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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  事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第一百一十九期   二零一三年三月二十九日 

 

编者的话：戚本禹先生和阎长贵先生的答问，从批《清宫秘史》谈到田家英的

自杀，从王关戚事件谈到江青和周恩来的关系，再谈到林彪事件，似铺陈了一段

“倒刘”和“倒刘联盟”的内部关系变化的历史。 

毛刘之争究竟起于何时？毛忌惮的究竟是刘的为人，还是刘占据的权位，还

是刘的宗派及其所控制的官僚阶层，还是刘的“路线”？抑或兼而有之？ 

关于这些问题，坊间至今似还不甚明了。戚本禹先生的叙述再一次提醒我们

（文革时已经提过），这场斗争的表面化其实从批判《清宫秘史》时就开始了，

也就是说，贯穿于文革前的整个十七年。联系到文革前从新民主主义阶段问题，

中经七千人大会，到四清运动的性质问题，毛刘的爭执怨仇不断发展。可以想见，

这十七年中，毛如芒在背如骾在喉的感觉，他屡屡发难却又自食其果的难堪，他

眼睁睁地看着大权旁落却又无可奈何……所有这一切郁积在心底，导致了毛最后

的铤而走险，孤注一掷。 

文革既发，“以刘划线”，凡是拥刘的，就是“错误路线”。如戚本禹所说，毛的

秘书田家英就是因有“一仆二主”拥刘之嫌而被逼自杀的。这让人想到毛的另一个

秘书陈伯达，在“以林划线”时期也被抛弃。因此，“革命路线”应该是“以毛划线”，

谁反对毛谁就是“反革命”，“倒刘联盟”中人如林、陈等亦不例外。 

虽如此，文革的实际情形要复杂得多。其中，“倒刘”与毛的政治理念相关联，

“倒刘联盟”与党史上的是非恩怨有缠绕，“群众运动”与十七年高压统治积累的社



 2 

会矛盾涉因果，等等。 

即以整肃对象而论，既有以往的五类分子、“反动学术权威”、文艺界的“三名

三高”等，又有本次运动的重点“走资派”；既有保皇派，又有造反派；既有“二月逆

流”诸君，又有文革小组要员……。整人一定要有什么重要原因吗？未必。或因

他认为别人不忠，或因别人对他的方针政策有歧见，或因他对别人心存疑忌，或

因某种政治需要，或因受了挑拨离间，甚或是一时的感受……都可能置人于死地。

凡此，都是专制体制下“绝对权威”的必然。在这个意义上，与其说“以毛划线”，不

如说“由毛划线”。                      

戚本禹先生被置于死地，就是典型一例，可谓文革悲剧中之悲剧。在文革这

祸乱天下十年的大悲剧里，他作为毛江夫妇爱将冲锋陷阵两年不足，作为文革祭

品被他们“端”出下狱八年有余（期间，逢 1975 年狱犯大赦，毛特加限定“除陈伯

达和王关戚外”），文革后又被判刑十八年。以“革命”始，以“反革命”终。而时至今

日，戚先生还对毛江忠贞不二，对文革称许有加，以遗臣、孤臣形象示人，这又

给这悲剧中的悲剧增添了几分悲情。或许，还有几分滑稽。 

这篇答问再次点明了一个众所周知的历史常识：不能把文革跟十七年切割开

来。同理，也的确不能把前三十年跟后三十年对立起来。这六十年的光阴流转，

昨是今非，不变的是纲，变的是目；不变的是本性，变的是策略；不变的是想法，

变的是说法。而已，而已。 

 

            戚本禹阎长贵说“文革”         阎长贵 

 
2008年 12月上旬、下旬，戚本禹因事来京，我和他见过几次面，谈到“文

革”中的一些问题，兹择要整理如下。 
 
一、关于《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文章的写作及开展大批判的一些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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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长贵（简称阎）：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文章的写作过程是怎样

的？ 
戚本禹（简称戚）：搞批判，或者说搞大批判，这是主席在“文革”中的一

个重要战略部署。1967年初，江青传达主席的意见：秀才们应该写些批判文章。
至于写什么题目主席没说。我是搞历史的，就选择了批《清宫秘史》。王力、关

锋批《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就是他们后来以《红旗》杂志编辑部、《人民日报》

编辑部名义发的那篇《<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姚文元原来打算批
刘少奇的文化思想，后来改写《评陶铸的两本书》。我为了写批《清宫秘史》的

文章，“大闹怀仁堂”即被称作“二月逆流”的那次会都没参加。 
阎：你在文章里说刘少奇讲《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刘少奇不承认啊？  
戚：他说过的，这是胡乔木报告主席的。胡一直到死都没否认这点。（按：

北京电影制片厂《毛泽东文艺思想》第 3期第 29页有胡乔木关于电影《清宫秘
史》的检查，说：“我在管理《人民日报》工作期间，曾经多次抗拒毛主席的指

示。1950 年，毛主席指出，美化八国联军、光绪皇帝而污蔑义和团运动的卖国
主义影片《清宫秘史》应当批判。……但是我在事前接受了……刘少奇说它是爱

国主义影片的反动观点，不让批判这部电影。”确实没看到胡乔木作古前否定这

个检查。——笔者）放的电影有些镜头剪去了。你看电影剧本这点很清楚。八国

联军进北京，珍妃跟光绪说，不要走，留下来，要依靠洋人跟（慈禧）他们斗。

主席说，这就不对了，这就是卖国主义。对我写的这篇文章主席一方面说“写得

很好”，一方面又亲自做了修改，还亲自加写了极其重要的一段： “究竟是中国
人民组织义和团跑到欧美、日本各帝国主义国家去造反，去‘杀人放火’呢？还

是各帝国主义国家跑到中国这块地方来侵略中国、压迫剥削中国人民，因而激起

中国人民群众奋起反抗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贪官污吏？这是大是大非问

题，不可以不辩论清楚。”主席为了表示支持当时的红卫兵，把红卫兵和义和团

中的“红灯照”相比照，他要我加强对义和团中“红灯照”的叙述和描写，他在

我的送审稿上批示：“红灯照，又是当时北方许多地方女青年们的组织，她们很

有纪律地自己组织起来，练习武术，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似可在这里增加几

句。”这个问题，我遵照主席的批示照做了。我在文章中连历史上一个人名写错

（按：即把“赵舒翘”误写做“赵舒饶”），主席都提出来了。（参见《建国以来

毛泽东文稿》第 12册第 292-293页）    
不仅如此，总理主持召开几次政治局会议，对我这篇文章逐句讨论修改。文

章点不点名，点谁的名，怎样点，那都是讨论过的。对刘少奇没直接点名，“党

内 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指他。江青极力主张点邓小平的名，我

根据大家的意见，用“另一个党内 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指代。陆定

一在“彭、陆、罗、杨案”中早点名了。在这篇文章中明确点周扬的名，那是江

青的意见。陈伯达要点胡乔木的名，我不同意，康生也不同意，陈伯达坚持，双

方妥协，用了“胡 xx”，这叫半点名。如果不是中央的意思，或某个大人物的主
张，点这些人的名，我能这样做吗？我敢这样做吗？关于文章署名问题也进行过

讨论。我希望以《红旗》杂志社论或编辑部文章的名义，总理说，在外国社论或

编辑部一类文章，要比个人署名文章层次高，我们搞批判的第一篇文章还是个人

署名好，大家都同意；我又提出是不是用个笔名，江青瞥了我一眼，我觉得她认

为我有害怕的意思，别人没说什么，我也就收回了这个意见，——因为文章是我

写的，署名当然是我。这样一来关于这篇文章的一切恩怨和仇恨也都集中到我身

上了。再说一点，在这篇文章中向“党内 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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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个问题，是在林杰提出的几个问题的基础上加以增加、扩大而成的。说实在话，

这篇文章虽然是我写的，但这并不是个人行为，主席看过和修改过，还经过总理

主持的政治局会议讨论过。如果能查档案的话可以看到总理在这篇文章上留下的

笔迹。我这样说，绝不是想推脱责任，而是说明实际情况。到现在为止，我对写

这篇文章，当然有经验教训需要总结和汲取，但我并不后悔，当时我是积极地自

觉自愿地做的，主席修改我的文章，总理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我的文章，我都感

到光荣和高兴。在这篇文章中我说《清宫秘史》的作者姚克是“反动文人”，这

是不对的，他还是有值得肯定的地方的。 
阎：是否请你谈谈成立“大批判组”搞大批判的情况？ 
戚：为了从思想和理论上批判和清算修正主义错误，在 1966 年秋冬从《红

旗》杂志调了编辑杨永志，从解放军调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标兵廖初江、王道明

等成立了一个理论组，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收集刘少奇一生所有的文章、报

告、讲话等，编《刘少奇言论集》，以供批判用。其“成果”，就是他们先编了八

卷本的《刘少奇言论集》，后来又选编了两卷本的《刘少奇言论选》，印数很少，

大概只有二、三十套，发给毛主席、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等。1967
年初毛主席提出秀才们应该写些批判文章的任务后，根据陈伯达、江青的指示于

1967年夏天又成立了一个“大批判组”，成立大会是在沙滩大院的教育楼召开的，
到会的有大、中学校和北京各界、各个单位的代表，整个教育楼几百人的位置都

坐满了，文革小组成员参加的有陈伯达、关锋、我，有没有王力、张春桥、姚文

元记不清了，成员有 10人，具体是：杨永志、廖初江（？）、xxx、xxx，你不也
是成员之一吗？在这次会上讲话的有陈伯达、关锋和我。内容主要是要开展对刘

少奇的大批判。 
阎：对，我是成员之一。我因为担任江青的秘书事太多，“大批判组”的事

我基本没管。具体负责组织工作的是杨永志，办公室仿佛设在北京师范大学。记

得就是在这次成立“大批判组”的会议上，陈伯达在讲话中提出对“走资本主义

道路的当权派”要简化，并说是不是称“走资派”？从此“走资派”的概念和叫

法逐渐而迅速地在报刊和社会上传播开来，成为人们普遍接受的“走资本主义道

路当权派”简化语。“大批判组”成立后写的第一篇文 好像是 1967 年 8 月 15
日以《红旗》杂志编辑部、《人民日报》编辑部发表的《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

走资本主义道路？》，对这篇文章毛主席在 8月 11日有两段批示（《建国以来毛
泽东文稿》第 12册第 397页）： 

 

此文写得好。但有几处只有谴责，没有印证，不足以服人，请再加考虑。 

                                                    毛泽东    

  十一日下午五时 

 

退陈伯达、江青照办。 

                                                        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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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月十一日 

 “大批判组”还组织和写了什么文章没印象了。 
值得说一说的，在“大批判组”成立会议后江青叫我写一篇批判刘少奇的文

章。她对我说：“你能写文章，你也写一篇批判文章嘛。”我说：“没时间。”江青

有点不高兴地说：“抽时间嘛！”如果不是江青布置我写，当时我是不能写，也不

敢写的。说心里话，江青既然叫我写，我也想写一篇叫江青看看。这有点表现自

己的意思。我找了刘少奇一篇有关于“和平民主新阶段”内容的文章来批。你还

记得不，大概是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的第二天，——当时我一点也不知道他们

出事，我问你：我的文章是否送关锋、林杰看看，提提意见？你很坚决地说：不

要了！你也没说原因，我也没问你。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我是在事后五、六

天才知道的。到 1967年 11月份，江青叫我把文章请陈伯达、姚文元修改后给《解
放军报》发表——当时江青的女儿李讷正负责《解放军报》的工作。当我把文章

送给陈伯达时，他说不看了。姚文元对我这篇文章做了认真的修改，他把文章题

目《资产阶级革命的战略和策略》改成了《资产阶级反革命的战略和策略》，加

了一个“反”字，其批判力度就大大加强了，此文在 1967年 11月 17日《解放
军报》上发表。江青要我把我这篇文章给《解放军报》发表，李讷当然满意，空

军司令员吴法宪见了，也一再表示感谢我对军报的支持。 
老戚，另外，我问你一个问题。我在一本书上看到，说刘少奇没整过什么人，

是这样吗？ 
戚：不是，不是！华岗不是他整的吗？华岗的儿子华贻芳，是我的同学，他

生前跟我说，他原来对刘少奇是很崇敬的，看到刘整他父亲华岗的材料，就再也

崇敬不起来了。刘整的人恐怕不止华岗一个人。可以想想看，我们的领导人谁没

整过人？据说，陆定一就说过，他领导的中央宣传部就是整人，今天整这个，明

天整那个，到头来自己也被整了。客观地说， 大概朱老总没整过什么人。 
 

二、关于王关戚事件 
戚：王力、关锋出事后，检查我不能不写，因为我和他们关系比较好，特别

是和关锋（阎插话：记得当时你跟我说过：“我跳到黄河里也洗不清”。），这点，

人们，特别是造反派红卫兵都知道。当时我在造反派红卫兵面前说话比王力、关

锋说话管用（阎插话：文革后，我跟关锋议论，我说“从你们三个人当时的作用

看，好像不是王、关、戚，而是戚、关、王。”关锋不同意这种说法，不知为什

么他后来变了，跟采访他的人也这样说。）。1967 年 9 月 7 日主席对我的信即我
的检查做了批示（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2册第 412页）。批示内容是： 

已阅，退戚本禹同志。 

犯些错误有益，可以引起深思，改正错误。便时，请告知关、王二同志。 

                                                        毛泽东       

                                                       九月七日 

此信和批示江青阅后，是你告诉我，江青要我向王力、关锋传达，我马上到

钓鱼台二号楼向他们传达了。从主席的批示看，这本来是当作内部矛盾，不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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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到 1968年 1月份又变成了“抓”？这变，肯定也是主席变的，但究竟为什
么，仿佛还没人说过。现在的书和文章讲到王关戚问题，都是根据《微行》（按：

指权延赤所著讲述杨成武 1967年 7-8月随侍毛泽东到武汉、上海的一本书），那
本书很多胡说八道。关于这件事情该书所写，和杨成武当时跟我说的完全不一样。

杨成武从武汉回来报告总理、江青后，就到我这里跟我说，他在主席面前说了我

许多好话，我还向他表示感谢。他说，主席要我参与处理王力、关锋的事情。实

际上，很多事情也确实是我处理的。比如，把王力、关锋隔离在钓鱼台二号楼就

是我把他们送去的。我把他们送到二号楼后，跟警卫战士说，他们还是首长，你

们要好好对待他们。我回到十六楼会议室汇报了这件事情，谁都没说什么，后来

总理走了，江青大哭一场。文革后我跟关锋说到这件事，关锋相信江青哭是真的，

所以关锋对江青始终没有什么反感。在王力、关锋被隔离后，他们提出什么要求，

办事组的人也都是请示我怎么办或怎么答复。说实话，王关戚事件到现在还是一

个没说清楚的谜。你能说清楚吗？  
阎：你都说不清楚，我怎么能说得清楚？我只能根据一些材料研究，做些分

析。我认为，王关戚是“抛”出来的，不是“揪”出来的。 
戚：对。而康生、陈伯达等不这样看。他们把王力、关锋说成江青“端出来

的”，即说成江青的功劳，这不对，对隔离审查王力、关锋，江青的心情是很沉

重的。康生、陈伯达以及姚文元等这样说恐怕是为了某种政治需要。 
阎：主席为什么把你们抛出来？是不是为了安抚和稳定军队？你们三个人都

是为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立下了汗马功劳的。抛出你们三人对毛主席来说恐

怕也是“挥泪斩马谡”吧。 
戚：主席抛出我们三人，特别是王、关，确实是为了安抚和稳定军队。武汉

“七二零事件”后，军队很乱，全国到处游行示威，冲击军事机关，喊“打倒陈

再道式的人物！”“打倒 xx地区的陈再道！”等等，报纸上也是铺天盖地这样的报
道和宣传，主席肯定认为这样下去不行，这个问题非解决不可；而要解决，就要

找人负责，也就是找人当“替罪羊”，这就找到王力、关锋了，因为他们借“七

二零事件”宣传“揪军内一小撮”，造成全军的混乱，他们要负责。 
顺便有一个问题我告诉你，王力在他的《反思录》中说，主席经常单独接见

他，这是瞎吹；说他经常在主席面前说邓小平的好话，这是为了讨好邓小平，

——实际上，他批判邓小平是很早的，并积极地写材料。“邓矮子”就是他说的。

邓小平原来准备用王力，和关锋处理不同，后来为什么不用了，这里面肯定有原

因——仅说陈云反对恐怕还不行。王力给中央递了很多建议书，据说后来邓连看

都不看了，原件退给他。这是不是有人向邓反映了王力说“邓矮子”的事情？对

这个说法邓是很敏感和反感的；文革前，我就知道这点。王力还说什么，陶铸成

为党内四号人物是主席根据江青意见定的，这是瞎说；实际上，政治局常委的人

选和排位次序都是主席和总理商量定的。说实话，主席在“文革”前一直到他发

动“文革”的时候，组织部门都被刘少奇掌握了，当时刘说话，比主席还管用，

我在办公厅工作有亲身体会。凡是刘少奇批的文件，那要马上办，而有的主席批

的，就可以放一放。为什么？因为刘掌握组织部，省委书记的任命，组织部说了

算，主席是不管具体的。但军队是主席掌握的。军队不能乱，这是主席的一条重

要的或者说根本的原则。抛出“王关戚”，后来又搞了“杨余傅”，这也是一个平

衡。杨成武这个人很张扬，树敌也比较多，主席和林彪都不怎么喜欢他。 
阎：你为什么被“抓”？ 
戚：说不清。大概你送错那封信，是你被抓的导火线，也是我被抓的导火线。 



 7 

阎：是吗？我第一次听你这样说。 
戚：一点也不错。那封信你没看清，没看懂。那个写信的女演员，原来不是

叫“江青”，而是叫“江菁”，即带“草”字头的。这个字不念“qing”，而念“jing”。
这个女演员是参加过“军统”的。江青生气、发火恐怕也在这一点。 

阎：哎呀，这些我都不知道，不记得了。那封信很长，我由于不断地接电话

和收发文件，不是一次看完的，我对这封信的内容误会了。 
戚：这封信，当时江青叫我看了。这封信你不该送给她，你送给她以前应叫

我看看，我是你的领导嘛！当然，我说这封信是导火线，肯定也不是仅仅因为这

封信就抓我，大概江青已经对我积累了很多不满。而这不满是什么？我说不清。 
阎：不满就抓人啊？这是什么法律？ 
戚：当时“砸烂公检法”，已经没有法律了，江青等领导人说一声就可以抓

人。 
阎：像你这样“大人物”，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江青说一声，就能抓吗？ 
戚：一定还要经过主席。主席为什么批准抓我，我想不清楚，说不清楚。 
 

三、关于江青和总理的关系 
阎：现在很多书（包括王力的书）在谈到江青和总理的关系时都说，“文革”

一开始江青就把总理视为“眼中钉”，“要打倒总理”，我认为这种说法不对，不

符合实际。我看到的情况是，总理和江青的关系不错。总理经常去看江青，在去

前，总理常给我打电话，问江青同志现在在做什么，我要到她那里去。当我向江

青报告时，我没发现和遇到一次江青不让总理来，或找个什么借口不让总理来，

在 1967年一年的时间里都是这样。就在 1967年 2月 “大闹怀仁堂”前后，我
拿一份关于总理的什么材料（可能是关于总理的大字报）给江青看，江青跟我说

了这样一句话：“凡是涉及到总理的事情我心都不安。”江青这句话对我影响很大，

也很直接。 
戚：在这个问题上 ，你批驳王力很好，王力的回忆录有很多不符合事实的

地方。你说得对，江青和总理的关系确实很好，这与江青和其他领导人的关系不

同。江青敢在总理面前发脾气，耍态度，这正是他们关系好的一种表现，她怎么

不敢在其他中央负责人，如刘少奇、林彪等面前这样做？总理总是像哄小孩一样

哄着江青。不错，在会上，江青经常说“总理，你总是今天保这个，明天保那个”，

这是意见和看法不同，并不是要打倒总理。江青怎么要打倒总理呢？难道她不知

道没有总理的支持毛主席就不能打倒刘少奇？在打倒刘少奇问题上，总理是一个

重要的方面军。组织方面刘少奇是掌握了，在军队方面，在政府方面，他没掌握；

在政府方面，总理威信很高，绝大部分干部（包括高级干部、中级干部和一般干

部）都听他的。在文革中，毛主席要打倒刘少奇那是下了决心的，他所以能这样

做，敢这样做，其重要和根本原因，就是他争取和得到了林彪和总理的支持。这

是了解文革非常重要的一点。 
有人说我反总理，这完全是编造。总理一直对我很好，曾赞扬我是“青年历

史学家”，要向我学习，还说我办事有能力，我一次患感冒时，总理一晚上三次

打电话慰问和询问，如此等等。我要反总理还有良心吗？这是个做人的根本态度

问题。 
我认为，总理在“文革”中态度很好，姿态很高。当时主席和中央文革都不

允许给总理贴大字报，有人贴了（特别是贴到天安门的），中央文革就组织人把

它覆盖起来。总理总说，叫他贴嘛，覆盖它干什么，我不怕，我打不倒；如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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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人，也让他暴露嘛！贴主席的大字报不行，贴林副主席大字报不行，如果连贴

我的大字报也不行，那我们还叫什么民主？贴我大字报的人不要抓，抓了的，要

放出来。本禹同志，你告诉谢富治同志注意这个问题。 
阎：你讲这些，我觉得符合事实。我还被你们派去找聂元梓、蒯大富，让他

们组织人到天安门覆盖关于总理的大字报。关于总理姿态高的问题，我记得你当

时就跟我说过；你说康生、陈伯达等有谁给贴了大字报就紧张得了不得，总理很

坦然。 
戚：听说后来“批林批孔批周公”就是批总理，那我就不知道了。 
 

四、关于林彪事件 
阎：我看你和林豆豆接触频繁，交谈甚洽，她对她父亲和主席的关系怎么看？ 
戚：她要为父亲翻案，当然对主席不满。但她很有气质和风度，有自己的看

法和观点，不随波逐流，我很赞赏她这点。 
你说林彪是“反革命”吗？当然，他如果真地要暗杀毛主席那无疑是反革命

了。但这有什么确实的根据？林立果搞那些东西都是小孩玩意，林彪知道吗？有

个被称作林彪或林立果亲信的名叫做李伟信的人，他在林彪事件后，几乎没受到

什么处罚，现在他在上海做买卖赚了很多钱，国内国外到处去，很出风头。这很

蹊跷，他和林彪、林立果到底什么关系？ 
阎：说林彪是“反革命”，我觉得没充分根据。我认为，说林彪是“反革命

集团“是为了某种政治需要。我很注意这个用法的变化。我看 2003年出版的《毛
泽东传》没有“林彪反革命集团”的说法，只用了“林彪集团”的说法，我跟别

人说其“定性”是不是有什么变化？可是后来我看到这两个说法都时有出现。所

以上次见到豆豆时，她对《华国锋同志生平》中没用“反革命集团”的说法很满

意。我跟她说，在 11月份举行的纪念刘少奇诞辰 110周年的讲话中还是用了“反
革命集团”的说法。好像在这个问题上上面还没有一个确定不变的意见。对林彪

的宣传目前似有所松动。而关于林彪问题在学界是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的。 
戚：我听林彪的一个秘书讲，林彪外逃，不是主动，而是被动的。 
阎：这正是豆豆的观点。她认为她父亲外逃是被她妈妈和弟弟挟持、胁迫的。

说实在话，林彪走上这一步，与主席处理不当也有关系。学界有种说法，“九一

三”事件是毛主席“逼”出来的。关锋也说，1971年 8-9月，毛主席到南方一路
上到处讲九届二中全会的问题，讲军队的问题，说这个问题还没完，说陈伯达还

有后台，这些话林彪能够听不到吗？能够容忍得了吗？ 
戚：主席在 1971 年 8-9 月的做法确有不妥的地方。刚刚把林彪的接班人地

位写进党章，怎么又这样呢？主席在南方的谈话是谁向林彪报告的呢？ 
阎：这个问题我说不清楚，我对这个问题没怎么研究过。林彪事件或者说“九

一三”事件，对毛主席刺激很大，大病一场，几乎从此一蹶不振。在“七二零”

事件后，毛主席曾引古诗“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来反映自己的

心态，我看这两句诗不仅是他“七二零”事件后的心态写照，也是他整个文化大

革命中的心态写照。据整理过毛泽东图书的中直老干部局管理局副局长徐中远

说，毛主席文革中在他看过的书上反复抄写这两句古诗。这恐怕不是无意识的

吧？！在“九一三”事件后，主席是这样，江青又怎样呢？据江青身边工作人员

说：江青夜里经常做恶梦，什么林彪、叶群向他索命，等等，吓得她睡不着觉。

第二天，她把这个梦告诉工作人员，工作人员向她解释说，梦都是虚的；她也说，

我是唯物主义者，不相信这个，等等。这是否也反映一种心态？也可说明一点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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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江青直到 1971年 9月 12日，即“九一三”事件的前半天，她还公开夸耀林
彪送给她的几个西瓜，在游览颐和园时，切西瓜给工作人员吃，并表示衷心感谢

林副主席的关心。 
戚：难道江青一点也不知道林彪对主席不满和反对主席？这也是一个谜。还

有“九一三”事件后，即获知林彪等人摔死温都尔汗后，总理大哭，不知为什么？ 
阎：对总理的哭有各种解释。确实值得玩味。 
 

五、关于田家英的问题 
阎：我在网上读过你的《田家英之死——一宗至今未了的历史要案》，我还

向别人推荐和介绍过你这篇文章。 
戚：那篇文章我只讲了不到田家英问题的三分之一，关于田家英问题我还有

很多话要说。   
阎：重庆有个研究文革的人来信说，有个要写田家英传的人，说田生前曾说

过“刘公为什么不造反？”问我有没有这回事？我告诉他，田家英恐怕还没到这

种程度。“刘公”即刘少奇。至于田家英为什么自杀，我看主要原因可能有两条：

一是毛主席不信任他了，他觉得没希望了；二是他在生活作风方面似不够检点，

这在当时是很丢人的事情。当然，田家英自杀 重要的原因还是毛主席不要他了。 
戚：我认为你分析得对。田家英自杀的原因确实主要是这两条。主席为什么

不信任他了呢？这主要是他和刘少奇的关系。毛主席当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时，

田是主席办公厅的副主任，当主席不当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而换上刘少奇时，

田没有辞去主席办公厅副主任的职务，而继续留任。他给刘少奇打电话，问他应

怎样工作，刘说：你过去怎么做还怎么做。在以后的日子里，他经常到刘少奇那

里去。他每次什么时间去，什么时间出来，都被刘宅的警卫战士记录下来了——

这当然是他们的工作职责。有时去的时间很长。汪东兴把这种记录报告或交给毛

主席，毛主席看了一定不高兴，他会觉得或认为自己的秘书跑到别人那里去了。

在所谓“三年困难时期”，田和刘少奇都主张“包产到户”，刘指示他把他们这种

主张向毛主席报告。田家英把这种主张向主席报告后，主席问他这是你的意见，

还是别人的意见。田说是他自己的意见。主席认为他说的不是实话。就这样一来

二去，毛主席就逐渐不信任他了。江青说田家英是“一仆二主”，就是指这件事

情。 
田家英是很有才的，有思想，工作也做得好。说我在文革中迫害田家英，这

完全是胡编。我从 1950年到中南海就在他领导下工作，他对我很器重，很培养，
在政治上也替我说话，人总要有良心，我怎么能反对他、迫害他呢？我倒是受到

这样的批评：说我对他有温情主义。田家英有的亲属写文章也说我对田家英怎样

怎样，我不怪他们，我相信他们终究会把事情的真相搞清楚的。 
阎：不是说你参加了要田家英停止工作的谈话吗？其情况是怎样的？ 
戚：是，我参加了，我和王力是陪同当时的组织部长安子文一同和田家英谈

话。1966年 5月 22日（即田家英自杀的前一天）我们三个人到田家英那里，安
子文很平和地跟他说：“家英，你犯了错误，中央收到反映，现在决定即日起你

停止工作，进行检讨。你的工作、文件，特别是毛主席的手稿，都交给戚本禹，

等一会就办交接手续。”还说：“你的问题多大，怎样处理，要根据调查结果和你

的态度决定。你要相信中央，相信主席。这几天就在家里反省，不要出去了。”

我和王力都没说什么话。在那样场合和情况下我们也不会说什么。坊间一些书籍，

说什么安子文谈话就像训人，气势汹汹，这完全是瞎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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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听你这样一说，我对田家英的问题有了进一步了解。我从中央办公厅和

中央政研室的不少人那里也听到关于田家英的一些情况，是零零星星的，不连贯，

不系统。你今天谈的，帮我总结和概括起来了。 
戚：在田家英问题上，我对有些人很鄙视，很看不起。他们在揭发田家英时，

捕风捉影，任意夸大，无限上纲上线，材料写了一大摞，把他简直说成魔鬼，后

来写文章、写书，又把他吹得白玉无瑕，圣人一般。我认为，田家英既不是圣人，

也不是芸芸众生的普通人，是一个有缺点有错误又很有思想有能力的才子，是党

内一个很难得的高级干部。他的自杀不是什么自绝于人民，什么叛党，而是很可

惜的。田家英是我的老师，有恩于我，有情于我，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他。 
后来我确实代替田家英负责中办秘书室的工作，主要为毛主席服务。我担任

这个工作之后，江青有一次和我谈话，郑重地告诫我：“……在主席身边工作

忌讳‘结交诸侯’，这‘诸侯’既包括中央的，也包括地方的。”我觉得田家英栽

就栽在这个问题上。不能“结交诸侯”，这恐怕也是一切做秘书工作的人 重要

的一条戒律。 
阎：你说的对，我给江青做秘书时，她第一次谈话的内容，现在看来也含有

这个意思。她说：“……从今以后，你就在我这里工作，除了我之外，你不能再

接受其他任何人布置的工作和任务，也就是说，其他任何人都不能再向你布置什

么工作和任务，这是党的纪律，你要对党负责，对我负责……”若问这究竟是为

什么？只能说这是一种政治——一种我们一般人还不怎么了解和懂得的政治。 
 

2008 年 12 月于北京沙滩敬学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