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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  事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第三十五期   二零零六年四月十四日 

 
编者的话：正如评论者所言，《紧急呼吁》的许多观点与 14 年后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
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相同。不同之处在于，《紧急呼吁》的作者直指毛是“独裁者”，其发动
文革的动机是为了“维持自己的权力”，是转移人们“各种不满”的“政治阴谋”。对这一点，《决
议》的作者们不能说，不敢说，也不想说，个中的道理不言而喻。虽“数易其稿，经过四千
多人讨论，广泛征询党内外意见”，以示庄重，但历史真相并非如此。 

《紧急呼吁》的作者在论及建国后的实践时，其政治主体的所指界定不清：我们党——
我们党的领导——“独裁者”三者之间不断滑动。这种表述上的混乱或许透露出作者内心的
困境：如何把它们分开？如何厘清英明与荒谬、光荣与耻辱、正确与错误？在历史的实际
过程中，从反右、大跃进等历次政治运动来看，这三者是无法分开的。这也是《决议》的作
者们心里清楚的。 
    同样的情形发生在对基层造反派的评价上：反动分子——落后群众——不明真相的群
众——对党的严重错误不满的群众；或者：政治投机分子——隐蔽在某一个人的思想旗帜
下多年怀着对我党仇恨的人——“聪明”地“高举某一个人的思想旗帜而去获得自己的目的”的
群众等等，简单的阶级斗争两分法变得复杂起来，并且纠缠不清。 
    所有这些很概括的“印象主义”的表述都指向同一思想根源和体制性缺失。在这一点上
，《决议》的作者们比《紧急呼吁》的作者要清楚得多，要不然怎么会有毛泽东思想是集体
智慧的结晶、要把毛泽东的思想和他本人晚年的错误区分开来的绝妙说法？ 
    《紧急呼吁》的作者不明白，他对毛的“攻击”也是对他所忠于的党的“攻击”，而他所攻
击的文化大革命正是阶级斗争学说的极致和必然结果。 

当然，指出上述局限，完全是春秋责备贤者的苛刻。文革已经过去了三十年，又有多
少人真正理解了文革的意义？当年，《紧急呼吁》的作者还年轻，历史的意义还未曾充分显
露。如果他能够幸存下来，如果他仍能保持非凡的勇气和探索精神，他也许会摆脱掉那种
鄙陋的、符咒般的、在现实中造成灾难的语境。而在我们身上，至今仍残留着这种语境的
痕迹。 

 

对一份“文革”传单的考辨      王海光  
                

多年前，笔者清理中共中央党校的“文革”小报资料，在成堆的油印资料中，翻检出

一份油印传单，题为《给全体共产党员的紧急呼吁》（下称《紧急呼吁》）。这是一篇观点鲜

明地反对“文革”的檄文，落款日期是 1967 年 2 月，署名“一个共产党员”。在“文革”

的“恶攻”罪行中，应属于“反革命匿名信”一类。 
《紧急呼吁》义正辞严地谴责“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党难国难，直言不讳地指责毛泽东

晚年的一系列错误和对这场政治劫难不可推卸的责任。其为文之大胆，观点之鲜明，言论

之犀利，感情之真诚，思想之深刻，超过了笔者所接触到的当时同类反“文革”的文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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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这是一份研究“文革”史和“文革”思潮的十分珍贵的历史文献。 
该文夹杂在中央党校每日大量收到的各种传单小报中，能够保存下来纯属偶然。估计

收文者只重视整理比较整齐的铅印小报，如《清华井岗山》、《新北大》之类，对这种来路

不明，数量繁杂的油印传单则不够注意，随意堆放，未予理会。否则，这份全篇充满“恶

毒攻击”、“大逆不道”言论的传单，是不可能存留下来的。 

一、主要内容和观点评析  
《紧急呼吁》分开篇、“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政策的实质”，“前途”四个部分，

全文共 3800 多字。 
在开篇一章，作者义愤填膺地阐明了党和国家所面临的危局，当前“正处在水深火热

万分危急”的关头：从中央到基层的各级党组织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下，“已处于

瘫痪状态”；党的核心骨干成为今天“被攻击的主要对象”，扣上了所谓“走资本主义道

路的当权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右派”、“叛徒”、“军阀”、“工賊”等

罪名；我国悠久的文化遗产、优良传统 “几乎全部被践踏了”，建国以来文学艺术成就全

部被“摧残了”，文化、教育、艺术领域“一片凄凉”，重现了秦始皇“焚书坑儒”的“

丑剧”；著名专家、学者“被打击的走投无路”，许多人“被迫自杀”；在“自己教育自

己，自己解放自己”的无政府主义口号下兴起的全国“千百个造反集团”，正在“合法”

地夺取各级党政权力……。这些言简意赅地概括出了这短短几个月的“文化大革命”，给

党和国家造成了多么严重的灾难。 
接着，作者尖锐地指出，使党和国家遭受这场政治劫难的，是“中央一小撮政治投机

分子”，特别是那个提出“造反有理”的“独断理论的某一个人”。《紧急呼吁》列举了这

“某一个人”的一系列错误：大量花费人民血汗，强迫全国人民“把他的语录用鲜红的颜

色装饰着”，借此“代替一切文化教育和马列主义经典”；公开号召“造反有理”，让不

明真相的各种群众造反组织“合法地”破坏社会主义制度，夺取“无产阶级政权”；公然

要“不理解事态实质”的军队参加“清算我们党的斗争”等等。尽管全篇都是用 “某一个

人”和“独裁者”的代称，但再明确不过，作者所指的就是毛泽东本人。 
“文革”中，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推到了极致，反毛是“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的弥天大罪。1967 年 1 月，“公安六条”颁布，规定“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

开张贴、散发反革命传单，写反动标语，喊反动口号，以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

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作者全然不顾身家性命的

安危，挺身犯险，严厉指责毛泽东发动“文革”给党和国家造成了巨大灾难。作此言论，

足见作者的“胆大妄为”。 
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一节，作者指出，造成这场政治劫难的原因，是中共多年来

在“国际国内政策方面所犯的错误”演化的结果。它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是为了

解决他多年“独断专行”错误造成的党内矛盾而采取的非常措施，与所谓打倒“走资本主

义道路的当权派”，与“反对党内一些腐化堕落分子的斗争毫无共同之处”。他的政治目

的，一是通过打倒所谓 “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来打倒党内那些真正认识到他的错

误的人，“以绝后患”；二是将自 1958 年以来由于他个人独断政策造成的党内外各种不满

情绪，转移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身上。 
《紧急呼吁》全然否定把“文化大革命”说成是“全面地，深刻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

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列主义创造性地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的主流观点，认为它是

一场政治阴谋。因为党内生活已经很不正常了，所以毛泽东要肯定群众“自己解放自己、

自己教育自己”的无政府主义口号，要以群众运动“炮打司令部”的形式搞党内斗争，以

便利用“多年由于自己的错误路线造成的群众不满”，用群众路线的“法宝”来改变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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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党中央的不利处境。 
《紧急呼吁》继而提出了一个更为深刻的问题：既然“文化大革命”这场运动，“与党

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不相符合的”，但为什么群众会表现出个人迷信的狂热呢？作者认为

有三个原因：1、长期的个人崇拜的宣传误导。1957 年以后，党的集体领导取得的成就，

逐渐归于了某一个人，把罪过强加于其他人。通过一些片面歌颂、片面宣传，在人民群众

中造成了“好像只有他个人才是中国人民的救世主”的错觉。这是部分群众盲目崇拜的原

因。2、群众表达自己意愿的特殊方式。经过多年来的各种政治运动，特别反右派斗争，群

众也聪明起来了，学会了“把独裁者的旗帜当作临时的护身符”，在高举一个人的思想旗

帜下表达自己的不满，争取自己的利益。3、政治投机分子的作用。一些政治投机分子为了

实现个人野心，曲意迎合，以换取支持。 
在“政策的实质”一节，《紧急呼吁》把“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与 1958 年大跃进运

动、“三面红旗”的失败联系起来考察辨析。认为，党的领导人对冒险主义政策的失败，

不但不承认错误，反而用过去的威望进行掩盖，寻找客观理由，推脱给自然灾害、“苏修

”的背信弃义、下级领导犯了错误等等。这就是欺骗全体党员和全国人民的开始。也就是

从这个时候起，领导人开始在政策上、理论上陷入了被动地位。为了掩盖这个错误，领导

人在对内政策和对外政策上采取了一系列更加错误的“政治动作”。“文化大革命”就是

这些错误延续发展的结果，是掩盖过去错误的“政治动作”之一。 
这几段对“文革”起因的分析和认识，彰往考来，寻根究底，剖析毫厘，洞若观火，

是《紧急呼吁》中 为精彩的内容。 
《紧急呼吁》还考察了“文革”发生的国际背景，将 60 年代以来中共领导人在对外政

策和国际共运中推行的极左路线，称为“霸权主义政策”。这种政策在国际共运中的推行

，使“曾坚持团结和统一路线”的中国共产党，失去了兄弟党的信任，党际关系全面恶化

，处于空前孤立的境地。文章深入剖析了当时大力推行的“世界革命”理论和政策，指出

所谓“战争不可避免论”，帝国主义的本质是不会改变的，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发

生了资本主义复辟，能够消灭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都是没有事实

根据的，完全行不通的。推行这一理论和政策的实质，是独裁者想通过推行世界革命，把

当年的错误抹煞掉。 
《紧急呼吁》还对中国当时大力进行的援越抗美活动提出了大胆质疑。认为，中国党在

援越抗美中，排斥和其他反帝力量合作，采取单独派遣军队等做法，并不是真正要制止美

帝侵略越南，而是有自己的政治目的。是想以此证明，越南抗美斗争没有中国的直接支持

是不能成功的，从而强调自己在反帝中的主导作用。并由此推断，中越关系将会是不断恶

化的。文章在这里所批评的，正是中共当时在国际共运中“唯我独革”的领袖意识。 
在 后的“前途”一节中，《紧急呼吁》提出了坚决反对当前席卷全国的夺权运动的要

求。它说，目前所谓的“夺权”斗争，是“把反对我们党的运动看成是反对一小撮走资本

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运动”，被夺权的是共产党人，我们整个党现在正处于生死存亡的“

紧急关头”。文章还对夺权者的成分进行了分析。断定，大部分造反派的核心是政治投机

分子和多年来怀有对我党仇恨的人，或者抱有各种个人主义的人。另外还有一部分是不了

解这场政治阴谋真相，盲目卷入夺权运动的党团员、解放军和其他正直的人们。在这里，

作者表达了他急于护党弭乱的殷切心情。 
怎样能摆脱这场危机？怎样去“纠正独裁者所犯的严重错误”呢？《紧急呼吁》提出了

两条路：一条是通过党内合法斗争的解决途径。即“从党的中央到党的支部，重新建立集

体领导，发扬党内民主，恢复党的权利。”第二条路，就是号召全党同志、全国人民立刻

行动起来，共赴党难，对“独裁者的错误路线”进行公开的抵制和斗争。舍得一身剐，敢

把皇帝拉下马。“揭露独裁者所犯的错误及其本质，并在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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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团结起来。” 文章中说：虽然这种斗争是“尖锐的、复杂的、反复曲折的”，是“有流

血牺牲的”，但如果共产党员继续袖手旁观，那就会白白丧失掉我们的江山，断送中国的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 
《紧急呼吁》以呼吁党员同志行动起来的号召作为结尾：“共产党员们！对祖国和人民

的命运不愿袖手旁观的同志们！行动的时刻已到来了。” 这是在全面夺权的大动乱中，发

出的一个不无悲壮的抗争之声。 

二、写作背景和思想价值  

《紧急呼吁》是在“文革”刚刚进入“全面夺权”阶段的时候发出的。此时，“文革”

运动已经进行了大半年。这个时段，是“文革”的发动者引导“文革”所发动的群众，从

“四清”运动旧的阶级斗争轨道转到“文革”新的“路线斗争”轨道的变化过程。党内的

“路线斗争”被赋予了“反修防修”的重大意义，斗争空前激烈，堪称“史无前例”。 
毛泽东对“文革”的发动，是由内到外，渐次推开的。他首先以“剥笋政策”清理不

能完全听命的党内高级干部，解决党内高层权力的问题；同时又以党内揪出了“修正主义

分子”的“现实危险”来发动群众，借助群众运动造成的政治声势在更大范围清洗各级“

走资派”。 
对于毛泽东发动“文革”的非常之举，不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干部深感天意难测，

动辄得咎；就是响应运动号召的群众对如何“解放自己”也是不明就里，盲目跟从。在运

动从阶级斗争向“路线斗争”的转轨过程中，运动的群众动力也是在不断转换。到 1966 年

底，运动的成分和思潮都有了很大变化。运动初期一度叱吒风云的老红卫兵已被甩落下马

，在工作组时期挨整的一批激进学生则成为了运动的主流，一些有着出身成分等问题的人

们也参加到各种群众组织中来。参加运动的群众之间，立场和动机各异，对运动有着不同

的认知理念和利益诉求。随着运动向“路线斗争”的升级，群众各派观点的对立也明确起

来。所谓保守派思潮和造反派思潮，分别代表了群众中阶级斗争扩大化和路线斗争扩大化

的不同理念。这时，社会上明显偏离运动主航道的异端思潮也开始浮出水面，北京等地比

较集中地出现了一些质疑这场运动的言论。 
中共党内，公开反对“文革”的声音出现较晚。中共执政后，是以党的组织系统掌控

国家权力。党中央的指示通过党的各级组织逐级传达到党员，通过党员贯彻到群众中去。

在这个严密的组织系统中，党员和非党群众在政治资源的分配上历来是“内外有别”的。

党团员是有“组织观念”的群体，在“文革”初期大都是站在保党委和保工作组一边。毛

泽东直接号召群众运动的“大民主”，鼓动“天下大乱”，打破了原来的政治格局。各级

党政系统瘫痪，党团组织停止活动，革命的政治光环戴到了“造反派”的头上。上至中央

各部委、省地县党政机关，下至工厂车间、生产队，都成为夺权的对象。各级领导干部被

打成“走资派”，一概“靠边站”了。党团员多、成分“纯正”的一派群众组织，都成了

“资产阶级保皇派”，陷入瓦解之状。长期积累下来的各种社会矛盾，以及在这场运动中

新生成的矛盾，都在“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的号召下，以“革命

造反”的名义，一并发作起来。“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打江山，似乎一下子发生了颠倒，

由此引起了一批党内人士对这场运动的责问和抗争。1967 年 2 月，在中共高层，发生了当

时被“无产阶级司令部”批判为“二月逆流”的事件。 
值得注意的是，此时还有许多普通党员和党的基层干部，在各级党组织瘫痪的非常时

期，以各种力所能及的方式抵制“极左思潮”的泛滥，反对“文革”。这种来自基层的抵

制和抗争，就个体力量来讲，是分散的，微不足道的蚁力。但这分散的蚁力却能共同形成

了一种历史力量，构成了“文革”领导者不能肆意妄为的社会态势。详细考察“文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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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历史，事实上，毛泽东没有一件事能够说是完全如愿达到了目的，总是在不断地节外

生枝，生发出新的事端。 
这份《紧急呼吁》，就是普通党员抗议“文革”的代表作。它不仅弥补了“文革”思想

史上在中共党员层面上的文献空白，更以其深刻性和尖锐性把反“文革”思潮的表现提高

到一个新的档次。 
14 年后，中共中央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在这篇数易其稿，经过四千多人讨论，广泛征询党内外意见而形成的历史文献中，我们

可以看到许多与《紧急呼吁》几乎相同的观点和认识。如《紧急呼吁》关于“文革”发生原

因的分析，和《历史决议》中毛泽东“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的观点是极为相似的。 
此外，《紧急呼吁》中关于“文革”是乱党祸国政治动乱的观点，关于毛泽东个人专断

和制造个人迷信的观点，关于发扬党内民主、建立集体领导的观点，关于名为“群众运动

”实则运动群众的观点，关于“文革”与反腐败毫无共同之处的观点，关于中共在国际共

运中执行了一条“唯我独革”的“左”倾路线的观点……等等，都是人们经过这场十年“

浩劫”后，痛定思痛达到的认识高度。这使我们感受到了作者具有穿透历史的思想力量，

不能不钦佩有加。 
特别是，《紧急呼吁》对毛泽东“文革”错误的认识，足见作者的非凡胆识。应该说，

“文革”进行到夺权阶段，感觉到问题严重的不乏其人。但当时反对“文革”的言论，多

半是反对“中央文革”对运动的指导，反对到处指手画脚的江青、鼓吹个人迷信的林彪等

。在“文革”风暴中，能够起来反对他们，要有极大的勇气，已经是十分难得了。但就思

想水平而言，这还是停留在反对“乱臣贼子”的层次上。甚至有些反对者仅仅是出于“看

不惯”的直觉感知，虽是胆气可嘉，但提供不出多少有思想价值的东西。 
《紧急呼吁》是把“文革”的错误，直接归咎于毛泽东本人。作者把毛泽东发动“文革

”的原因，与 1957 年反右派运动的错误，1958 年大跃进的错误，以及以后为掩盖这些错误

而采取的更为错误的国际国内政策联系起来分析，论证毛泽东发动“文革”是一个错误叠

加的历史发展过程。这个分析框架现在已得到人们普遍的认同，这就是现在学界通常所说

的毛泽东晚期思想的错误形成和发展过程。 
《紧急呼吁》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不是好心的昏聩，而是出自个人专断的需要。

这从文章中用“独裁者”的称谓就可以看出。作者把 1965 年 11 月 10 日上海《文汇报》发

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作为“文革”发动的开始，认为这是一个“政治

阴谋”，搞垮了北京市委，并为继而搞垮全国各省市党委树立了榜样。这是笔者所见 早

出现的“文革阴谋论”的观点。“阴谋论”的观点或许有简单化之嫌，但作者对“文革”

起点的把握无疑是准确的。《紧急呼吁》还认为，毛泽东在这场运动中的政治措施，如“整

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提出“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无政府主义口号，号

召向各级党政组织夺权等等，都是出自个人专断的主观动机。并以不无激烈的言辞，表示

了强烈的批判态度。 
毛泽东应对“文革”这场政治动乱负主要责任，是不争的事实。正如《历史决议》所说

：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负有主要责任”。而在当时，全国

上下都笼罩在个人迷信的阴霾之中，作者仍能坚持独立思考，指出这场政治动乱的肇事者

和主要责任，这是极其不容易的。 

三、《紧急呼吁》的作者身份考  

《紧急呼吁》的具名是一个共产党员。作者究竟是什么人？是一个人还是一群人？他（

们）的社会地位和政治状况又当如何？我们只能凭借在这两张薄纸上寻觅到的历史信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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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的情况进行一番考辩。 
《紧急呼吁》是写给全体共产党员的。文中充满了对乱党夺权者的义愤填膺，爱党护党

之情殷殷可鉴，作者的政治身份应是共产党员。 
再进一步分析： 
1、从传单的品相看，《紧急呼吁》是张油印传单，共两张十六开的白色薄纸，对折为

四页。这是“文革”传单通常的形式。从印制水平来看，这份传单当属下下品。首先是印

刷效果不佳，满篇文字印刷得深浅不一，这应当是调墨不匀所致。在第一张的右页上方处

，还有块字迹模糊的地方，显然是在油墨未干时，不小心蹭擦所造成的。这些都是只有生

手才会犯的低级错误。也可以想象出，作者在刻印时的紧张心情。 
这份传单的印制之差，从它的刻蜡纸水平更能看出。字体虽还不失方正，但有许多笔

划是反复刻划的，有多处划掉和涂抹的印记。还有几处是写完后又修改，用线条引添过去

的字句。这是人们在纸上书写的习惯，却是刻钢板的大忌。略知蜡纸刻印的人都知道，刻

字时的笔划反复是容易把蜡纸划破的。刻错字的改正方法，是在蜡纸上的刻错处用火烘烤

一下，使蜡溶化开，就可以在原处再刻。如要另加一行字，可以剪下一条蜡纸，贴在错误

处，再用火烘烤，让蜡把错误处盖掉，就可以重新书写。这样修改下来，印刷出的材料非

常干净，看不出修改。《紧急呼吁》的作者对这些技术常识一无所知，应是全然不懂蜡纸刻

写和油印技术的新手。这份《紧急呼吁》，极有可能是作者刻写的第一份传单。 
《紧急呼吁》写作在 1967 年 2 月。此时，“文革”已经从学校发展到工矿、农村，群

众组织林立，小报传单满天飞。传单的油印技术很容易掌握。作者是位关心政治时事的有

心人，对“轰轰烈烈”搞了大半年的“文革” 运动分析得头头是道，却居然对蜡纸油印技

术如此生疏。似乎在这段时间里，作者一直是置身事外。 

2、从传单的文字看，《紧急呼吁》通篇用简体字，但也有一些是繁体字。如等闲的闲

字，用的是“閒”；准备的准字，用的是“準”；关系的系，用的是“係”；发泄的泄，

用的是“洩”等。《汉字简化方案》是 1956 年 1 月，国务院正式公布并全面推行的。到 1967
年止，简化字的应用也不过十一二年的时间，在社会适应上还会有一个过程。如果是年纪

大一些，已经熟悉用繁体字的人，要写出这份近四千字篇幅的文章，繁体字的数目应该要

更多些。如果在 1955 年后上学的人，使用简化字则会更彻底些。由此推断，传单作者多半

是在建国后的教育体系下接受的语文教育，到推广简化字时应已有了小学文化程度，受教

育期是正处于简繁字的过渡期。他应该是个成年人，估计年龄为 30 岁之上。 
从文字表达能力上看，《紧急呼吁》是一篇语言犀利、思想深刻、内涵丰富的文章，但

作者的文字表达能力却很是一般。在文章中有很多白字。如：把 “危机”写成“危急”，

“袖手旁观”写成“抽手旁观”等等，表达意思的用词不当之处更是比比皆是。文章在句

法文法上的问题也非常多，有的句子不通顺，有的冗长罗嗦，有的成分不完整，好多句子

干脆就没有主语。另外，文章的谋篇布局，结构段落也不是很合适。所以，整篇文章读起

来非常拗口。就文字表达能力而言，作者的文化程度也就是初中水平。 
3、从传单对运动信息的掌握上看，《紧急呼吁》对“文革”过程的观察似乎有着视角

距离的差异。文章中对文教系统的“文革”描述，比较概括和粗略，似乎不是身临其境者

。相比而言，作者对夺权的感觉要更真切一些。文章中对造反派夺权的分析，除了一般所

说的有 “反动分子”、“政治投机分子”、“真相不明”的人之外，还特别提到“落后群

众”一类。他认为，“落后群众”参与夺权，是由于我们党的领导“多年来所犯下的某些

严重错误”在群众中“多年来蓄积的不满情绪”的发泄。这是很有道理的。可以看出，作

者对“文革”中参加夺权的群众是从近距离观察的，了解得比较细致具体。这个认识，应

该是从社会现实生活中得来的感知性认识。这说明，作者是比较熟悉群众、熟悉社会的，

应在企事业等基层单位有过工作和生活经历的成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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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急呼吁》的作者对造反派持否定态度，但政治理念没有摆脱当时阶级斗争观念的影

响。文章的政治术语，沿用了“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过渡时期存在尖锐的阶级斗争”的论断

，这是 1962年 10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提出的，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大力宣传灌输的观点。 
从上述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一、传单印制十分粗劣，文字表达能力非常一般。这说明，《紧急呼吁》无疑是草成的

，没有经过多人的酝酿、推敲，没有事先拟定的底稿。作者和印制者应是一人。但文中多

次出现“众所周知”，估计作者是和其他人在私下交流过对“文革”的看法，有着在私谊

小群体中的共识。所以，在行文中流露出非常自信的力量。 
二、作者对反右、大跃进有着深刻的印象，应是有亲身经历的过来人。熟悉社会的生

活状况，有一定的社会阅历。但在政治上还没有老成到明哲保身的程度，其言论肝胆照人

，有敢于担当历史的热血激情。从传单中简繁体文字混用的情况看，他的年纪应当在 30 岁

以上，但也不会过大。 
三、从《紧急呼吁》的话语系统看，作者受过较为系统的政治思想教育，应是五十年代

前期入党的党员，对那时的好光景还有深刻的印象。在反对“三面红旗”的思想观点上，

他与党内右派、中右比较接近，很有可能是右派分子的同情者，应属于“漏网右派”和右

倾分子之列。如果受到过政治运动冲击的话，在大跃进的反右倾运动中受到过冲击的可能

性更大些。从见多识广的特点来看，也可能是从上级机关贬到基层单位的工作人员。 
四、作者对运动信息的掌握并不很完全，不会是高层人士，也不会是来自文教系统，

或从事意识形态工作的，应是从事实际工作的基层党员或干部。文中特别提到了，要寄希

望于“光荣的工人阶级”，似乎表明作者有可能来自工矿企业或其他企事业单位。 
  

笔者相信，《紧急呼吁》确是出自普通民众的手笔。实际上在百姓中，在普通党员中，

尽管掌握的信息不完全，但他们在生活体验中得来的思想认识，则更能反映社会的真实，

并不失洞悉历史的智慧。 
礼失求诸野。从常识出发的思想，是 具有真实力量的思想。 
 

作者简介： 
王海光：山东人，1954 年生，硕士，中央党校党史部教授，从事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和

中共党史的教学研究。著有《旋转的历史》、《折戟沉沙温都尔汗》（林彪事件）、《从革
命到改革》 等专著，撰写过若干当代史研究论文，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等书
。 
 

附：《给全体共产党员的紧急呼吁》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已经过几十年的英勇奋战，终于在一九四九年解放了全中国

，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建国十七年来，伟大的中国

共产党今天正处在水深火热万分危急的时急〖机〗1……。 
我们党今天所面临的危急，就是祖国所面临的危急。全体共产党员和全国人民绝不能

等閒视之。 
现在，从党中央到基层、党支部都受着残酷的斗争和无情的打击，各级党的组织和其

它社会团体已处于瘫痪状态。 
今天成为被攻击的主要对象，不是别人，正是我们共产党人，是党的核心骨干，其中

绝大多数是几十年来为祖国、为人民的解决〖放〗事业过雪山过草地立下功勳的中国人民



 8 

的优秀儿女。他们今天却被中央一小撮政治投机分子扣上了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

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右派”、“叛徒”、“军阀”、“工贼”等罪名。 
我国悠久的文化遗产和人民光荣的优良传统几乎全部被践踏，建国以来的文学艺术所

获得的巨大成就全部被摧残了。各种书籍不加区别地被焚烧了，犹如帝王秦始皇“焚书坑

儒”的丑戏又在今天重演了。 
我国著名的各种专家、学者，在所谓“反动学术权威”这支恶棒的打击下，在暴压面

前走头〖投〗无路，不得不被迫自杀，而且已经自杀了。 
大、中、小学停止学习，文化教育、艺术活动从此中断，一片凄凉。可是一个人的著

作和语录却超过任何时代，不惜任何代价的出版着，借此代替一切文化教育和马列主义经

典□□，强迫全国人民把他的语录用鲜红的颜色装饰着，不知花费了多少人民的血汗。 
在“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一种无政府主义的口号下，全国组织起了

千万个 “造反集团”，有一部分对我党怀有阶级仇恨的分子，用“合法”力量进攻着我们

党各要塞……。这一可怕的事实竟由某一个人的独断理论“造反有理”而“正当化”了。 
有许多“造反”集团是一些反动分子和落后群众对我们党政策多年来蓄积的不满情绪

的合法场所，政治投机分子们的迴避物〖隐蔽物〗。 
现在党内一小撮领导集团现在已经在各种“造反”组织的压力下号召着把我们党的各

级要塞——从省、地到基层支部，一概让给真相不明的造反集团……（虽然在这里有部分党

员和有良心的人，但他们不理解这“造反”的真面目）当权者公开地号召破坏旧的国家社会

制度，建立新的制度，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究竟建立什么社会制度呢？全国一些“造反”

集团在这种号召下合法地取得了几十年我们革命先烈用鲜血换来的无产阶级政权，尤其是

公然号召我们不理解事态实质的光荣的人民解放军去 “帮助”清算我们党的“斗争”，这

一事实，不能不使我们感到痛惜。 
 

文化大革命的目的 
 

多年来党的领导，在国际国内政策方面所犯的错误，在党内不能不引起巨大反映。 
一九五六〖注：应为一九六五〗年底在上海进行了政治阴谋，六六年六月公开改组了

北京市委，既然北京市委“烂了”，全国各省市怎么会健全呢？当权者这种不安成了开展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先驱〖先声〗。 
现在谁都明白了“文化大革命”与反对党内一些腐化堕落分子的斗争毫无共同之处。 
那么，当权者通过这场“文化大革命”想达到怎样的政治目的呢？ 
一、把那些真正认识到了过去几年党所犯的政治错误是由于一人独断专行的共产党员

以“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罪名】打入冷宫，以除后患； 
二、把从 58 年以来由个人的独断政策而集积〖淤积〗的各种不满转到“党内一小撮走

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身上。这个政治阴谋被八届十一中全会所作的决议《十六条》“合

法化”了……。 
我们很难相信，我们党中央的委员们，在正常的条件下，怎么能赞成把党内的斗争问

题，拿到党外去讨论？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在正常的情况下，怎么能同意

“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的无政府主义口号？ 
独裁者眼看到用“十六条”达不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他们又施放了另一个法宝——“

炮打司令部”来补充其缺陷。 
到今天谁也明白“炮打司令部”的口号不是真正为了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

权派”，而是因为用党内斗争不能清算反对派，所以独裁者用所谓的“群众路线”的方法

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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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某一个人的政治目的，利用多年来由于自己错误政策造成的群众不满，在中央委员

会内把自己的不利处境，用“群众路线”的手段去解决，这不是创造性的马列主义，而是

一种政治阴谋。……群众路线的实施决不能代替民主集中制，也不能隐蔽〖掩盖〗它的违

犯〖反〗。 
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过渡时期存在尖锐的阶级斗争的条件下，阶级斗争是复杂的，特别

是由于我们党领导多年来所犯下的某些严重错误在群众中产生了从未有过的各种不满情绪

的情况下，把我们党内存在的一些矛盾公开暴露在群众面前，这与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是

不相符合的。因为人民的敌人很容易利用我党领导所犯的错误而造成人民的不满，对我们

一概否定进行攻击。 
另外，为什么“群众”显得把一个人的旗帜举得更高呢？这里有几种因素： 
1、一九五七年以前，我党的集体领导，在各方面获得了伟大成就，以后这个成绩逐渐

成为对某一个人的无条件的崇拜，把功绩归于某一个人，把罪过强加别人，好像只有他个

人才是中国人民的救世主。一些片面的歌颂，片面的宣传，在人民群众中产生了认为某一

个人永远不会犯错误的错觉。造成部分群众盲目崇拜，盲目支持的原因就在这里。 
2、多年来通过各种政治运动，特别是经过反右派斗争后，群众也聪明化了。他们在发

洩自己的不满时，总是高举某一个人的思想旗帜而去获得自己的目的。这样的人只是把独

裁者的旗帜当作暂时的护身符。 
3、政治投机分子为了实现个人的野心，也不能不假惺惺的对独裁者表示支持，这〖只

〗有这样才能对其开绿灯，顺利通过。 
 

政策的实质 
 

从一九五八年以来，我们党领导所推行的政策，无论在理论上或实践中，都证明推行

了一条错误路线。但是我们党的领导不能〖但〗不承认错误，反而想把错误政策用一个过

去的威望弥补掉。 
我们党的领导把主观、冒险主义政策失败的原因，都推给客观条件，1、自然灾害；2

、苏修的背信弃义；3、下级领导犯了错误等。……这是我党领导欺骗党员和全国人民的开

始，从这个时候起，我们党领导也就开始在政策上、理论上陷入被动的地位。 
为了堵塞政策上连续出现的漏洞，我们党的领导，时时刻刻做出了各种各样的政治 “

动作”。这次文化大革命也就是这个政治“动作”之一。 
在对外政策和国际共运上，我们党完全推行了一系列的错误政策，使我们党和国家在

国际地位上大大降低了，处于空前孤立。 
在国际共运中，曾坚持团结和统一路线的中国共产党，当把党领导的霸权主义政策逐

渐表面化的时候，我们党就开始丧失兄弟党对我党政策的信任。 
我党与古巴、朝鲜、日本和其他国家共产党关系的恶化，以及印尼共产党领导的冒险

主义政策的失败，使我党更加陷入孤立的地位了。 
我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共〖众〗所周知。 
多年来我党领导政策的本质是在“战争不可避免论”上……。现在施行的一切为了战

争准备也是众所周知的。 
这理论的把握是①帝国主义的本质不会改变和它的敌对矛盾仍然存在，②在以苏联为

首的社会主义国家里资本主义正在复辟着等…… 
这种理论的实质（战争）根据某二〖疑为一〗个人认为：①有可能把当权派多年所犯

的错误引起的一切后果“平反”掉；②能把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消灭…

…看来每〖某〗些人认为【的】包括个人迷信在内的一切真理，在事实面前是完全“无能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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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现在我们党的领导把越南问题放在政策上的特殊地位，对越南战争我党的政策上看来

不是真正制止美帝侵越，而是想通过越南战争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如拒绝和一切反帝力

量的併合行动，主观单独派遣軍队等等。 
近我国和越南之间的关系逐渐区〖趋〗恶化在很多政策上表现着。如担心在越南达

成和平协议……好像在越南没有中国的直接支持，是不可能把美国军队赶出越南。 
前 途 

 
事实上，现在整个党，全体共产党员，【正处在】受到攻击而将要被“消灭”的紧急关

头，各种政治投机集团企图“混水摸鱼”。目前的所谓“夺权斗争【”】就足以说明夺权的

目的何在？众所周知。……当然也有我们党员和其他正直人。这些人现在把反对我们党的

运动看成是反对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运动。但是很明白，大部分造反派的

核心是政治投机分子和隐蔽在某一个人的思想旗帜下多年怀着对我党仇恨的人，或者抱有

各种形形色色个人主义的人。因为不知道在文化大革命的名义下掩盖可耻的政治阴谋，我

们的部分党员、团员，光荣的人民解放军和其他正直的人们无意识地动员在这个可怕的运

动里。 
这是多么可怕啊！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党员和全国人民，特别是光荣的工人阶级正在为寻找走向社会主

义〖主义〗的正确道路而努力着。 
摆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出路有两条：一、从党的中央到党的支部重新建立集体领

导。发扬党内民主，恢复党的权利，只有这样才能纠正独裁者所犯的严重错误，但这种可

能性几乎没有希望了。 
二、当权的独裁者，为了继续维持自己的权力，不顾党和人民利益，不把拖到党外的

斗争重新纳入党内的情况下，我们只有全体党员和全国人民呼吁公开揭露独裁者所犯错误

及其本质。并在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重新团结起来。 
这种斗争是尖锐的，复杂的，反复曲折的。所以不论在什么情况下，决不能放弃党内

斗争原则，去投个人之好，决不能【让】反动派抓去斗争的主动权。 
进行公开的斗争是有流血牺牲的，但比抽〖袖〗手旁观，眼看着这样白白失去党和人

民用鲜血换来的祖国江山不知要强千百倍。 
独裁者如果对自己的错误路线继续执迷不悟。久经考验的共产党员如果继续抽〖袖〗

手旁观，中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也就从此吹到九霄云外去了。 
共产党员们！对祖国和人民的命运不願抽〖袖〗手旁观的同志们！行动的时刻已到来

了… 
                    

                                      一个共产党员 
                                        一九六七年二月 

 
   １ 〖〗内是纠正白字，错别字；【】内是补字；粗体是繁体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