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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可耻的长春之战》与《１９２６至１９４９年的旧大公报》这两

篇文字，标志出王芸生先生的荣耀和耻辱，也标志出中国知识阶层脱胎换骨的

苦难历程。 

    如今，那场战役和它引起的争论早已烟消云散，代表“历史方向”的“正义之

师”取得了胜利，伟大构想早已实现。 

    但那些长春城里的死难者呢？他们什么也不算，甚至连数字也算不上。他

们既不是“反动派”，也不是“人民”，更不是“先烈”，在宏伟理论中没有他们的位

置，他们不过是些无法归类的影子，是被“解放事业”牺牲的游魂。有人为林彪

喊冤，谁肯听他们呻吟？为了更广大人民的更长远的利益，他们在历史中集体

蒸发，一座饿殍遍地的死城迎来了“和平解放”。黑格尔在《历史哲学》里说，当

历史的巨轮滚滚向前，难免辗碎路边的野草……但是，生灵涂炭就是生灵涂炭

，不论你是“反人民”还是“以人民的名义”，这就是《可耻的长春之战》告诉我们

的。 

    胜利者写下了历史。在雄辩的历史辩证法面前，在领导着人民的领袖和被

领导着的人民面前，个人的良心和判断力显得是那么苍白和渺小。那些旧专制

下高昂的头颅，惶恐地向“人民”叩拜，王芸生先生也终于写下了《１９２６至１

９４９年的旧大公报》。 

    这一败笔不是王芸生先生个人的。当大道理取代了常识，群体取代了个人



，“政治正确”取代了道义感，留下的就只有谎言和耻辱…… 

    不过，正如记忆之艰难，彻底的忘记也不容易。否则为什么要遮掩、歪曲

、恼怒、失语？ 

    长春之役是我们共同的耻辱，我们既是围困者，又是被围困者。它是我们

的噩梦，我们的原罪。它使我们总疑心座下的江山在摇。 

    《大公报》是中国新闻史上的丰碑，也是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镜鉴。“不党

、不卖、不盲、不私”这朴素的社训，如今只在旧章残页中闪烁着幽光。 

 

怀念一代报人王芸生 
                               刘自立 

 
    后一次见到王芸生先生，是在１９７７年吧？那时候，我父亲的所谓问

题定案，称之为按照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内涵是，敌我矛盾按照人民内部矛盾

处理。  
  父亲所在的原北京大公报人赶来出席所谓骨灰安放仪式。其实父亲没有骨

灰，叫做“面对空棂揾泪痕”。王先生那天衣帽整洁，肃穆而立，没有讲什么

话。  
  父亲有第二次追悼会，是中宣部文革罹难者六人共同的追悼会，那次追悼

者人很多。好像是与会的李慎之先生特地跑到我妈妈那里，说，王芸老说，克

林年富才雄，不知何以一时想不开！……  
 

一  
 
  大概是到了九十年代中期，王芝琛先生忽然给我打电话，说起他是王芸生

的儿子，要来和我一起重新研究大公报和大公报人，问我兴趣如何。  
  我很有兴趣。  
  因为这个大公报问题，多少年来一直是困扰我们心头的一个情结：一来我

们都是大公报人的后代，二来，大公报的历史地位，在中国新闻史上无论如何

估计也不为过。她的民间报纸的地位和文人论政、文章报国的宗旨，正好是现

在中国报业极为缺乏的精神财富。如果人们忘记大公报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率先

垂范于灰暗的舆论界，率先对国共两党都打出舆论监督的鲜明旗帜，那么，人

们就以为在中国报界向来只有一种喉舌的传统，而无人是有头脑的，只会懵懵

懂懂地人云亦云，党云亦云，以至发展到枉道从势，不知人格尊严为何物的地

步。  
  我和芝琛兄一拍即合的原因，当然是基于上述共识。  
  我马上采访了王兄和他的妹妹，作家王芝渝先生。那次采访大约是在９７



年左右。我们的谈话使得王家兄妹记忆起他们父辈在反右和文革中的一些遭遇

。这次采访的文章发表后，引起较大的反响，各种报刊也纷纷转载，使得王芸

生这个名字，在中国报章上消失了几乎近半个世纪后，得以重新露面。记得那

时，唐振常先生等大公报老人，对于我们的文章给予了肯定，因为这篇文章记

述的许多内容，是他们也未得了解的。比如，王芸老在文革的红色恐怖中，把

他坚持四十年写就的宝贵日记付之一炬（以至他后来忘记此事，还常常问起他的

日记事情，王芝渝就告诉他，都压在箱子底下了）；比如，王芸老在七十年代末

，对于一班大公报人企图央求中央恢复北京大公报，只是说，不必恢复了。—

—已是万念俱灰；比如，他对于在文革里被迫指责朋友的事情，一直深怀歉意

，等等。  
  其实，我们的文章还有许多内容没有透露出来。这就是王芝琛先生在他父

亲病重时候，为了留下他的言路观念而做的珍贵录音。这些录音反映了王芸老

对于易帜后一系列问题的思考，成为王芸生研究乃至整个大公报和中国近代史

研究的宝贵线索和提示。比如，他总结了所谓“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这个政

权固有的宿疾，就是无望施行民主政治——这个和毛以前说的用民主避免人亡

政息的周期律，刚好起到证伪的作用；比如，他质疑所谓“解放战争”，死了

几百万中国人，是否有其意义，还是一个问题（这是很大胆的见识，尤其是在禁

锢未除的八十年代；此外，中国的白色资本家和红色的对调，是一个什么意义

当然有待深析）；比如，他就苏联问题发言，谈到所谓“小米加步枪”的不实之

词，说是苏联来的武装起到了关键作用；比如，他说到七十年代去看郭老，请

他为王芝琛写字，就想起郭老之冷淡，是否又看他成“摩登的的唐诘哥德”了

（郭老一度在论战中指责王是摩登的唐诘哥德），等等。  
  凡此种种，都说明了一个很明显却又很不明显的问题，就是中国知识分子

如何看待他们在１９４９年的立场选择。王芸老在他的晚年可以说是彻悟有加

，前言成谶。在经过半个世纪荒诞而残酷的身心折磨后，他对自己一生的总结

很有悲剧意识，美好的幻想在现实面前碰得粉碎。其实，他的一生是以虎头蛇

尾这样莫名其妙的方式结束的。如果做一个小小的总结，这个过程是这样的—

— 
  他以一个共产党人的身份，开始立足于大革命时期的文化界和政界。他的

入党介绍人是博古。后来他脱离了共产党。  
  以后，他和张季鸾发生论战，由论敌转变为挚友，并且进入大公报主持笔

政；在新纪大公报时期，他身为总编室主任，已经开始社评写作。  
  从抗战到内战时期，他的观点、才华、文笔和文胆，在中国报界影响甚巨

，是全中国瞩目的如椽大笔。  
  进入四十年代末，解放军的炮声已经逼近上海，王芸生为自己前途彷徨焦

虑。后终于在信任共产党的许诺后，辗转台湾， 后去了北平。  
  那么，共产党给了他何样的许诺呢？大致而言，就是不改变大公报的民营

性质，且四馆报名不改——即天津、上海、重庆、香港四馆的名称，人员不改

。 
    但是，此一时也，彼一时也。不到一年的时间，四馆命运就已经被一向所

说的大公报人的“起义”给改变了（据说这个“起义说”是萧乾的发明）。  
  于是，王芸生先生虽然已经身在解放区的上海，心里恐怕是“纵有欢畅已

似冰”，“几度临风拭泪痕”了。  
  以后的命运更加恶劣。从５７年以后，虽然王未被打成右派，但是他被剥



夺了大公报主笔的实际地位，只是赋闲在报社，成为一个另类，每天打打苍蝇

而已（笔者小时候就看见王芸老拿着蝇拍的身影……）。  
  他 为痛心的回顾，是他在六十年代被逼写下的长篇悔过书《１９２６至１

９４９年的旧大公报》。这个文件从起草到定稿，都是由中共要员催促成章，周

恩来起了很大的作用。王芸老说，这是他“自掘坟墓”。  
  文革一来，一切进入疯人院，王没有例外。  
  当然，王先生的命运和许多中国重要知识分子的命运多有雷同之处。而不

同在于，他的死，是一个还魂的过程。有人说大公报“阴魂不散”，我看，就

是王的灵魂不散，就是大公报作为独立报纸的灵魂不散，就是由清末民初开端

的，几千份民营报纸的灵魂不散，就是那些和王芸生一样的民主报业的创造者

们，如汪康年、于右任、吴稚晖、梁启超、张季鸾、康心如等人的灵魂不散。

中国报业有过如何施行文人论政、自由办报的传统，且这个传统是受到过国际

公认的——大公报荣获美国新闻业颁发之米苏里奖状，可以为证。  
  王芸老晚年的彻悟，一如前述。续而言之，从王芸生先生四十年代后期容

纳许多报内共产党人的态度出发，来评估他对于共产党人的看法，可以说，他

是站在一种兼容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超然立场上。这个立场，接近西方社会

民主主义的思想倾向，就是容纳苏、美，将两个倾向归于一体。当然，他对于

品格才学都不堪的国民党小特务，是不宽容的。这就是为何他一经杨刚这样的

共产党分子的“诱降”，即选择北上之故。  
  从那时起，到八十年代末，在经过长时期的痛苦反思后，王芸生回到自由

主义立场。  
  还是李慎之先生提醒过笔者，他说，要重新研究王芸老的大公报关于自由

主义的社评，他记得那篇社评是王芸生所写——后来才考证是萧乾执笔，芸老

的思想。  
  但是，人的立场思想不是一线以贯的通途，往往是曲折的，而这个曲折，

究竟是必要的，还是虚妄的？经过三十年的思考，他终于得出结论。他对于毛

的主义有了极其透彻的了解，虽然他仍然作为共产党人的席上贵宾，还要常常

赶场、演戏，但是这时的他和４９年５０年的他，已判若两人，也可以说是做

到了现在所说的“两头真“。于是，人格的分裂，成为他们那个时代大知识分

子的通病。  
  而王芝琛先生，对于他父亲的话，经过反复聆听，已经烂熟于心。可惜的

是，他构思《一代报人王芸生》一书的时候，还未系统整理这一部分的内容。 
  

二  
 
  现在，王之琛先生经过悲怆的回忆写就的关于他父亲的书《一代报人王芸生

》，刚好在他身罹癌症的时候出版，给了他一个很好的慰籍，也让我们得以重新

温习王芸生先生波澜起伏，由盛及衰，及哀，及绝望的一生。这样的人生，是

中国一代著名知识分子颇为典型的一生，交织着中国知识分子对于中国命运的

思考、感触和判断，也为他们或明或暗的真理追求，做出一番回忆。一个大致

的轮廓，呈现首尾相合的走向——他们的言路和心路历程，在旧中国找到了他

们安身立命，安身立报的原则，就是著名的四不原则——不党，不卖，不盲，

不私；他们一度放弃了这个原则，放弃了自由主义的追求而改为服膺所谓社会

主义；他们在经历了反右、文革的折磨后开始后悔、痛心、无奈； 后，他们



又回归到早先那个自由主义，就像异教徒在默默中祈祷，不可有任何外露，以

免遭至恶运。  
  一个向着国民党人大喊“你们明天不放人，我就见报”（指国民党在四十年

代后期抓捕大公报记者一事）的著名报人，在毛时代，就只有说“惶恐，惶恐”

的余地了（毛在五十年代指责梁漱溟的农民问题发言时，提及大公报让共产党人

“不要另起炉灶”事，王芸生陡然立起，说那是他说过的，“惶恐，惶恐！”）

，更不要说，“我要见报”云云了——你又有什么报纸可以见呢？人民日报吗

？光明日报吗？还是被降格以求的新大公报呢？  
  在芝琛的书里，读者对于那位后来只是在惶恐中度日的芸老并不了解。其

实，芸老驰骋文坛，以其文字主导中国报界的辉煌，可以说只是在１９４９年

以前。那时，凡是有关中国命运及前途的大事件，都在其父笔下得以充分表现

——许多后来关于大公报的著述，也常常提及。这些重大课题，可以说，从清

朝的新政和反袁开始，一直到北伐、抗战、内战，都属其笔政所在。  
  其中，新纪大公报关于抗战和内战时期国共两党的政治纷争之报道和言论

，成为大公报表现于斯的重大课题；而重中之重，可以说是关于内战时期的种

种争执。其中 为严重的争论，就是关于长春之战。由于长春之战极不人道的

围城战术，使得这次战役以百姓死亡几十万人作为惨重代价，由此引起王芸老

的愤慨，写下《可耻的长春之战》。此篇社评发表以后，新华社刊发陆定一执笔

的社评《可耻的大公报社评》。这个事件孰是孰非，争执了半个多世纪。凡是内

地出版的有关大公报的书籍，此一领域，被看成是绝对的禁区，只允许批判者

的官家放火，而不允许任何文人点灯以驳。大公报人也对此每每做噤声状，或

者当跟屁虫。而王芸生，也把此一言论当作了自己的罪责之一，被迫做无穷尽

的自我讨伐。  
  然而，随着公正和民主的气氛举世普及，新闻真实的求索无所不在，人们

开始怀疑：究竟谁可耻？  
  前此，涉及长春之战的书籍《雪白血红》问世，被禁。其中再现了王芸生社

评中极力抨击的场面。更有半个多世纪后，参加过此役的老兵，向王芸生的后

裔表示对芸老的感激。感激他讲出了真相，发出了公正的义评。  
  我们没有可能在这里展开深析长春之战的种种细节，但是，根据粗略的统

计，即战前战后人口锐减的事实证明，所谓“人民解放”战争是如何吞噬了老

百姓的生命的。这个统计数字是（见《雪白血红》一书）：   

  长春和广岛，死亡人数大致相等。   

  广岛用九秒钟。长春是五个月。  

  ……   

    长春围困战前，居民为五十万左右。   

  战后长春只剩下十七万人。   

  ……  

  七月下旬，蒋介石致电郑洞国，从八月一日起，疏散长春哨卡内人口，只



准出卡，不准再进。   

  九月九日，“林罗刘谭”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  

    “我之对策主要禁止通行，第一线上五十米设一哨兵，并有铁丝网壕沟，严

密结合部，消灭间隙，不让难民出来，出来者劝阻回去。此法初期有效，但后

来饥饿情况愈来愈严重，饥民变乘夜或与白昼大批蜂拥而出，经我赶回后，群

集于敌我警戒线之中间地带，由此饿毙者甚多，仅城东八里堡一带，死亡即约

两千。八月初经我部份放出，三天内共收两万余，但城内难民，立即又被疏散

出数万，这一真空地带又被塞满。此时市内高粱价由七百万跌为五百万，经再

度封锁又回涨，很快升至一千万。故在封锁斗争中，必须采取基本禁止出入，

已经出来者可酌量分批陆续放出，但不可作一次与大量放出，使敌不能于短期

内达成迅速疏散。如全不放出，则饿死者太多，影响亦不好。” 

    “不让饥民出城，已经出来者要堵回去，这对饥民对部队战士，都是很费解

释的。饥民们会对我表示不满，怨言特多说：‘八路见死不救’。他们成群跪在我

哨兵面前央求放行，有的将婴儿小孩丢了就跑，有的持绳在我岗哨前上吊。战

士见此惨状心肠顿软，有陪同饥民跪下一道哭的，说是‘上级命令我也无法’。更

有将难民偷放过去的。经纠正后，又发现了另一偏向，即打骂捆绑以致开枪射

击难民，致引起死亡（打死打伤者尚无统计）。”  

  比之草民百姓的命运，人世间的一切苦难都黯然失色了！  
  “兵不血刃”的长春之战，把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推上第一线。  

  尚传道在回忆录中写道：“根据人民政府进城后确实统计，由于国民党‘杀

民’政策饿、病而死的长春市民共达十二万人。”     

    十月二十四日，南京《中央日报》在一篇《长春国军防守经过》中写道：“

据最低的估计，长春四周匪军前线野地里，从六月末到十月初，四个月中，前



后堆积男女老少尸骨不下十五万具……长春变成不折不扣的死城，饿殍之城，

白骨之城！” 

  我们可以看到，《血红雪白》的作者所引用的资料不是他自己的杜撰和联想

，而是中共文件。据此反驳者的强辩，也只能是无效的叫嚣而已。而这个资料

的引用，晚于王芸老半个世纪。于是，我们还是应该来看看王芸老当时的直面

之呼！他写道：  

    “坐在关内深夜编报的人，读着这络绎而来的电报，手在颤，心在跳，眼前

闪烁，俨若看见凶杀的血光，鼻尖酸楚，一似嗅到枪炮的硝烟……进攻的战术

，常是用徒手的老百姓打先锋，以机枪迫击炮在后面督战。徒手的先锋队成堆

成群的倒了，消耗了对方的火力以后，才正式作战。请问这是什么战术？残忍

到极点，也可耻到极点。”  

  这个评价，不是什么国民党的造谣，而是板上钉钉的铁的事实。人的解放

，是一个根本的目的，而要解放之，必先牺牲之的“手段高于目的”论，正好

是违背解放宗旨的野蛮之举。康德说，人是目的，而非达到目的的手段。这个

不平之鸣是王芸老的第一“罪证”。当然还有许多“罪证”，如西安事变时，

大公报的挺蒋；鼓吹张季鸾的“国家中心论”；批评山西中条山战役时，共产

党见死不救；和傅斯年讨论毛的诗词《沁园春·雪》的帝王思想，等等。在芝琛

的书和我们过去的文章里都有触及，此不一一。 
  

三  
 
  中国向何处去？一直是中国知识分子和老百姓关注的大课题。王芸生经历

的时代，可以说有两个政治生态和文化单元，一个是西化的单元，就是在大公

报星期论文中发表文章的胡适们、张东荪们的立场，是欧化的，是自由主义的

；另一个单元，是苏联化，后者的出现有其极大的诱惑力。人们不可能在当时

那样一个含糊不清的时代，抵御苏联的所有诱惑。就像人们很难分清卢梭的民

主和穆勒的自由那样。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现在的问题刚好在重复历史。老大

公报人不知道西化的倾向性应该指向苏联，还是指向美英。乃至严厉谴责过苏

联的王芸老，也在毛开始反修以后，对他做了某种民族主义的肯定。在我们主

编的《１９４９年以前的大公报》一书中，梁漱溟先生也是搞不清楚这个问题。

他说，政治上的自由和经济上的平等，是各归所属的，前者属于美英，后者属

于苏联。于是，即便人们在宪政改革的时候选择了英美的普通法，但是其政治

体制的选择却是苏联式的。  
  不久，朝鲜战争事起。  
  想起芸老对于“抗美援朝”的支持——他派出我父亲等人前往开城采访志

愿军战俘问题，赞美父亲写出的报道——也说明了他们一班人的模糊哲学。  
  在那个时期，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使得大公报人无一例外地倒向反对美



国。人们后来讨论过美国的朝鲜政策，大致的看法是，认为美国的艾奇逊国务

卿，没有将朝鲜纳入西方的防御体系，是导致斯、毛、金大举南下的原因。这

个看法当然还有待细究。  
  深而言之，中国知识分子，包括刚刚被礼聘入阁的民主人士，如罗隆基、

章伯钧、黄药眠、陶大镛、潘光旦、曾昭抡等人，就对美国国务卿艾奇逊１９

５０年关于美国所谓“整体战略”的数次演说，给予了严辞抨击。他们和共产

党人的看法完全一致；看不出，也不可能表现出任何反对党式的看法和哪怕是

些微之争；而那种批判的语调，也很容易让人们想起什么。  
  那么，在１９５０年，艾奇逊说了一些什么呢？我们在中国民主同盟总部

宣传委员会编辑出版的《斥美帝国务卿艾奇逊》小册子里得其说。他的讲话，当

然充满了所谓的冷战味道，无非是把中国乃至世界的命运，摆在苏美两国对峙

战略格局中。但是，他说过的关于中国内战、共产党战胜国民党的一段奇论，

至今听来，还是很可以琢磨一番的。他说—— 

  “民族独立的愿望今日在亚洲是一种最有力的自发力量……中国人民的这种

同样强烈的愿望达到了一种不同的结局。从１９１２年推翻清朝以前起，中国

人民亦曾努力争取其主权免受侵犯的自由和改进他们的生活……国民党政府在

中国并不是被武装的力量推翻的，它的倒台是因为它本身固有的弱点和人民撤

回支持。共产党是侥幸得胜的，而不是靠他们提供的东西得胜的，他们使用尽

人皆知的共产党策略，就是寻找人家的弱点，并且在发现了弱点时，予以充分

的利用……半个世纪前作为中国人民愿望的体现而开始的中国革命运动，目前

为共产党人所夺取了……有光荣悠久历史的中国正被迫加入苏联的势力范围”。  

  艾奇逊的说法是耐人寻味的。中国革命在推翻清朝以后，采取的西化、普

世化的做法，兴民主、讲议会、办民间报纸等一系列做法，就是崇尚了英美的

政治模式，这恐怕是艾氏所一直期望有加的；但是从孙中山、蒋介石接受苏联

化，加上“容共”之策的实施，一切就有了中国特色了。艾氏好像是不满意的

。他们把蒋介石这个天子扶不到位子上，也就只好“拜拜”了。但是，艾氏的

内涵是清楚的，他期望有一个中国的自由主义和民主体制来代替被弯折的中国

革命。  
  当时周恩来和人民日报都发表了驳斥艾氏的声明和文章。至于大公报的态

度如何，我们也不难推测，她已经变成喉舌之一部分了。  
  那么，罗隆基、章伯钧等后来被尊称为自由主义分子的人们，他们又是如

何驳斥艾氏的呢？我们看到，在他们的眼睛里，苏联代表的共产主义的方向，

和美国帝国主义从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这个反动的即将覆灭的结局，是勿庸置

疑的；他们很可笑地重复着我们念中学时学到的那种马克思主义社会近化、进

步说（罗隆基的言论）；他们把美国的自由民主看成是对于穷人的压榨，并且嘲

笑那种自由民主，是十八、十九世纪的古董（潘光旦的言论）；他们毫无二致地



崇尚苏联的方向就是中国的方向，共产主义的前途无限美好，帝国主义日没途

穷。  
  请注意，这些言论不是一般小小百姓的说辞，而是那些留学美英，学习过

正宗自由主义的人们，在１９５０年的时候做出的表态。这样的看法和忠诚究

竟持续了多少年呢？抑或即便在那个时候，罗章们就已经开始要做遵命文章，

而失去了独立之道，也未可知。  
  王芸生对当时的朝鲜问题做出类似反应，是没有疑问的。这说明了当时中

国知识分子在美苏两大阵营前面无力独立思考的严酷事实。他们的思想确实处

于一个无所适从的位置——这也说明所谓“第三条道路”即王芸生的“中道之

行”行之艰难的所在。 
    如何看待１９４９年以后中国的内外政策的走向，也还是一个偌大的课题

。即便是王芸生这样的一代报人，也没能对于毛的苏联和美国政策做出系统的

评价。 
  我们现在的初步看法是，毛的“第三世界”的说法和时下所谓“多极化世

界”的看法，已经大相庭径；列宁主张一国实现社会主义后所产生的输出革命

论，是其制定国际战略的基础；而它又不同于马克思原教旨遵循的世界一体化

进程——因为马克思不主张超越资本主义阶段实现社会主义——西方由战争而

经济贸易而和平演变加战争演变的过程，否定了一国可以实现社会主义的现实

——如托洛茨基的看法。列宁主义的看法被证伪了。  
  所以，在遵循哪一位老前辈的原则行事方面，毛一开始是斯大林派，在１

９５０年代以后他变成了反苏派，反对修正主义；他和美国的接触，虽然受到

王明们的严厉指责，但是受到西方的某种欢迎；而现在，人们说，接近美国和

抛弃苏联，是中国改革之兆。这个估计也许在客观上是不错的。   
  不过，王芸老一向以来所持有的，对于苏联的厌恶和警惕（比如他极力抨击

雅尔塔会议协议出卖了外蒙古，见傅斯年等二十人在大公报发表的《我们对于雅

尔达秘密协定的抗议》），是有其远见的。 
    在预估中国政治前途的时候，梁漱溟先生早就认为，政治问题，归根结底

是一个文化定位的问题。如何将中国的政治文化 终融入普世原则的开放格局

，是中国经济现代化和政治现代化面临的同等重大选择。  
  这也是我们研读大公报，纪念王芸生一代前辈的 终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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