「九大」政治局委員中穿軍

裝的比例很大，除林彪集團外，既有朱德、劉伯承、葉劍英等元帥，也有陳錫聯、許世友、

謝富治、李德生以及不在軍隊任職的李先念等原四方面軍將領。這就是1971年毛澤東可以輕

易收拾林彪集團的原因之一。

林彪之後，形勢相對平靜，但上層鬥爭的陣線和目標都更為明晰。隨著毛澤東年事日高，葉

劍英與江青等人都明白他們即將面臨最後的一搏，而未來的一切取決於對軍隊的掌握。葉在

1976年曾說：「我們個人的事小，最要緊的是軍隊！軍權無論如何不能落在他們手

中！」39如果說葉劍英在「文革」前期還可以借助一下林彪的話，那麼此時則要直接面對江



青集團的挑釁。江青當然善於拉大皮作虎皮，不過正如韓先楚當時就感覺到的，這虎皮也並

不都是江青生拉硬扯自己披到身上的。40在她的背後，是「文革」的最大動源毛澤東。毛既

然對上了黨章的接班人都沒有完全放心，對葉就更不會完全放手了。1972年11月至12月，毛

指示政治局開會批評周恩來、葉劍英在與基辛格會談中的「右傾錯誤」。1973年大軍區司令

員對調時，毛發覺軍隊對他的路線緊跟不夠。同年12月，毛主持政治局會議，批評「政治局

不議政」、「軍委不議軍」。1974年江青十分活躍，她儼然凌駕於軍委之上，以送批林批孔

材料為由插手軍隊，宣稱軍隊是「軍閥管制」，要「放火燒荒」、「奪權」，並以「批走後

門」的方式批評點名葉把女兒送到福建參軍。還直接寫信給葉等軍委領導人，對軍隊各大單

位橫加指責。中央也於74年11月兩次以「中央文件」的形式批轉江青的材料，以示支

持。1976年「批鄧」後，葉在1975年軍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受到批判。

毛澤東是黨內鬥爭的唯一裁決者。由於葉劍英等人的行為和意圖並不符合毛的政治安排，所

以葉劍英對江青的對抗就特別需要得到毛的信任和支持。1974年10月，將決定今後數年國家

領導人的四屆人大召開在即，周恩來準備抱病去長沙，爭取有利的人事安排。此時「醫務人

員發現他的大便有隱血，需要立即進行治療。葉劍英經過慎重考慮，感到目前中央正面臨著

籌備召開四屆人大的關鍵時刻，為了黨和國家的最高利益，防止『四人幫』乘機作亂，現在

以不提此事為好，堅持總理依期限南行。」41周是葉的支持者，但葉仍然冒險堅持周抱病南

行，終於贏得了基本令他們滿意的結果，1975年，江青集團明顯居於下風。葉的另一個策略

搶占先機，提前進入「戰斗狀態」。鑒於「文革」前期的失敗，葉劍英認識到與江青等人的

鬥爭具有「你死我活」的性質，必須盡快地使「路線鬥爭」明確化。1974年年底周恩來傳達

了毛澤東批評江青等人的消息後，葉「利用一次各大軍區主要負責人來京開會機會，一個一

個交談，並給他們看記錄。要他們表態聽軍委招呼。」421975年6月召開的軍委擴大會議上，

他雖然沒有點名，卻又非常明確地批評江青「到處送書、送材料、寫信」，還一個軍區一個

軍區，一個軍種一個軍種地分別找司令員、政委談話，要大家警惕「上海幫」，穩定部隊。

軍政大學黨委改組時，他一一了解黨委成員的政治、思想、工作情況，嚴格把關，絕不讓與

江青集團有絲毫聯繫的人進去。李德生回顧當時的鬥爭，說葉「特別重視從組織上解決問

題，反覆強調軍隊的各級領導權一定要掌握在可靠的人手裏，……」43王平上將1975年出任

武漢軍區政委，行前葉劍英親自向進行路線交底：「武漢軍區很複雜，『四人幫』及其伸向

某省的黑手，通過各種渠道插手某省軍區，大搞反黨亂軍活動。某獨立師參謀長，在四屆人

大前寫大字報，要周總理下台，要張春橋當總理；某軍陷得很深，唯『四人幫』是從，防化

連是江青的試點單位。」44王平依計而行，確保葉對軍隊的領導。

一貫謹慎的葉劍英之所以能夠拂逆毛澤東的意願，一個重要原因在於此時的毛澤東雖雄心不

已卻也力有難及。不但江青等人無法取得軍隊的領導權，毛也沒有實現他限制葉劍英的願

望。當1976年2月葉再次「靠邊」時，毛實際上已無法控制局面。「葉劍英既不像完全被打倒

的鄧小平，又不像長期無職無權、處於『休息狀態』的陳云等老革命家，也不像早已被排除

在中央政治局之外的徐向前、聶榮臻兩位老帥，他是處於『半打倒』狀態的黨和國家、軍隊

的領導人。實際上，他仍然控制著軍權。」甚至代理其職務的陳錫聯也與葉保持聯繫，「在

處理重大問題時，陳還暗中與他通氣，取得他的支持。」45也許是意識到這一點，毛在臨終

前的1976年9月8日又把葉叫到面前：「只見毛澤東睜開雙眼，嘴唇微微張合，呼吸急促，想

要說甚麼，只是說不出來。……他在床邊佇立良久，覺得毛澤東的右手在用力握自己的

手。」46葉後來說：「我剖析毛主席去世時自己的心情，我確實把華國鋒同志當做『後主』

47



看待，儘管我自己精力不濟，水平不高，還是想盡力去扶助他。」 毛是否真的向葉「托

孤」、「後主」究竟是誰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毛已經看出，在他身後，葉將是最有力的人

物。

在葉劍英與江青等人的衝突過程中，毛澤東有足夠的權威和技術來調控和協調。但在毛之

後，對立統一只能展現為一分為二，最終導向你死我活的鬥爭。在「文革」中崛起的葉劍英

也是結束「文革」的領導人；「四人幫」既是「文革」的推動者也是「文革」的得益者，同

樣經歷了「文革」風雨洗滌的葉劍英及軍隊終於把「文革」的「弄潮兒」送上審判台。長城

就是長城。「文革」是徹底失敗了，中外歷史都證明，革命越是徹底就越是不可能成功。而

其直接原因之一，是毛澤東未能在「文革」的依靠力量（軍隊）和「文革」的推動者（中央

文革）之間建立內在的關聯。

三 平衡中的不平衡

「文革」初期天下大亂，陣線一度不清。原則上，只有一條「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包括劉

少奇在內，沒有人在口頭上敢於反對「文革」，絕大多數人也在行動上支持「文革」。但在

「緊跟毛主席」的大旗之下，又確實有各種動機、主張、利益在起作用，黨史、革命史上的

諸多矛盾也終於有了一個總爆發。這使得任何簡單的劃界都難以說明歷史。比如，康生、陳

伯達歷來被認為是「中央文革」一伙，但葉等「大鬧懷仁堂」後，江青卻向毛澤東的報告：

「總理、康生、陳伯達是在路線鬥爭中動搖，只有謝富治一個人站在正確路線一邊。」48可

見「一伙」之中也並不完全一致。同樣，積極批判將軍的，也不只是「四人幫」。1966年3月

總參謀部批判張愛萍時，有人「昨天，還畢恭畢敬地向他請示匯報，今天就聲色俱厲地對他

批短罵長。誠然，大多數人是大勢所趨、形勢所迫，但是，世態和人心總是那麼奇

妙！」49長期的鬥爭哲學早已培養了大批運動員，人性的卑劣和惡毒可以在運動中充分釋

放。1974年，中央九號文件下發後，韓先楚的蘭州軍區司令沒有被撤銷，但福州軍區卻揪出

了一批「韓先楚的黑幹將」。「四人幫」粉碎了，這些當年批判「四人幫」的人不但沒有成

為功臣，反而多了一頂「反對周總理」的帽子；而當年給江青寫過效忠信的人，卻因為「上

頭」有人，「自然就是『正確路線』上的人了，有的還成了運動骨幹，整起人那才狠

呢。」50「路線鬥爭」不過是把意識形態的標簽嫁接到權力之爭、人際之分之中，使本來就

存在或潛在的種種矛盾、衝突具有一種政治的必然性。

當然，「文革」最耀眼的事實，畢竟是江青集團從秘書文人一變而為中央領導，她（他）們

是這場革命的耕耘者和收獲者。當劉少奇等重要領導人被打倒在地時，江青等人卻扶搖直

上。「在1966年以後，一些中央領導人，爭先恐後地對江青進行過分的贊揚，除了林彪、陳

伯達、康生等人以外，在林彪、『四人幫』以外的重要領導人也參加了過分贊揚江青的行

列。」51上有毛澤東的親睞，旁有老資格領導人的捧場，到1973年的「十大」時，江青集團

羽翼已豐。這就是葉劍英說的：「四人幫」在政治局中是少數。但是，我們要看到，「四人

幫」裏頭，一個是黨的副主席，一個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一個是假借主席名義作威作福、野

心勃勃的陰謀家，一個是掌握全部宣傳工具的吹鼓手。他們人數雖少，能量頗大。52

然而，江青集團的權力有它的虛幻性，她（他）們的權力局限於黨的系統。周恩來始終掌握

國務院的領導權，後來又得到精明強幹的鄧小平的有力支持。儘管張春橋做了第二副總理，

部長當中也有幾個與江青等人關係密切，但在政府系統始終處於邊緣。王洪文、張春橋在



1975年1月成為軍委常委，張春橋還是總政治部主任、南京軍區和上海警備區的政委，但除了

弄套軍裝穿穿外，對軍隊的影響力極小。江青不得不承認：「我們只有筆杆子，沒有槍杆

子！」王洪文則說：「我最擔心的是軍隊不在我們手裏，軍隊裏沒有我們的人。」53 1975年

的軍委擴大會議期間，王、張知道自己在軍委擴大會議上沒甚麼市場，又不便發作。只好一

言不發。

何以如此？一個重要原因在於相對於黨的系統，軍隊與政府系統有一定的技術性格，軍隊負

有國防使命，國務院要組織國家的社會經濟生活，僅僅寫幾篇文章、發一些議論是無法承擔

軍政責任的。「九大」結束後，江青曾對人說：「周恩來，行政領導，組織才能有一些，但

他掌握大方向，大原則不行。」54江青不知道，沒有最高權力的支持，「大方向」、「大原

則」云云只能是大而無當的空話，而具體的行政組織才是權力運作的基礎。同時，共產黨的

天下是軍隊打出來的，淵源、資歷、戰功是取得發言權的基本條件，部隊中說到有關人的甚

麼事，第一句話必定是問：「你(或他)是哪年兵？」林彪在當了軍委第一副主席、國防部長

以後還對此極為敏感，有一次曾問羅瑞卿：「我們的威信不夠吧？因為我們不是南昌起義領

導人。」55林彪尚且有此顧慮，何況毫無軍功的江青等人？1968年5月，林彪就和吳法憲等人

議論：張春橋、姚文元都是無名小卒，名字卻排在黃永勝等人的前面。56功高位顯、「大老

粗」出身的將帥，不會把那些長期被認為是改造和批判對象的知識分子當回事，「眼鏡」如

何能讓將軍服氣？1974年9月，韓先楚就向林彪寫表態信並懷疑張春橋一事檢討，但在他的心

中，身為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張春橋甚至不如國民黨的戰俘廖耀湘：「無論我軍吃了新六軍多

少苦頭，又怎能樣恨死了這個冤家對頭，他都不能不對這支精銳之師和它的指揮官，懷有幾

分敬意。更何況這位新六軍的老軍長還是抗戰名將，曾在八年抗戰中出生入死，為中華民族

立過戰功。可這『鱔魚眼』算個甚麼東西？不就是歷史上那種屢見不鮮的狐假虎威、弄權作

奸的丑類嗎？卻成了『春橋同志』，還得向『春橋同志賠禮道歉』！」57在南京軍區，政委

張春橋的黨內地位高於司令員許世友，但在張在軍區並無實權。這一點，許世友的兒子在一

封信中交代得明白：「爸爸說，別看王洪文是軍委副主席，張春橋是總政治部主任，軍隊沒

人聽他們的，槍杆子全抓在我們手裏。他們只能調動幾個民兵師。爸爸說，他只用一個軍，

就能把上海的民兵全吃掉。他把六十軍擺在無錫，就是盯著上海的。」58

當毛澤東得心應手地依靠軍隊發動「文革」時，軍隊系統實際上被置於黨的對立面，並超越

黨的權威而成為「無產階級專政的柱石」。「全國學習解放軍」，「軍管」代替了黨管，軍

裝成了幹部裝。1969年「九大」重建黨組織時，軍方將領大舉進入黨和政府。注意到軍隊在

國家政治生活中的過重份量，毛澤東在與林彪鬥爭時有意限制一下軍隊。1970年南巡之後，

「解放軍學全國人民」的口號又在中華大地回響了。林彪倒台後，黨的權威明顯提升。「十

大」以後，毛以政治局為核心，徹底實行黨政軍一體化。四屆人大產生的12個副總理中，8個

是政治局委員；1975年產生的11個軍委常委中，前8個是政治局委員，3個是副總理。當時的

黨政軍大權，基本上集中在以毛為核心的十來個領導人手中。但是，黨政軍畢竟各有工作重

點和能力要求，除了周恩來、鄧小平等可以勝任各方面的工作外，其他人還得把自己定位在

某一主要崗位上，實際上還得有分工。1973年年底，「毛澤東決定鄧小平參與管政又管軍，

這樣一來，形成了一個新的政治局面。國務院的工作，由周恩來與鄧小平主持；軍隊的工

作，由葉劍英與鄧小平主持。這樣一個部署，形成了一個『周一鄧一葉』新三角，三足鼎

立，實際上是對以周恩來為首的老一輩革命家的一個有力支持。」59但毛沒有冷落江青集

團。這一安排本身，就是為了平衡老幹部與江青集團。據鄧小平的女兒說60：



毛澤東想讓能夠繼承他的路線的王洪文主持黨的工作。但是，為了制衡和「穩定」，他又不

會讓任何人獨掌一個方面的大權。在黨的最高機構中，他加進了鄧小平等老幹部，去制衡

「文革」勢力；在政府和軍隊中，他又摻進了王洪文和張春橋等，以平衡老幹部的勢力。

平衡的前提和目的是各方勢均力敵，但黨政軍三大系統中，江青集團只在黨的政治局「能量

頗大」，如何能平衡得了掌握著軍隊和政府的老同志？黨指揮槍固是原則，但沒有軍、政的

支持與配合，黨又指揮甚麼？黨的領導是靠槍杆子打出來的，從來與槍無緣的江青集團還不

就是40年代的王明等「教條宗派」？何況即使在政治局中，反對江青集團的也絕不只是葉劍

英等人。由於江青沒有領會毛澤東一再要她與其他領導人搞好團結的深意，不善於搞「統一

戰線」：「當時的政治局委員裏面，有相當一部分人是『文革』的受益者，他們中間雖有然

有的人對『文革』有些看法，但他們不會很快站到否定『文革』的務實派這一邊。如華國

鋒、李德生、陳錫聯、紀登奎、汪東興、吳德、陳永貴，還有政治局候補委員吳桂賢和倪志

福。江青等人搞自己的小圈子，從而使自己陷入了孤立的境地。」江青等人過於天真而僵硬

地堅持毛澤東的政治理念，忽略了權力角逐中的現實策略，她們的喪鐘在其處於巔峰狀態時

就敲響了。毛澤東早有先見之明，1974年就對江青說過：「我死了，看你怎麼辦？」61

在「文革」時期的政治格局中，軍委所在地「西山」極為重要。1966年大亂開始後，葉劍英

和聶榮臻、劉伯承搬到西山，陳毅、徐向前也常來看他們，商量對策。1967年2月，軍委碰頭

會干脆搬到西山，「那一時期，葉劍英和另外幾位元帥在西山接觸是何等隱蔽，何等頻繁，

鬥爭何等激烈啊！」62抓捕「四人幫」前夕，葉劍英也是在西山與聶榮臻、王震、楊成武、

粟裕、劉志堅、李德生、宋時輪、肖華、梁必業、蘇振華、張廷發、蕭勁光、吳富善、傅崇

碧、吳忠、吳烈等軍方將領商議行動計劃。研究「文革」，不但要關注「游泳池」（毛澤

東）、「西花廳」（周恩來）、「釣魚台」（中央文革小組）、「毛家灣」（林彪），也應

當關注「西山」。這裏最重要的問題是，不敢對毛有任何非議的葉劍英等何以沒有與毛澤東

信任的江青等人「團結」在毛澤東的大旗之下，而毛又何以沒有及時清理軍隊系統使之與江

青等人密切配合？在沒有足夠的材料分析這類問題之前，合理的猜測只能是，葉等人在敬畏

毛的同時並沒有真心認同毛的思想和意圖，而毛對自己的平衡術和「文革」的效果又過於自

信。

進入1970年代後，「文革」已是天怨人怒，而經過「文革」洗禮的將軍也更深切地理解權力

對他們的意義。1969年秋，陳再道、李志民、鍾漢華、金仲藩等人被發配到江西農場勞動改

造。將軍本是苦出生，但過慣了「將軍樓」、「紅旗車」的生活後再回到黃土地，身心感受

顯然苦澀。福州軍區司令韓先楚甚為同情，以檢查身體為名，用一架軍用飛機將他們接到福

州，「住到湯井巷。每人一幢小樓，有專車，有保健醫生、護士，看文件，放專場電影。一

句話，與在職的軍區首長待遇一樣。身體是自然要好好檢查一番的。精神和身體都恢復得差

不多了，時間也不短了，光看電影、下棋、聊天也沒有意思呀？於是，專車隨員從福州到蒲

田、泉州、廈門、漳州、龍岩、瑞金、井岡山、吉安、南昌、九江、景德鎮等等，閩贛兩省

轉悠兩個多月，名勝古跡、名山大川，讓身心在湖光山色中遨游、療養、放鬆。……福建前

線成了受難將軍的避風港。」63韓先楚可以憑借權力讓被打倒的將軍消遙避風，而一旦失去

權力，他連自己的人身自由都保不住。1973年調任蘭州軍區司令，次年3月，主要是因為「四

人幫」的推動，不點名地批評韓先楚的中央九號文件下發。文件一到，韓先楚馬上就看到了

變化。「蘭州的自來水黃糊糊的，軍區首長家都是喝井水。有了九號文件，軍區一號首長家

就沒了井水。之前每月按時供應的糧油肉補助，這回也沒了。想買點白糖沖奶喝，也說沒

有。……最讓他難以容忍的，是電話也有人監控，誰來看他，何時來的，何時走的，車型、



車號、車的顏色，馬上就有人報告上去了。」64

發動「文革」與毛澤東一貫的政治理念相關，這就是以革命精神塑造一個乾淨理想的新世

界。確實，十多年和平幸福的生活，使得一些高級官員養尊處優，甚至腐敗墮落，毛澤東從

中看到革命意識形態的蛻變以及社會政治生活的嚴重弊端。就此而言，發動群眾揭發、批判

官員不能說是無的放矢。「文革」播下的雖然不是「龍種」，但也不全是「跳蚤」。狂熱的

造反運動包含著真實的義憤與合理的要求。既無合法的渠道和方式，公民的不滿和抗議就只

能借運動之機釋放出來。問題是，政治運動的狂飆除了打倒一大批官員外，並不能實現社會

改造的理想。「文革」後期，一些將軍重新出來工作，「有人到了福州，提出先來一頓『杠

子肉』。工作人員和廚師都不明白甚麼叫『杠子肉』，韓先楚說可能就是豬脊梁上的那條裏

脊肉。『杠子肉』吃得差不多了，就說晚上這也疼，那也痛，渾身都不舒服，要女保健醫生

留下來照顧他。韓先楚沒客氣：剛過上幾天好日子，老毛病就犯了？」65「老毛病」其實不

是毛病，僅僅「生活問題」還不足以使他們丟失官。他們之所以被打倒是因為他們站在「資

產階級反動路線」，也就是站在「劉少奇反革命路線」一邊。既然如此，只要這些將軍轉到

「毛主席革命路線」一邊，那麼再吃「杠子肉」、再要女保健醫生留下來等等就都不是問

題。「文革」折騰了幾年，一些將軍又回到了原來的狀態，政治懲戒如果是有收獲的話，那

就是他們更加清楚地意識到權力的重要性，更加堅定地要與試圖奪去他們權力的「四人幫」

鬥。「文革」的最大阻力在於，總得有人來當官，當了官就難保不「變修」。因為沒有民主

憲政的制度性約束，毛澤東的理想只能靠權力予奪的政治謀略和「斗私批修」的思想洗滌來

保證。打倒了「走資本主義的道路」的舊官僚，誰又能保證新官僚就一定走社會主義道路？

一次「文革」不能解決問題，「七、八年再來一次」也不能解決問題。「新世界」遙遙無

期，現實世界卻動亂不已，空前的社會改造蛻變為血腥的權力之爭。

有將軍因此與葉劍英密切配合。蕭克、唐亮領導的軍政大學堅決與葉劍英保持一致，不但對

王洪文的兩次批示置之不理，對江青要求揭開「軍政大學階級鬥爭蓋子」的批示，也以「沒

有經過軍委葉副主席，不符合組織程序」為理由不理不問。66 1975年張廷發出任空軍政委

後，葉向他進行路線交底，談的第一句話就是領導權問題，堅定了張廷發的信心。此後王洪

文約張廷發談話，遭到拒絕；王洪文托人捎話給張廷發，張也拒不執行。67除廣州軍區司令

丁盛少將和蘭州軍區政委冼恒漢中將等人外，絕大多數重要的軍方將領，特別是有過下台或

挨整經歷的，都在葉劍英的支持、領導下抵制過江青集團。

無論天下如何大亂，軍隊始終保持了相對穩定性，軍隊組織系統始終保持了相對連續性。毛

澤東可以用它來「橫掃一切牛鬼神蛇」，葉劍英等人也可以用它來遏制江青集團。還在1976

年初，葉就已經準備與江青等人大戰一場。「四五」運動後，他多次與王震、聶榮臻等密議

此事，並要求他的辦公室全面了解「四人幫」的活動情況。然而，軍隊的實力必須伴之以黨

的合法性。雖然與葉相比，華國鋒的行動是面對「四人幫」的進攻後被迫採取的回應，有一

定的被動性，但他的角色至關重要，葉一開始就意識到要「獲得華國鋒的支持與合作，並由

這位第一副主席和國務院總理最後拍板。這是重大的組織原則問題，也是爭取合法解決『四

人幫』的必要條件。」他在第一次與華國鋒商量此事時就表示：「請你放心，我支持你，老

同志支持你，只要你站出來，大家都是支持你的。」68葉謙虛地把自己定位在「後盾」和

「輔助」的角色，後來也講過是華國鋒領導了這場鬥爭。因而在充分肯定葉在抓捕「四人

幫」行動中的作用的同時，也有另一種「華主葉輔」的說法：「首先提出對『四人幫』採取

強硬措施的是原康生的秘書李鑫，華國鋒采納了這樣的建議。李先念、汪東興支持華國鋒這



樣做。抓『四人幫』起核心作用的是華國鋒、李先念、汪東興三人，葉劍英是他們的堅強後

盾。」69嚴格地說，抓捕包括中央副主席在內的行動，必須有黨、軍的密切配合。《李先念

文集》（1935-1988）注157中說到粉碎「四人幫」時的領導人排名順序是華國鋒、葉劍英、

李先念，薄一波說：「劍英同志……同華國鋒、李先念等同志一起，經過精心籌劃，一舉粉

碎了『四人幫』。」70這也就回就應了「黨指揮槍」的原則。葉劍英的作用所證實的是，能

夠指揮槍的「黨」，是有槍支持的黨。

1965年，當醞釀「文革」風暴的毛澤東抒發著「到處鶯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的清詞麗句

時，葉卻仿佛預見到一年之後遍地的「吳鉤」，在《讀〈論持久戰〉》一詩中有「一篇持久

重讀罷，眼底吳鉤看不休」之句。果然，一年後他又有《虞美人》一詞：「串聯炮打何時

了？官罷知多少！赫赫沙場舊威風，頂住青年小將幾回沖？」毛澤東的和平年月永遠不會使

元帥有「幾曾識干戈」的感嘆。戰斗正未有窮期，眼底吳鉤看不休，直到「十月驚雷」用吳

鉤把筆桿筆子徹底制服。

 

註釋

1 范碩：《葉劍英在非常時期》（北京：華文出版社，2002〉，頁359。

2 參見章含之：《風雨情》（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4），頁126。

3 劉鵬飛、王進主編：《毛澤東與共和國的將帥》（北京：紅旗出版社，1993），頁133。此說只

是一家之言，真實性待考。

4 參見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的來龍去脈》（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

社，2000），頁254。

5 參見曾志：《一個革命的幸存者》下（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頁333-34、341。

6 楊立編著：《帶刺的紅玫瑰──古大存沉冤錄》（廣州：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1997），頁

123。

7 參見《蕭克回憶錄》（北京：解放出版社，1997），第25章。

8 參見張耀祠：《回憶毛澤東》（北京：中共中央黨史出版社，1996），頁29-30。

9 參見點點：〈點點記憶〉（下），《當代》（北京），1998年第5期，頁39。

10 范碩：《葉劍英在非常時期》，同上，頁329。

11 引自范碩：《葉劍英在非常時期》，同上，頁339。

12 參見劉樹發主編：《陳毅年譜》（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頁1184。

13 引自范碩：《葉劍英在非常時期》，同上，頁340。

14 參見廖蓋隆：〈徐向前元帥生前的肺腑之言〉，《炎黃春秋》（北京），1993年第1期。

15 參見徐向前：〈功勛卓著 光輝一生〉，《人民日報》（北京），1986年10月31日。

16 范碩：《葉劍英在非常時期》，同上，頁160。

17 引自范碩：《葉劍英在非常時期》，同上，頁176-177。

18 引自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頁226。

19 參見范碩：《葉劍英在非常時期》，同上，頁181。

20 參見范碩：《葉劍英在非常時期》，同上，頁189。



21 引自范碩：《葉劍英在非常時期》，同上，頁258。

22 引自范碩：《葉劍英在非常時期》，同上，頁356。

23 參見東方鶴：《張愛萍傳》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頁888。

24 范碩：《葉劍英在非常時期》，同上，頁588。

25 范碩：《葉劍英在非常時期》，同上，頁556。

26 參見張正隆：《戰將韓先楚傳》（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0），頁341。

27 于光遠：《我親歷的那次歷史轉折》（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頁226-227。

28 引自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同上，「前言」，頁33、145。

29 范碩：《葉劍英在非常時期》，同上，頁162。

30 引自范碩：《葉劍英在非常時期》，同上，頁80。

31 參見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同上，頁215。

32 參見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同上，頁292-293。

33 引自范碩：《葉劍英在1976》（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0），頁144。

34 范碩：《葉劍英在非常時期》，同上，頁115。

35 引自范碩：《葉劍英在非常時期》，同上，頁210。

36 參見張正隆：《戰將韓先楚傳》，同上，頁253。

37 張正隆：《戰將韓先楚傳》同上，頁333。

38 引自范碩：《葉劍英在非常時期》，同上，頁241。

39 引自范碩：《葉劍英在非常時期》，同上，頁560。

40 參見張正隆：《戰將韓先楚傳》同上，頁267。

41 范碩：《葉劍英在1976》，同上，頁20。

42 范碩：《葉劍英在非常時期》，同上，頁458。

43 李德生：〈高風亮節 大智大勇──沉痛悼念葉劍英同志〉，《人民日報》（北京），1986年12

月14日。

44 《王平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2），頁578。

45 范碩：《葉劍英在1976》，同上，頁220。

46 范碩：《葉劍英在非常時期》，同上。第582。

47 引自范碩：《葉劍英在1976》，同上，頁203-4。

48 引自范碩：《葉劍英在非常時期》，同上，頁181。

49 東方鶴：《張愛萍傳》下卷，同上，頁838。

50 參見張正隆：《戰將韓先楚傳》，同上，頁363-65。

51 楊繼繩：《鄧小平時代》（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頁90。

52 參見范碩：《葉劍英在非常時期》，同上，頁355。

53 引自范碩：《葉劍英在非常時期》，同上，頁512。

54 引自王家欽：《磨難中的周恩來》（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2），頁303。

55 引自點點：《點點記憶》（上），《當代》（北京），1998年第4期，頁57。

56 參見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同上，頁401。



57 參見張正隆：《戰將韓先楚傳》，同上，頁354。

58 引自楊繼繩：《鄧小平時代》，同上，頁82。

59 范碩：《葉劍英在非常時期》，同上，頁390。

60 引自范碩：《葉劍英在非常時期》，同上，頁391。

61 參見楊繼繩：《鄧小平時代》，同上，頁92。

62 范碩：《葉劍英在非常時期》，同上，頁180。

63 張正隆：《戰將韓先楚傳》，同上，頁304。

64 張正隆：《戰將韓先楚傳》同上，頁326。

65 張正隆：《戰將韓先楚傳》，同上，頁376。

66 參見《蕭克回憶錄》，同上，第29章。

67 范碩：《葉劍英在非常時期》，同上，頁488-489。

68 引自范碩：《葉劍英在非常時期》，同上，頁595-596。

69 楊繼繩：《鄧小平時代》，同上，頁80。

70 參見楊繼繩：《鄧小平時代》，同上，頁80；薄一波：〈經得艱難考驗時──憶葉劍英同

志〉，《領袖元帥與戰友》（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頁267。

單世聯 廣東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著有《反抗現代性》、《西方美學初步》、《現代性與文

化工業》等。

《二十一世紀》(http://www.cuhk.edu.hk/ics/21c) 《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九期 2002年12月31日

 

© 香港中文大學

本文於《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九期（2002年12月31日）首發，如欲轉載、翻譯或收輯本文文字或圖片，必須聯絡

作者獲得許可。

 


	本地磁碟
	E:\web\_21c_online\supplem\convert from htm\0211072.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