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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期（2012年 1月 31日） 
 
发刊词  
〖文革日记专辑〗 
本刊特稿 
范世涛  文革日记：规训、惩罚和日常记录 
昨日心迹 
王林  日记中的大字报信息与马路新闻 
郑楚鸿  大串联中了解到的大饥荒 
任冬林整理  湖南一中专学校学生日记摘选 
陈仁德  滚一身泥巴的日子——插队知青日记选 
孙丹年  一个“右派”女儿的知青日记 
文摘 
吴宓  遭受大会批斗实录 
叶浅予  改造日记（节选） 
简讯 
边犊  2011年与文革有关的十件事 
 
第 2期（2012年 2月 29日） 
 
旧闻杂记 
王学泰  1976：狱中来了新犯人 
唐金鹤  手举红旗把锅接 
风云人物 
陈益南  海司令与长沙的“青年近卫军” 
忆旧思亲 
黄肇炎  一个被政治漩涡吞噬的大学生 
史实考订 
胡庄子  “陈毅是个好同志”来源考 
书海泛舟 
丁东  私家文献的价值 
应克复  《灵魂受刑录》读后 
余樵  需要有更多这样的见证 
——推荐叶曙明著《见证一九六七年——广州地区文革实录》 

梁志福  有关林彪的两本书 
文摘 
朱永嘉  为余秋雨订正一些历史事实 
编读往来 
读者张晓良来信谈文革日记 
 
第 3期（2012年 3月 31日） 
 



〖武斗专辑〗 
访谈 
黄振海口述  林雪采访、整理  “街娃”的武斗 
史林一叶 
卜伟华  文革中死于外地武斗的北京红卫兵（修订稿） 
蓦然回首 
廖振旅  县武装部发枪武装造反派 
唐士六  我们那个老知青武斗队 
旧闻杂记 
谢声显  我知道的几个武斗杀俘案 
文摘 
成都军区发枪武装造反派 
戴维堤  由中央发枪的北航红旗武装部队 
沈如槐  清华大学 414的“特种部队” 
陈益南  在“青年近卫军”的武斗经历 
杨里克  杀个人比杀只鸡还容易 
故纸堆 
张国华谈中央批准给造反派发枪 
编读往来 
黄肇炎来信谈“三种人”提法出现的时间 
 
第 4期（2012年 4月 30日） 
 
书海泛舟 
梁志福  独特而重要的视角——介绍《飞鸣镝——中央文革记者站记者见闻录》 
编者  《飞鸣镝——中央文革记者站记者见闻录》前言 
编者  《飞鸣镝——中央文革记者站记者见闻录》后记 
董国强  政治高压与宣传误导下的自我救赎之路——读《邓克生文革“思想情况回报”全编》 
文摘 
张春亭  难忘的往事 
肖健卿  西藏文革二三事 
王炎  口述史的魅力在细节——由“老舍之死”谈文革口述史 
风云人物 
司马清扬  姚登山与周恩来 
蓦然回首 
李正权  我的一段极左经历 
王锐  一个短笛手的命运 
史林一叶 
杜钧福  文革中陈战武的忆苦报告 
孙言诚  血统论和大兴“八三一”事件（未删节版） 
编读往来 
1、建生提供原北京 101中死于江西武斗的二人追悼照片 
2、范世涛来信提两点意见 
 



第 5期（2012年 5月 30日） 
 
旧闻杂记 
王学泰  文革狱中三个案情特别的干部子弟 
忆旧思亲 
杨广德  哥哥杨凛，你在哪里？ 
黄光祖  与难友杨凛有关的一点回忆 
周孜仁  四姐夫：从白领沦落为“领导阶级”的故事 
访谈 
黄振海口述  林雪采访、整理  “街娃”的知青生活 
书海泛舟 
樵余  研究五七干校的重要参考书——介绍李城外编《向阳湖文化丛书》 
坐看云起  又一本有关周恩来与林彪的新书 
文摘 
司马清扬  林彪离开北戴河；只为避见周恩来 
编读往来 
1、张晓良谈读上期感想 
2、范世涛谈读上期感想 
 
第 6期（2012年 6月 30日） 
 
口述历史 
杨世元  文革风暴中的重庆市文联 
故纸堆 
张羽  在地院 12号楼的一次“接见会” 
编读往来 
1、读者陈建新推荐有关张建旗下落的文章 

——王文嘉《一个特殊学生的工作安排》 
2、张晓良来信谈上期读后感 
 
第 7期（2012年 7月 30日） 
 
阅史漫笔 
华新民  十四军“支左”、谢富治及其他 
蓦然回首 
张晓良  文革开始时我刚上小学 
费明  当年我们大院的儿童世界印象 
书海泛舟 
钟逸  徐正全和他的《雪地足迹》简介 
何蜀  足迹•矛盾•忏悔——读徐正全《雪地足迹》 
文摘 
徐正全  最初的造反足迹 
故纸堆 
刘德彬  我在罗广斌死后的一些活动 



编读往来 
1、陈仁德来信谈杨世元口述 
2、唐潇来信谈杨世元口述 
 
第 8期（2012年 8月 30日） 
 
〖董国强南京文革研究专辑〗 
本刊特稿 
董国强简介 
董国强  我为什么进入文革史研究“禁区” 
史林一叶 
董国强  南京大学文革造反第一波 
董国强、Andrew G. Walder  南京文化大革命冲突的起源 
董国强、Andrew G. Walder  1967年南京“一月革命”的失败 
董国强、Andrew G. Walder  “军管”时期的南京 
董国强、Andrew G. Walder  江苏省革命委员会的建立 
文摘 
董国强  社会史视野下的文化大革命研究 
 
第 9期（2012年 9月 30日） 
 
昨日心迹 
顾训中整理  王年一先生手札一组 
史林一叶 
杜钧福  文革初期中学工作组的一般情况 
阅史漫笔 
阎长贵  一篇研究文化大革命的好文章 
——读董国强《社会史视野下的“文化大革命”研究》 

蓦然回首 
陈共珏  我家被运动的藏书 
文摘 
蔡文彬  一个造反派眼里的赵紫阳 
编读往来 
张晓良来信纠错并交流阅读信息 
 
第 10期（2012年 10月 30日） 
 
〖民间资料专辑〗 
本刊特稿 
李晓航  与上海学者谈合作编辑文革资料 
阅史漫笔 
王锐  有关文革小报的几个话题 
史林一叶 
胡庄子  毛泽东与红卫兵报刊 



陈益南  文革中湖南（长沙）的民间报刊 
蓦然回首 
黄肇炎  文革中一家独具特色的油印小报 
故纸堆 
王锐提供  中央工作会议上公布的红卫兵“战果” 
韩平藻提供  中央解决四川问题的“一二•二五”批示有关文件 
萧世敏提供  中央首长 1969年 10月 19日凌晨接见贵州汇报团时的指示 
任冬林整理  一个社队企业的两份报告 
周继能  史料上记载的老校工徐霈田之死 
昨日心迹 
向卫国  献血（日记两则） 
王端阳  文革一周年时北京见闻（日记数则） 
编读往来 
丁蕴华谈杜钧福对工作组问题的分析 
杜宇秋来信谈蔡文彬文章 
 
第 11期（2012年 11月 30日） 
 
史林一叶 
杜钧福  文革初期的中小学教师集训——以陕西省为例 
阅史漫笔 
李亚东  查勘地下文学现场——从 1960年代蔡楚的“反动诗”说起 
蓦然回首 
何蜀  在一首“反动诗”的背后——从有关《悼》诗的一句“交代”说起 
杨世元  《文革风暴中的重庆市文联》补述 
  附录  1962年春节《重庆日报》副刊约稿信 
编读往来 
阎长贵谈民间资料的搜集整理 
杜钧福建议对民间资料的整理提出分类方案 
作者黄肇炎来信作一更正 
 
第 12期（2012年 12月 30日） 
 
史林一叶 
杨大庆  回望“新思潮” 
董国强、Andrew G. Walder  1974：南京的“第二次文化大革命” 
阅史漫笔 
杨继绳  从清华大学看文革——读孙怒涛回忆录《良知的拷问》 
牛棚内外 
李城外  五七干校中的冰心 
编读往来 
秋山枫叶谈读杨世元文章感想 
 
 



第 13期（2013年 1月 30日） 
 
〖文革中的女性专辑〗 
蓦然回首 
谢引麟  文革黑牢 92天 
黄荣华回忆、何蜀整理  莫名其妙当委员 
故纸堆 
新师院公社采访组  光辉的青春 
小资料 
渔歌子整理  文革政坛女性一瞥 
编读往来 
边犊  2012年与文革有关的十件事 
丁远波  2012年文革题材出版物选目 
杨继绳转樊程的信订正一细节 
陈闯创来信纠错 
 
第 14期（2013年 2月 28日） 
 
风云人物 
冯锡刚  1966年的郭沫若 
编读往来 
读者红雨斋来信提出订正及补充意见 
白磊来信对陕西文革政坛女性名单提出补正 
清华校友读杨继绳一文后补充史实 
 
第 15期（2013年 3月 30日） 
 
蓦然回首 
谢声显  在万县旁观“夺权”与“镇反” 
黄肇炎  “革命化”的春节 
书海泛舟 
史云  作者与编辑的对话——《张春桥姚文元实传》代前言 
丁凯文  《解放军与文化大革命》前言、后记 
何蜀  筚路蓝缕  填补空白——丁凯文《解放军与文化大革命》序 
唐金鹤  《倒下的英才》修订版前言 
阅史漫笔 
胡鹏池  周恩来的一哭与一喊 
周孜仁  从乌蒙山到泰晤士河 
故纸堆 
庄菁瑞提供  文革前夕的一篇科研成果报告 
编读往来 
作者冯锡刚来信订正 
李晓航谈文革文献资料分类 
 



第 16期（2013年 4月 30日） 
 
〖四川文革专辑〗 
蓦然回首 
倪伯华  小镇刮来造反风 
史林一叶 
罗成胜  话说涪陵文革的特点 
文摘 
曾庆祥  四川文革中的“知情人员学习班” 
故纸堆 
张国华等  向成都军区党委、四川省革委传达中央指示 
小资料 
李晓航搜集整理  四川省甘孜州文革资料部分篇目 
编读往来 
蒋健来信纠错 
罗成胜来信谈文革中军队执政的后果 
 
第 17期（2013年 5月 30日） 
 
史林一叶 
齐晋华  “九大”前山东的“反复旧” 
书海泛舟 
余樵  清华校友回忆和反思文革的力作《良知的拷问》出版 
孙怒涛  《良知的拷问》后记 
编者  心向往之…… 
——我们的理解和承担（“上海文革史研究资料汇编”代前言） 
编者  《叶昌明工作笔记》凡例 
丁东  著史不为稻粱谋 
何蜀  失败者书写历史——王光照回忆录序 
文摘 
顾训中  徐景贤罪名考 
故纸堆 
王锐  解读两份强扣工资的红卫兵文告 
简讯 
姜诚  武汉部分文革亲历者为胡厚民举行骨灰安放仪式 
编读往来 
陈闯创来信指正 
作者任冬林先生之子来信告知其父病故噩耗 
 
第 18期（2013年 6月 30日） 
 
文摘 
李仕林等  清华文革“全面内战”时期的第三种声音 
孙怒涛  清华大学两派之外的第三种势力 



史林一叶 
何蜀  重庆大武斗中的“第三条道路” 
史实考订 
卜伟华  关于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印章及所谓“清华附中模式” 
蓦然回首 
庞国义  武斗硝烟中的石桥铺场口 
书海泛舟 
编辑整理者  《燕园风云录——北大文革回忆资料汇编》（一）前言 
田健行  注意保存文革史料 

《燕园风云录——北大文革回忆资料汇编》（一）代后记 
编读往来 
丁颖来信纠错 
阎长贵谈 17期 
 
第 19期（2013年 7月 30日） 
 
〖山西文革专辑〗 
史林一叶 
石名岗  山西造反派的崛起与省委的分裂 
蓦然回首 
李辅  在山西文革的“震中”——山西省委机关文革亲历 
书海泛舟 
孙涛  《虔诚的疯狂》题记与目录 
侯光天  《虔诚的疯狂》序 1：历史的责任和作家的良心 
董大中  《虔诚的疯狂》序 2：一次酸甜苦辣的心灵旅游 
赵瑜  《虔诚的疯狂》序 3：记忆与遗忘的斗争——致孙涛兄 
文摘 
孙涛  分解一下正在固化的历史 
编读往来 
李正权对上期何蜀文章的一处质疑与何蜀的答复 
忻鼎亮来信谈何朴 
 
第 20期（2013年 8月 30日） 
 
文摘 
孙怒涛  我对毛泽东“七二八”召见讲话的解读和思考 
史林一叶 
赵元三  “解放日报事件”辨——答王树人、吉景峰 
黄肇炎  成都文革初期的一支“第三势力” 
忆旧思亲 
齐人  祭沈因立 
故纸堆 
中共武宣县委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  武宣县“文革”大事件（节录） 
庞国义录入提供  文革中清理外出人员所借钱粮物的两份文件 



编读往来 
蒋健来信纠错 
黄肇炎来信谈 19期 
 
第 21期（增刊，2013年 8月 30日） 
 
书海泛舟 
二非  “末代臭老九”的呐喊——《告别未名湖——北大老五届行迹》出版 
钱理群  不可遗忘的历史——我读《告别未名湖——北大老五届行迹》 
奚学瑶、张从  韶华如水忆逝年——《告别未名湖——北大老五届行迹》跋 
史林一叶 
何蜀  文化大革命中的歌曲（修订版） 
文摘 
孙怒涛  一场惊动中央高层的闹剧——414战歌林彪语录真伪之争文摘 
 
第 22期（2013年 9月 30日） 
 
〖山西文革专辑 2〗 
史林一叶 
石名岗  山西“一•一二”夺权 
赵瑜  震惊各方的山西长治“一•一六”事件 
蓦然回首 
李辅  在动乱年月当县委书记 
编读往来 
阎长贵对 20、21期的感想和意见 
 
第 23期（增刊，2013年 9月 30日） 
 
〖张一哲造反派研究专辑〗 
史林一叶 
张一哲  大饥荒与文革 
阅史漫笔 
张一哲  这故事我在课堂上讲了二十年 
张一哲  从李九莲是造反派头头说起 
张一哲  人权缺失：李九莲悲剧的深层原因 
 
第 24期（2013年 10月 30日） 
 
本刊特稿 
何蜀  志愿者可以为文革研究做些什么 
蓦然回首 
袁炯  我看到的唐彼得枪杀解放军事件 
史实考订 
白磊  对黄春光口述中一个细节的订正 



黄春光  答复白磊的指正 
故纸堆 
胡庄子 录入提供  站在最前线（长篇小说选载） 
李晓航 录入提供  尼克松一行访华期间在京购买我商品情况 
庞国义  文革初期重庆的抄家成果展览 
文摘 
莫小米  凉亭少年杀人事件 
陆小宝  文革研究的一个新课题 
王光照  迎接周总理和外宾来厂视察访问 
编读往来 
陈益南谈“张一哲造反派研究专辑” 
何亦谈“张一哲造反派研究专辑” 
杜钧福谈“张一哲造反派研究专辑” 
黄肇炎谈“张一哲造反派研究专辑” 
 
第 25期（非正常死亡专辑，2013年 11月 30日） 
 
〖非正常死亡专辑〗 
史林一叶 
赵瑜  是谁杀了王尚志 
忆旧思亲 
散淡天涯  班长周瑞清之死 
何蜀  母亲的好友穆淑清之死 
故纸堆 
李晓航 录入提供  江西武斗初期一份死者名单 
中共宾阳县委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  宾阳县“文革”大事件 
简讯 
宗庶  让更多公民、更多青年来记录历史 
——“2013历史嘉年华”活动圆满结束 
编读往来 
阎长贵谈抢救文革史料 
熊景明谈文革史料与志愿者 
王春南谈“张一哲造反派研究专辑” 
张一哲对杜钧福意见的回复 
 
第 26期（增刊，2013年 11月 30日） 
 
史林一叶 
朗钧  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情结”及其在“林彪事件”中的变异 
舒声  北大文革中的“异端”组织与人物 
舒声  北大与清华文革异同之比较 
书海泛舟 
丛璋、亚达、国真  《燕园风云录》第二集：前言与目录 
故纸堆 



乔兼武、杜文革  给党中央毛主席国务院的公开信：造三个大反 
——用毛泽东思想改造旧世界，创建新世界 
编读往来 
晓星谈陆小宝文 
 
第 27期（2013年 12月 30日） 
 
〖四川文革专辑 2〗 
蓦然回首 
杨宝智  一个“右派”参加造反派宣传队的经历 
刘国平  一生难忘的血火记忆 
故纸堆 
程占彪  我初步坦白交待反动组织“三老会”的罪行 
渔歌子 录入提供  成都军区梁司令员、刘结挺副政委接见开江、万源、巴中等七个县驻军

负责同志、革命群众组织代表的讲话 
编读往来 
李辅、晓星谈《是谁杀了王尚志》 
庄菁瑞谈唐山交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