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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誠與說謊：延安文人心態的特殊變奏與有機化形成

⊙ 袁盛勇

一 給「知識份子」正名

對於一個革命作家來說，在寫出真正的革命文學作品之前，最為關鍵的在其「可是一個『革

命人』」，因為按照魯迅的說法，如果作者真是一個革命人，「則無論寫的是甚麼事件，用

的是甚麼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學』。從噴泉裏出來的都是水，從血管裏出來的都是

血。」1其實，這是毛澤東在延安時期特別是整風運動開始後所致力要解決的歷史性課題之

一，他多麼焦灼地希冀延安文人能夠盡快被塑造成為他所認可的真正意識形態化或有機化2的

文人。

但是，要對知識份子和延安文人進行改造，要想把他們改造成為真正的有機化文人，首先就

遇到了一個如何重新界定知識份子的問題。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毛澤東把知識份子分為

三類，這就是共產主義知識份子、革命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和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對於延安

文人和知識份子，毛澤東在階級屬性上是把他們視作小資產階級的。他說，「農民以外的小

資產階級，包括廣大的知識份子、小商人、手工業者和自由職業者。」又說，「知識份子和

青年學生並不是一個階級或階層。但是從他們的家庭出身看，從他們的生活條件看，從他們

的政治立場看，現代中國知識份子和青年學生的多數是可以歸入小資產階級範疇的。」3這在

《講話》中也是非常顯明的。但是，延安整風前後，毛澤東對延安文人和知識份子的看法在

重心上發生了一定轉變：以往較多注意這類人的優點，故在「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的名稱

上總要加上「革命的」三字，以作較為積極的意識形態限定；現在卻過多關注並凸顯他們所

具有的小資產階級劣根性，認為延安文人還是對小資產階級自身有著驚人的迷戀，靈魂深處

還是一個小資產階級王國。此種認識的轉變是與他的下述判斷聯結在一起的，他說：「中國

是一個小資產階級成分極其廣大的國家，我們黨是處在這個廣大階級的包圍中，我們又有很

大數量的黨員是出身於這個階級的，他們都不免或長或短地拖著一條小資產階級的尾巴進黨

來。」所謂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黨八股，「都是反馬克思主義的，都不是無產階級所需要

的」，而它們都是「小資產階級思想的反映」4。正因如此，何謂「知識份子」的問題就會在

新的歷史情境中異常醒目地進入毛澤東的理論建構和批判視野。

關於這點，當時有人撰文指出，毛澤東在〈整頓學風黨風文風〉的著名演講中實則對知識份

子問題「重新作了一個估計」5和界定。凱豐亦就此指出：「我們平常所說的知識份子，是就

他的社會出身而言，如果他的社會出身是知識份子，即使他一點真正的知識沒有，還是一個

百分之百的知識份子。」毛澤東在整風報告中「所說的知識份子是指理論與實際相聯繫而

言，凡理論與實際相聯繫的，就叫真知識份子，否則就不是名符其實的知識份子」6，或者說

是假知識份子。這就是所謂的名不正則言不順，可見「正名分」在毛澤東意識形態話語的建

構中顯得何等重要。關於「正名分」，毛澤東曾說：「『正名』的工作，不但孔子，我們也



在做，孔子是正封建秩序之名，我們是正革命秩序之名」，其區別僅在「孔子是名為主，我

們則是實為主」而已7。那麼，毛澤東是如何為知識份子正名的呢？他在整頓三風的演說中首

先就何謂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發表了看法。他認為，某人馬列主義書籍讀得再多也不能斷定他

就是馬列主義理論家，「因為馬列主義是馬恩列斯他們根據實際創造出來的理論，從歷史實

際與革命實際中抽出來的總結論。我們如果僅僅讀了它，但是沒有根據它來研究中國的歷史

實際與革命實際，沒有創造出合乎中國實際需要的自己的特殊性的理論，我們就不能妄稱為

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家。」在這個意義上，即使「一個人讀了一萬本馬恩列斯，每本又都讀了

一千遍，以至於句句都背得，這還是不能算理論家的。」那麼，毛澤東要的是甚麼樣的理論

家呢？他要的是「能夠依據馬恩列斯的立場、觀點、方法，正確地解釋歷史中與革命中所發

生的實際問題，能夠在中國經濟、政治、軍事、文化種種問題上給予科學的解釋，給予理論

的說明」的理論家。他認為，只有這樣的理論家才是真正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家，否則就是假

馬克思主義理論家。考慮到當時中共意識形態領域鬥爭的現狀，這真的理論家實際乃指毛澤

東及其理論上堅定的追隨者們，假的理論家是指王明、張聞天、博古等有留蘇背景的黨內理

論家們。這些理論家是「知識份子」，而且是黨內大知識份子，因此，毛澤東趁勢又解釋了

何謂知識份子的問題。他在論述時採用的是先揚後抑的手法。首先肯定了中共大量吸收知識

份子和尊重知識份子的必要性，指出「沒有革命知識份子，革命就不會勝利」，可接下來話

鋒一轉，說：「但是我們曉得，有許多知識份子，他們自以為很有知識，大擺其知識架子，

而不知道這種架子是不好的，是有害的，是阻礙他們前進的。他們應該知道一個真理，就是

許多所謂知識份子，其實是比較最無知識的，工農份子的知識有時倒比他們多一點。」8毛澤

東說知識份子最無知識，這句話後來經過康生在整風會議上的反復渲染，簡直成了延安最為

流行的警語之一，對知識份子而言也就成了無可逃脫的一句咒語。所以當時的延安文人和知

識份子最初聽了都感到吃驚而震撼9。但毛澤東正是沿著這樣一種話語邏輯，運用其特有的階

級分析方法，改變了以往知識份子在啟蒙結構中的優勢地位，啟蒙者與被啟蒙者在新的意識

形態話語中發生了根本性易位：「拿未曾改造的知識份子和工人農民比較，就覺得知識份子

不乾淨了，最乾淨的還是工人農民，儘管他們手是黑的，腳上有牛屎，還是比資產階級和小

資產階級知識份子都乾淨。」10於是，這自然有一個思想改造的問題，有一個身份轉換的問

題，有一個原來的啟蒙者向被啟蒙者如何進行學習的問題。因為只有經歷這樣一個過程，延

安文人和知識份子才能掃除靈魂上的污點，改變自己的世界觀，才能真正做到把立足點「移

到工農兵這方面來，移到無產階級這方面來」11。要讓延安文人真能達到此等思想境地，真

正打破出身階級的束縛而成為無產階級的有機化文人，就必須進行長期的思想改造，並把它

們及時納入到正在開展的整風運動中來。

二 整風學習與內聖之學的復活

1942年4月3日，中宣部發佈了整風期間第一個「四三決定」，要求延安開始進入整風學習階

段，學習中央規定的二十二個文件12，並且詳細規定了學習步驟和方法：各機關、學校「要

深入的研究，熱烈的討論，先把這些文件的精神與實質領會貫通，作為自己的武器。為此目

的，各同志必須逐件精讀，逐件寫筆記，然後逐件或幾件合併開小組會討論，必要時由中央

及本部派人作報告。在閱讀與討論中，每人都要深思熟慮，反省自己的工作及思想，反省自

己的全部歷史。」13以後的整風文件學習在基本方法上都是按照這一規定執行的。首先，無

疑是要求大家精讀文件，領會文件精神。這「精神」有人把它喻為「道法」，認為中央規定

的整風文件，「不僅英光灼灼，而且血淚斑斑」，是黨在此前艱苦鬥爭中所獲得的寶貴經



驗，「創道法很難，學道法也很不易」，故而必須「熟讀深思」14。目的在於較好地促進人

們深刻領會文件精神或實質，提高整風學習效果。但整風期間，精讀文件還只是最初的階段

之一，要想真正讓人對新的意識形態及其領袖人物產生完全認同，還必須引導大家開展深入

的自我反省。

謝覺哉當時寫了一篇文章，題為〈由討論到反省〉，《解放日報》把它作為「代論」（代社

論）發表，正好表徵了這樣一個階段的必然到來15。其倡導「反省」的理論依據來源於《解

放日報》此前刊發的一篇社論。這篇社論要求參加整風的革命同志「一定要反省自己」，因

為反省自己正是人們「掌握文件精神和實質的必要條件」，只有經過這一階段，才能徹底揭

示並清除自我靈魂深處「小資產階級的散漫性和自由主義的習氣」，「建立起無產階級的思

想方法和工作作風」，也才能「真正了解文件，實行文件中所包含的道理」，更好地達到整

風的目的16。此種反省是必須對照文件中的每一條來實行的，是要運用文件來反省自己。毛

澤東在中央學習組召開的高幹會上曾經對此有過明確論說。他認為，「批評和自我批評是一

個整體，缺一不可，但作為領導者，對自己的批評是主要的。幹工作要有一個重心，今天我

們教育工作的重心，在自己考慮一下、研究一下，自己反省一下，重心在自己……要使我們

所有的學生、幹部都了解，在整頓三風時重心在自己。」因而，他要求每一位「在座的同志

要以身作則，自己進步，要反復研究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歷史、自己現在的工作，好好地反

省一下」。反省的重要方式就是寫反省筆記。對這，不僅前述中宣部「四三決定」有規定，

而且毛澤東在此次高幹會上作了進一步強調。他說17：

中宣部那個決定上說要寫筆記，黨員有服從黨的決定的義務，決定規定要寫筆記，就得

寫筆記。你說我不寫筆記，那可不行，身為黨員，鐵的紀律就非執行不可。……不管文

化人也好，「武化人」也好，男人也好，女人也好，新幹部也好，老幹部也好，學校也

好，機關也好，都要寫筆記。首長首先要寫，班長、小組長都要寫，一定要寫，還要檢

查筆記。……現在一些犯過錯誤的同志在寫筆記，這是很好的現象，犯了錯誤還要裝老

太爺那就不行。過去有功勞的也要寫筆記，……也許有人說，我功勞甚大，寫甚麼筆

記。那不行，功勞再大也得寫筆記。

毛澤東講話寫文章本以簡潔有力著稱，可這次說到領導幹部必須帶頭進行自我反省並寫反省

筆記時卻囉嗦之至，唯恐與會者聽不明白。可見，「反省」在整風運動的開展中是何等重要

的一個環節。

對於一個深通中國文化和中國士人心理之奧妙的領袖而言，毛澤東在此肯定想到了傳統的內

聖之學。早在1939年8月，劉少奇在延安馬列學院講演〈論共產黨員的修養〉時就曾借儒家

「吾日三省吾身」之說，強調黨員必須加強黨性修養，其中並有對「克己奉公」的鼓吹，這

也容易在形式上被人想起儒家「克己複禮」之說和「公天下」的社會理想觀念。劉少奇在黨

性修養理論中明確運用傳統的內省方法，並且多次借用傳統語彙來說明共產黨員修身之重要

和修身之可行，其實正因應了毛澤東所謂馬列主義中國化這一具有民族主義色調的意識形態

之構建路徑的需求，毛當年之所以非常欣賞劉的這次演講並把它列入整風文件之中，恐怕這

也是原因之一吧。關於這層意思，凡是對古代歷史與文化較為熟稔的，當不難領悟到。吳玉

章曾寫道：在整風學習中，「我恍然覺得我們現在整風的工作，就是中國古聖先賢所謂『克

己復禮』『正心誠意』的修養」，「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中庸》），雖然舊思想

是唯心的，但他的嚴於自己省察、行為不苟，是可寶貴的。」18古代儒家修身之法「慎獨」

在整風期間亦得以提倡。在整風文獻中，這也始見於劉少奇《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劉氏認



為，作為一個黨員，只要他真正做到了大公無私，具有共產主義美德，那麼，他就「可能最

誠懇、坦白與愉快。因為他無私心，……即使當他個人獨立工作無人監督可能作各種壞事之

時，他能『慎獨』，不作一切壞事。」19於是，「慎獨」也就自然成為參與整風者進行自我

反省或自我批評的方法和原則之一20。延安整風在方法上所具有的傳統修身色調，在一篇題

為〈反省〉的社論中表現得相當觸目。其中有兩段是這樣寫的21：

反省用不得「恕」字，尤其不可先有成見，在胸腔裏做擋箭牌。古時賢人曾子說過「吾

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錯誤總是有的，

沒有錯誤，到（倒──引者）是怪事；反省越深刻，改正越努力，發見錯誤的也越多，

這就是一步步地上進。……

反省，等於古人說的「夜氣」，白天做的，晚上睡在枕上一想，良心發現，懺悔了；或

者靈光一閃，懂得了。馬上把它捉住，「操則存，舍則亡」。這不是件易事，必有空明

的腦子（無成見），充分的時間（不煩忙），相當的知識（文件看懂了），才能有好的

反省。它不是為給人看而反省，而是為著真正自己的修養。

由此可知，儒家的東西在延安整風中已經奇跡般地復活了。陳伯達在他論述自我反省的文章

中，認為馬列主義本來「並不是甚麼神秘的東西」，只要人們樂於進行批評和自我批評，都

有「得道」的可能，因為按照孟子的說法：「人皆可以為堯舜」22。孟子這話的意思是，人

人都可以成為像堯舜一樣具有高尚之德的聖人。但要真做到這點，按照儒家的說法，就要

「克己」、「無我」、「無欲」、「無私」。於是，在這一人格化模式中，人也就成了完全

道德化的人，人也就被「道德」吃掉了。其實，延安整風所要達到的目的之一也與此不無類

似。所謂反對主觀主義、自由主義、個人主義，說到底就是為了根除個體人格之本心，而讓

人把一種據說唯一正確和高尚的意識形態理論和道德觀念內化為自己的本心，這樣，人也就

成了一個具有「非人格化」意味的社會性軀殼。因此，毛澤東提倡的「批評與自我批評」就

不僅僅只是借鑒了列寧主義塑造新人的方法，它與古代的內聖之學或內聖外王之道具有一種

深刻的關聯，正是在這點上，它已經具有某些民族主義的風味，具有一種道德本體主義的氣

質23。或許正因如此，它才易於為那些帶有中國士人氣的知識份子所接受，延安整風也才會

真正收到預期的效果吧。但問題是：採用類似傳統「修齊治平」模式來催促無產階級新人的

誕生，果真能為「新人」帶來那種道德的完善並使全體國民日漸臻于聖人之境嗎？而具體對

於延安文人和知識份子來說，他們在經受嚴厲的反省之後就真能達取一種至誠至信的精神境

地？

三 真誠與說謊：延安文人心態的特殊變奏

本來，毛澤東希望人們通過整風對自我靈魂深處的小資產階級王國進行徹底清查和批判，並

以此接續古老而又常新的內聖外王或修齊治平傳統，其目的主要在於重新構建人們的意識形

態認同和道德自律機制，並在此之上重建個人的絕對權威形象。因此，他曾多次呼籲人們向

黨交心，號召人們發揚實事求是的優良作風，對革命保持真誠的信仰，向黨和人民說真話。

他說：「講真話，每個普通的人都應該如此，每個共產黨人更應該如此。」24這在相當長一

段時間內，其實也正應和了延安文人對「真誠」的呼喚和歌頌，進而言之，因應了延安文人

和知識份子所期待著的至誠人格建構心理。周立波曾經抒寫過他的「真誠」之歌25：



我要強烈的反覆我的歌， 

因為我相信我的歌是歌唱真誠的， 

共產主義：真誠， 

毛澤東：真誠， 

那些在毒瓦斯和槍炮彈下衝鋒的人們， 

那些在黃土荒山的山頂上揮著鋤頭的人們， 

那些用一雙赤腳板走過雪山和草地的人們， 

那些在饑俄的寒冷的牢監裏足足被關了十年的人們： 

真誠。 

凡是真誠的，都應被歌唱。 

而我的歌還有這樣的使命： 

叫真誠統治著人境。

我認為，此時延安文人所言「真誠」建立在自我觀察和體驗之上，因而帶有一定的個人性，

符合文學與生命的自在本性。但至整風期間，「真誠」所賴以存在的個體性基座遭到了徹底

批判，因而其內涵也必然發生了變化：這時的「真誠」強調的是對黨和革命的忠心，是要求

人們把曾經擁有和現在具有的個人隱秘毫無保留地呈現出來，是要求人們徹底消滅自我存在

的私人化空間，讓人在黨的審查面前成為一個透明的物體，成為一個時刻敞開而又空無的

「此在」。於是，人們對「真誠」的呼喚也就轉化為黨對「忠誠」的要求，而這，其實正是

毛澤東予以創構的新的意識形態的內在道德指向之一。那麼，在此種狀態下，人們是否真願

或真能向黨完全交心或說真話呢？

1943年春，林默涵寫過一篇題為〈說真話〉的文章。他認為，「在檢查個人的思想時，最重

要的事，便是要說真話。這有兩方面的意思，一方面是對別人，一方面是對自己。」無論對

人對己，都應當把自己真正了解的情況，「完完全全的說出來，是則是，非則非。好處要

說，缺點也一樣的要說。」這才真正是「對黨負責」的態度26。但是，說真話就真的那麼容

易？首先，也許大家認為在批評別人時可能易於說真話。但是，延安整風期間在相互批評時

就出現了不少互相攻訐、挾私報復的事。吃一塹、長一智，以後大都變得要麼保持沈默，要

麼採取明哲保身的態度，要麼哼哼哈哈地說些雞毛蒜皮的小事27。因而，在這本來就注重明

爭暗鬥的中國社會，相互之間要真能以誠相待，把真話和盤托出，那才真是不可思議。其

次，面對自己，要真能做到在眾人面前「脫褲子」、「割尾巴」，要真能做到把靈魂深處的

秘密向黨坦示出來，那就更是難上加難了。當時有不少文人已經意識到了這個問題的嚴重

性。林默涵說，「要完全坦白的說出自己的一切，就比較難了。因為意識不正確的人，常有

愛面子以及其他種種顧慮，覺得把自己的缺點或毛病向大家公開，總是一件丟臉的或者是可

怕的事情。」28林默涵把不敢說真話歸結為「意識不正確」，恐怕是理解得太簡單了。難道

事情就真的如此簡單？

整風期間，為了便於黨的各級組織準確掌握每個人的歷史，更好地開展審幹運動，也為了挖

出藏在群眾和幹部之間的特務或奸細，中央要求每位幹部抱著對革命忠實的態度撰寫較為詳

細的自傳。但偏偏有位愛好文學的青年學生，也可說是青年知識份子，他在撰寫自傳時起初

由於受到當時延安社會風氣的影響，在寫作時多處隱瞞真相，編造了一些虛假內容。換言

之，他沒有按照黨的要求說真話，而是講了假話或說了謊。我們不妨較長地引述一段他自己

的交代29：



那是當我入校不久的時候，幹部處發下了很多的紙張和表格，叫我拿出對革命忠實的態

度來，寫一個詳詳細細的自傳。我寫了，而且寫的很詳細，很長，還用上了我平常寫小

說的手法了……我把我家裏的情景，都寫出來了，不過，就是有一點不夠真實。大家都

知道，邊區是有共產黨的地方，共產黨就是無產階級的政黨。換句話說，就是窮人的政

黨。我又是一個初到延安的人，我怕真實的寫出來，會與我家裏有害，與自己不利，最

主要的，我也感到說出身貧窮的光榮。當時我想：少寫一點，總是好些。因為這，我家

裏本有一百多畝地，我卻寫了二十多畝，我本是一個小地主的兒子，一變而為貧農的兒

子了。我把我所知道的，我家裏的佃戶的窮生活，都寫成我家裏的生活了。王老五──

我的一個窮鄰居，便作了我父親的模特兒了。我寫我家裏是這樣的窮：吃飯常吃不飽，

吃了上頓，沒有下頓；屋子露著天；我母親常常哭，怨老天爺不睜眼，她的命苦；我父

親成天價唉聲歎氣的愁著沒法過，他一臉鼓皺紋，鬍子都愁白了；我弟弟常哭著，嚷著

餓，給我母親要饃吃，因為這我母親常打他……還有怎樣受地主的壓迫，等等一大套，

我都寫上了，我很滿意，我自己寫的像真的一樣。

顯然，這位青年受到共產黨愈窮則愈革命這一觀念的影響，為了投其所好，也為了保護自己

和家人，而有意改寫或編造了他的階級出身和家庭境況，並且寫得以假亂真，以至於後來幹

部處的人都無從發現其中的虛假。倘若不是他本人膽小，害怕露餡，而去予以重寫修正，那

麼這一自傳儘管是虛構而成，也不會被人輕易發現的。

這方面的經驗，對於那些經歷過多次群眾運動的人而言，應該說是很多的。比如，韋君宜有

位同學曾在延安搶救運動中被錯打成特務，後來在平反大會上哭訴當時受冤屈的心理狀態時

竟說：「我真後悔當時為甚麼要背叛我的家庭出來革命！我真應該跟著我的父親跑的。當時

我就想過，如果能再見到我的父親，我就要對他說：把這些冤枉我的人都殺掉吧。」韋君宜

聽了，只覺「心驚膽顫，如冷水澆頭」。因為這位女同學的父親當時是一個國民黨的專員，

韋君宜「怕的是她這樣驚人的坦率，把心裏動過的這些念頭都公然在大會上說出來，這得了

嗎？光為這句話，就可以把她又逮捕起來的啊！即使今天不捕，這筆賬記上，以後遇上『運

動』隨時都可以要她的命！」30韋君宜當時還只二十幾歲，就有這樣老成持重的念頭，就希

望自己的同學和朋友對黨不要坦然說出自己的真實想法，而要學會在運動中偽裝自己，那

麼，對於那些在革命熔爐中久經考驗的革命者來說，無疑更會對黨隱藏自己的真實想法了。

因為大家清楚，倘若不能偽裝自己的真實念頭，倘若不能根據當時意識形態的需要而說點迎

合時勢的話，那麼就有可能隨時導致生命的危險。或許在這個意義上，說謊已經成了那個時

代和那種情境中的人們（自然包括延安文人和知識份子）面對外部及內心世界的壓力所具有

的一種進行自我防禦的應對機制。當然，如果把說謊僅僅理解為出自生命本能的應對機制，

那還並不完全符合延安政治文化語境所固有的實情。其實在一定程度上，它也是當時黨的審

幹、搶救政策縱容和鼓勵的結果。比如在搶救運動中，一些子虛烏有的特務系統被捏造出

來，凡是在搶救運動中表現積極，主動坦白自己是特務的，一概給以獎勵和表彰。表彰方法

有戴大紅花的，有吃番茄掛麵、雞蛋掛麵或紅棗稀飯的，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故而一些人

尤其是年齡較小的，為了享受一番難得的佳肴，也就拼命坦白自己就是國民黨派來延安搞破

壞的特務31。有人被懷疑為特務，如果此人不承認或不配合組織的誘供，則將永世不得翻

身，並且還要經受一番非人的折磨，而一旦承認了，則有可能再次受到組織的青睞，從輕發

落。在此種情況下，被組織懷疑的知識份子也只好違心編造情節把自己說成是一大特務。楊

述曾被組織內定為特務，但他起初死活不承認，害得「地委書記天天拍桌子大發雷霆」，在

上級領導的一再督促下，韋君宜答應去勸說愛人楊述坦白。怎麼勸說的呢？韋君宜寫道：

「我見了他，只說得一句：『形勢非叫你坦白不可，你就坦白了罷。』說罷就大哭起來。他



也放聲大哭，說了一句：『好的。』」32之所以會「放聲大哭」，乃因他們無端受到了組織

的懷疑和冷落，他們曾對黨抱著無比的熱誠，他們一直把延安當作心中的聖地來供奉，來讚

美，認為到了延安就像回到了自己的家，可現在他們被無端地拋棄了，他們甚麼都不是，由

人見人愛的人變成了人見人唾的鬼。這叫他們怎能不倍感冤屈而淚流滿面呢？33

其次，他們之所以會放聲大哭，乃因他們作為正直的知識份子，卻不得不昧著良心最終走上

說謊的人生旅途，誠如韋君宜後來所言：「她參加革命就準備好了犧牲一切，但是沒想到要

犧牲的還有自己的良心。」34確實，對於受過現代教育並具有傳統美德的知識份子來說，有

甚麼比不得不要去犧牲自己的良知更讓人痛心的呢？！但這種被迫的犧牲，當時卻往往被看

作是具有黨性的表現，是忠於革命事業和對黨負責的表現。王世英是位元與劉少奇關係不錯

的高級幹部，他初到延安後感覺「人際關係越來越難處」。有一次跟劉少奇說：回到延安，

我好像學了一些壞東西，自己不願說的必得去說，不願做的必得去做，因而感覺沒有以前在

白區幹秘密工作時那樣純潔。劉少奇卻說：你這不是學壞了，而是「學好了」，因為「所謂

好壞之分，應從黨的工作，黨的利益出發，吹牛拍馬不好，但對工作有利就是好的，就要

做。」35所謂「吹牛拍馬」，其實就是陽奉陰違，就是講假話，就是不誠實，就是撒謊，而

其被許可的標杆乃是所謂是否符合黨的利益。在這意義上，延安時期的知識份子開始昧著良

心走上說假話的路途，開始養成自欺欺人的奴性品格，其原因恐怕除了個人因素之外，主要

還是意識形態方面的緣故。質言之，在一定意義上，說謊正是延安整風期間日漸成型的新的

政治文化或新的意識形態的內在品格之一，是為其所許可的常態性表達機制之一。延安文人

正是在此種機制規約下對新的意識形態表示全面認同，接受並認同毛澤東極力標舉的「黨的

文學」觀念，而黨的文學觀念本來就立足於階級論原則或黨性立場而使「真實」也發生了符

合於黨的利益的變形，具有極強的意識形態內涵，於是，這一併促使他們日漸喪失了自我感

覺、判斷和言說世界的能力，他們都注定按照黨的需要參與制造並使自己也一並存在於瞞和

騙的氛圍之中。正是在這點上，延安文人定會成為曾被魯迅所激烈批判的做戲的虛無黨，自

欺欺人地把真心「做事」變成真心「做戲」。當時有人寫過一篇題為〈做事與做戲〉的雜

文，它雖是諷刺國統區重慶的，但借用來指涉延安或延安文人的情狀也算非常合適。文章指

出：「做自欺欺人的戲的名角，聽說同時也就是高喊『至誠』為『民族精神之原動力』的

『大師』」36。當然，這從當時的意識形態角度來看，說謊本就是一種對黨真誠的表現，是

產生意識形態認同的必要條件之一。

散文家吳伯簫可算是延安文人日漸走向說謊的典型之一。延安搶救運動期間，他擔任邊區教

育廳中等教育科科長，不幸被打成「國民黨CC特務」，受盡了委屈。1944年3月，這一消息傳

到國統區，據說他已被整死了，西安方面就為他開了追悼會。延安聽到了這消息，不久後也

就特別安排他在「延安文化界招待中外記者團座談會」上發言，以示「闢謠」。隨即又把發

言稿整理刊發在《解放日報》上。他在發言中說，「我們邊區是自由光明的地方，共產黨是

行仁施義的政黨」，現在「我卻很健康，很愉快」地生活著：「在生產運動中，我的成績不

壞，種菜紡線，是一名光榮的紡毛突擊手。在這裏，我們有上萬上幾十萬的親愛的同志，同

志們都有兄弟姊妹般的，並超出兄弟姊妹般的情誼。……就這樣活著，並且活得很好，很

好」37！顯然，吳伯簫已經在說謊機制的驅使下，有意掩蓋了事實真相，雖然國民黨也是在

借他的受難做文章，但他也不能睜眼說瞎話，把自己所遭遇過的不白之冤和心靈苦楚一併抹

消。當然，作為後來者，我們也不能要求他在那樣一個歷史情境中完全說出實情，在一個動

輒得咎的政治語境中，真想說出實情那是需要相當大的勇氣，更是需要以生命作抵押的。因

為，即如韋君宜來說，她雖然在當時寫了以上那首充滿不平之意的詩作，以後又堅持寫了那



本具有反思力度的《思痛錄》，但直到1990年代初期，她還不許親人把那首詩拿出去發

表38。我想，她是寧願把這段真情埋在心底，讓它化作塵埃隨風而逝的。再說王實味吧，這

位曾被視為延安時期最為具有錚錚個性且有魯迅精神的知識份子，不也曾被有關部門安排跟

中外記者見面，並且按照有關人士的授意而當眾違心地承認了自己的錯誤嗎39？因此，延安

文人所必然具有的說謊機制的產生，既是個人的原因，更是政治的、社會的和意識形態的原

因40。正是由於後者的無處不在，他們的某些說謊才是合法的，也才會確如「真誠」一樣光

芒四射而成為中國知識份子和民眾的一種美德。也許，在那嚴酷的政治意識形態統制下，人

們為了生存必須說謊，不會說謊才真是一個時代的愚者呀。而對延安文人來說，他們連自我

感情的抒寫在整風期間都遭到了徹底批判和否定，誠實的心靈袒露也就自會受到超我的強烈

抑制，因此，為了適應歷史情境的需要，他們不得不有意識地戴上了足可自欺欺人的人格面

具。於是，說謊也就成了他們正常的存在狀態。而且，這一說謊心理和說謊機制的產生更會

由於當時恐怖氣氛和恐懼心理的存在而得到進一步加強。

四 恐懼、說謊與意識形態認同

毛澤東曾在中央黨校做過題為〈整頓學風黨風文風〉的著名演講。他在強調感性知識和理性

知識結合的重要性，尤其是在強調於生產和鬥爭實踐中得來的感性知識更具有某種優越性之

後，說了如下一段饒有風趣的話：

像大司父（大師傅──引者）煮飯就不容易，要把柴米油鹽醬醋等件合起來創造成吃的

東西，這是並不容易的事情。弄得好吃更加不容易。……火大了要焦，鹽多了發苦（笑

聲），煮飯做菜真正是一門藝術。書本上的知識呢？如果只是讀死書，那末，只要你識

得三五千字，學會了翻字典，手中又有一本甚麼書，公家又給了你小米吃，你就可以搖

頭擺腦的讀起來。書是不會走路的，也可以隨便把它打開或者關起，這是世界上最容易

辦的事情。這比大司父煮飯容易得多，比他殺豬更容易。你要捉豬，豬會跑（笑聲），

殺它，它會叫（笑聲），一本書擺在桌子上既不會跑，又不會叫（笑聲），隨你怎樣擺

佈都可以。世界上那有這樣容易辦的事呀！

又在指斥純粹的理論知識份子時說了如下一段話41：

直到現在，似乎還有不少的人，把馬列主義看作現成的靈丹聖藥，只要得了它，就可以

毫不費氣力的包醫百病。這是一種幼稚的蒙昧，我們對這些人還應該作啟蒙運動。那些

將馬列主義當宗教教條看待的人，就是這種蒙昧無知的人。對於這種人，應該老實的對

他說，你的教條沒有甚麼用處，說句不客氣的話，實在比屎還沒有用。我們看，狗屎可

以肥田，人屎可以喂狗。教條呢？既不能肥田，又不能喂狗，有甚麼用處呢？（笑聲）

請大家仔細讀讀這兩段話吧。毛澤東論及知識份子，他先貶之以煮飯的師傅，再把苦苦鑽研

理論的行為抑之以屠夫的殺豬，更把抽象的知識（所謂「教條」）說成「實在比屎還沒有

用」。用語之尖刻恣肆，諷刺之不留情面，在現代中國語文史上，實不在魯迅之下，且其粗

俗方面，魯迅自是望塵莫及。由此觀之，在毛澤東的意識形態話語中，知識份子受到了盡情

嘲弄，而且是滿含了一股怨氣的嘲弄。或許是感到以上所舉例證和言語事後想來實在有礙觀

瞻，所以毛澤東在後來主持出版「毛選」時就把它們通通刪掉了。但在當時，他的這套粗俗

之極的話語卻是發揮了很大威懾力的。首先，他把偏重馬列經典的知識份子貶為狗屎不如的



東西，顯然是有意為之，誠如他所言：「我這樣說的目的，就是故意挖苦那些把馬列主義看

成教條的人，使他們大吃一驚，甦醒過來，好拿正確的態度對待馬列主義。」42他在〈反對

黨八股〉中更是把它提到方法論的高度來說明：「說理的首先一個方法，就是重重地給患病

者一個刺激，向他們大喝一聲，說：『你有病呀!』使患者為之一驚，出一身汗，然後好好地

叫他們治療。」43顯然，毛澤東是在著意給人造成一種恐懼心理，讓人在恐懼中對新的意識

形態有所皈依。而且，他所著意營造的恐懼氛圍在當時工農幹部和一般群眾的「笑聲」中得

到了進一步加強。

其實，毛澤東在整風期間對恐懼氣氛的營造和恐懼心理的利用在其輝煌的革命生涯中具有延

續性。早在1927年3月所寫的經典性革命文本〈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他就以非常讚賞

的筆調寫到了農民為所欲為的狂歡性表演：「的確的，農民在鄉里頗有一點子『亂來』。農

會權力無上，不許地主說話，把地主的威風掃光。這等於將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

……反對農會的土豪劣紳的家裏，一群人湧進去，殺豬出穀。土豪劣紳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

上，也可以踏上去滾一滾。動不動捉人戴高帽子遊鄉，『劣紳！今天認得我們！』為所欲

為，一切反常，竟在鄉村造成一種恐怖現象。」毛澤東認為，這種恐怖現象在農民運動的革

命時期是非常之需要的，「質言之，每個農村都必須造成一個短時期的恐怖現象，非如此決

不能鎮壓農村反革命派的活動，決不能打倒紳權。」44顯然，整風期間毛澤東對恐懼氛圍的

營造在其思想觀念中具有連續性，只不過早期為他所讚歎的「恐怖」是從政治革命角度來看

待，發生在農村，針對的是鄉紳；延安時期他所倡導構築的「恐懼」是從思想革命角度來看

待，產生自延安，針對的是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和一切意見不合的異己者。問題是，延安時

期知識份子所遭遇的恐怖氛圍遠比我們想象的要複雜得多，它不僅僅是所謂思想上的，更是

肉體上的。肉體上遭遇的折磨乃至生命的遽然消失其實遠比觀念轉換時的心靈痛苦要直接而

具象得多，這也是人類歷史上的統治者為何要長期使用酷刑的原因之一。整風期間，延安文

人在和風細雨的思想改造之外，也能時時感受到血雨腥風的恐怖場景存在，當整風發展到審

幹和搶救階段時更是如此。在當時淩厲的政治攻勢面前，在嚴重的「逼供信」狀況下，誰能

不會感到恐懼和震驚，誰能不會產生說謊或欺騙以求蒙混過關的心理呢？！正如後來有人在

延安大學審幹搶救甄別小組會上所言，不少人當時承認自己是特務的原因乃主要在於：「不

是對組織忠實坦白，而是受『逼供信』的罪，不得不欺騙組（織）一下,也不是出於本

心」45。

由於不堪精神和肉體的雙重折磨，許多知識份子被迫走向精神崩潰乃至絕望的境地。據胡喬

木說，在延安審幹、搶救運動中，僅半個月就挖出了所謂特嫌分子一千四百多人，許多幹部

惶惶不可終日。而這些幹部尤以知識份子為多46。許多知識份子不堪淩辱，相繼走上自殺一

途。據劉少奇1949年在天津的一次講話中交代，當時延安自殺身亡者即多達五六十人47。再

談幾個跟延安文人密切相關的例子。東北作家白朗流亡到延安，不料在審幹、搶救中，受到

極大精神打擊，先是在解放日報社挨整，繼之在中央黨校三部遭批鬥，終於導致「在長達一

年半的時間，白朗糊裏糊塗，癡呆麻木，整日不講一句話」。48搶救期間，已經並入延安大

學的「魯藝」的政治空氣也越來越緊張了。當時，魯藝共300餘人，卻有267人被打成特務，

比例之高，駭人聽聞。有位叫高洛音的女青年，被迫承認自己是特務，是叛徒，並且抓捕過

周揚，但事後由於過分恐懼而與其三個孩子一同自焚。也許是在精神崩潰之際，還在想著如

何以免她的孩子不至於在日後遭到別人的侮辱吧。此外，木刻家彥涵親眼看到魯藝一位被審

的青年，發瘋般沖出關押室，大呼「冤枉啊──」，縱身跳下懸崖，淒厲的聲音回蕩在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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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也久久縈蕩在彥涵的心裏。 這樣的例子，實在還有不少。對於身處延安且在1943年都

被相繼安排到中央黨校三部進行思想改造的幾乎所有較有名氣的知識份子和作家，他（她）

們不能不生活在此種人人自危的處境之中，並且定會時時感受到恐怖的陰影正在向著自己悄

悄襲來。薄一波曾經認為中央黨校是延安搶救運動的重災區之一，而且真切敘述過他所親眼

目睹的「搶救」慘狀，其實，這也構成了延安文人置身其間的生存環境的一部分。他說50：

有一件我難忘的往事，其情其景多年來不時的湧上心頭，……那時我母親也與我一起到

了延安，我把她安置在深溝的一個窯洞居住。有一天，我去看她時，她說，「這裏不好

住，每天晚上鬼哭狼嚎，不知道怎麼回事。」我於是向深溝裏走去，一查看至少有六、

七個窯洞關著約上百人，有許多人神經失常。問他們為甚麼？有的大笑，有的哭泣，

……最後看管人才無可奈何地告我：他們都是「搶救」的知識份子，是來延安學習而遭

到「搶救」的！

延安文人和知識份子正是在這種極端恐怖的境遇中開始走向深刻的靈魂滌蕩路途，開始切切

實實按照上級組織的安排進行整風學習，進行批評與自我批評，並進而由自省走向自虐的。

由於他們的意識形態認同機制根植於一定的恐懼心理之上，故而也自然包含了一種說謊機制

的產生，這無疑為知識份子和延安文人的意識形態認同增添了某種難以言說的複雜面影。但

在當時，這個複雜性卻被人們輕易地忽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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