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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  事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第一百二十一期   二零一三年十一月十二日 

编者的话： “杀头我不怕，就怕不死不活的把我养起来。”说

这话的江青像个悲剧中的角色，她谈论的正是她的将来。 

但是，明明已大祸临头，却不知为何还在那里做白日梦。

她撇下临终的毛到虎头山去逍遥自在，并且在小靳庄大谈其

母系社会，似乎登基之事就在眼前……对于即将到来的局

面，她既无知，亦无能，对权术一窍不通，白白跟了毛大半

辈子，除了学了点毛体字，并无寸进，骨子里还是那个混迹

于十里洋场的女愤青。对此，毛心知肚明，说“她不代表我”，

并敲打她“人贵有自知之明”，而她却毫无所悟，甚至在毛死后

还说“我并不是靠着主席吃饭的……我可不像某些人那样靠

死人活着。”——竟然想挣脱毛自立门户！此刻，她全然没有

觉察四周的罗网已经收紧，而毛的巨大的身影已经不再，使

她失去了最后的屏障。事态顺着致命斜坡向下滑去，一直滑

向谷底。而这一切，同样是在毛的名义下进行的，叫做“继承

遗志”。 

令人惊异的，倒是一向桀骜不驯的江青在被抓捕和地下

关押期间的驯服。她没有进行抵抗，就完成了从主子到囚犯

的改造过程，身体和精神上的病状消失，成了一个“正常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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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让人想起“解放后”对溥仪、“战犯”和知识分子的改造，似乎

暗示了一条对所有人都有效的解脱之路。 

马晓先女士见证了这一过程。正如她照看的对象从主人

变为囚犯，她的身份也从护士变为看守。无论彼此，相似的

困境在于，都处在一种囚禁的不自由的关系之中，所谓“他人

即地狱”。而这种关系的翻转，也不能使双方解脱。 

当双方的角色刚刚转换的时候，和全国人民一样，马女

士觉得这是“第二次解放”。那么第一次解放呢？想必是一九四

九年那次，看来解放不是一次性的。不过这“第二次解放”是

从原先的解放者的压迫下获得的。这种多次的解放很多中国

人都经历过。 

所谓解放就是“翻身作主人”，就是把原来的主人压在身

下。然后这一逻辑又被延伸至其他人和“新主人”的身上，于

是就有了一次又一次的解放。其实，按老祖宗的原意，解放

就是把人从主奴、看守与囚徒的关系及其一次次的翻转中彻

底解脱出来。而这是江青之类数典忘祖的“主义者”们所不了

解的。在他们的想象中，要么就是压迫，要么就是被压迫，

二者必居其一，你死我活，没有第三条道路可走。这种想法

造就了他们无法摆脱的现实：不是人上人，就是阶下囚，所

以江青说：“修正主义上台是会杀头的。”不知悔改，也无力悔

改，一条道走到黑，这就是江青和“主义者”们的悲剧。 

江青有一条自信的底线：我不会犯路线错误（在法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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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就是这样自辩的）。殊不知她赖以安身立命的“路线”已随毛

而去，无论正确与错误，都当不得救命稻草。 

 

 

保健护士谈江青（下）  

 

口述者：马晓先，女，1944年生，1974-1976年任江青

保健护士 

采访者：郑仲兵、李宇锋 

参加者：杨银禄、阎长贵、赵柳恩、周淑英 

时间：2006年 2月 25日，11月 18日 

 

初到江青处的印象  

 

李宇锋（简称：李）：您是江青 后一位护士，在江青

那里一直工作到她被隔离审查，还看了她一段，从服务到监

护，这种角色转换很有意思。现在就请你谈谈有关情况。 

马晓先（简称：马）：我们的工作是护理，做具体的事

情，那么我们所接触到的，听到的，看到的，就是单纯的日

常生活中的这点事，至于我们说出来说明它是什么问题，我

们不做结论，由每个人自己去推测和思考。 

杨银禄（简称：杨）：关于护士工作这一块，小周（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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淑英）、小赵（赵柳恩）都谈过，她们走了之后的部分请小

马你细致地谈一谈。 

马：就像前面她俩说的，我们这些护士跟别的护士不一

样，什么都管，超出了一般护士或一般保健护士工作的范围。 

我想起来刚进十楼时候的那种感觉。感觉什么？就像在

电影里一样：她起床，打铃。一听到铃声，护士就赶紧给她

静悄悄地递杯子漱口，递体温表量体温，服务员就赶紧送开

水，秘书就赶紧准备办公的文件，厨师就赶紧准备饭菜……

就这一套吧，只要这铃声一响，十楼的人员整体地就动起来

了。我当时的印象挺深，就像过去贵族大家庭的那种感觉。

但是后来慢慢就感觉到这份工作不好做，气氛不太好。 

当然，我觉得这里的工作人员都挺好，互相配合，特别

默契。我主要是接小赵的班，交接班特别细。实际上，大事

真的不多，但是细小的事特别多，而且往往出事还都出在这

些细小的事上，这些事可能在别处不算什么，但是一到这儿

真是可以上纲上线成为政治性的问题。而且我在的那段跟她

们在的时候还有些不同，小周她们在的时候生活护理工作可

能更多一些，我在这段感觉生活护理上没有特别苛刻的那些

了，比如起床要抱起来在底下塞个羊毛靠垫然后再躺下的程

序，我没有经过。我们基本上就是把她的衣服准备好，她起

的时候我们帮她穿。 

赵柳恩（简称：赵）：别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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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其它的都一样的。报天气也是一样，我们在她出门

之前也要点根香，看看风向，到后来我们就在楼上弄一面小

红旗，看风向。但是就这样有时也不准确，有时我们看着是

东南风，等她出来的时候坏了，风向变了，她一出来又有汗

了这就坏了，这就成了大问题。 

在这儿工作，汪东兴给我交代的就是：你只要组织上服

从，把工作做好，不要多跟你们保健处领导汇报，也不要多

给家里打电话，不要跟家里说，给单位领导也不要写条子，

有事就直接找我和张耀祠。 

在她的工作人员当中，我算是比较顺的。我没有什么过

多的想法，你让我在这儿我就在，你不愿意让我在这儿我就

走，随时可以。另外我来这儿之前有个思想准备，知道这儿

工作难做。因为那时我已经照顾了李讷一年多，从李讷怀孕

之前那次发烧我就管她，包括她怀孕以后整个孕期的护理、

用药，还有产前的准备，这些都是我给照顾的。产后的恢复

期，吃中药的调理，都是由我来护理的，直到孩子出生以后

她请了阿姨，有三四个月后我才离开。 

从李讷那儿出来以后没多久，由我们的处长陪着（陪我

去的还有张敏，她是服务处的服务员），汪主任找我谈了一

次话，要我到江青那儿工作。我不愿意，说我爱人得了急性

肝炎，全身都是黄的，真不适合到那儿去，要传染上这个责

任怎么负啊？不要说我了，你组织上也得负责任啊！汪主任



 6 

一听也有点害怕了：“那就算了，算了，我再找吧。”过了一

个多礼拜，他又把我叫去了（这次陪我去的是傅成舟，他是

我们的副主任），说你还就得去，她的条件：第一护士要科

班出身的，第二要脾气好的，再就 好生过孩子的（因为对

孩子要有耐心啊，对她照顾也得有耐心）。汪说你挺符合这

些条件的。我说如果要我去朱老总那儿李先念那儿或董老那

儿我都没问题，我都愿意去，但真不愿意去她那儿，因为我

听李讷说过她妈妈的一些情况。汪东兴说：“现在就需要你

去她那儿。”我还在那儿嘀嘀咕咕呢，汪特别生气：“你还是

不是共产党员？”我说是。“你是共产党员不服从组织分

配？”我说我服从是服从，可思想上不通啊。他说：“你思

想上不通没关系，只要组织上服从就行。” 

赵：让你到她那儿去，汪还在我们那儿说过这么一句话：

“不像话，娘俩个人抢一个护士！”江青说要把你弄来，但

女儿又不愿意放，她们娘俩就闹起来了。 

马：当时我没办法，就去了。第一印象我的记忆很平淡

了，就是和她见个面，我介绍一下自己的情况，好像没说别

的，连手都没握。 

我记得比较清楚的，是第一次给她送药的情形。当时她

正在大会堂开会，到了吃药的时间，我就进去了，说：江青

同志，该吃药了。因为是第一次，她特别警惕，药含在嘴里，

一边看表，发觉提前了一两分钟，噗！就把药吐了。她严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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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说：时间没到！我楞了：不就差一两分钟吗？吃下去不就

到了？可当着那么多中央领导，我也不敢说什么，也不敢站

在那里，只好赶紧出去，心里又委屈又紧张。再拿了药，转

身又送进去，说“江青同志，吃药的时间到了”。这次她吃

了。我当时感觉这里的工作简直太难了。 

 

尽心尽力满足江青的要求  

 

马：说实在的，在她那儿工作，我们是把她的睡觉看作

主要的，只要她睡好了觉，我们大家都高兴。早上起来我

们问她睡得怎么样，她说：“还行。”或者“还马马虎虎”，

这马马虎虎也行了，她只要睡好了，脸上的表情就觉得还好，

回头一跟其他工作人员说，大家都觉得挺高兴的。 

我印象特别深的是她走廊里铺的地毯，因为下面是地

板，走起来难免有咯吱咯吱的声音。忘了是哪位工作人员，

在地毯上用粉笔画了不少圈，标出有响声的部位，我们走的

时候绕过那个圈不走，走空隙，怕响了以后又影响她睡眠，

我在其他首长家可没有过这种谨慎。 

我的脾气应该说是比较急的，但在她那工作你得又急又

不急：她一打铃，一声你就得到，不快不行，不能让她打个

两次三次的；但你走太快了就会喘，那又不行。我们就先走

快点，等快到她面前了，定定神，平静平静，再进去。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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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精神状态比较紧张。后来慢慢地也就习惯了。 

当时我还有一个 大的转变，就是生活习惯。老感觉特

别累和困， 困的时候，我记得赵柳恩跟我交班，看着那些

衣服，看着看着我都打瞌睡了。小赵说你不能打瞌睡，我说

我都困得不行了。她就给我抓一大把茶叶放在玻璃杯里，加

一点水，也就刚漫过茶叶，她说你喝点这个，半个小时就好。

那个茶水特苦啊！别说，真的过了半个小时就挺精神的。以

后我就有这个经验了，一困的时候我就照着她这个方法去

做。 

我们的工作当然是根据江青的生活习惯来安排。比如，

她经常晚上到十七楼看电影，她到那儿去是先打牌，再看电

影。从打牌开始，到电影结束，我们分三次给她准时准点地

送镇定药。看完电影回去，我就跟着她就进卧室了。一进卧

室这又不知到什么时候了，得沐浴，更衣，在马桶上坐着，

一坐就是两个小时，三个小时。她的沙发是个沙发椅，底下

是个马桶。我们就坐在距她两三米的沙发上等她，还得一点

儿不能有声音。你得静静地听她的动静，她稍微有点声音我

们就得注意。等伺候她上床睡了，也早上五六点左右了，但

这时候人一般很清醒啊，你说怎么办呢？你要说不睡吧，第

二天要接班怎么办？所以那时候我就拉上窗帘，吃上安眠药

就睡了。那时候我把所有的安眠药都吃了个遍，没有我不吃

的。过去我一觉睡六七个小时，醒来后头脑特清醒，工作效



 9 

率也很高，后来在那儿我感觉生物钟全乱了。特别是她外出，

要这个要那个，折腾我们来回跑，有时候脉搏都能到一百六，

也不知道怎么过来的！现在回想起来都不可思议。 

在那儿工作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都不能落下文字。

所以我们交接班都是非常小心谨慎的，什么时候该打什么

针，哪个药该停了，在别的首长家只要写到本上就行了，她

这儿不是，我们都是口头交班，不能做什么记录。甚至萝卜

吃了半个，那半个在冰箱里边，哪些毛巾、衣服在洗衣房，

哪些没用过，在哪里放着，都得交代特别清楚。这些都是汪

东兴，还有我们管护士工作的领导要求的，不许写日记，不

许记文字的东西，因为这些都要保密的。 

那个时期思想上的弦越绷越紧，压力也越来越大。有一

次，她把我轰走了。我回到门诊部的时候，同事们都惊讶：

“看，小马回来了！你怎么回来了？”我手里拎着个包，她

们问：“你还没吃饭吧？”就赶快给我下点挂面，里面卧两

个鸡蛋。我那个感觉，唉哟，当时眼泪就往下掉，心想在那

儿谁管你啊？鸡蛋面放在跟前就吃不下，心里就觉得那么

累，没有人支持，没有人体谅，这种感觉……（哭），没有

经过的人是体会不到的。后来我就跟我的领导反映，他说：

“唉哟，孩子！你跟我说可千万别跟别人说，这些东西 好

烂在肚子里，烂在棺材里！不然的话我告诉你，你现在到江

青那儿了，她跟以前不一样！她现在手里有权，又有人，要



 10 

是给你弄到卫戍区去怎么办？傻丫头你都不知道监狱的墙

有多高！” 

跟谁说呢？我在江青那儿工作几年我爱人一点儿都不

知道。后来，都到了主席病危那时候了，有一次，我在家睡

觉，江青那里来电话催我回去，我急匆匆唠叨了一句“老江

婆子”什么的，他才猜出来我可能在江青那里工作。 

当初我是生完女儿去她那儿上班的。我女儿是三月份出

生的，我是九月份到她那儿去的，歇了没几个月就到她那儿

去了。我们都是一个礼拜回家一次。我在江青那儿干了三四

年（包括后来对江青的监护），说我们为她服务有什么用心？

我们就是尽 大的努力做好工作。我们根本不顾孩子，不顾

家，什么都不顾了。有一次，我孩子感冒发烧流鼻血，嘀嗒、

嘀嗒地流，我也顾不上，回来后看她躺在沙发上睡觉了，你

想我会有什么感觉？把孩子弄起来洗洗擦擦，弄个饼干盒子

放在暖气上，让她醒来以后有的吃。跟我在一块的护士说：

“你怎么敢这样对孩子啊？”我说怎么办呢？我又请不起保

姆，只能把孩子锁在屋里。我出去的时候就听孩子叭叭踹那

个门，听着，听着，心里真是难受！但又有什么办法呢？ 

赵：不仅殃及咱们和配偶，还殃及到下一代，殃及到孩

子啊！ 

马：看孩子跟小要饭的似的，心里真难过！现在我们总

的来讲，人的大半辈子都过去了，你说这辈子后悔吗？我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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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讲都不后悔。我觉得我们主要还是为了党中央，领导人物

服好务。你说我们在江青那儿，在谁那儿，都是为中央服务。

中央那些领导一天也是十几个小时的工作，也受了不少的教

育，在各种困难当中也磨练了自己，所以从这方面来讲也是

有很大的收获。 

周淑英（简称：周）：你看全国有多少人，其中有多少

人像我们这样经历过这么多事情啊？仔细想想也挺幸运，咱

不后悔。在这期间，和这些人接触，知道我们国家在前进当

中还有这么些东西，虽然对个人、对家庭有一定的影响，但

是你见证了这段历史，别人没有经历的，你经历了，回过头

来想想它也是我们的一笔财富。 

 

江青的起居折腾人  

 

李：早就听说江青对身边人特别苛刻，作为二十四小时

贴身服务的护理人员，想必您有深刻的体会。 

马：我们不是秘书，主要和她是生活上的接触（当然也

能看出她一些政治上的习惯。比如，她看报纸，每次都特别

关注她的名字、照片登在哪个位置上，一旦不满意，就会有

情绪反应。她真是很重视，每次报纸一来就赶紧看）。虽然

她只是政治局委员，但发号施令起来比常委还管用，比如有

时候她睡觉前告诉我们明天八点叫她起床，九点有会，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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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时候叫她，她不起，说：“我不行，我还想再睡会儿，告

诉他们让会议延迟，延迟到十点半。” 我一听，这开会都是

关于国家的大事，说延迟就延迟啊？当时我们也说不出什么

来，只知道她的生活节奏是可以决定、改变整个政治局的日

程的。所以我们的工作就更加格外谨慎。 

即使这样，她还是动不动就责备我们工作人员。1974年

五一节，中山公园音乐堂有一个活动说让江青去，江青也准

备去，但后来因为不舒服她就没去。当时问她，她说再说吧。

这时秘书就不好通知她活动时间。本来三点钟的活动，她三

点半才打铃，你说这怎么通知啊？但是她坚持去。去吧，快

到音乐堂的时候，她说：“不行，我出汗了，我不去了。”然

后掉车就回去，这件事她竟责备我们：“你们就是让我紧张，

让我出汗。” 

1974年江青去天津，我给她打前站收拾房子，连夜走的，

把她房间的东西都给她准备好。每次都是办公室一块、卧室

一块都收拾好。她到了以后，对那个房子不满意，说这个房

子不通风，说：“还有哪个楼啊？”我们一开始布置的是二

号楼，后来说有三号楼和四号楼，还有一号楼（是个俱乐部）。

我们先搬到三号楼。搬到三号楼后我们又重新折腾一遍。折

腾完后她还不满意，第二天又搬到四号楼。到第三天又搬到

俱乐部。宾馆里一共四个楼，全都折腾了。搬到第三号楼的

时候，当天晚上就睡在那儿。她住下了，我们当班儿的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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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去看她。她正好坐在沙发上，我就给她倒杯水，我觉得水

温差不多，不凉不热，就给了她，她喝了一口，噗，一下子

全都喷在了我身上！我真没想到！我站得离她很近，是一点

准备也没有，弄得我浑身是水……。她说水太烫了。这不可

能！因为我很小心的，当时我心里很明白这是要找茬了。她

说：“你让我怎么喝？太烫了！”她这一举动，当时我脑子里

一下子就懵了！我从来没受过这个气，心里觉得很难受，一

下子也不知道怎么弄了，只觉得委屈。你想，连夜赶到天津，

给她收拾房子，忙活，又受她这种气，真憋气！我不知道怎

么就晕倒在那儿了，也不知道是谁给我抬出去的。 

李：当时你倒在地上了？ 

马：对，一下子倒在地上了，人不行了。后来是谁抬我

不知道，我看到有人的影子，说“赶快给抬出去！”抬出去

时经过程师傅那儿，程师傅就给我煮了一碗面，面里还有鸡

蛋。我当时真的特别感动！江青的举动对我是一种污辱，她

就差拿杯子往我身上泼了。她说那那水烫，完全是瞎说，我

怎么能、怎么敢拿烫的水给她呢？！我就跟程师傅他们说，

你们现在就去摸摸那个水，绝对不是烫的！——这是我刚接

班时遇到的一件事，印象深刻，一辈子都不会忘。 

赵：后来你在十楼又犯了一次病。憋气，喘不上气来，

好像也是因为她的事。当时程师傅说：“坏了，坏了，小马

又犯病了！”后来我就上前去，一把把你拽着，我说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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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两个到外面去，喘喘气，免得在屋里喘不过气。咱俩到十

七楼前面转，把气出出，就偷路边的葡萄。那会儿天已经漆

黑一片什么也看不见，我就到处抓，后来到亮灯地方一看，

我说得了，把生的抓下来了。然后咱们俩就坐在那儿笑，你

笑完了我笑。笑了半天，我说你好点儿了吗？你说好点了。

完了我说再去偷，管它公家的还是私人的呢！你跟我说：“我

真不想让你走，工作我愿意和你一块干，但是要是按照你的

身体我真希望你走，要是按工作的话我真愿意跟你在一块

儿。”我们说了几句知心的话，又在路上转了几圈，心情好

点了就回十楼了。 

你也曾经救过我一码，我一直不能忘记。有次我头疼的

厉害，那天是你接我的班。江青把我叫上来，劈头盖脸地说：

“瞧你死样子脸，没个好脸色！”唉哟，我一声没敢吭。 

马：她也知道你要走了，所以特别恨你。 

赵：她就这么说我，我都没敢说我病了。我当时头痛得

都不行了，拿着被子把脑袋压着，你也帮我。你说：“这样

行吗？”那时候你还没正式上班呢，新来的护士接班的时候

交接班得好长一段时间适应。不是说干不了，是江青适应一

个人得很长时间。后来你就上班，我说你快去吧。你说：“好

吧。”过了一会儿你拿来了百分之五十的葡萄糖，大的一百

五十毫升的针管，你说：“来，我给你打一点葡萄糖。”那天

我心里热乎乎的，你这样关心我，我特别感动和激动。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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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儿大家是互相关心的。 

周：当时我们二十多岁出头，每天都很压抑。小赵后来

跟我说过一句话，她说：“小周啊！只要我一听到打铃心里

就直哆嗦。”我说我也是那样。就好像真到鬼门关了，每天

早上只要她一打铃我们真是心里哆嗦。 

赵：条件反射。江青每天进办公室后，如果情绪烦躁就

不停地按铃，秘书、护士一趟趟地叫。所以后来为缓解这种

心情还吃药什么的，实在是没法在那儿待了，业务都荒废了，

我在那儿待了四年，七一年到她那儿，七四年底我出来的。 

周：有时候受了委屈也不敢当着她的面哭。你比如说在

大会堂那一次，你想想看“人有脸树有皮”啊，守着那么多

的人——二处的警卫人员，大会堂的服务人员，在三楼小礼

堂拐弯的地方她拿一个杯子砸我，我只好偷偷流泪。流了以

后还得干，那已经没有脸，没有自尊了。我可以这么说，真

的没有自尊！ 

 

江青看不起工作人员 

 

马：我就觉得她看工作人员是居高临下的那种感觉。你

在吃饭上或者穿衣上等等都不能高于她，超过她。所以程师

傅教我们：“老太太问你们吃什么，就说吃的萝卜、白菜，

别说吃的好。” 她觉得你们这些人是在我身边工作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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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是让你们为我服务的，你们怎么能吃那么好。 

她平时说话办事当中对你就这样，话的口气都是比较看

不起人的感觉，尤其对赵柳恩说话时，我觉得是特典型的看

不起，似乎你站都没站的地儿，你站在那儿她看着你就不舒

服。还让姜宝元半跪着跟她说话——你说哪有首长这样跟底

下工作人员说话的？ 

我调到别的领导身边的时候人家都把我当成自己儿女

一样。比如在彭真同志那里，有一次他打铃，我赶紧过去问

“首长有什么事？”他说：“没事，来，吃西瓜”。在江青那

儿是绝对没有这事的！只要她一打铃，一下是秘书，二下是

护士，三下是警卫员，四下是出去。我们为这个铃整天这根

弦儿给绷得紧紧的，因为这铃一打我们这些人都开始为她服

务了。她起床时是护士先去，别的人就赶快烧热水的烧热水，

备早饭的备早饭，好像过去皇宫里那些服侍人员一样，专门

为她服务。 虽然后来慢慢就适应了，但总觉得这根弦绷得

特别紧。到什么程度？有时刚吃饭这铃一打就得赶紧过去，

然后一会儿又有什么事了你还得过去，总之一顿饭得分好几

次吃，凉了再热，热了又凉，有时可能得好几个小时，甚至

到 后就不吃了，反正我觉得她就是要使唤你，一有点什么

事就叫你，不管你吃饭还是干吗都得立刻来。 

她每天起床的时候我们帮她穿了衣服，上了卫生间，她

再吃个早饭，然后要准备出去的时候护士总是得出去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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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风大的时候还好看，风小的时候你根本看不出风向来，

就得想各种办法，你不能说没风或者说不知道，更不能让她

给吹风着。尽管这样做了，有时她想找茬的时候她就说她被

风吹着了。如果我们做错了什么事，你好言好语地讲，或者

该批评批评，我觉得这都是正常的，大家也是能接受的。但

我觉得她对工作人员根本不是这样的态度，跟一般的首长区

别很大。 

幸亏周围工作人员的环境很好，我们大家在她那儿受了

气以后，下面跟程师傅一聊、一说就完了，程师傅说：“她

就是那样的人。她不光对你，她对谁都那样，对总理还那样

呢。”这样一说、一劝我们心里也不那么憋屈了。 

 

江青最怕她女儿李讷  

 

李：这种心情完全可以理解。在那个年代，别说工作人

员，恐怕大人物们也没几个不怕江青的。据您的观察，江青

怕谁——除了主席以外？ 

马：你说她怕主席吗？我觉得她第一还是怕李讷。为什

么呢？因为她对李讷实在是没办法。那一年主席在湖南长沙

做眼睛手术的时候，我们陪着江青就到湖南长沙了，然后她

就到主席那儿闹去了。 

李：闹什么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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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这个就是他们内部的事了。在她去之前王洪文刚从

长沙回来，还给她送了一筐桔子，然后她又到湖南去了。 

李：是不是为四届人大组阁的事啊？ 

马：没错，就是那个时候。她就敢去闹，她就是为这个

事去的。可是对李讷呢？她自己的女儿她没办法。哪一年我

记不清了，李讷和谢静宜等人奉命到东北搞了一次调查，回

来汇报了，江青，好像还有主席，都说她们看阴暗面的东西

多了。李讷很不满意，她说调查是你们叫去的，调查的东西

你们又不相信。为这事，我听到李讷和江青吵，李讷用很大

的声音说：“你想当武则天啊，你还没那个本事！”你看，李

讷敢说江青这个！这话除了李讷谁敢当着江青的面说啊！ 

阎：我有一次和谢静宜谈话，她也谈到江青怕李讷的事。

她说：有一年春节时，江青叫我（指谢静宜）替她去看看李

讷——实际上她既惦记女儿，又害怕见女儿，所以她叫我替

她去看看。 

依我看，这是在江青晚年或在文革后期时的事情。记得

在 1966 年秋冬，即文革开始不久，也是我还没当江青秘书

的时侯，我有一次和李讷谈话，她跟我说：“人家是严父慈

母，我可是严母慈父，我有点怕妈妈，不大怕爸爸。”到了

文革后期，别说江青怕李讷，连主席有时对李讷也没办法。

2001年，毛远新从上海某汽车研究所退休后，来北京时曾到

我家做客，他跟我说过一件事，就是毛主席拿李讷没办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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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一次，李讷在主席住处又哭又闹，叫她出去，也不出去。

主席没办法，跟工作人员说，快叫远新来，把她拖出去。毛

远新说，他到后，总算把李讷劝走了。主席跟他说，李讷这

是“佯狂自渎”。——当时我还不懂这是什么意思。毛远新

给我解释说：“就是装疯卖傻自己作践自己。”我问毛远新：

李讷为什么这样？他说，当时不是清查“五一六”吗？因为

李讷在文革初期和造反派联系多，可能有人找她调查情况，

或者叫她写什么材料，她觉得受不了了，于是就跑到主席那

里诉说。接着，毛远新跟我说：李讷和他不同，1966年，他

是到九月份才参加文革，并且不在北京，北京的造反派他一

个也不认识。 

 

江青与总理  

 

李：江青和总理的关系怎么样？ 

马：其实说心里话，总理看在主席的面上，对江青既尊

重又关心，从各个方面，甚至到人民大会堂的温度等各个方

面都随着她，依着她。人民大会堂的福建厅，有一个厕所，

本来谁都可以去，但总理为了照顾她，每次总理都是出来去

别的厕所。 

有几次她说身体不舒服，不去开会了，实际上没有什么

不舒服，她看电影去了。看完电影以后，又打电话把总理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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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给她说开会的内容，也不管总理累不累。本来总理开会开

了很长时间，很累了，又没有吃饭，邓大姐 关心的是总理

上厕所的问题，老叫人提醒总理上厕所；再一个就是吃饭问

题，总理一忙就是好多个小时不吃饭。 

赵：我没法推测江青这是一种什么心情，你有心去看电

影，怎么就不去开会？回来还让总理过来，使总理既不能按

时吃饭，又不能按时休息。 

周：我们工作人员又不能主动送吃的上去，她会说开小

灶，拿她的东西送人情，做好人。我印象 深的就是，有一

次总理好几个小时没有吃饭了，警卫员高振普特别着急。这

怎么办呢？江青住的十楼哪个警卫员都不允许进去，只能护

士进去。后来我跑到程师傅那里说：给总理弄点 普通的，

擀碗面吧，西红柿面。叫程师傅擀碗面我是冒了风险的。程

师傅擀了两碗，因为江青吃过了，给她一个小碗，总理那儿

给个大碗，我端进去以后，江青就说我也没吃，一下子把大

碗拿过去了。当时我就觉得这个人太不通人情了，但总理不

计较这些。还有几次送酥糖，特意给她说这是高振普叫送进

来的，当时是想让她明白这些糖不是她的。 

马：总理也确实没少照顾她。有一年十·一，人民大会

堂举办一个活动，有西哈努克和夫人，通知她也参加，她是

愿意参加这样的外事活动的。但是活动中可能西哈努克的夫

人给她提了几个问题，她答不上来，就紧张，那个表情就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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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太自然（后来发表的照片上能看出来），活动还没完她就

出来了，总理也跟着，还帮她拉开车门给送走。当时我们觉

得总理真是做得太好了，为你拉车门不都是看在主席的面子

上吗？ 

李：总理住院以后江青一次也没去看过？ 

马：我不知道，我觉得是没有。周总理去世的前一两天，

江青在大会堂开政治局会，大家都知道总理病到晚期了，政

治局就统一安排先后去看总理。那天晚上正好赶上我值班，

随江青跟姚文元坐一个车去看总理。看完总理出来以后，江

青在车上就跟姚文元说：“我以为总理不行了，其实他脑子

还很清楚嘛。我到那儿的时候，他还睁了睁眼看了看我，我

觉得他是认出我来了。”她认为今天这样组织不好，意思是

总理还活着，还没到“ 后”。当时我看到总理胡子都干巴

巴的，脸色蜡黄，特别瘦，皮包骨头，我心里很不是滋味。

前面还有其他政治局委员，依次看了看总理，大家心情都很

沉痛，说话的声音也都很低，问候完以后慢慢出来，她跟姚

文元看总理后却说那种话。 

我陪她去的就是那一次，总理临终的那次。 

李：总理住院以后还来看过江青吗？ 

马：没有。 

周：我记得当时总理的追悼会，大家对江青的表现特别

反感。因为总理去世时大家都是从心里哭，她在总理遗体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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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仪式上居然不摘帽子！ 

马：她有思想准备。去参加仪式的时候，我问她是不是

不戴帽子了，或者您是不是换个皮帽子，进门好摘？她说：

“不用换，到那儿摘不摘帽子我还考虑呢。”结果到那儿她

没摘。她对总理没感情，要是对总理有感情她不会这样。 

李：当年她整总理的时候你们应该是有感觉的？ 

马：有感觉，我们这个楼里不光是我，还有程师傅，大

家都有感觉。 

周：程师傅 75 年到我家看我时，谈到江青整总理的事

很气愤，说咱们楼里的人都恨死那四个坏家伙了！  

 

主席逝世前后  

 

马：在主席逝世前后江青有些事说一说。 

从 1976年 8月 20号起，主席身边有一个比较强的抢救

小组在那儿值班，这个期间江青也经常去看看主席，她到底

是怎么看我不知道。在这期间江青跟那儿的大夫说：“是不

是给我也详细地查查身体？”你说那些医生当时多紧张啊，

她还要凑这个热闹，大夫不敢违拗她，包括耳鼻喉科、口腔

科全身给她查了一遍。其中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为她照胸片。

她说要照，然后那边就要准备啊，一般她都是上午来，而这

次照胸片时，医生从中午等到下午，下午等到晚上，晚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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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夜里一、二点钟她不来。等她等不来那人家也就睡了；她

夜里想起这事来又要来，通知大夫，夜里三点多钟这些大夫

起来又折腾。我觉得她要查身体是可以的，那要由医生给她

安排；她在抢救主席这么紧张的时候要大夫给她做检查实在

不应该，那不是干扰吗？ 

还有一次，她拿着毛衣样子，叫里头的护士长教她怎么

织毛衣。就那时候大家都很忙，她怎么能叫护士过来告诉她

毛衣怎么织？！然后告诉这个护士说：“你们要学会给主席

擦汗。”说给主席擦汗要把衣服都脱了，那时候主席翻身都

困难，要脱光了不一会儿就得着凉吗？她进去怎么关心主

席，怎么照顾主席我不知道。但是，她教护士给主席擦汗的

这种方法，我们在外面听着就觉得不合适。 

9 月 2 号，就是主席去世的前一周，我们跟着她去大寨

了。1975年开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时候，她去过一次，还

在虎头山挖了一个备战沟。这次到大寨后她又去看，发现填

平了，她特生气，把郭凤莲叫来，批评郭说：“你们落后了，

你们骄傲了！”郭凤莲说：“我们挖好了涵洞，备战的时候可

以当作防空洞，平时水涝的时候可以排水。”但江青仍然很

生气，把郭凤莲狠狠说了一通。1975年她到大寨主要是照相，

照了好几张她戴头巾拿锄头、铁锹的劳动照片，还有和群众

一块捆玉米什么的照片。那次她是照相热。此外，还骑马什

么的。这次到大寨，她知道主席病重了，没有骑马、照相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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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的，还是要摆点那个架子，她要搞一个大型的宴会，让好

多人过来聚一聚，当时我们这些她身边的人好像都没那个心

情。9 月 5 号，就接到了要我们返京的电话，结果这样的宴

会也没搞成，时间来不及了。警卫员把要返京的急讯告诉她，

她说：“你们先整理，整理完后告诉我，我先在这儿玩一会

儿牌。”我们没看出她为主席的病有多么着急。大家都猜到

是主席的病情有了变化，心里头一下子感到很急了，但是她

的那一套还得按部就班的去做，我们把那些东西七哩卟噜都

收拾完了。收拾好后就坐火车从阳泉到石家庄，这一路上她

也玩牌，到石家庄以后我们又坐飞机到北京，一共二十多分

钟的航程，她还是坐在前舱里打牌。我就想，她跟我们周围

人的想法真不一样，真看不出她很沉重、悲伤的表情，我们

当时都很急、很沉重的，都在想主席怎么样了，感觉这个党

就跟没着没落似的。 

还记得在主席去世前，具体时间就搞不清了（校订者按：

1976年 8月 28天日），她还跑到小靳庄，兴高采烈地跟群众

说：“我是代表主席来的，代表主席向你们问好！”她还说：

“主席身体很好，我是主席批准才来的，你们想主席要不批

准，我能来吗？”她让邢燕子、侯隽她们两个代表知识青年

给主席写信，写完信以后她说：“你们可以在信封上面写‘请

江青同志转交主席’。”当时还有一个女青年还写了一首诗也

一块装到这个信封里头。她在小靳庄还召开了一个群众会，



 25 

她在会上讲了很多话，我不可能全记住，但有一句话我记得

很清楚，讲到生产力时候，她说：“人呢，是 大的生产力，

是 重要、 活跃的因素，无论是男人、女人，都是女人生

的，男人只提供了一个精虫，氏族社会的发展，开始是母系

社会女人掌权，以后发展到男人掌权，今后是如何还得看发

展。”她当时这么讲，我听了觉得很惊讶，她在会上怎么讲

这些话？这是什么话！ 

在主席整个病重期间，我觉得她挺忙的。有一天夜里大

概十一点钟左右，她跑到新华印刷厂去看望地震以后的生产

情况。她就表示关心工人，当时工人早下班了，只有几个工

人在那儿值班，就跟这些人见见面，问候问候。有天晚上又

去了清华、北大校园，去看望师生们。这都是在主席病重期

间。她走到那儿我得跟到那儿，所以我觉得很累。 

主席去世以后，中央决定把主席的遗体送往人民大会

堂，想让江青看看再送，可是江青的动作很慢，慢条斯理地

一点不着急，她说：“我得先吃好饭，要不看到主席这饭就

吃不下去了。”吃完饭以后，参加送主席的遗体，当送主席

的车出中南海的大门口的时候，我们送的人都哭了，但没看

到江青怎么掉泪。那天，运遗体的车在前边，我们坐着车在

后边跟着，我当时以为会随着主席的灵车一起进大会堂，但

是主席的灵车出了中南海，我们的车回来了。当时我的心里

咯噔一下：怎么就回来了呢？这不合常理啊。这个事我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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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深。 

和主席去世有关的，我还记得两件事。 

一个是她把所有的衣服全都染成了黑色，把毛衣什么的

全都染成黑色，还订做了一套黑色礼服，一个很大的乔其纱

黑纱巾，四条黑色手帕，都是乔其纱的，那种手帕因为不吸

水，要是擦擦眼泪，擦擦汗很不方便。后来她问我们她穿这

身衣服好吗？我们说可能大家会有些看不习惯，再说大家都

在给主席开追悼会呢也不会在意你穿什么衣服，她说：“开

完追悼会以后会有外宾照相，那照片一公布大家就会注意

了。”所以，她很注意穿着和照片。这种事虽然是在情理之

中，但我当时觉得太表象化了。 

再一个，主席去世的消息一公布，国内国外的信件不断

地来。江青把这些信分作两摞：凡是写“政治局委员江青收”

的放一摞，凡是写“毛泽东夫人江青收”的就放在另一摞。

她对写“毛泽东夫人”有意见。她拿着“毛泽东夫人江青收”

的信给我看，看完以后连打开也不打开，往一边一放，她不

愿看这个。她说：“他们拿我当夫人看待，我并不是靠着主

席吃饭的——当然主席还是比较尊重我的。我可不像某些人

那样靠死人活着。”实际上，我们感觉她说这话指的是邓颖

超，虽然她并没说明指谁。我觉得她对邓大姐一直不满，说

“她其实就是一个家庭妇女。”而对自己她是比较高估的。 

毛主席去世后她到主席房间里去，当时主席的东西还没



 27 

封存，她去了后就翻东西。后来汪东兴他们把那些东西都封

存起来了。她对封存主席的东西很不高兴，说“主席的尸骨

未寒就对我这个样子。”大发脾气。她回到二 0 一后，就拍

桌子，扔东西，还是说：“主席的尸骨未寒就对我这样，对

主席的家庭，对他的遗属这样！” 主席去世后江青请张玉凤

吃饭，那时候就感觉到她想和张玉凤拉近一点儿。 

李：主席去世后您见过她流泪吗？ 

马：我真没见过，反正在我班上我是没见过。 

李：您觉得她心情怎么样？她是无所谓啊，还是比较沉

痛啊，还是反而有些兴高采烈呢？ 

马：那一段我们跟着她东跑西颠的，安排了很多活动，

一句话，江青的悲痛不大能看得出来。 

以前江青跟我说过几句话，怎么提起来的也不记得了，

但我记得很牢。有一次，她在我们楼的大厅跟我说：“你在

我这儿工作，我是做政治工作的，是主席政治方面、国际方

面的秘书。我这个人一般是不会犯路线错误的。你到我这儿

工作难道你不高兴吗？”她就这样问我。“不过在我这儿工

作呀也是有风险的，到时候修正主义上台是会杀头的，不过

也可能把我软禁起来。杀头我不怕，我就怕这个不死不活的

把我养起来。”那阵我就是三十岁左右吧，听了她这些话就

觉得挺害怕的，我们都是和平年代过来的，当时没理会到这

其中的真正的深刻含义，现在想想，实际上后来发生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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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她来说早就有这个精神准备了。 

 

参与抓捕江青  

 

马：后来就是抓江青的事了。我记得抓江青那天是个星

期四，当时江青住在中南海的二 0一。那天我已经下班了，

正在后面洗自己的衣服，穿着双拖鞋。张耀祠就从前面绕过

来，我一看张局长站在我跟前，平时一般他很少到后边来的。

我说，咦，您怎么来了？我感到很吃惊。他说：“小马跟我

来一趟！”他一看我穿着拖鞋呢，他说：“你把鞋换一下。”

我就赶紧把衣服一撂我也不洗了，然后回到房间把拖鞋换

掉，跟着他后边走。我也没问他什么事，但是那时候吧我的

心里就意识到有事，而且也意识到就这类的事情。就跟着走，

我也觉得没有必要问他，因为我们多年形成的习惯不多问。

跟着走绕过走廊就到大厅的门口，他说：“你开开门咱们进

去。”我一到门口呀，一看原来那么大的大厅，两边全站满

了武装战士，而且这些人我一个都不认识，我觉得这事就严

重了。张局长说：“开门进去。”我就把门开了，什么都没说

就进去，张局长就跟到我后面进来了。我们进门以后，看到

江青在那儿半躺着，她一般办公都是半躺着，一个脚垫踏着，

她那儿两边不是有很多文件吗。我就站在那儿，张局长随着

就跟她说：“现在我要向你宣布一下中央的决定……从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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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对你进行隔离审查。”就宣布了这个。宣布以后江青就

说：“你能不能再给我念一遍。”很短的几句话，张耀祠又给

她念了一遍。她做了一下调整，就坐在那儿身子也没动，然

后就低着头，但是能看得出来脑子在想，在琢磨这事。张耀

祠说：“把钥匙该交的你就交一下。”她说：“我交给谁呀？”

“你就交给我。”江青站起来，从裤子口袋掏出钥匙来，装

进一个牛皮纸的信封，然后拿订书机给订上，很从容的，然

后写上“交华国锋同志收”。她自己就提出来说我要上趟厕

所。张耀祠说：“你去吧。”她的厕所就在大厅的边上，她去

了。这个时候张局长就跟我说：“给她准备准备东西”。我把

她的衣服，换洗的，洗漱用品都给拣了一遍，拣好了给她装

进箱子里，那时候因为经常往外跑干这些都熟练了，很快都

收拾好了。收拾好后我就从她卧室出来了，出来一看她还在

厕所，还没出来，这个时间大概得有十分钟吧。张耀祠就说：

“你进去看看。”然后我就把厕所的门开开进去了，她正蹲

在那儿发愣呢，我进去也没说什么，她也知道我的意思是催

她。她就稍微想了想，看看我，没说什么话，然后就慢慢悠

悠地起来，从卫生间里出来。这个过程我觉得她显得挺镇静，

但是脑子里一直在疑惑，她脑子里一直在想问题，一直在想

事情。我把大衣给她披上，她在前面走，我跟在后面拎着箱

子。打开门，一看有一辆保险大红旗（我进去时还没有看到

有车子），里面坐的都是我们不熟悉的人，都是警卫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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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才知道有黄介元、马盼秋、高云江，高云江是押送江青

小组的组长。坐在里面以后我记得一边是黄介元，一边是马

盼秋，江青坐在中间，我坐在拉开的中间小座上。高云江坐

副驾座上。 

因为那个时候天就已经黑天了，看不太清楚了，黑乎乎

地就走了。 

 

新的角色：在地下室看管江青  

 

李：从这一刻起，您和江青的角色都发生了重大转变。 

马：是啊。上了车，车里一个说话的也没有，她也没问

什么。车一路开，一直开进地下室，在地下室就转，转了半

天。我们下车以后，进了一个房间，一看，我觉得我来过这

个地方。周围都是半人多高水曲柳的墙，因为主席的遗体放

在那儿的时候江青和姚文元去看过主席的遗体，我陪着去

的，所以一进去我就看出来了，我想江青也应该看出来了。

一进去，我和江青先在小屋子的床上坐了会儿，江青就问我：

“这是什么地方？”我说我也不清楚，她又看看，那儿有个

台历，看后她也没吭气，但是，我想她看后心里也已经有数

了。 

开始我们在那儿歇了会儿，待会儿就把她弄到套间里去

了。她 初歇脚的房间成了我们的值班室，有个大厅。她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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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间里头，房间大概十二到十四平米，有一张床，一把椅子，

一张桌子，有个水池子，有一间卫生间，有个澡盆，应该说

环境还是比较好的，条件比较好。反正从那儿就开始了她的

这种生活。 

高云江向她宣布了几条规定：在这儿你没有报纸看，可

以看书，有毛选，你要是想写什么东西可以给你纸给你笔。

反正给她规定了几条吧。她听了以后也没有什么反驳。江青

开始几天什么也不做，后来慢慢地，她就开始写点儿东西。 

在生活上他们也给我交代了，说：“你现在不能再像以

前做护士那样什么都照顾那么周到了，但是别人又不了解

她，不好插手，你得在生活上招呼她，但又不能像护士那样

亲近，要掌握这个尺度。在生活上，她自己可以自理的你要

教她自己做。” 

当时我的心理上就感觉特别复杂！我第一个特别想赵柳

恩，我想我要把这个消息尽快地告诉赵柳恩啊（哽咽……），

她得多高兴啊！……终于有这么一天了！那个时候我真觉得

这是第二次解放！ 

说实在的这真是心里的感觉，别人可能体会不到。 

李：完全可以想象您当时的感受。不知道江青本人怎么

适应这个变化？ 

马：江青到了这里，可一切都不一样了。 

首先是吃饭，正餐是一荤两素一汤，开始她吃不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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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这饭菜不想吃。不想吃工作人员就拿走，后来慢慢地她就

吃点了，以后连窝头都要吃半个，一小碗米饭她能吃大半，

就比较正常了，跟从前吃的量差不多。偶尔便秘，她还主动

多吃点粗粮。我觉得她后来也想通了。 

再就是睡觉。睡觉是她一贯的老大难问题，刚开始她可

睡不着，折腾，就是把被子一会儿挪到这头来，一会儿挪到

那头来，她也不知怎么好——睡不着啊！那都是硬板床，你

想这么多年她哪里睡过这种床啊？睡不着就睡不着，睡不着

觉了就看看书，拿毛选给她看，就是不能给她安眠药。她就

整夜地不睡。我说那你在床上休息会儿，睡不着也躺在那儿

休息。她也躺着，她也听我的，但她没有睡。因为她的门得

敞着不能关，你想我们这都得是公开的，黄介元他们都在这

儿坐着，还有几个不认识的战士都在那儿站着，她不敢轻易

地去说什么话。开始睡不着，后来熬着熬着不知不觉呼呼地

也就睡了，人到那种程度也逼出来了。大概三个月以后，她

的睡眠逐渐正常了，有规律了。每到晚上，她看我们人少了，

比如我也去睡觉了，她也在那儿合衣呼呼睡了。她从来不脱

衣服。因为门不能关，大家都看着，所以她要换衣服就在卫

生间小房里换。有时候我想，这环境真是改造人啊，这会儿

没有安眠药她也睡得挺好，也不嫌水啊热了冷了的，所有那

些讲究都没了。 

江青生活上自理也有一个过程。开始她不会洗衣服，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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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过洗衣粉。我说你自己试着洗洗衣服。她说用什么洗啊，

我说你就用洗衣粉洗。她拿来洗衣粉就往衣服上倒。我就告

诉她，你不能这样，这样就把衣服弄坏了，你得先把衣服放

到水池子里，然后把洗衣粉融化到水里，衣服弄湿后再洗。

因为她一开始已经倒了洗衣粉了，就直接把衣服弄湿后洗

的，然后搓。她搓不干净，那也只好那样了，反正我告诉她

了。后来，她又拿着抹布自己擦擦桌子，再擦擦床，都是慢

慢地学，我开始也帮她弄弄，后来就不管了。我看到她写的

日记（她写的东西都是公开的，都在那儿摆着），有一条说：

“就连小马过去那么温和的，温顺的人，现在也要想骑在我

的头上。”其实，我对她真没那么“横”，就是没以前那么体

贴周到了。  

在这期间，开始几天特别难过，因为我白天要陪她，晚

上她不睡觉也得要在那儿陪她。她进到地下室的一个多礼

拜，我每天就睡一个多小时。那个时候我觉得压力比较大，

精神上也不是太好。就觉得我这护士怎么又变成看守了？这

是我的事吗？有时自己想不通，我本来睡觉就不好，又加上

连续这么几天心里浮躁，想的东西乱七八糟理不出个头绪

来，好像说这里面怎么这么乱，心里很烦的。 

于是想找他们要点安眠药，我觉得首先得把觉睡好。我

就跟我们送饭的俞师傅说，你给我拿点药吧。他问什么药

呀？我说治老毛病的。结果他给我送来了活血化淤治月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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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我一看说，你怎么给我送这个药啊？他说那送什么呀？

我说治睡不着觉的安眠药。他说那我拿得来呀？他们不会给

我的，我要给你送了还不惩治我呀？我也不能让你吃啊。我

说不行啊，你要不给我拿来，时间长了我真觉得受不了啊！

你一定要想办法帮我，有责任我自己担着。又过了一天，他

给我带了六片速可眠，哎哟，当时看到速可眠我如获至宝！

吃了那个药，睡了一觉缓过来了。 

大概一个多月以后，我实在撑不下去了，就跟上面提出

再找一个人替换一下，不然我真顶不下来——这也不知道到

什么时候结束。整天也见不着太阳，睡不好觉吃不下饭，再

好的东西我也吃不下去，他们看到我那样也不行了，后来就

打了个报告。找谁呢？后来从中央办公厅服务处调来一个叫

陈世冠的服务员，叫来给我替换一下，那我就觉得好多了。 

杨：黄介元下命令叫江青打扫卫生？ 

马：对。黄介元说话挺严肃的，就站在那儿：“江青，

你得自己打扫你的屋子，擦擦桌子，搞搞卫生。”她就看看

他，不是你说什么她就马上干什么，她不会的。他说什么，

她装作没听见一样。但这种事情黄介元说过好几次，后来给

她扫帚让她自己扫，她就自己扫，给她拖把，她自己就擦，

而这大概是过一个月以后的事情了。开始的时候她自己整理

桌子，自己穿衣服，自己洗衣服，就是这个。因为说实在的，

她那个屋子也没什么东西，没什么可搞的。一般吃完饭把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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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往那儿一放，就让她自己把碗筷放在盘子里，我或者是战

士给端出去，桌子让她自己擦擦。 

李：她这期间跟你谈过什么事，说过什么话吗？不能一

句话不说光待着吧？ 

马：唉呀，这个你觉得不应该是吧？ 

李：我觉得不应该，您想在这地下半年时间两人面对面

什么话都不说，这很难让人想象。 

马：实际上挺尴尬的。话呢可能也说，具体的也记不清

了。她有时也问，但她问什么，我也都回答不知道。 

李：她都问你什么呀？ 

马：她好像问过外面的谁，但我现在真的记不起来了。 

李：是政治方面的、形势方面的吗？比如华国锋、邓小

平如何如何？ 

马：她没问过邓小平他们。 

李：她自己写东西的时间多吗？ 

马：不多。 

李：她是一写就是两三个小时，还是简短的两三条呢？ 

马：就写两三条，想起来了就写，每次大概写个十几分

钟吧。 

李：她 后交上的东西你没看内容，但您看大概量有多

大啊？ 

马：反正它每张纸也写不满，有时给她收一下，有点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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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都给收走了。 

李：大概有一寸多厚？ 

马：嗯，差不多。 

李：上面也没什么抬头，如什么中央办公厅之类…… 

马：对，没什么抬头。铅笔写的。红蓝铅笔，一直是红

蓝铅笔。她用惯了铅笔，她也不乱划拉。 

李：在毛选上她没有什么批注？ 

马：没有，没有。毛选她就是翻翻看看，但她不常看，

她大部分时间我觉得她是摆样子。她实际上是坐在那儿，你

想她什么时候过过这种生活呀？你在那儿监视着我，我在这

儿坐着，那个滋味挺难受的。现在看来这个政治犯对我们是

有戒心的，她对我们有戒心，我们对她也有戒心。 

李：这个期间有人来审讯吗？ 

马：我印象里对她好像组织过一次，这是黄介元他们组

织的。我跟你们说黄介元的出面率是 高的。黄介元，年轻，

有勇气，也敢说，比如交代江青干活，就说：“你怎么还不

干？这就是你的工作！”她说：“我没干过。”“没干过有人教

你啊？”都是这种话，别的也没有什么。 

杨：黄介元当时是中央警卫团警卫科副科长，第一个是

脸色很严肃；第二个声音大、粗。 

马：对，反正说出话来让人害怕，有一定的威力。 

李：没有进行过真正的审讯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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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在地下室没有。 

李：有没有领导人下来？ 

马：没有。那时候就是保证她安全活着，不要出现什么

事。 

李：就是除了这几个看押人员外，再也没有什么外人进

来？ 

马：没有，就有一个给她送饭的司机。给我们送也给她

送。伙食标准都是一样的，她吃什么我们吃什么。 

对了，我给他们提意见，我说在这儿太难受了，都三个

月了不见太阳，就觉得人失去正常的状态了，能不能有什么

调节一下？后来他们说：“就你这提议，给我们批了个太阳

能灯下来。”大家轮流坐在那儿照一照。我一直待在那儿三

个月，后来中间让我回去了一趟。 

 

江青在地下室关押期间的作息  

 

李：她每天的作息时间怎么安排？ 

马：开始我觉得挺乱的，但所谓的乱就是她睡不着，翻

来覆去地折腾，她也不知怎么好。她也分不清白天黑夜，因

为她没有表，有时问问我几点了。后来她睡眠逐渐好了，基

本上有规律了，可能是在三个月以后，每天到了晚上她就去

睡了。 



 38 

李：她一般睡觉都在十点来钟？ 

马：十点钟她不会睡的，睡不着。大概十一、二点睡吧，

睡眠还可以，比我都好，有时还有点小呼噜。早上大概六、

七点钟，有时五、六点钟醒来，但这个时候少，一般都是六、

七点钟起来，起来以后自己刷刷牙，洗洗脸，梳梳头，反正

这些事情都是她自己弄，毛巾也是自己洗，那个时候她已经

是很正常了。我看过《溥仪的后半生》，江青学会自理生活

跟溥仪差不多；当然溥仪是从完全不会到学会，江青从有了

特权后自己不做到自己做。 

上午有时她自己在屋子里散散步，不出她的屋子，就从

她的大屋子到卫生间，从卫生间到大屋子，来回这么走走，

有时是背着手，像若有所思的样子，有时坐在椅子上翻翻书，

有时就写写，一天基本上是这样。中午吃完饭她也睡会儿觉。

大概躺一个小时，不一定能睡着，我们不叫她，她想睡到什

么时候就睡到什么时候。 

李：她上午和下午基本做的事都差不多，实际上是没

事？ 

马：确实没事。她所谓的事就是吃饭、睡觉、散散步，

然后看看东西，写点东西。她坐在凳子上，桌子上有一摞书，

还有纸、笔，就像在家里，但不像在家里办公，在这儿她就

拿着一本书翻着，你也不知道她看还是没看，她看了几页你

也不知道，这个时候我们不好靠近她去监视，但是我们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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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她在那儿看书，没有做什么危险的事就行了，其它的一般

不管。看书她都坐在凳子上，从不躺在床上看书，要躺就躺

在床上一会儿。她这段时间还是相对自由的，想看书就看书，

想写东西就写东西，想散步就散步，想上厕所就上厕所，她

只要不违规，一般不去管她。 

刚到看守的地方她就有过一点“反抗”。所谓反抗，就

是她说：“我没法睡，你们一个说话声音大，一个走路的地

板声也大。”她说这话，我也没法跟她解释，环境就是这样。

黄介元对她说：“你能睡就睡，不能睡你就干别的，这里条

件不可能像你过去那样。”她反对也没办法。 

李：她有没有大吵大闹的时候？ 

马：没有。情绪上肯定有大的波动，但她没有表现出来，

没有像有些人似地胡搅蛮缠。天天看她还是利利索索的，一

点儿都不邋遢。 

李：她的衣服这时候是不是都变成黑的了？ 

马：大部分是，也有蓝的。主席一去世她把所有的衣服，

毛衣什么的都染成黑色的了。我在那儿的时候她都是穿自己

的衣服。 

去秦城监狱之前，我接到命令给她收拾东西的时候，她

出来时穿什么衣服还给她带什么衣服，给她打理好，然后放

在车上，我和她一块坐在车里走的。那天早上太阳特别好，

光线也特别好，一直走了很远，走到秦城，就到监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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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江青送到秦城监狱  

 

李：请你把这个过程说细一点儿。 

马：1977年 4月 10日，交接押送任务下来后，黄介元

给我打了招呼。他说：凌晨要转移地方了，先让我自己作好

准备，把她身边的东西都拾掇好。我们一切都听黄介元的指

挥，他问我：“你们的东西都准备好了没有？”我说都准备

好了。然后他就走到江青的门口（他一般就站在门口不进她

的屋子），对江青说：“今天要换个地方，戴上这个吧。”江

青说：“好吧。”缓慢走进卫生间，出来后，顺从地戴上手铐。 

我带着江青的衣物和她坐在一辆车里，她一路上没说一

句话。 

李：江青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 

马：没有。有时候外边传的跟实际情况有天地之别。她

当时确实是很平静，她对于自己的道路好像早就料到了。到

秦城监狱后，两名女狱警把她架进了牢房…… 

李：架进去的？ 

马：反正一边一个把她带进去了。监狱的人把江青带进

去，我们向狱警介绍了江青的饮食和睡眠等，交接了衣物。

送她的人就随着车回来了。 

李：你当时是不是已经意识到这可能是 后一次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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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意识到了。但是我想国家不会把她怎么样，因为她

毕竟是主席的夫人。但是她不会有太多的自由，这个是肯定

的。 

从 1976年 10月 6日到 1977年 4月 10日，在 8341部

队隔离监护“四人帮”的任务胜利完成，总共 187天。这六

个多月，我都过糊涂了，一直以为是三个月，中间我只回过

一次家。这一天是我几个月以来又可以呼吸清新空气、重新

沐浴温暖阳光难忘的一天。 

李：当时你的心情怎么样？ 

马：我就觉得解放了！对她这种下场、这种结局，我觉

得也是预料之中的。回来以后我就想到和我一块工作过的

人，就是能够一块说话的人，尤其是小赵，我想告诉她，让

她高兴高兴：江青也受管制了！当时我真有一种被解放的感

觉，好不容易从那儿出来了！我赶紧回到家里，看到我爱人，

他简直瘦了一圈，不认得了，很激动，说着没完没了的话。 

 

（阎长贵、李宇锋整理，杨银禄、周淑英、赵柳恩校订，未

经本人审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