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解佩劍：
反右前知識份子的陷落
●

裴毅然

反右對大陸知識份子來說猶如平地驚雷，似乎是毛澤東聖心瞬逆。其實，
這場運動不僅源自特定的中國政治環境，也源自當時的社會基礎。反右前知識
份子整體左偏，所持守的人文價值嚴重傾側，乃是反右得以爆發不可或缺的社
會土壤。從社會態勢上說，若無1957年以前的種種鋪墊，驚天動地的反右就不
可能從天而降，更不可能迅速推進。僅僅指責毛澤東「輕諾延安，寡信北京」1，
將歷史純然歸結於個人因素，實浮淺表。
反右運動不僅源自特
定的中國政治環境，
也源自當時的社會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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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中共舉¢糾正國民黨種種弊政的大旗，匯集民主自由的時代洪

社會土壤。僅僅指責
毛澤東「輕諾延安，

流，慷慨進城得到當時絕大多數知識份子的集體支持。1949年1月31日，北京高

寡信北京」，將歷史

校師生冒¢刺骨寒風，舉¢小旗到西直門欣喜若狂地歡迎大軍入城2。81名中央

純然歸結於個人因

研究院院士，有60人留居大陸，僅有12人飛美、9人赴台3。截至1950年8月，海

素，實浮淺表。

外留學生5,541人，1950至1953年約2,000人歸國，包括中研院院士李四光、華羅
庚、趙忠堯及錢學森、老舍等。華羅庚發出〈致中國全體留學生的公開信〉——
「為了抉擇真理，我們應當回去；為了國家民族，我們應當回去；為了為人民服
務，我們也應當回去；就是為了個人出路，也應當早日回去。」4中共大軍入滬
次日，竺可楨在日記寫道：「民國16年國民黨北伐，人民歡騰一如今日。但國民
黨不自振作，包庇貪污，賞罰不明，卒致今日之傾覆。解放軍之來，人民如大
旱之望雲霓。希望能苦幹到底，不要如國民黨之腐敗！」5
陳寅恪、吳宓、朱光潛這樣的頭面知識份子一再拒絕飛台6；留美生余上
沅退還國民黨教育局長送來的飛台機票7；冰心夫婦、錢鍾書訪學台灣亦北歸。
＊

作者曾得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資助訪學，本文多處資料得自中心，特此鳴謝！

眾多中間派知識份子選擇留居故土。演藝界劉瓊、舒適、孫景璐、馮吉吉也從香
港歸來8；美學家呂熒從台灣抵京9。知識份子出於對國民黨的厭惡，對新政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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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寄託厚望，強大的民族情結使他們亟願承認新政權的合法性。
1949年4月，國府談判團長張治中見到毛澤東後十分興奮，談到共產黨的樸
素誠懇、吃苦耐勞、自我批評、虛心學習等種種美德，感慨萬分：「國民黨的失
敗是應該的，共產黨的成功並非偶然。」bk同年9月，平生不寫民國國號的前清
進士周致祥在政協發言：「我反對用『中華民國』之類的簡稱，因為二十多年來，
這一名稱已被蔣介石弄得不堪言狀了，成為一個禍國殃民、群眾對它毫無好感
的名稱。」司徒美堂附議：「
『中華民國』，與民無關，22年更給蔣介石及CC派弄
得天怒人怨，真是令人痛心疾首。」bl
師從馮卡門（Theodore von Kármán）的物理學博士郭永懷，1956年準備回
國，台灣教育部派員登門，勸其即使不願赴台也不要去大陸。清華老校長梅貽
琦訪美，學生請梅吃飯，梅聽說郭等已買返回大陸的船票，半晌沒說話。胡適
聽說郭要回大陸，感慨萬千：「像郭永懷這樣的人都要回國了，真是人心所向

既然知識份子對新政

啊！」bm留英生吳世昌於大飢餓時期回國，他曾主張「第三條道路」，但非常愛國，

權竭誠擁護，對其意

把汽車都帶回來送給國家bn。

識形態也就不可能設

一些知識份子對山溝<出來的中共是否具有治國能力雖存疑懼，但對腐敗的

防抗禦。更何況，
「大同」乃中國士子的

國民黨卻詳熟之至。正是對國民黨的痛恨，使他們形成對中共的天然好感，不僅

千年夢寐，「均貧富」

為中共的勝利歡呼，也全盤接受中共改造社會的整體設計，包括自己並不熟悉的

的共產構想一直閃爍

意識形態。張奚若被費正清（John K. Fairbank）認為是昆明最堅定的無黨派自由人
士，篤信個人主義，具有盎格魯撒克遜人的氣質，反右前曾出任高教部長，「充

²朦朧迷人的光芒。
那些此前不相信山溝
溝「土八路」能成事的

當集權主義的官僚」bo。1948年初，馮友蘭在夏威夷過海關，美方見他的簽證是

知識份子，如今眼看

「永久居留」，便說：「你可以保存這個簽證，甚麼時候再到美國來都可以用。」

共產黨即將改變全社

馮說「不用了」，將簽證交還給驗關員bp。留德哲學博士季羨林晚年回憶道bq：
我同當時留下沒有出國或到台灣去的中老年知識份子一樣，對共產黨並不
了解；對共產主義也不見得那麼嚮往；但是對國民黨我們是了解的。因
此，解放軍進城我們是歡迎的，我們內心是興奮的，希望而且也覺得從此
換了人間⋯⋯覺得從此河清有日，幸福來到了人間⋯⋯覺得一切的一切都
是美好的，都是善良的。我覺得天特別藍，草特別綠，花特別紅，山特別
青。全中國彷彿開遍了美麗的玫瑰花，中華民族前途光芒萬丈⋯⋯開會
時，遊行時，喊口號，呼「萬歲」，我的聲音不低於任何人，我的激情不下
於任何人。

二

全面接受階級論

既然知識份子對新政權竭誠擁護，對其意識形態也就不可能設防抗禦。更
何況，「大同」乃中國士子的千年夢寐，「均貧富」的共產構想一直閃爍¢朦朧迷
人的光芒。那些此前不相信山溝溝「土八路」能成事的知識份子，如今眼看共產
黨即將改變全社會，不免自慚形穢。
二十一世紀雙月刊 2007年8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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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在毛澤東倡導下，數十萬知識份子參加土改工作隊，成為「舊知識
份子」思想轉變的起點。在虔心接受階級論的基礎上，他們深刻認識到自己的
「原罪」。1951年3月2日，蕭乾在《人民日報》發表〈在土地改革中學習〉，吳景超
稍後於《光明日報》發表〈參加土改工作的心得〉，毛澤東均批示「寫得很好」，令
《人民日報》及各大報轉載br。雷海宗也撰文：「我們的全部所學，就是我們最大
的包袱。⋯⋯不只對我們無用，連對資本主義國家的一個知識份子也無甚大用
處，往往甚至發生迷惑欺騙的反作用。」bs此前，中國知識份子向以留學歐美為
鍍金，現在卻以參加土改為鍍金，時代風氣陡然一變。
1949年9月，一些高級知識份子主動提出「洗澡」。張志讓撰文：「我一向認
為研究學習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是目前教育界第一重要課題。而要實現這個
要求，最好的方法是發動一個全國性的運動。這一運動必須立刻發動，必須普
遍推行。」bt1951年暑期，北大校長馬寅初組織職員進行四十多天政治學習，認
為頗有成效，推廣至教員。9月7日，馬致書周恩來，邀聘毛劉周朱等十位中共
領導為政治學習教師。10月，毛將知識份子自發的政治學習轉為官方行為，從
理論學習轉為教育改造，改變了馬寅初設定的學習性質，教育部聞風而動，「洗

經過「洗澡」，紅色恐

澡」運動由是而起ck。

怖初露崢嶸，知識份

在思想改造運動中，中研院院士陶孟和說：「社會科學工作者是在舊社會<

子懾於群眾運動壓

長大的，他必然帶¢舊社會<所加給他的包袱。⋯⋯這次人民革命所打倒的、

力，敢怒不敢言。他
們一時對共產黨還不

所推翻的正是傳統的社會科學所研究的東西，正是過去的社會科學工作者所經

可能有深刻認識，無

常處理研究的對象。⋯⋯中國社會科學工作者所熟悉的東西，不能繼續存在而

法從整體上否定左傾

不得不拋入廢紙簍了。這不能不說是今日大部分社會科學工作者所遇到的淒慘

思潮的正確性，手上

的、可憐的處境。」cl馬列主義幾乎毫無抵抗地為知識份子集體接受，過頭過激

也沒有抵禦馬列主義
的思想裝備。

之論已然露頭。
清華、燕京、輔仁等美資高校所有教師都下水「洗澡」——檢討出身與所受
教育、交代個人歷史、清理思想塵垢、反省資產階級生活方式。金岳霖、潘光
旦檢討十二次才過關；馮友蘭數次檢討不被接受；張東蓀在師生大會上檢討三
次；陳序經在嶺南大學全校師生大會上檢討四小時，講到動情處熱淚縱橫，居
然仍未通過cm。知識份子真心實意接受批評，他們雖然從感情上不甘醜語自詆，
參加交代個人歷史的小組會更是如坐針氈，但卻從理性上強迫自己必須自覺接
受批判。
接受階級論必然承認無產階級高於其他階級的先天優勢，自會屈膝匍匐其
下，同時也必然接受「鬥爭必要論」與「合理暴力論」，認同只有在鬥爭中才能打
造出「一個光燦燦的新世界」。一旦接受了左傾理論，知識份子對社會的判斷能
力便大幅下降。1957年5月，費孝通二訪江村，發現該村畝產從1936年的350斤
增至559斤，農民生活卻不如中共建國前。分析原因，費孝通一開始就掉入意識
形態陷阱：「懷疑合作化的優越性是不對的。」cn邏輯起點使他一出門就走岔了
道。既然不敢突破這一前提，也就不可能對畝產提高農民挨餓這一悖論加以實
質性的剖析。
經過「洗澡」，紅色恐怖初露崢嶸，知識份子懾於群眾運動壓力，敢怒不敢
言。他們一時對共產黨還不可能有深刻認識，無法從整體上否定左傾思潮的正
確性，手上也沒有抵禦馬列主義的思想裝備。他們堅信共產黨是高尚的，只是

基層幹部水平太差，才會發生種種過火行為。只有極少數高知「自絕於人民」。
例如，清華化工系主任高崇熙教授不理解自己不去外國不去台灣，留下來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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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服務，為何還得接受這種待遇，憤而自殺co。更多的知識份子通過「洗澡」，
最初的狂熱有所冷卻，嘆息中開始夾起尾巴，謹守明哲保身之道。
思想改造運動是反右的前哨戰。通過思想改造運動，中共順利解除了知識
份子的佩劍——獨立精神與自由思想。「原罪說」使知識份子集體匍匐於新型意
識形態之下，自廢武功自動繳械，給了中共一呼百諾的政治特權，形成「無限上
綱」的社會風氣，為反右自織左網自填槍彈，自築左壕自挖墓坑。這一「深刻影
響」與「深遠作用」，當時自然不可能為知識份子所悟識。
1956年，馮友蘭撰文：「我敢說：絕大多數知識份子都以接受黨的領導為莫
大的光榮。」cp吳祖光曾說：「黨的威信太高了。咳嗽一下，都會有影響」cq。黨
內知青白樺對胡風案有疑，「但⋯⋯即使在夢中我都會咬緊牙關，守口如瓶，沒向

「原罪說」使知識份子
集體匍匐於新型意識
形態之下，自廢武功
自動繳械，給了中共

任何人透露過，所以懷疑得十分痛苦。因為，在五、六十年代的中國，誰懷疑毛

一呼百諾的政治特

澤東就等於懷疑自己和宇宙的存在。」cr桀驁不馴的傅雷給國外兒子寫信：「毛主

權，形成「無限上綱」

席只有一個，別國沒有⋯⋯他們的知識份子彷徨，你可不必彷徨。偉大的毛主
席遠遠地發出萬丈光芒，照¢你的前路，你得不辜負他老人家的領導才好。」cs

的社會風氣，為反右
自織左網自填槍彈，
自築左壕自挖墓坑。

青年知識份子更是深受鬥爭思維浸淫。《人民日報》編輯袁鷹後來回憶：「五

這 一「深 刻 影 響」與

十年代中，常聽到周揚和別的文藝界領導人多次說過一句名言：『文藝是階級鬥

「深遠作用」，當時自

爭的晴雨表』，如雷貫耳，銘記在心，覺得說得深刻，很精闢，從此時時提醒自
己『腦子<要ë緊階級鬥爭根弦』！」ct舒蕪說1949年後將政策當真理、思想教條
化、人格政治化，不自覺地加入「以火與劍傳教的宗教家」行列，以理殺人dk。

三

未被警惕的種種前兆

進城初期，中共禁毒禁娼、普及識字、剿匪土改，革除種種不平等，社會
氣象甚合儒家「清明之世」。加上殺天津貪污高幹張子善、劉青山，罷免報復批
評的武漢市府秘書長易吉光，武漢市委書記張平化、市長吳德峰作自我批評dl，
邀請民主人士參加反革命案件卷宗審閱dm，等等，一時間頗具道德光環，全社會
充滿期待。徐悲鴻感嘆：「一年之中，真所謂百廢俱興，一切應該做的工作，政
府都在盡量去做，一切不合理的現象都在努力革除。⋯⋯我們的人民政府是真
正為人民服務，為人民謀福利的政府。」dn梁漱溟說：「我體認到中國民族一新
生命確在開始了。」do
其實，貌似風和日麗的「1950年代前期」已出現一系列不祥之兆：批《清宮秘
史》、批《武訓傳》、批俞平伯、批蕭也牧、批黃碧野，還有「思想改造」、「忠誠
老實」、「鎮反」、「五反三反」，僅僅1955年就發生了批判胡風、批判丁陳、批判
胡適、批判杜威（John Dewey）、批判梁漱溟、批判「反動生物學家胡先驌」、批
判「梁思成復古主義」、肅反運動。運動迭至，寒霜日濃。
不少文化人在各種運動中自殺。華東師大教授李平心，1952年受批判後持
斧自劈頭顱，經救治未死dp。上海新文藝出版社經理俞鴻模，因胡風案被捕，釋
放後吞大頭針自殺未遂dq。1930年代北京第一女校校長孫蓀荃，1950年代初裸身

然不可能為知識份子
所悟識。

38 百年中國與世界

上吊自殺，留一字條：「我這樣來，便這樣去。」dr「胡風份子」侯唯勤1955年自
殺、盧甸發瘋。胡風一案牽連二千餘人ds。
土改中約100至200萬人被處死，「鎮反」至少50多萬人自殺，此時中央的方針
依然是「不要過早糾正過度行為」dt。「三反」、「五反」搞得工商業者心驚膽戰，中
央統戰部居然提出這樣的口號——「火燒工商界，打劫民建會。」ek1952年2月
8日，民生公司老闆盧作孚自殺el。
肅反運動，全國各級工作人員670萬，每5人中有1人為肅反對象em。全國肅
反專職幹部75萬，外調328萬人次en。公安部長羅瑞卿向中共八大匯報，130多
萬人被當作鬥爭對象立案，真正的反革命份子8.1萬eo。季羨林回憶肅反：「自殺
的人時有所聞。北大一位汽車司機告訴我，到了這樣的時候，晚上開車要十分

政治學、社會學、法
學、新聞學等重要文
科的取消，也在報

警惕，怕冷不防有人從黑暗中一下子跳出來，甘願作輪下之鬼。」ep
政治學、社會學、法學、新聞學等重要文科的取消，也在報警，警示社會

警，警示社會平衡性

平衡性的消失。1950年代，社會上暗傳一副嵌名聯：「民族團結——李維漢（統

的消失。1950年代，

戰部長），百花齊放——陸定一（中宣部長）。」eq大到意識形態價值指向，小到穿

大到意識形態價值指
向，小到穿衣戴帽生

衣戴帽生活細節，表現出愈來愈強烈的同一性，大規模的社會風暴已起於風萍

活細節，表現出愈來

之末矣。1954年起，「那時從中央到地方的報紙上，早已很少出現雜文了。」er

愈強烈的同一性，大

高層知識份子未能對已經嚴重左偏的政策引起警惕，還有一則必須強調的

規模的社會風暴已起

原因：對民主人士戚友實行專項保護。1951年6月3日，毛澤東批示公安部長羅

於風萍之末矣。

瑞卿：「凡關涉重要民主人士及其戚友的案件，只收集材料，不忙處理。」es

四

撤守理性

黨內高知在七大撤守理性防線。張聞天當面頌毛貶己：「他（指毛）與人民的
結合是如此之密切，因而分不出究竟他是人民，還是人民是他！⋯⋯在這樣偉
大的人格前面⋯⋯我們自己是如何的渺小呀！」張還將毛與「馬恩列斯」同列et。
劉少奇亦說：「我們的毛澤東同志，不只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偉大的革命家和政治
家，而且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偉大的理論家和科學家。」fk據說連毛都不好意思。
1952年1月17日，水利專家張含英（曾任北洋大學校長）在《人民日報》上檢
討，將自己二十餘年致力水利工程與教育事業，說成「在這一事業心<還夾雜¢
個人興趣和個人榮譽⋯⋯我雖然是善意地辦學校，我雖然主觀上一切為了學
校，但是我所代表的是反動統治階級，和群眾利益是對立的。既然對立，雖然
學校上了軌道，對同學們有益處，但也有助於反動政府的統治。⋯⋯由此可見
我過去沒有敵我觀念，更分不清敵我。這種落後的、糊塗的思想就使我很有條
件做反動統治階級的花瓶和幫兇，事實上反動統治階級也認識了我這個花瓶和
幫兇。」
北方交大校長茅以升承認過去三十年為反動統治階級服務，有小資產階級
知識份子兩大特性：自高自大與自私自利，自扣十三頂大帽子——英雄主義、
技術觀點、自由主義、個人主義、保守主義、妥協主義、適應主義、宗派主
義、官僚主義、本位主義、改良主義、溫情主義、僱傭觀點fl。

1951年批判影片《武訓傳》，錢俊瑞苛責陶行知：「人們有權利發問道：為甚
麼陶先生不放眼看看在當時的抗日民主根據地<面，因為人民已經取得政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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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教育事業就那樣蓬蓬勃勃地開展呢？為甚麼陶先生不集中力量搞革命，而偏
偏要化這樣多的精力在國民黨地區辦些顯然無法開展的『育才學校』之類的教育
事業，甚至最後，日暮途窮，會找到武訓這樣一塊朽木來作自己的招牌呢？」fm
就是這位錢俊瑞，1946年在陶行知去世時，曾經撰文〈一代巨人陶行知〉，肯定
陶先生已由激進的民主主義者轉變為共產主義者fn。
生活上，知識份子也失去優越性。中央統戰部1955年的調查顯示，絕大多
數高知的生活均頗艱苦。與抗戰前相比，高知收入大幅降低。大學教授1955年最
高工資252.6元人民幣，抗戰前600元法幣，折合人民幣1,500元（以戰前1法幣折
人民幣2.5元計），僅為16.8%，1955年高知收入只相當於抗戰前的六分之一fo。
1956年1月，中共希望改善與知識份子的關係，召開知識份子會議，各方面領導
千餘人出席，周恩來作了《關於知識份子問題的報告》。不久召開政協會議，絕
大多數高知一片感恩示誠，拜謝中共的信任關心，狠批自己的「妄自尊大」，知
識份子「從舊社會帶來的自我」被宣布為「社會主義道德的最大敵人之一」fp。明顯
走偏的言論以不容置疑的姿態堂皇出現，說明整體意識形態嚴重出偏，且全社
會尚無警覺，也說明警醒力量過於弱小，無法抗衡。

從延安開始，中共的
知識份子政策就陷於
兩難之境。中共既需

五 「擠」不進新社會

要大量知識份子的加
盟才能獲得組織發
展，但又須防範這些

白樺認為所謂「1950年代前期的春天」是臆造出來的：「知識份子——即使是
所謂黨的知識份子，主觀臆造出來的春天也是極為短暫的。⋯⋯1953年全年只
攝製了七部影片。一部電影劇本的投拍要經過層層審查才能通過，最後一個審
稿人就是周揚，周揚不點頭就不能投拍。」fq最需要自由的文藝失去自由，成為
規格統一的「齒輪與螺絲釘」，又一個蘇聯式的全能政治社會已然形成。
反右前，許多真話只能轉入地下。羅隆基私下說：「社會主義的最大缺點就
是沒有競爭」、「黨員水平低，是造成經濟建設上特別是基本建設上的損失的主
要原因。」fr吳宓1950年私下說：「批評、自詈方興未艾，設若現在就百詞自詈，
將來日復一日，由漸而入，復何更醜更穢之詞以進一步自詈，以示長進？」fs相
當一部分中高級知識份子的普遍心態是「新社會固然美好，只是我擠不進去」。
雖然有所抱怨，主調還是想「擠」進去。就是打成右派以後，章伯鈞、羅隆基、
黃琪翔也是一個勁掙扎¢要「爬起來」，「他們自己也很想『爬起來』
」ft，再擠進
去。胡適之子胡思杜「積極表現」——公開撰文批判其父，不僅不能入黨，而且
還被劃右，「擠」不進新社會，36歲仍然單身的他上吊自殺gk。
從延安開始，中共的知識份子政策就陷於兩難之境。中共既需要大量知識
份子的加盟才能獲得組織發展，但又須防範這些具有獨立意識的追隨者偏離出
軌。奪取全國政權後，這一矛盾更為突出。1950年代初，中共只有72萬合格人
才可充任各級職崗之需，而國民黨時期則需要200萬，缺口達三分之二gl。現實
需求使中共必須對知識份子有所讓步，以調動他們的積極性，但骨子<的不信
任又使中共不時敲打知識份子，要求他們必須全面接受左傾理念，絕對遵循紅

具有獨立意識的追隨
者偏離出軌。奪取全
國政權後，這一矛盾
更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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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邏輯。放鬆與壓抑的交替互用，形成1950年代初期中共知識份子政策的扭八
字軌Q。
經過幾年的「現實教育」，大多數知識份子逐漸感覺到政治負擔，「政治可以
改變一切」的狂熱漸漸淡退。鳴放時期的噴瀉爆發，其實是長期積壓的熱能釋
放，才會有這樣的真話：「希望生活在新中國的知識份子也摸一下自己的脊梁，
挺起來，不再學易安居士或林妹妹那樣嬌滴滴地扭扭捏捏。」gm北師大副校長傅
種孫鳴放出知識份子的真正心聲：
中共所標榜的知識份子政策與知識份子所感受的幾乎完全相反。⋯⋯
每一運動起來，知識份子就會心驚膽跳。對於統治者衷心奉承而一再受白

左傾意識形態高調推

眼、挨耳光，這是史無前例的。我想不起來有哪一個興朝盛世是這糟蹋知

進，人文傳統轟然崩

識份子的。我也不曉得這些知識份子究竟造了甚麼孽而致遭這麼大的禍

坍，知識份子以年齡
形成截然代溝，一切

殃。⋯⋯我們能夠說一個知識份子必然有罪嗎？⋯⋯這幾年來四海之內有

都預示²社會即將發

哪一個地方的知識份子不寒心？⋯⋯打ê用、罵ê用，叫知識份子成天用

生激烈震動。階級論

眼淚洗臉，這是何苦來？gn

使知識份子分化為左
右兩派，有了互鬥互
揪的社會基礎，同時
失去制衡的中間派。

我對黨的政策都擁護，惟獨對黨的知識份子政策感到惋惜，我看不怎
麼高明。⋯⋯在知識份子上面必須要加上「舊」字或者是「資產階級」，⋯⋯
工人何嘗不是從舊社會來的，農民何嘗不是從舊社會來的？為甚麼偏偏給
知識份子加上個「舊」？這又何苦？你把人家當僱傭看，當奴隸看，甚至當
敵人看這怎能使人家有主人翁的態度。go

六 知識份子的分化
左傾意識形態高調推進，人文傳統轟然崩坍，知識份子以年齡形成截然代
溝，一切都預示¢社會即將發生激烈震動。階級論則使知識份子分化為左右兩
派，有了互鬥互揪的社會基礎，同時失去制衡的中間派。陳寅恪高足金應熙由
中轉左，公開亮旗叛背師門，寫出很有份量的批陳文章；燕京校長陸志偉之女
撰文〈譴責我的父親陸志偉〉gp；包括胡適之子公開撰文批判乃父，這一類「時代
新聞」被標榜為「新社會新風尚」。
丁玲原本對胡風心存感激。當年丁玲在延安凡有作品寄胡風，胡風總是想
方設法將稿費寄給在湖南的丁母。丁玲將這份友誼看得很重，但在批判胡風
時，丁玲公而忘私，違心狠批反革命份子胡風gq。郭沫若對胡風的批判火力甚
猛：「我個人認為應該嚴厲地鎮壓，比幾年前鎮壓反革命的時候要更加嚴厲地鎮
壓⋯⋯好些朋友都提到，我們的警惕性太低了，的確是。以我個人來講，認識胡
風二十多年了，一直沒有感覺到他是這樣一種反革命的破壞份子。我們可以
說，二十多年是和豺狼一道睡覺。」gr。1955年全國發表批胡文章2,131篇，其中
作協會員佔544篇，各路名人多在其中gs。
許多右派份子如果不是被打倒，他們也很想打倒別人。一位筆者熟識的右
派，唯我獨革，實足的極左份子，忘我投入反右，積極打倒別人。在送右派上

車開赴改造地時，上級在車下突然宣布他也是右派，馬上與幾秒鐘前的「敵人」
同上一輛車，同赴改造地！1957年10月11日，團中央舉行批鬥劉紹棠大會，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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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坐¢中國文壇泰斗級人物。鄧友梅剛剛音調鏗鏘紅頭脹臉結束發言，台下為
他的有力批判熱烈鼓掌，鄧友梅認為這下總算立功贖罪了。突然，北京市文聯
秘書長站起來，高聲宣布：「同志們！不要為他鼓掌，不要被他的假相欺騙，
他——他也已被劃為右派份子！」gt
知識份子之間既然可以不負責任地互攻互訐，社會生活失去和諧訴求，各
個擊破也就是一種歷史必然了。唇亡齒寒，古今同理。從相當意義上，胡風、
章伯鈞、羅隆基是被在野的民主黨派和知識份子最後拱倒的，「章羅聯盟」一詞可
能最早出自胡愈之hk。如果舒蕪hl、浦熙修hm、史良hn、吳

ho等人不提供重磅

炮彈，如果沒有樂松生hp、梁思成hq、薩空了、千家駒這樣的反右積極份子hr，
沒有趙文璧對羅隆基五十二條罪狀揭發hs⋯⋯知識份子如不一擁而上落井下石，
至少還不至於如此快就羅織起罪名，鬥爭尚不至於如此迅速升級。據綜合判
斷，若非出於價值認同，揭發者斷不至於出手如此果決。
社會生活明顯處於錯位出偏，居然還有那麼多知識份子認為形勢一片大
好，認定右派份子實屬出洞毒蛇非打不可。九三中常委茅以升、嚴濟慈、許德
珩、裴文中等籲請堅決擊退右派份子猖狂進攻。1957年7月5日，趙超構、張友
鸞、陳銘德、鄧季惺、張恨水向浦熙修發表「聯合宣言」，敦促浦熙修進一步
揭發羅隆基。《文匯報》的欽本立、柯靈也檢舉揭發「徐鑄成一貫是個右派，是老
右派。」ht老舍撰文：「從維熙的『並不愉快的故事』
（一篇小說）意在煽動農民造
反。」ik
社會的整體左傾化，包括「右派」在內整個知識界對左傾理論的接受，乃是

理想既是一切盲動的
邏輯起點，也是中國
知識份子失去集體警

反右急速升溫不可或缺的社會土壤。知識份子自己不往前湊，「陽謀」就不可能

惕的一大誘因。知識

迅速得手。晚年茅盾甚至不經意吐露：「想不到黨中央會對右派平反！」il反右的

份子認為社會新生政

大方向固然出自高層，但達到的深度和廣度則須倚賴基層。沒有左翼知識份子
的種種「自覺革命」，反右運動便不可能短期內即成燎原之勢。

治清平，一切都可萬
無一失地交給黨，自
覺交出獨立思考，交
出了絕不應該放棄的
選擇權與批評權，認
為過去對執政者的一
切批評已無必要。 圖
左為章伯鈞，圖右為
羅隆基。

七 分析與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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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既是一切盲動的邏輯起點，也是中國知識份子失去集體警惕的一大誘
因。知識份子認為社會新生政治清平，一切都可萬無一失地交給黨，自覺交出
獨立思考，交出了絕不應該放棄的選擇權與批評權，認為對當今執政者的一切
批評已無必要。正是1950年代初期知識份子的這種幸福依偎感，才是其後痛苦
不堪的起點，也正因為是被自己真心擁護的黨所拋棄，這份折磨與痛苦才更為
錐心難泯。同時，一片壓倒性的讚頌，社會監督與糾錯力量消散，也助長了高
層領導「偉光正」的自信。
紅色教授馮至有一口頭禪——「偉大的時代，渺小的我。」im徹底上交個人
權益與個體價值。但既然個人失去自我，還需要個性解放嗎？還需要民主自由
嗎？還需要保護個人權益的法律嗎？現代理念最基礎的價值根基動搖了。《大
學》云：「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碼
錯價值序列、顛倒本末厚薄，欲達治平，豈可得乎？既然認同「全心全意」奉獻
左傾思潮得以掀起的
最主要動力乃是共產

一切，失去保護個人利益的理論依據，反右一起，知識份子既無質疑的理論武

理論——終極解決一

器，也無自辯的邏輯起點，更無自ë的政治力量。除了低頭認罪虔心檢討，磕

切社會問題、徹底鏟

頭如搗蒜，至多私下偷罵幾句，實無它能。此時，他們才認識到缺乏體制保證

除一切社會不公。國

的賜予式自由何等脆弱！失去理論屏障的後果多麼嚴重！

人居然相信「用黃金修
造廁所」
（列寧語），

赫魯曉夫（Nikita S. Khrushchev）發表「秘密報告」後，1956年春出現「雙百方

相信「物滿為患」的君

針」。最有理性的學者也一度頭腦發熱：「共產黨要實現自建黨以來孜孜以求的

子國即將建成，相信

使中國現代化的目標，離不開知識份子。面對由於政治運動的頻繁衝擊而導致

「盛代無隱者」。

的知識份子的集體性消極反抗，除了調整政策以外，執政黨別無選擇。」in章伯
鈞甚至鳴放：民主黨派要發展二三百萬，農工今年就可發展到二三萬，將來不
僅發展到縣，還要發展到農村io。章伯鈞成右後，其女問他此前為何緊跟中共，
章伯鈞答曰：「誰也沒想到中共會變成這樣子。」李澤厚認為此語甚具代表性，
為何那麼多人迭經運動仍敢鳴放，除了為國盡力等中國士子傳統美德，最重要
的還是判斷失誤，根本沒有想到痛斥蔣介石獨裁的中共也會沒收言論自由，「包括
沒想到毛竟會完全變成了不折不扣的傳統專制皇帝。它是建國後一步一步走到
了這個局面的。這才是這場悲劇的真正根源：沒有足夠的經濟基礎和思想基礎，
在中國，任何革命導致的都是獨裁專制。1911、1927、1949，無不如此。」ip
無疑，左傾思潮得以掀起的最主要動力乃是共產理論——終極解決一切社
會問題、徹底鏟除一切社會不公。國人居然相信「用黃金修造廁所」
（列寧語），
相信「物滿為患」的君子國即將建成，相信「盛代無隱者」。只要讀一下1950年代
詩歌，就可感受到甚麼叫「時代豪情」，就能觸摸到知識份子的「不設防心態」。
蕭乾後來反省：「我當時思想上對那種反常的搞法甚至也並不怎麼抵觸。」iq
趙紫陽晚年談及反右：「一讓提意見，各種意見鋪天蓋地，有的很尖銳，這
大大出乎他（指毛）的意料。我當時在廣東管農業，座談會上一些人指¢鼻子
罵，真受不了呀！後來接到中央電報，說要『硬¢頭皮頂住』，鄧小平也到廣東
來做報告，說放長線釣大魚，那就是打招呼準備反右派了。對當時的大鳴大
放，各級幹部有意見⋯⋯共產黨各級幹部都沒學會聽取不同意見。」ir毛澤東最
初提倡鳴放，亦屬形勢判斷有誤。他聽慣一片頌揚，認為力邀鳴放，斷不會有

激烈反面意見，這樣既可得開明之雅聲，又可戴民主之光環，還可向蘇聯顯示
自己身後不會有人作「秘密報告」，一箭數鵰。然稍開言論，毛發現知識份子竟
存在「根本不滿」，這才認識到赫魯曉夫勸阻「雙百方針」的預見性，領悟到「專政」
的必要性，不得不以「陽謀」為自己的公開失信強遮強辯。
民眾情緒與新政權的高度疊合，營造出「1950年代新氣象」，形成「人定勝
天」
的社會熱氣，歷史確實給了中共及毛澤東建功立業的大好機會。可惜由於政經
文化、意識形態及毛個人素質等綜合因素，致使他們未能把握住這一重大歷史
機遇，反而將國家一步步領入反右，1959年的廬山會議使黨內高層也集體失
聲，通往大飢餓及文革的大門打開了。在這場歷史大轉折中，知識份子也出了
一份參與之力。1958年3月15日，萬餘知識份子匯集天安門廣場，舉行「社會主
義自我改造促進大會」，高呼：「把心交給黨，堅決當左派！」is沒有劃右的著名
知識份子盡數出席。就是絕大多數右派，也都認為反右是必要的，僅僅自己被
整錯了，只有極少數知識份子及時認識到反右的整體錯誤it。左傾文化造就了
一代病態知識群體，歷史的沉重就在於幾乎人人都有份！
反右與文革已成為二十世紀中國重大反面「人文遺產」，成為值得中國知識
份子一再回顧的負極坐標，時刻提醒我們那條曾經走歪的路，以及何以走歪的
根本致因——宗教式的左傾思潮缺乏最起碼的包容度，一邊製造罪錯一邊還不
允許受難者發出呻吟批評，從一開始就違反了現代文明的基石：民主自由。國
人當然還清晰記得1945年7月5日，毛澤東在延安與黃炎培著名的「_洞對」，毛
說已為中共找到跳出政黨興勃亡忽週期率的新路：「這條新路，就是民主。」j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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