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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语：这是一个有关文革研究思路的座谈会，与会的都
是一直在关注文革研究的人士。会上大家对文革研究的
思路进行了初步的梳理。在操作的层面上提出了很多想
法，比如资料的收集、抢救和管理，口述历史的规划，
资源的整合等等；介绍了国内外文革研究的历史和现状
；讨论了文革的分期问题、经济和社会生活问题，以及
文革专题研究的问题；但是 重要的还是提出了新的观
念和方法。如在观念上提出用普遍人权的标准代替权力
逻辑和意识形态阐释，在方法上提出以事实而不是以文
本为出发点。在这一点上，不光是为文革研究，而且为
历史这一学科本身提供了一种可供参考的坐标,也为恢
复历史学的独立和尊严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历史需要价
值判断，同时更需要真实性和客观性（不等于没有局限
性），如果没有价值判断，历史的叙述就失去了意义；
如果没有真实性和客观性，就根本谈不上历史。这两者
之间的关系也是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本次座谈会在涉
及了这些问题的同时，也提出了艰巨浩繁的任务，用现
今的话说，这是一项许多人参与的系统工程。这一工程
不仅涉及到史学的尊严，而且关系到民族的命运。 

 

   
 
座谈人员：  
郑仲兵  （北京文衡文化发展中心  理事长） 
雷   颐  （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近代史所 研究员） 
韩   钢  （中央党校  教授） 
李   郁  （北京大学历史文化资源研究所常务副所

长） 
 
郑仲兵：今天请各位来，是想听听大家对于文革

研究及出版方面的见解。一是有关文革研究和出版现状

的介绍和评价；二是提出有关文革研究需要进一步开发

的领域和课题。 
文革是一个特殊而复杂的历史时期和现象，它和中

国政治、经济制度和体制，和特定的意识形态，和冷战

时期的特定环境，和中国历史传统有什么样的关系？需

要开辟什么资源、采访什么人物？文革学研究的方向、

目标、措施、手段和方法是什么？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

命的动因是什么？文革历史的分期问题等等，都值得认

真研讨。请各位发表高见。 
雷颐：文革研究第一步是要有资料。是资料的建

立、收集，类似一个小图书馆，给它分门别类，要有规

范化的管理。 
我觉得文革（的历史）是亟需要抢救的。记得曾经

有一个意大利人问邓小平，说中国老百姓都说是五人帮

（因为邓小平一直说毛的伟大），是这样吗？可现在，

久而久之在老百姓心目中就是把毛给摘出去了。审判江

青 
的时候她说：“我就是毛主席的一条狗”。历史的真实

究竟怎样？ 

还有现在有人说是有两个文革，一个上层的，一个

是下层的。下层有下层的说法，上层有上层的目的，是 
不是这就构成了两个文革？实际上当时从下层来说，所

有的目的是一样的，就是维护毛，认为党内有各种官僚

没有按照毛的指示办，我们只是响应毛的号召，是为了

维护、保护毛。比如说一个单位，我认为他们是反对毛

的，他认为我们是反对毛的，是两派，但是目的是一样

的，都是为了保护毛。现在的青年人，受西方的影响很

大，他们就认为应该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我就问他们

为什么，他说因为文化大革命谁都可以发表意见，当然

谁都可以打倒谁，任何人都可以有理由往别人头上扣一

个政治帽子。我说是，但是你别忘了，文革有一个很大

的问题，有一个致命的问题，用毛的话讲就是“只反贪

官不反皇帝”。实际上是极端的专制，极端的无政府主

义，而不是民主。其实还有一句话，非常简单地反映出

文革的面貌，就是“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

这是文革中最常用的口号。什么是民主？我可以支持文

革，你可以不支持文革，这才叫做民主；只允许我说你

反文革，你说我反文革，这怎么能叫民主呢？ 
另外在文革中的日常生活中，后来就感到是很困难

很困难。恐怕北京要好一点，到外地有的地方连酱油都

很难买，国民经济确实到了崩溃的边缘。这是从生活中

感觉出来的，因为文革中很多的数字都是假的。现在就

有人根据文革中公布出来的什么“国民生产达到什么高

度”来判断：你怎么说它是崩溃的？六六年到六八年这

两年里没有统计，基层都没有统计，到了文化大革命结

束以后，国家统计局花了很大的力量，做了事后的评估

，把那两年数据给补上了，也就是水分是很大的。另外

是不是还有数据，那就不敢说了。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

题，现在有些搞研究的，就是根据那时候的数据下结论

，就说你们是胡说。（韩钢：国内左派们评价文革就说

：政治是动乱的，文化是凋敝的，经济是发展的，国防

是巩固的，外交是成功的）。问题是除了数字，经济的

好坏表现在具体的日常生活当中，比如火车晚点是不正

常的，但是到了文革后期火车晚点是正常的（当铁路局

一定会有记录的），到后来连票都不保证供应，这就具

体反映出来了。 
文革的分期问题。研究文革要分期，分期要看你研

究的角度，根据你的视角，根据你的需要。如果分得细

的话，可以有很多阶段，比如说六六年十一月就可以作

为一个划分界限。因为十一月《红旗》杂志发表社论提

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一下子就把毛

的要打走资派的意图表现出来了。因为一开始刘少奇讲

“要怎么搞文化大革命我也不知道”，这时一下子就清

楚了。那些跟着毛跑的老红卫兵一下子就知道文革是要

对准自己爹妈的，就开始反文革了。这个阶段再往后又

可以分一下，比如说六七年四月戚本禹那个文章（指《

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出来，把刘少奇几乎给点出来

了。以后就是全面大乱，就是各个地方的武斗，就是六

七年白热化直到“七二○”事件，提出“揪军内一小撮

”。当然六七年“一月革命”也应该算一个阶段。“二

月逆流”、反王关戚、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等

等，要是细分可以分做很多阶段。“一打三反”和清理

阶级队伍还有不一样的地方，清理阶级队伍是各个单位

的群众专政，到 
“一打三反”有很多是通过正式的法院判刑，遇罗克就

是这个时候枪毙的。从六八年清理阶级队伍就可以到“

九一三”，这是一个阶段，实际上“九一三”事件在某

种程度上就宣告了毛的路线的破产。我那时候已经下乡

了，知青和很多干部听了传达都在私下里议论，尤其是

觉得《五七一工程纪要》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所以李

慎之说“到现在为止对毛的认识没有超过《五七一工程

纪要》的”）。之后就是邓小平的复出整顿，这个阶段

有意义，主要是和邓文革后的复出和发展有联系，是为

将来打下一个深厚的基础。我觉得从大的方面可以分这

么几个阶段。 
韩钢：文革最早的研究要从七八年的中央工作会

议开始。实际上胡耀邦提出要早一些，他到中央党校以

后，布置中央党校研究党内两条路线斗争时，提出“十

次路线斗争这个提法对吗”？这就触及到文革。比较集

中的是中央工作会议，后来就是叶剑英的国庆三十年讲

话，然后有一个《决议》。文革研究最早是官方开始推

动的，但是民间的反思又比官方的更深，在一九七七年

和七八年出现过一批反思的伤痕文学，什么《班主任》

、《伤痕》。高潮就是到了八十年代初，反思文章比较

多，但都不是很系统的学术研究。八一年《决议》一方

面起了一个好的作用，就是能够讲毛泽东的错误，问题

是另一方面又只能按照《决议》去诠释，所以大概从八

一年以后官方在文革方面的研究基本上就停下了。民间

的研究没有停止，但是在八十年代的前期没有太大的进

展。 
到八十年代中期又有一个高潮，就是文革发动二十

周年、结束十周年的时候。民间学术界研究党史的，在

这方面出了一些成绩，高皋、严家其的《文革十年史》

，还有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这两本书是民间研

究文革在当时最有影响的两部书，前者是国内第一部文

革专著，但学术价值不如后者。六四以后才出版了金春

明的的《“文化大革命”史稿》四川出的，很快被禁止

发行了。不久，席宣和金春明出版了另一个版本《“文

化大革命”简史》，是经过官方批准的，这本书在《决

议》的框架下有一点研究者的思考，基本上是诠释的。

到目前为止官方批准的文革书只有两本，一个是王年一

的《大动乱的年代》（中央宣传部批准的），还有一个就

是席宣、金春明写的《“文化大革命”简史》。我认为

，国内研究文化大革命水准最高的专家就是王年一，他

在史料考证方面做的那些研究的工夫，目前研究文革的

没有超过他的，通史性的研究著述就数王年一的这本书

了。 
国外研究的比较多，但是作为通史性的著作现在还

没有出版。麦克法夸尔原来写的是文革前史（从四九年

到六六年），正在写文化大革命史。他在哈佛开了文化

大革命历史课，是个选修课，但是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

初在哈佛这门课是选修最多的，曾经达到四百多人，非

常轰动（九十年代中期以后又进入一个低谷）。除了通

致
《
往
事
》
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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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名思义，《往事》是关于过去，关于历史的。 
如今，历史似乎成了显学。 
一方面，学校的课堂、各种研讨会、公开的纪念活动在与时俱进的口号下不断翻新老生常谈的历史神话；另一方

面，大量历史题材的影视作品、访谈节目、流行作品充斥着荧屏、舞台、报刊，怀旧的主题被煽情炒作，成了商家追

捧的“卖点”。实质上，真正的历史，在“稳定压倒一切”、“一切向前看”、“宜粗不宜细”等准则下，却日益公

式化、简单化、功利化、边缘化…… 
但是，历史的遗产，不论是进步的还是反动的，不论是财富还是包袱，是荣耀还是耻辱，你只能面对。古人说：

知古不知今谓之陆沉（糊涂虫），知今不知古谓之盲瞽（睁眼瞎）。无法面对过去的人，不知会有什么样的未来。何

况，过去的真的过去了吗？ 
所幸的是，在历史沦为空洞符号和流行时尚的同时，在它被日益边缘化的同时，探寻历史真相的努力却从未停止

过。这是一种抗拒遗忘、沉默和失语的努力；是在知情者和真相不断流失的今天，对历史进行保存和梳理的努力。 
《往事》就是这种努力的一部分。 
它的目标非常有限，只想在开满天窗的某一段历史中寻一点真相，做一点注释；只想以陈述者个人的名义，为把

历史从宏大叙事的神话、从为我所用的功利主义和成王败寇的权谋主义之下解脱出来略尽绵薄之力。 
《往事》的宗旨是尊重历史，就是不为利害、好恶而歪曲、编造、增隐历史事实，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它关心人

在历史中的命运和遭际，并试图在这一基础上对历史进行重新叙述和重新评价；它将成为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和观察者

、对探究历史真相感兴趣的人们的交流平台。他们既是作者也是读者。 
《往事》主要涉及的历史跨度，是从延安整风至文化大革命——也就是上个世纪的四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同时

也关注这之前和之后的历史。 
《往事》关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同时也关注此间的中国社会，倾听被边缘化的声音和大多数沉默者的述说。 
对复杂的历史过程的观察和感受，不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编者自不敢只采一家之言。《往事》力持兼收并蓄

之态度，以垂自由探讨之风范。 
郑仲兵  田晓青  李宇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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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性的研究之外，国外对文化大革命的人物和事件的研

究比较多，比如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的孙万国写了《古有

窦娥，今有林彪》，他认为“九一三事件”林彪是最大

的冤枉者。还有专门研究文化大革命中的学校、教育等

等的著作，这类东西非常多。而且西方学者的东西还更

有影响一些，比如说最近国内出版的一本《毛泽东传》

，菲力普·肖特写的的，从学术上说，在国内的学者眼

里，水准一般，但是非常有影响。九九年出版，，今年

在北京出了中译本，不到三个月印了三万册。北大、民

族大学等高校还有研究机构到处请他去讲座。就是像老

雷打的比方，英语就是一个强势语言，再加上是一个西

方学者或者是记者写的。（雷：这个作品翻译过来比原

本更糟，错误很多。“鄂豫皖根据地”翻译成“鳄鱼湾

根据地”，“包产到户”翻译成“个人耕作”。）但是

九十年代以来国内有一个非常好的现象，就是中共历史

的研究出现了民间化的趋势。民间化本身有一些非主流

意识形态的东西，大量的关于文革的著作出版，包括人

物、事件、专题的。当然，这样的一些东西都是在主流

意识形态的夹缝中出现的。比如关于林彪的书，按照官

方的意愿，是根本不能出版的，但是现在关于林彪的书

包括传记还真不少，西藏出版社、远方出版社、湖北出

版社的。在境外也出版了不少内地研究者的民间著作，

比方说唐少杰的《一叶知秋》，专门研究清华大学的“

百日大武斗”的。类似这样的研究的著作，虽然主流意

识形态一再控制，但是它不可能控制得像一块铁板。还

有一本书写“内人党”冤案的书，被禁了，但是已经出

版了，虽然不是直接讲文革，但是它是文革的个案。 
在内地，研究文革的档案最具影响的是国防大学的

《“文化大革命”资料选编》三卷本（不是公开出版的

），是目前国内研究文革资料最完整的。官方内部有一

个三卷本的文革资料，是为了起草《决议》编的，那更

是不可能公开的，但是国防大学的三卷本收集了一些官

方的资料。海外去年出版了一套《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三千万字，目前为止是海内外公开出版的最完整的

文献。八十年代后期，李郁他们搞了一件很大的工程—

—《文化大革命词典》，可惜现在出不来，如果出版，

也是了不得的事。 
九九年在当代中国研究所开了一个座谈会，就是研

究文革的，邓力群、汪东兴都参加了，王年一也被邀请

了，那是官方研究文革的一次讨论会。一位与会专家流

着眼泪对林彪这个案子提出了质疑。 
另外要搞口述史。现在搞口述史的，国内也有好多

家，但是我觉得并不冲突，人越多越好。历史就这样，

大家都来做更清楚。做口述史最好有点计划，如果完全

盲目，可能会事倍功半。文革最好是分两层，一个是上

层的，一个是下层的。蒯大富据说最近在写回忆录，不

知道其他的红卫兵“领袖”怎么样，聂元梓回忆录早就

写好了。这是一个层面，再有就是高层的，现在确实存

在一个抢救资料的问题。最近出版了吴德的自述，谈了

一些过去不知道的情况，有史料价值。 
对已经出版的口述著作需要考辨。《王力反思录》

只能是做一个参考，要是完全以他的书做历史依据，那

就上当了。（雷：比如因为康生对王力特别好，连康生

贪文物，王力都说没有的事。据章立凡说，返还的好多

文物康生都盖了章。）我举一个小例子吧，六六年二月

份去东湖向毛汇报《二月提纲》那件事，他的书里写着

周扬什么的都去了，但是周扬并没有去，他自己没有参

与这个汇报，他就写错了。香港出版的《文革御笔沉浮

录》，作者是北大的梁效班子一个主要成员。这类人物

不了解多少上层情况，但是亲历了一些事情，对于澄清

真相不无价值。比方说《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

，都说《光明日报》发表的的这篇文章是江青等人的夺

权纲领，但是《文革御笔沉浮录》里说这篇文章根本就

跟姚文元没关系，是当时《光明日报》一位负责人布置

的一个任务，那个负责人跟姚文元也没关系。后来为这

个事，他一直被审查，一直到八二年才放出来。这就提

供了一个新的说法，研究这个问题就需要做更多的考证

。类似这样的材料对澄清关于文革的官方说法是非常有

价值的。（雷：但是对所有的文革说法，尤其是以《王

力反思录》为代表，就应该有个警惕，一定要有警惕性

。还有一个典型是章含之，她把乔冠华干的坏事，都给

过滤掉了。）章含之的回忆录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

带有一种情绪，一些应该反映的重要的历史情节，她却

回避了。（雷：有的外交部老人看了这个回忆录，非常

生气，但是外交部的老人都不愿意说，他们觉得说出来

伤害了乔冠华。实际上都知道给周恩来最后一击的是乔

冠华的发言。李：章含之在书里暗示，在粉碎四人帮之

前的几个月，章含之跟乔冠华，好像是为保护老干部，

从侧面做了一些工作。这些所谓工作，就是后来华国锋

把这两个人打下去的原因，实际上是跟四人帮勾结在一

起，反对唐闻生、王海蓉。乔和章介入了党内的最后的

斗争，但是他们怎么介入的，江青怎么跟他们联系的，

实际上她真正应该说的是这个，包括乔七三年批周的事

，也是公开的，大家都知道的。至于说乔冠华能讲出周

恩来什么东西，对毛泽东的决策未必有多大的影响。但

是他最后一段的情况扑朔迷离，就在粉碎四人帮之前这

一段，他们两个人搞些什么东西，包括乔冠华的联合国

发言里的“按既定方针办”，有，但是后来给删去了，

以后整乔冠华的时候，说他“又在联合国讲了”，章含

之去查档案发现没有，乔冠华没有讲，但是最后还是把

这个罪名加在他身上了，实际上讲没讲没什么关系，就

是澄清了，人家照样整他。雷：因为他在外交部倒周倒

姬鹏飞。李：他在最后几个月肯定陷到江青、张春桥他

们的某个活动当中去了，但是这个官方没有讲，她也不

讲，就像邓小平说的“宜粗不宜细”，就是说大体上你

乔冠华犯错误了，犯的什么错误，这属于高层机密，很

多都是这样。） 
关于分期。西方学者认为严格意义上的文革到一九

六九年九大就结束了。文革要细分可以划分出若干阶段

，但目前国内主流意识形态上，也包括民间的学者比较

认可的是三个大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六六年到六九年

九大，这个阶段就是毛要解决刘少奇问题；第二个阶段

是六九九大年到七一年“九一三”事件，这个阶段在高

层次实际上有两个路子，林认为到六九年文革结束了，

所以在起草九大报告的时候林和陈伯达跟张春桥、姚文

元发生冲突，陈伯达是根据林彪的意图，林彪认为文化

大革命完结了。但是毛不这样看，毛认为到六九年整个

国家的体制要按照他的想法去走，什么革命体制啊，清

理阶级队伍啊，教育革命、文艺革命，整党建党，就要

按照他的意图来建设这一个整套的国家体制和社会体制

。毛对林和陈伯达就不满意。说从九大召开以后一直到

“九一三”事件的两年多是林和江两个集团的矛盾，这

只是表面现象，甚至表面现象也不很多，实际是毛和林

的矛盾；第三个阶段是七一年“九一三”事件，一直到

文化大革命结束，这个阶段的内容是否定文革和维持文

革的冲突。当然，要是再细划，三个阶段还可以分成很

多个小阶段。 
现在文革研究还有好多的领域和专题是薄弱环节。

比方说文革时期的中国经济和中国社会生活，这块现在

基本上是空白没有人去做。其他像政权体制（文化革命

时期的革命委员会体制，到底是怎么运行的）、一些个

案研究，这些领域都可以做很多实证性的工作。还有农

村，中国农村在整个当代历史上有三个东西是贯穿始终

、时沉时浮的，是中共农村政策的晴雨表，就是包产到

户、农村集市贸易、农民自留地，政策松的时候它冒头

，政策紧的时候它就被打下去。再比方说朝农经验、共

大经验；还有一些写作班子（像罗思鼎、洪广思、梁效

），著名的刊物（像《朝霞》、《学习与批判》），都是

很好的研究题目，但是现在基本上属于空白。  
李郁：我的第一个建议是整合现在的资源，不要从头

开始。因为文革的事情上上下下做了相当多的工作，把

现有的东西怎么整合条理化，比如通过召开座谈会、利

用网络等等。 
关于文革，应该有一些新的研究视角。文革有一个

权力的逻辑，从上到下都充斥着权力的逻辑，这是一个

相对的主流的逻辑，现在大家研究得比较透彻。应该建

立一个什么新视角呢，我就一直在想中国文化大革命中

的人权状况。根据我们现代文明的人权标准可以研究一 
下从上到下当时中国的人权状况，这样就可以摆脱所谓

内部的逻辑（你打我一下我打你一下，一堆糊涂账），

就 
像从理性这个视角看待中世纪一样，我们建立一个人权 
角度的视角。用现代人权的一些基本的概念，来看当时

十年中国的人权状况。（韩：文化大革命除了毛以外，

几乎所有的人都生活在一种不安全的状态中。就像有的

学者说的，斯大林晚年联共中央的人都不知道自己第二

天还能不能活着回来，斯大林的一个电话就会引起恐惧

。）从刘少奇一直到普通老百姓，从普遍人权这个标准

去看，就可以抽出很多不必要的逻辑，什么革命逻辑之

类的。文革中的十年中国人究竟是在一个什么状态下？

如果这个状态明白了，再研究发动文革的理论是什么，

然后再研究毛泽东，反过来推就可以得到很多。不管是

刘少奇还是地富反坏右，包括粉碎“四人帮”以后的江

青，都遭受了无数的不白之冤。如果按照现在的人权标

准，加在林彪、“四人帮”身上的罪名，很多不成为罪

名，很多坏事也不是他们干的。江青迫害了无数的人，

也有无数的人迫害她，更不要说林彪和吴法宪，这里首

先就要恢复事实。事实是什么？（雷：我有一次看到凤

凰卫视采访陈佩斯，他回忆文革时就说最怕听到大卡车

的声音，那时候红卫兵抓人都是这样的。他说即使八十

年代一听到大卡车的声音就心惊肉跳。这个就反映出最

典型的人在恐惧下的状态。）然后再去研究那个制度下

一系列的决策行为模式，包括某人告密，也未必是他自

愿的，甚至可能也是一种自保。所以把那个生存状态、

那个事实完全恢复，文革的事情就搞清了一大半。不容

易搞清楚的是权力的斗争，因为权力的斗争现在都是仁

者见仁，智者见智，而且党内斗争有一个特点，就是每

个人都是盲人摸象，你只是窥测一角，不可能看到全豹

。（雷：所以西方搞文学的以张明迅为代表的一批人，

是最可怕的文革研究者。他们跟历史学家又不一样，历

史学家是根据事实，他们是从观念出发，研究“一九六

八年学运”。他们在西方搞学运、极左思潮，根本不看

中国的现实，就是从他们自己的观点中来理解文革是什

么样的，而且是以文革的文本为依据。）所以那个白修

德，他就觉得文革是一个最平等的社会，从政治权力、

从人的经济状况的角度，其实他看的全是文本。毛泽东

说“权力是谁给我们的？人民给我们的”，在西方左翼

思潮来看这太符合西方的理念了，因为他把权力的来源

都说清楚了，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这一套其实有历史

渊源，是从俄国的民粹派来的。左翼的东西有一种原罪

感，知识分子就是得改造，最后就演变成了文化大革命

合理，还得再来。比方说工农兵上大学在西方左翼看来

这是实现权利，农民的子弟能够上学，工人的子弟能够

上学，军队的士兵能够上学，这表现了一种平等，其实

他不知道这个平等后面是极不平等的。（雷：所以说档

案是不可靠的。当时工农兵上学，要查他们的入学档案

都是通过正常途径，都是经过群众评议、单位推荐，要

查可以说没有一个走后门的，这就是档案的误区。）这

个实际上都分析得出来，比方说档案上你填你父亲是个

反革命，那绝对上不了大学，当时有问题的家庭绝对不

在少数。所以七七年恢复高考制度，在中国人民中间得

到的欢呼有百分之九十九，在其它问题上大家都是有分

歧的，但是恢复高考当时被认为是绝对公平的，反过来

证明工农兵上大学是不公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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