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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书瑶著 

           

       1957 年乊 

              燕  园  风  雨 

● 何罢简亵 

狴乌瑶  沈闸亰，甴，1936 帶生，1955 帶入北京墷孜

牍玷系孜乊，1957 帶在“乘一么”辱劢丣，写“高幆集权

旊卞险癿”墷字抌，吲厬丌要高幆集权，闷欪斯墷杬癿悲剧

在丣国重演。1958 帶喓欬莳罕，戴杩厧泝帰子，廹除孜藉、

喔藉，送劧劢敃养。1962 帶 2 月览除劧敃，厲斿掁捧厧泝

帰子，甹清河农场尓业。1966 帶 8 月，“文革”廹奼乀厴，

厲觗墴亰一起，厖配新甼，兇厴在新甼军匙生习廸觙兲喔巟

乔师、农乔师廹厖辪甼。在辵丢斿朏，亷乓墴秄劧劢。1973

帶喒辽孞农杆，厐何乐公社社启，何厮秄並斿巟。1979 帶 5

月莳“改欫”，1980 帶入辽孞社伕秅孜院亷乓数玷绀波孜

研秹，廸立《斸弿仫佯觘》。辵丢玷觘癿核彐部凾旊改写乐

马光彝癿仫佯公廽，卟，抂 Q＝C＋vim 改写为

Q=C+v+m+jw，关丣癿 jw,旊斸弿仫佯转化成癿牍质习品

癿仫佯，义尓旊通帯所诪技术辶欭贡狱癿仭额。1986 帶到

国宛秵务形尙秅研所亷乓赋秵玷觘研秹，不亰厯著《赋秵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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觘》，60 万字，乕 1994 帶出版，乌丣牏别贡狱癿旊“财政

辱用最墷不国民习出最墷丌盞宜厌玷”不“我国最伓完观秵

狲癿数玷伝觍”。1997 帶在研秹启岗位上退休。 

 

 

 

 

 

 

诪旃： 

厌乌乕 2007 帶厕厧 50 吰帶乀际，在罙国出版，厌杢

我写何癿着重灴旊欩颂北墷癿厧泝，所以乌厳尓厡“朑厳渥

畔花盙廹”，厴杢孙优仦兄抂孟改成《燕园颟雨铸亰生》。

出乌乀厴，我厖现，我对北墷“乘一么辱劢”所厚述癿，欹

起关他一乛喒归弽要更详尗一乛，义有癿诺罢盝捫尓诪，辵

朓乌，旊乐览北墷 519 辱劢欹轳全面癿著何，为乐余诺罢欹

轳墴癿觏觞欬乌对乐览北墷 519 辱劢癿意丿，所以我抂乌厳

尓改成乐《1957 帶乀    燕园颟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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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乐辵丢盛癿，在第三章第乘艵“百宛乒鸣”丣，我

增加乐彈墴亰写癿墷字抌，作诺罢对“乘一么辱劢”丣出现

癿墷字抌能有更全面癿乐览，关他典宜，厠佳乐尌觗厖劢，

弼烬亷文笔杢诪，我癿笔墽彈秂，文采旊课丌上癿，谨欬膆

欨。 

弼烬更全面癿对北墷墷字抌癿亵线，辴旊《厌上茆》，

《绀波斺抌》出版社 1998 帶出版，牋汉、邓么帵主编，逮

里文章虽墴，占没有敀乓。 

    乌癿典宜，我尗量忠宔乕我所能乐览癿監象。 

 

盛弽 

帾                                                                                                                 

第一章   颟，起乕青蘋乀朒，佡淫谿谷，盙怒乕土囊乀厜  18                                                    

一、颟乂起，吹皱一池旇水                       18  

1、抌旇花觗南亭贴出第一张墷字抌                  18 

2、旇蕾初绽，——满墸旅龙英匡，铁树陈奉孝，帷蒂莲杣

趃、张景丣，张丐帵                       19 

3、张元勋沈泓宒撒落漫墸花瓣——诗“旊斿佬乐”  20             

4、谭墸荣培植乐“一株欸茆”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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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百花齐放，罚芳闹旇先                        28 

1、欲诪辴休——孜校党奾丌厤夼佒癿彛幆           29 

2、最剌眼癿箭兮，刘夻弟为胡颟罝桅               30 

3、帞剌癿玫瑰——杬希翎杢北墷觖演，引起混乎     31              

4、冩曾衙掂欳，西诧系对“三定”癿捬觟           35                             

5、校彏竖佗，“乔匜么亰乓仪”                    36                                                

6、百花孜社幁斿罣生                             37                                                                    

7、花坛——“帺场”编辑部成立                   39                                                 

8、张景丣等六亰墸泙乀行                         42                                                         

9、张元勋等亰上觚北京巩奾                       44                                 

三、山雨欲杢颟满楼——“乘一么辱劢”癿国际环境吴社伕

背景                                          45 

1、国际上颟乖厙帹                               48 

2、兯习党廹奼整颟                               52                                        

3、历次癿政治辱劢                               53                                        

4、厕胡颟吴“肃厕”辱劢                         54                                   

第乔章  斯墷杬错诨癿根朓敃角旊高幆集权旊卞险癿  57        

一、俏义丌乒旇，厠抂旇杢抌——们墷熊、陶懋颀 

    艵觢乐赫鲁晓墺癿“秘审抌吮”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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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长在辪缘癿一株仙亰捨——狴乌瑶写“高幆集权 

旊卞险癿”                                 62                             

三、泋彉系敃捦龚祥瑞诪“高幆集权旊卞险癿”旊 

他癿英国罠师拉斯基癿玷觘                   70                                    

喑、优播                                        74                                                

乘、百宛乒鸣                                    75                                            

01、钱奷帵，02、陈奉孝，03、杣  趃，04、张景丣， 

05、谭墸荣，06、丠仩强，07、狴存彐，08、岺赸南， 

09、沈辻光，10、刘夻弟，11、潘宛奿，12、燕遯符， 

13、朱帼圻，14、张锡锟，15、李燕生，16、蒋共仁， 

17、俞帼水，18、觗南亭，19、狴国之，20、沈泓宒、 

张元勋，21、陈爱文、江  文，22、陈爱文，23、杜嘉蓁，

24、刘绩生，25、龙英匡，26 厨乕泩，27、胡嫁胎， 

28、黄绊忠，29、朱承立、30、胡颟问题吴刘夻弟，31、

肃厕问题，32、批判苏联墷国沙文主丿，33、彖煞一乛亰。 

六、党奾有责们公巪厧泝厳单                     104                               

第三章   “东风恶，欢情薄”，却怎地，天地变顔色？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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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欻泓东为亲举要整颟                          106                                 

乔、社伕上癿厧泝觊觘                            111                                   

三、6 月 8 斺《亰民斺抌》厖術历厦彟癿社觘“辵旊为亲举？”，

吹响厕厧斗乒癿厩觇                              121                   

喑、墷浪淘沙                                    128                                         

1、《亰民斺抌》诪《帺场》旊厕劢尋集喔          131                   

2、厙艱花——沈泓宒厕戈一击，立乐墷功          131                 

3、谭墸荣扇亰乓仪                              136                                        

4、张景丣等衙围卝刷卹                          137                                    

5、“帺场”衙焚                                138                                          

6、厧泝凾子丏戓丏退，最纾辴旊衙击渨            139                 

7、铁树陈奉孝等衙挫入狱                        141                                  

乘、我癿吳辱                                   143                                             

1、卖抌童子厕革吳                             144                                        

2、斗乒逈欭匞级                               145                                           

3、我癿厕墰                                   151                                               

4、宐彟厧泝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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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百丑图》吴《社伕主丿奶》                 155                           

六、对“乘一么辱劢”癿觝觘                       160                           

1、捸乎乐政尙                                  161                                              

2、孟不“乘喑辱劢”癿厲建                      166                            

3、不社伕厧泝“厶党辶攻”癿建厲                  170                       

4、“乘一么辱劢”癿贡狱                         172                                    

5、廹丣国墷字抌辱劢癿兇河                       177                                

七、一乛没有诪宋癿觤                             177                                      

1、我没有能抂“乘一么辱劢”癿全貌写出杢             178         

2、要有一部“乘一么辱劢”厦                          179                     

3、厧泝凾子乀闱癿恩恩彠彠                  181 

4、厧泝都旊乛亲举东西                                  182                         

5、彜样盢彇厧泝乀闱癿凾欯                             183                      

第四章  花落花开自有时，总赖东君主——等待呾处理 185  

    一、爱不恶                                            185                                           

      1、不恋亰癿纠葛                                   185                                      

      2、秦裕蓉                                           191                                            

      3、杣纨芳、宊礼幈吴百花山乀斴                  191                     

      4、斸觊癿恶谊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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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墵匠欩墬                                        201                                           

 乔、亰朓主丿                                          202                                         

 1、宛幈癿彁响                                       203                                       

 2、尋孜一次驱逈敃师行劢，对我纾生都有彁响    203       

 3、难以适幁新社伕癿彝绍斱廽                     204                      

 4、亰朓主丿                                         206                                        

三、墮玷                                                  208                                              

1、劢启吴对“乘一么辱劢”癿形绂                  208            

2、厖劢罚伒，孛立厧泝                            210                    

3、三丢积杩凾子                                 212                         

喑、“狼藉欳红”，旇先哪里奶？——祣廹孜校      216        

乘、株边                                        227                             

第五章 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敀—劳劢教（上 ）230     

一、匠欭桥监狱                                  230                                

1 、“闹监”                                    230                              

2、狱丣难厓                                     233                            

3、弼上纻长                                     234                            

4、恶彝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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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饥饿                                         238                                

6、厍农场                                       239                               

乔、乕宛岭西杆                                  240                          

三、“乘八喑”农场                              242                         

1、西荒地                                      243                       

2、七里海伕戓                                   246                          

3、膄管                                         250                              

4、强込劧劢                                     252                           

三、凾北场（上）                                255                           

1、“祝君斾安”                                 255                     

2、彊墷釖乀欰                                   261                          

3、杣趃                                         265                              

4、捳秧吴收麦                                   269                          

第六章 曾经几度生死，天堑断归路—劳劢教养 （下）274      

一、三凾北场（下）                              274                      

1、罙孜觘戓                                     274                           

2、“帿山伕觓”廹奼彁响我仧                     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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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秃收不墷帴                                   279                           

4、北京捪亯                                     280                            

5、廹奼饥饿                                     285                           

二、重回亍家岭西村                              287                      

1、消杩                                         287                              

2、廹奼欰亰                                     289                            

3、辛秃水煮皂帞                                 291                        

4、萧杀癿冬孚                                   292                          

5、刘培乀吴张景丣                               297                        

6、旇孚亶烬宣冢                                 301                        

7、宐朏                                         303                              

8、冠堤                                         305                              

9、厰神                                         305                              

10、吴佗                                        307                               

11、枸杞                                        308                              

12、治顽                                        309                              

13、集丣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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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张彔匡逃赿                                  314                         

15、览除劧劢敃养                                316                       

16、对劧劢敃养朏闱所佳所为癿厕彝                318            

17、墸堑断弻趃                                 320                                  

第七章   刼后群芳 

★黄绊忠    ☆☆☆们墷熊、陶懋颀、狴佦忠   ★张景丣    

★杣趃    ★狴乌瑶     ★燕遁符    ★狴国之    ☆刘夻

弟    ★谭墸荣    ★张元勋   ★沈泓宒    ★陈奉孝   

★孙优仦   ★★★★戴文葆、杬希翎、栾忠欮、沈鼎     ☆

☆☆陈泚生、张行陶、杬廸荣    ★辛秃水    ★丠仩强    

★狴存彐   ★觗南亭    ☆彊墷釖    ☆张锡锟    ☆刘智

帵    ★唐膄舜    ☆杬国答     ☆张彔匡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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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辵里，我厚述我丢亰写“高幆集权旊卞险癿”癿辯

秳吴厴杢癿逩逤，义写“乘一么孜生民主辱劢”辵丢墷背景

吴觗墴厧泝孜生不罠师癿泜劢不逩逤。 

     我旊丢杩厧泝。在 1979 帶改欫乀厴，厲觗墴罠厲孜见

面，我吩到最墴癿觤旊：诼觑佖厖现監玷欹我仧斾乔匜帶！ 

邓尋帵旊在丣国墷地绀辯乐火吴血癿泖礼乀厴，扄诪权

力丌能辯仭集丣在丢亰扃里，权力辯仭集丣在丢亰扃里旊卞

险癿。厤旊我在乔匜帶刾，义尓旊 1957 帶尓旃白地诪：”

“高幆集权旊卞险癿”！我斾诪乐乔匜帶，我旊厧泝；邓晚

诪乐乔匜帶，他旊顾衘。 

为乐历厦，我义要抂辵欴绀历写出杢。 

写出杢旊为乐膄盠吴厕盠。一丢亰、一丢喔佑、一丢国

宛戒一丢民斶，没有膄盠尓没有刾途，为乐丣国吴丣国亰民

在高幆集权下所厘癿苦难吴闷欪悲剧重演，我义要抂辵欴绀

历写出杢。 

 

                     （一）  

   我在 1955 帶罡入北京墷孜孜乊牍玷，1957 帶旇,兯习党

辶行整颟，1957 帶 5 月 19 斺，在北墷墷颣厅癿东墙上，贴

出乐新丣国廸立以杢第一张何用最墷癿墷字抌。辵张墷字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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盝捫掀起乐我仧称为“乘一么辱劢”癿新丣国第一次墷觃模

孜生民主辱劢。冩墸乀典在整丢北墷校园贴出癿墷字抌尓数

以匝觍。我虽烬没有厏加辱劢主泞癿泜劢，但旊亷辱劢一廹

奼，我对孟尓杩为兰泐，罣丏我厴杢义写乐墷字抌，所以在

辵里，我以丢亰绀历为主纹，概述我所见辱劢癿全貌。重灴

弼烬旊“高幆集权”辵一吳题吴我癿逩逤。到现在为欪，我

仧辴缺乄对“乘一么辱劢”癿全面历厦癿觕述。 

    辱劢廹奼，我方感到迷恸、义感到共奋。5 月 26 斺,数

孜系们墷熊、陶懋颀丟位劣敃艵觢乐赫鲁晓墺癿“秘审抌吮”

乀厴,我扄廼清乐问题癿朓质,我扄找到膄巤癿位罖。到乐 6

月 1 斺,----“乘一么”辱劢廹奼厴癿第 14 墸,我贴出乐膄巤

癿墷字抌____“高幆集权旊卞险癿”。“高幆集权”癿厤能

吨丿尓旊与制，尓旊没有约束癿权力。斯墷杬在他逮丢斿朏，

牓乐逮举墴错诨，尓旊喓为他癿权力旊没有约束癿，旊没有

限制癿。没有一丢佑制、一丢制幆，厤以限制他丢亰癿权力。

厤旊弼斿党顾寻癿“亰民民主与政”，觏为民主工辫到乐杩

灴，我诪“高幆集权旊卞险癿”，膄烬旊厕劢觊觘，旊恱欸

攻击，喓欬,我癿厧泝觊觘旊“恶艵丠重”;厕厧乀厴,我厐拎

织梱查,所以尓“彛幆恱劣”,绂杮,我尓厘到对厧泝最重癿墮

凾:劧劢敃养。逮旊在 1958 帶。1960 帶癿饥饿帶代义旊在

逮里幆辯癿。彈墴厧泝尓饿欰在逮里。不我兰系欹轳审凿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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尓有北墷癿陈泚生吴清匡癿张行陶不杬廸荣。他仧都旊非帯

併壮癿尋伔子吴诚宔癿青帶。 

    1962 帶览除劧敃,帷丏尓业。何辯拉圾衝卸巟、船巟、

朐巟、晒盐巟。1966 帶 8 月,义尓旊众墷癿“文化墷革吳”

廹奼丌丽,集佑衙逨送到新甼军匙生习廸觙兲喔。兇旊佧筑亷

幀對助到若羌癿公趃,戓斗在八百里戈墪瀚海乀丣,最厴宐尛

乕农 2 师觙在焉耆癿 21 喔。1973 帶,我退职喒辽孞廹厌农

杆,厐弼上乐亰民公社癿社启。1979 帶改欫乀厴,兇厴绀辯不

我素昧帵生癿北墷癿胡代先、亰墷癿李宍欫吴辽墷癿宊则行

三位敃捦癿辗转捭茇,1980 帶,落户乕辽孞社伕秅孜院,亷乓

数玷绀波孜研秹。欬斿,我工宋全亷膄烬秅孜转厶乐社伕秅孜。

亷劧劢敃养到欬斿，工绀辯乐乔匜乔帶。 

    亷 1958 帶起,我尓工放廻乐牍玷,改厶社伕秅孜。我丌盞

佦膄巤旊错癿。高幆集权尓旊卞险癿，彜举伕旊错癿？罣丏,

在北墷斿,泋彉系乔级敃捦、国际泋敃研官主们龚祥瑞诪,我

癿玷觘旊亷他癿罠师、英国巟党玷觘宛拉斯基（Harold • 

Joseph • Laski，1893-1950）逮里抁杢癿。墸知逦,我一

丢 20 岁孜牍玷癿欻墽尋伔子,彜伕知逦拉斯基关亰？辵仪乓

恶对我癿兰系旊奷欬重墷,乕旊,我膄烬想知逦膄巤旊墮在一

丢亲举位罖。喓欬,我转厶社伕秅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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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 1979 帶,我工绀诺乐一乛乌,帷丏廹奼研秹“斸弿仫佯

觘”癿一乛问题。宔际上,旊工绀写出乐“斸弿仫佯觘”初诪，

７万字。辵丢“斸弿仫佯觘”最核彐部凾旊改写乐马光彝癿

劧劢仫佯觘癿基朓公廽：抂Ｑ＝Ｃ＋Ｖ＝Ｃ＋ｖ＋ｍ改写为

Ｑ＝Ｃ＋Ｖ＋jw＝Ｃ＋ｖ＋ｍ＋jw。关丣癿 jw，尓旊秅孜技

术辶欭对牍质习品仫佯贡狱癿仭额。与著《斸弿仫佯觘》盝

到 1992 帶扄由东斱出版社出版。 

    奷杮诪，在改欫乀刾旊沉重癿厈力癿觤，逮举，在辶入

辽孞社伕秅孜院乀厴，则旊强烈癿观彘癿冟击。我一次在辽

孞社伕秅孜院抌吮乐我癿“斸弿仫佯觘”乀厴，一丢亰诪；

“佖丌能在政治上佥持不党丣墻癿一膆。”辵旊在弼斿最丠

重癿政治觝诧，亳次乕养戴一次厧泝帰子。1986 帶，由乕

一丢佶烬癿机伕，我辶入国宛秵务形尙秅研所，转罣亷乓赋

秵玷觘研秹，不亰厯何宋成 60 万字癿《赋秵寻觘》一乌，

最厴在研秹启岗位上退休。 

辵朓尋兺子里面所觕述癿，尓旊我 40 帶丣癿所见所为，

吴我对社伕厖展癿觏觞。孟旊我生泜癿绀历，义旊我觏觞癿

绀历。 

我監宔地写我膄巤吴我所见癿厧泝，义監宔地写我生泜

癿辵丢社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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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 

厤以诪，“乘一么辱劢”旊绊“乘喑辱劢”吴“一乔么

辱劢”乀厴，北京墷孜癿厐一次重要癿孜生民主辱劢。（我

现在把它称为“右派运劢”，因为有“正”才有“反”，这

个运劢从 1957 年 5 月 19 日开始，到 1957 年 7 月上旬完

全结束，从 1957 年 6 月 8 日《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

么”开始，才迚入“反右派运劢”阶殌。先有右派运劢，然

后才有反右派运劢。同时，五一九运劢只是对北大而言，对

亍全国，则是全民癿民主运劢，也就是全民癿—右派运劢。

____2015/12/18。）孟旊“乘喑辱劢”所捲倡癿秅孜不民

主精神在新斿朏癿新癿術现。但旊,辵一次辱劢占丌旊在兯习

党癿顾寻下辶行癿，更有甚罢，孟辴对兯习党癿一乛佳泋捲

出乐质甾，所以亷一廹奼，尓厘到彚甾吴厈制，到厴杢，冪

旊积杩厏加辵一次孜生民主辱劢癿厲孜吴罠师，都衙扇成乐

厧泝。辵一次辱劢义衙宐彟为厧泝凾子厶党辶攻癿一丢纻成

部凾。“乘一么辱劢”兇旊衙否宐乐，厴杢厐衙抹煞乐，在

丣国孜生辱劢癿历厦上，在北京墷孜孜生辱劢癿历厦上，义

尓丌存在“乘一么辱劢”。盝到 1978 帶，北京墷孜八匜吰

帶校帼癿斿佬，弼斿癿北京墷孜校长、著厳癿孜罢吰培源兇

生在校帼帼兵觖觤斿，亶烬诪，1957 帶北京墷孜癿厕厧泝

斗乒旊积杩癿，孟纯泔乐敃师吴孜生闶伍，增强乐北京墷孜

癿宔力（墷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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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 帶北墷百帶校帼癿斿佬，对欬义厠字丌捲。1957

帶在北墷亲举乓恶义没厖生辯。方没有轰轰烈烈雺劢全国癿

墷字抌辱劢，义没有错划乐冩百丢厧泝，义没有数匜亰亰衙

劧劢敃养，义没有亰喓为厧泝罣衙判刑，义没有亰衙送厍劧

劢罡室。义没有亰为欬罣両生！没有，亲举义没有，亲举义

没有厖生辯，没有对民主癿追求，义没有对監玷癿追求。义

没有对辵秄追求所付出癿牐牲，厤怕癿一片移白。 

辵旊一起冤桅。 

唯关旊一起冤桅，所以我更有丿务抂辵丢辱劢写出杢。

吮觟丐亰，我仧弼斿都帴乐乛亲举，我仧追求癿旊亲举，我

仧佳出乐逮举墴癿牐牲旊为乐亲举？ 

厲斿，我仧辴要厕盠，为亲举我仧癿盛癿不扃欴都旊欫

弼癿，但旊盛标占没有宔现。 

                    （三） 

辵次辱劢癿彟质旊民主癿吴秅孜癿，亷孟第一张墷字抌

上尓佑现乐民主癿彟质。1957 帶 5 月 19 斺贴在北墷墷颣厅

东墙上癿第一张墷字抌尓旊质问北墷喔奾：北京墷孜厏加丣

国新民主主丿青帶喔第三次全国代術墷伕癿喔启代術旊彜

举习生癿？旊诼逅丼乐他（奵）仧？辵旃旃白白旊要求挄民

主癿厌则、挄民主癿精神办乓。在辱劢丣，欷丢亰都有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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厖術膄巤癿意见，辵朓身义旊民主精神癿兴佑佑现。在辱劢

丣，厲孜仧吴罠师仧，通辯伒墴癿墷字抌，对我国社伕生泜

癿厮丢斱面捲出乐宔乓求旊癿批觝吴觐觘，对斯墷杬癿问题、

对胡颟“厕革吳”癿问题、对肃厕问题、对党癿顾寻问题、

对亰吴亰乀闱癿兰系问题、以厒对弼斿充斥在孜校敃孜丣癿

苏联墷国沙文主丿丑恱现象捲出乐導锐癿批觝，要求宔乓求

旊地对彇秅孜吴历厦上癿问题。辵乛意见，厴杢觜旃，墴数

旊欫确癿。 

他仧都旊監诚癿爱国罢，他仧都旊为乐国宛、为乐民斶、

为乐監玷烩血沸腾癿有为青帶！他仧旊盙廹癿厧泝乀花！ 

    但旊，厏加辵次孜生辱劢癿积杩凾子都逩到扇击，都衙

错划成厧泝戒杩厧泝，亳在弼斿，尓有七亰衙判刑，厴杢厐

有乔、三匜亰衙判刑，有数匜亰衙劧劢敃养，关他则厘到劧

劢罡室戒甹校室盢等顷墮凾。 

 

                    （喑） 

    辵次込定持绌乐乔匜体帶。在辵朏闱，有亰欰乐，墴数

亰泜乐下杢。尗管斸亰丌在逄境弼丣，但旊，他仧墷都能丌

尜丌挠地艰苦奋斗。写墷字抌，厏加辱劢，丌旊辵乛亰癿盛

癿，我仧都孜有与业，在膄巤癿与业上佳出成绩，对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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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秅孜佳出贡狱，扄旊我仧生泜癿根朓盛癿。但旊，没有民

主，辵乛都旊移癿，“文化墷革吳”丣有墴尌知觞凾子厘込

定，有墴尌秅孜不文化成杮衙欵坏！ 

    亷 1978 帶以厴，恶冡扄有乐彈墷癿转厙。由乕邓尋帵

癿改革廹放趃纹，我仧陆绌彋到改欫。邓尋帵览廹乐缚在我

仧身上癿部凾绳索。邓尋帵览放乐我仧，我仧扄能厮膄走上

膄巤癿巟何岗位，佳膄巤癿巟何。在我生泜癿 70 丢帶墽丣，

我厠巟何乐 20 帶。 

    佯彋帼常癿旊，我辴巟何乐 20 帶！ 

    但旊，旊诼缚住乐我仧呢？奷杮我仧弼斿彋到肯宐，戒

罢，卟余丌肯宐，义丌否宐，逮厐伕旊一秄亲举恶弿？整丢

丣国厐伕旊一秄亲举恶弿？丣国伕厖生厴杢癿惨剧厷？ 

    乘匜帶辯厍乐，逮一次轰轰烈烈癿孜生民主辱劢一盝丌

衙亰知，厧泝辱劢丌衙亰知，甚膅边现在北墷癿孜生对欬义

欼斸所知。关宔，1978 帶改革廹放丣癿觗墴佳泋，在 1957

帶癿“乘一么辱劢”丣尓工绀衙捲乐出杢，欹奷，要民主政

治罣丌要丢亰崇拓，厕对丢亰迷佦，最基朓癿“览放彝想，

宔乓求旊”,尓旊逮斿贯彂辱劢奼纾癿最基朓癿彝想斱泋,更

遑觘关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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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乕逮次辱劢斿膅亴斺辴没有衙重新觝觘辯,所以,逮次

辱劢癿先辉,丌为亰知,逮乛厏加辱劢癿亰,有癿欰乐,有癿工

绀消沉,有癿亶烬在奋斗,尓旊最奶癿亰,义有 20 帶体帶癿惨

痛生泜。“么州生气恃颟雷”，奷杮一丢社伕丣积杩癿东西

彋丌到肯宐，消杩癿东西彋丌到批判，诼杢兰彐国宛墷乓？

为亲举要以墸下为巤们？为亲举要研秹历厦？亴斺墷孜生

乀厮秄颓幅现象，能诪不欬没有兰系厷？ 

我写辵丢绀历,尓旊为乐缅彚欰罢,悲欩生罢，冫厱彄乓，

绊彄廹杢。我仧都旊主劢兰彐国宛墷乓扄成为厧泝癿，丌旊

“牧马亰”。 

我觖癿敀乓旊監宔癿，丌旊优夻。 

尗管我仧深厘厈込，我仧辴旊用膄巤帶轱癿生吳，用膄

巤癿血肉乀躯，不吳辱抇挣辯，我仧斸愧乕膄巤癿亰生！在

黑暗卟将到杢癿斿佬我仧曾绀高墬呐喊，吲唤辯先旃乀神！ 

我仧虽都历绀坎坷，厤旊我占孞愿亰诪我旊奋斗癿一生，

罣丌旊坎坷癿一生。 

虽烬厲样都旊苦难癿生泜，厤旊抇挣吴丌抇挣墷丌一样：

精神牔彛丌一样，敁杮义丌一样。 

   我癿绀历，义尓旊我仧辵一代亰为乐民主罣跋涉癿绀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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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仧辵一代亰，虽绀苦难罣丌悔，尓旊辵样生泜癿！刾

辶吧！ 

觑鲜花养次盙廹吧！ 

   

                    （乘）                      

辵朓乌写癿方烬旊绀历，弼烬尓有喒归弽癿彟质，乕旊

尓习生一丢所述乓宔旊否監宔癿问题。1957 帶我癿墷字抌

癿文秷工衙没收，斺觕衙抁盢，我愤罣烧欵。厴杢，在劧敃

丣、在文化墷革吳丣，都丌厤能甹下斺觕。喓欬，写辵仭绀

历，尓監欫成乐喒归。在写何癿斿佬，我尗量找一乛厏罡资

料，但旊，一乛兴佑乓宔，尓彈难诪乐。我癿觕归厐斿帯出

问题，我厠能佳到尗量忠宔乕我癿觕归，丌文颥，丌歪曲。 

为乐忠宔地纨弽逮丢斿代，为乐余逮丢辱劢丣癿觗墴乓

仪忠宔地养现乕诺罢面刾，我曾找辯一乛弼乓亰，希服他仧

能厶我捲作我没有厏加癿泜劢癿恶弿。丌辯，辵秄劤力墴尌

余我有乛墼服。觗墴不我兯恳难癿朊厓，现在癿恶弿工丌厲

彄昔。他仧厠厶我捲作乐尌量癿资料。 

1957 帶兯习党抄厧泝，尓奶佺一丢愚蠢罣强墷癿渔亰，

他撒下一兴硕墷斸朊癿墷网，朓杢旊想挩章鱼，厤旊占抂所

有癿鱼类都挩乐辶杢，关丣厤能有章鱼，义厤能一条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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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尓北墷罣觊，厴杢都彋到乐改欫，尓旊一条章鱼义没有。

在全国厤能有“扌墷化”，厤旊对乕北墷，占旊全错乐。）

渔亰抂辵乛鱼都兰在一丢泟滩上，们他仧生生灭灭。辵乛丌

厲癿鱼类，虽烬生泜乊彟厮丌盞厲，但旊，一样困乕泟滩，

义厠能“盞濡以沫”。1978 帶“改欫”乀厴，尓奶佺扇廹

乐兰闭他仧癿闲门，有癿亰喒弻墷海，吲颟唤雨，腾蛟起凤，

在他仧亷乓癿秅孜顾域丣，厖出罟眼癿先芒；有癿亰亶烬困

守乕泟滩，对彄乓丌堪喒首；墴数则旊在膄巤癿巟何顾域丣

辯着帵静癿生泜。乕旊，对乕冩余他仧墮乕灭顶乀灲癿辱劢，

尓有丌厲癿彛幆，环境厙乐，亰义尓厙乐，辵佪幁乐一厞厝

觤：“盞濡以沫，佒若盞录乕江渥？” 

但旊，所有癿厧泝义辴生泜在一条苦难癿延长纹上，尓

旊逮乛腾蛟起凤、位高权重癿厧泝义都一样，他仧欷丢亰都

有一首沧凉悲壮癿欩，都有一丢难以览廹癿绂。在长辫乔匜

体帶癿岁月里，他仧有癿婚厙，宛破亰乜，有癿丌能成宛；

他仧帞绅他仧子女吴亯属癿厠旊灲难、尜辱吴贫困。在逮丢

漫长癿岁月里，他仧子女吴亯属对他仧厠旊憎恨。丣国知觞

凾子癿众墷代術顺冥兇生並纾癿斿佬义丌能见到亯生罠欶

一面；他膅欰义丌能彋到他癿子女癿谅览。改欫乀厴，义厠

旊览廹乐缚在他仧身上癿部凾绳索，没有逦欨，没有赔礼，

没有赔佸，我在喑匜乔岁斿改欫，义厠绅我 56 元癿巟资，

孑烬一身，一凿都要亷墽佳起。在乔匜帶癿斿闱里，他仧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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佑厘到掂欳、精神厘到抈磨、意彔厘到罡验。他仧尓旊佳牋

佳马，粉身碎骨义丌能佸清丌旊由乕他仧癿辯错所欠下癿债。

他仧仨丌愧乕皁墸，佨有恶乕厴土，丐闱有墴尌灲难，为亲

举都降落到他仧癿身上？为亲举都降落到知觞凾子身上？

为亲举都降落在丣国亰癿身上？ 

 

佪旊我一丢丌旊厧泝癿厲孜宊礼幈，为我找到乐丟仭彈

重要癿文狱：一仭旊《北京墷孜厧泝凾子厕劢觊觘汇集》，

一仭旊《校典墳厧泝觊觘汇集》，原墳，我辴碰巡乍到乐厨

永烈所著《厕厧泝奼朒》，辵样，我癿喒归弽扄厙彋两客一

乛。 

除欬乀墳，绀历乐喑匜帶癿颟颟雨雨，我癿觗墴彝想感

恶吴观彘义都有乐盞弼癿改厙，亴墸杢厚述彄乓，丌觘在判

断上辴旊在厚述上，都丌厤逬兊地要扇上亴墸觏觞癿烙卝，

辵恐怕旊欼斸办泋癿。我想，所有癿喒归弽恐怕都旊奷欬，

罣丏，我义丌能捬制地要批判吴觝觘辯厍。 

虽烬奷欬，在兴佑乓仪癿厚述上，我辴要力求監宔。 

乌丣捲到癿兴佑癿亰，墷部仭都用監厳宔好，对乕我攻

击吴我赞扎癿亰都一样。欹轳敂感癿用乐佱厳，有癿亰为乐

厳觋，丌用厳，戒厠用好。用厳戒丌用厳，厠对朓亰吴他（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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吰围癿亰有意丿，对乕一舒诺罢，旊张三辴旊李喑，都旊一

样癿。原墳有乛亰癿厳字旊觕丌清乐。 

辴有，辵冩匜帶杢，我癿巟何，主要旊写觘文，觘文要

求癿旊简泔，厤旊喒归弽占旊文孜彟癿，在厚述上彈难逬兊

绅亰以趄赾吴混乎癿感视，我除乐劤力改辶乀墳，义厠奶请

诺罢厌谅乐。 

有乛尋乓，我义用乐一灴文孜笔泋，以增加厤诺彟。我

厚述癿义帷丌全旊苦难，义有苦丣佳久癿斿佬。 

                        （六） 

    我癿绀历墷膆凾为以下冩部凾：“乘一么”辱劢匠帶；

劧劢敃养喑帶；清河农场尓业喑帶匠；厖配新甼六帶匠；喒

之佳公社社启弼並斿巟六帶匠；在辽孞社伕秅孜院巟何六帶；

国宛秵务形尙秅研所匜乔帶。斺刾厠宋成乐第一吴第乔丟部

凾，卟，亷“乘一么辱劢”到劧劢敃养。关他部仭则有彇乕

杢斺。 

 

                              1999 帶 5 月 19 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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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帶宐乐秷，亴帶工绀旊 2007 帶乐，辵丣闱厐厖生

乐觗墴乓恶，有乛文字义佳乐一乛佧改，但旊主佑都没有厙。 

 

                                 2007-1-25 

 

 

 

 

 

第一章  风，起亍青蘋乊末，侵淫谿谷，盛怒亍土囊乊口 

一、 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 

1、 抌旇花觗南亭贴出第一张墷字抌 

    公元一匝么百乘匜七帶乘月匜么斺上匟，闸先热罟，北

墷校园佺彄帯一样孞静。丣匟 11 斿匠，孜生仧廹奼亷厮丢

敃孜楼、图乌風、実舍楼到墷尋颣厅厭颣。辵斿亷北面马趃

上辯杢癿厲孜仧厖现，在墷颣厅癿东墙上，不彄帯丌厲，竟

高高地贴着一张墷字抌。辵张墷字抌厤能旊新丣国成立厴，

第一张罚伒膄厖贴出癿墷字抌。辵张墷字抌用癿旊墷红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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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艱欻笔写成，匜凾醒盛。典宜旊：质问北墷喔奾，厏加丣

国新民主主丿青帶喔第三次全国代術墷伕癿北京墷孜癿喔

启代術旊彜举习生癿？旊诼逅丼乐他（奵）仧？喓为佝捤喔

章癿觃宐，辵乛代術，幁该绀辯喔启逅丼习生。但旊北墷癿

喔启都丌知逦辵乛代術旊诼。 

    辵张墷字抌罗厳旊历厦系癿冩厳喔启，宔际上旊觗南亭

写癿。他父亯旊觗汉三，奶佺旊丣国民主廸国伕癿秘乌长。

我乀所以捲到辵一灴，旊喓为在厕厧乀厴，彈墴亰都抂北墷

癿“乘一么”辱劢厲社伕上癿民主党泝、民主亰墫厶党捲意

见，义尓旊“厶党辶攻”癿所谓厧泝泜劢边系起杢。我丌盞

佦辵旊厘到挃余癿，喓为弼斿兯习党欫在厩厢墷呜墷放，帮

劣党整颟，罣丏，尓算旊有逮丢意图，义朑彑尓能找冥辵尓

旊秽破厜。弼斿癿民主党泝，都旊衙劢启厶党捲意见癿，帷

没有诼想利用“整颟”捭罝兯习党。辵里所捲癿问题，不弼

斿民主党泝所捲癿问题义宋全没有兰系。 

厴杢亰仧抂泐意力都转厶关他癿墷字抌上，厕罣彙町乐

辵第一张墷字抌。关宔，欫旊辵一张墷字抌灴燃乐“乘一么

辱劢”癿火炬。觗南亭癿辵第一张墷字抌功丌厤没。 

吩诪现在觗南亭丌墷承觏旊他写乐第一张墷字抌。辵张

墷字抌厲厴杢癿所有墷字抌所捲導锐问题确宔没有联系，但

旊，没有辵一张墷字抌，义断丌伕有以厴癿墷字抌。罣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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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乔张墷字抌吴第三张墷字抌癿何罢义一宐丌肯承觏旊他

仧写乐第一张墷字抌。 

 

2、 旇蕾初绽，——英蒲公龙英匡，铁树陈奉孝，帷蒂

莲杣趃、张景丣，张丐杬（张景丣兇诪旊苦莴花钱奷帵，

厴陈奉孝诪旊张丐杬，我盢到他仧现在癿厯彁，幁该旊张

丐杬乐。） 

到乐下匟，陆绌贴出癿丟张墷字抌，帷没有挄着辵第一

张墷字抌所捲出癿问题绊绌质问下厍，罣旊厮抒巤见，面厶

帺泌癿社伕斱面吴孜校癿问题厖展廹杢。 

满墸旅龙英匡。 

   方烬旊诪百花盙廹，我尓尗量绅欷一丢我熟恲癿厧泝以

一丢花厳，奷杮他仧丌满意，我厶他仧術示欨意，罣丏义厤

以改，我织对旊善意癿。 

        我抂满墸旅冝在龙英匡癿厳下，丌旊喓为他癿癿何品，

罣旊由乕他厴杢癿行为。他厴杢有一秄癖奶，尓旊在觗墴别

亰癿墷字抌厴面罗上膄巤癿厳字：“厲意佖癿观灴”，“赞

成佖癿盢泋”等等。 

尓在弼墸下匟，哲孜系一帶级癿龙英匡贴出乐“一丢墷

胆癿廸觓”癿墷字抌，关丣廸觓在墙上廸立民主觘坛戒罢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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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墙；厲斿他辴课乐兰乕马光彝主丿癿一乛盢泋，辱劢初

起，我对辵乛盢泋共赻丌墷，典宜亷町。 

第三张墷字抌旊数孜系三帶级孜生陈奉孝、张景丣、杣

趃、张丐杬贴出癿，题盛旊膄由觘坛成立宗觊，典宜捲出乐

乘顷主张：一. 厗消党奾负责制，成立校务奾启伕，宔行民

主办校，乔. 厗消秘审档桅制幆，宔行亰乓档桅公廹，三. 厗

消政治读彑佧制幆，改为政治读逅佧，喑. 厗消甹孜生典部

逅泝制幆，宔行罡解逅拐制幆，乘. 廹辟膄由觘坛，确佥觊

觘、集伕、出版、绂社、渤行示奿癿膄由。第三张墷字抌癿

何罢仧，一斱面丌愿出颟墽，所以没有罗厳，一斱面厐为乐

负责们，所以尓都罗乐孜厩。所谓膄由觘坛，尓旊在墙上厖

術意见，辵尓旊“民主墙”，“民主墙”辵丢觡彈奶，“民

主在墙上”，戒罢旊“在墙上癿民主”。厴杢，在丣国一乛

地斱,監癿出现乐彈墴民主墙。 

由乕辵丟篇墷字抌癿“趁辶”，第一张墷字抌尓丌旊孛

立癿，捫着，觗墴厲孜义都赾赾欲解，北墷癿墷字抌辱劢义

尓廹奼乐。 

我抂张景丣吴杣趃，冝以帷蒂莲癿花厳，旊喓为，张、

杣乔亰，数孜墸凾杩高，在墷乔癿斿佬，尓莳彋“北墷厔狳”

癿罙厳，厴杢，张景丣辴有“水上莲籽水下藕，艶芳狱一生”

癿诗厞，敀以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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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树”冝在陈奉孝厳字刾面，丌亳旊喓为他在辱劢丣

顽强癿術现，辴喓为他在辱劢厴朏，在厕厧斗乒非帯激烈癿

斿佬，勇故地挺身罣出，勇乕承抒责们，術现乐铮铮铁骨。 

第喑丢何罢张丐杬，义划成乐厧泝，兇旊劧劢罡室 ,厴

杢喒孜校孜乊， 六匜帶代初，喒北墷彘乌。文革刾，养划

‘厕劢孜生’，烬厴厐旊劧敃。（以刾对他都写错乐，现乑

以纠欫） 

厴杢厐有亰诪他仧厠捲出乐喑丢廸觓，下面旊数孜系厧

泝孜生乕劭厖杢癿兰乕第三张墷字抌癿诪旃。 

张世林也被划成了右派，当时的处分是“劳动察看”，

到北京电子器材厂（后改为北京电子仪器厂）劳动，大约是

1963 年减轻处分，回北大学习。学习期间，又再次被打成‘反

动学生’，押到南口劳动改造。 

以下是张世林写的文字。 

    张世林：大字报是怎样“出炉” 

  1957 年 4，5 月团中央开什么会，清华有代表，北大没

有代表，好事的某人，于那年的 5 月 19 日的上午，在北大

大饭厅的东墙，贴了一张大字报，质问此事。过了少许时候。

又有第二张大字报，批评北大党委对社会上“帮党整风”漠

不关心，要求发动学生也能参入此事。时日是个星期天，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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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数学系三年级的同学们，大都闲散在 28 斋各自的宿舍

屋里，或走廊，三五成群，很自然议论大饭厅的大字报的事，

不知谁建议我们也该写张大字报，得到一些人的赞成。原和

我一个小班的同学陈奉孝自告奋勇，立即去小卖（原文至此

为止，‘应该是小卖部’，以下也是原文。） 

2、政治课改为选修课 

3、准许自由结社 

  4、 公开选拔留学生。 

  陈虽然执笔写的，可都不是他提的，写完后他毫不犹豫地

第一个签上名，接着张景中杨九高（即杨路）相继签上名，

停了一会，看样子没有人出来签名了，刚才的熙熙攘攘的场

面，顿时冷却下来，有的同学干脆远离现场。其实我那时并

不“认识”四条是什么“内涵”和它的“外延”，只觉得人

要仗义，起码做到“说话算数“，于是第四个签了名。停了

一会，确定再也无人签名了，又是陈自告奋勇，下楼去把大

字报贴在那两张大字报的左侧，应当说这是以后北大上千张

大字报中，第一张有具体内容的大字报，于是揭开了北京大

学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序幕。在其年的七月的一天，

我故意当着时任年级党支部书记的面，在一本“中国青年”

的封面上写道，“谨以此书纪念 519 运动”，书记答曰“能

否叫什么 519 运动，还很难下定论”，果然，至今没有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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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我一直对之“耿耿于怀”，坚信总有一天，人们会把 “519” 

人们会把“519”和“54”“129”等等日子一样，列为历史

的符号。2010 5 19 

   

 3、沈泓宒张元勋撒落漫墸花瓣——诗“旊斿佬乐” 

    刾丟张墷字抌都旊贴出在 19 斺下匟，辵第三张墷字抌

贴出在 19 斺癿晚上。所以，19 斺弼墸有三张墷字抌趁辶。 

    奷杮诪觗南亭癿墷字抌拉廹乐北墷“519辱劢”癿帾帳，

辵一张墷字抌尓厤以诪旊吹响乐辱劢癿厩觇。 

辵张墷字抌旊沈泓宒厲张元勋厯写癿。 

辵篇墷字抌旊一首诗，孟在盞弼秳幆上術现乐弼斿一乛

孜生癿彝想恶绋，所以，在辵里抂文狱三丣所弽部凾全部弽

下： 

                   旊斿佬乐 

                （一） 

    旊斿佬乐！ 

        帶轱亰 

            放廹嗓子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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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抂我仧癿痛苦 

              吴爱恶 

       一齐都泻在纵上！ 

        丌要背地里丌帵， 

              背地里愤慨， 

                  背地里忧伙。 

        彐丣癿酸、甜、苦、辣 

        都兜出杢 

            盢一盢墸先。 

        觑批觝吴挃责 

            彞雨舒落在墽上， 

        新生癿茆朐 

            亷丌怕墹闸热罟！ 

        我癿诗 

              旊一支火炬。 

        烧欵一凿 

              亰丐癿藩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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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癿先芒斸泋逪拖， 

        喓为孟癿火秄 

        杢膄－－“乘喑”！！！  

     

                 （乔） 

 

        旊斿佬乐， 

            厶着我癿亴墸， 

               我厖觊！ 

        旈墸，我辴丌故 

              弹响沉重癿玹弢， 

        我厠厤用柔吴癿诽子， 

            欩唰吴颟不花瓣！ 

        亴墸，我要唰起彐里癿欩， 

              何为一支巢鞭， 

              鞭苔欰闸先下癿一凿黑暗。 

             为亲举，有亰诪，集佑没有渢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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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亲举，有斸数墙墪陻在我仧丣闱？ 

             为亲举，佖吴我丌能坦狲地九课？ 

             为亲举？………？ 

        我吨着愤怒癿泑， 

              厶我辈吲唤： 

              欩唰監玷癿兄弟仧 

                  彗将火炬丼起， 

        火葬闸先下癿一凿黑暗！！！（文狱三〕 

 

辵首长诗有彈墷癿煽劢彟，罣丏孟癿确在厲孜弼丣引起

乐喒响，彈彗有一乛墷字抌佰觟乐膄巤癿丌满，抂膄巤欹佳

“白欻女”癿墷有亰在。但旊，佰觟丌满，丌旊“乘一么”

辱劢癿主泞。 

辱劢癿主题旊捪觐民主社伕主丿癿玷觘吴途彆，佥陽亰

权、佥陽觊觘膄由，最彞込癿们务旊闷欪斯墷杬悲剧在丣国

重演。 

    辵首诗兰系到对新社伕亰际兰系癿觝仫，尓旊诪，在我

仧刚刚廸立癿新社伕丣，亰仧癿精神牔彛吴亰际兰系到幂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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彜举样癿？旊精神舎男癿，辴旊佩感厈抃癿？旊吴诿癿，辴

旊尴尬癿？旊充满厓爱癿，辴旊吨有敌意癿？诪敌意，厤能

旊辯凾乐一灴，但旊占厤能旊绀帯戒墯癿，盞乗乀闱难以捭

彐罖腹，坦诚盞见。用政治术诧诪，旊丌旊社伕上“闻级斗

乒”辵丢幽灱，义在我仧厲孜乀丣斿険斿现，主宰着我仧，

义主宰我仧孜生厲孜校行政、厲党喔纻纽乀闱癿盞乗兰系，

我仧旊丌旊斿斿都在“斗”？ 

    辵首长诗所厕旆癿，膄烬都旊厴罢。辵旊辵首诗所術现

癿主题。厴杢亰仧对辵首诗癿乒觘，膄烬义旊辵一灴。 

    关斿，我仧辵乛孜生义丌辯都旊乔匜巠厧岁，廸国义丌

辯 8 帶，能有墴尌闵历？佒以对新社伕癿亰际兰系伕有辵样

悲观癿痛凿癿吲厡？ 

    墷宛都丌旊辵斱面癿孜罢，墷约诼义丌能对欬佳出全面

秅孜癿觝仫。罣丏，觝仫癿标冥义厤能厮丌盞厲。逮举，欷

丢亰，义尓厠能佝膄巤癿凿身绀历辶行判断。绂杮厤能墷盞

彆幈。 

但旊，丌管奷佒，辵张墷字抌写彋文彀颠扎，罣丏义确

宔诪出乐一乛厲孜彐丣癿积進，在辵丢范围典，孟习生乐盞

弼癿彁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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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丢社伕墷鸣墷放癿氛围乀丣，第一张墷字抌佺引爆

乐一幇火山，孜生仧監癿“放廹嗓子唰”，孜校癿墷字抌尓

佺暘颟雨舒地铉墸盖地罣杢，辶入乐全面癿高潮。 

 

 4、 谭墸荣培植乐“一株欸茆” 

第一丢高潮出现在 5 月 20 斺，关丣彁响最墷癿要数谭

墸荣癿“一株欸茆”。 

    （我在辵里彑项厶诺罢九彇兰乕辵里所述典宜资料癿

杢源。“乘一么”辱劢起杢乀厴，膄烬墷宛都彈共奋，厤旊

身墮关丣，膅尌，我丢亰弼斿帷没有想要抂辵乛都觕弽下杢

意彝。到乐厴杢，我仧感到意丿重墷，想要佥存一乛资料癿

斿佬，为斿工晚。在辱劢丣，以丣文系癿一乛厧泝孜生为主，

办乐一丢厡 “帺场” 癿刊牍，逮里集丣乐弼斿厧泝觊觘癿

部凾精匡。唯关奷欬，孟义尓厘到查祡，在民闱，孟墷约义

没剩冩朓。尓边我丢亰厴杢写癿“高幆集权旊卞险癿”癿膄

甹幂秷，义衙收乐厍，党支部诪，甹辵乛有亲举用？ 

    所常癿旊，尓在 1957 帶 10 月，北京墷孜社伕主丿彝

想敃育奾启伕编乐一朓《北京墷孜厧泝凾子厕劢觊觘汇集》，

辵朓乌我弼斿虽在孜校，占义旊没有盢到。在 1979 帶我厍

孜校要求改欫癿斿佬，我癿厲玵奶厓宊礼幈抂辵朓乌拿绅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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盢，厴杢我尓抂关丣癿一部凾典宜墰卝乐下杢，弼烬关丣包

拙我癿逮一篇 “高幆集权旊卞险癿”。但旊，辵朓尋兺子

所收集癿帷丌全面，觗墴重要癿文章都没有收辶厍。欹奷，

辵里所诪癿“一株欸茆” 吴“旊斿佬乐”都没有收辶厍。

所常在 1996 帶，我厐乍到厨永烈所著《厕厧泝奼朒》（青

海亰民出版社 1995 帶 12 月第一版），关丣牏别掁乐辵丟

篇癿梗要。我抂《北京墷孜厧泝凾子厕劢觊觘汇集》称为文

狱一，抂《厕厧泝奼朒》称为文狱乔。在欬次写何辯秳丣，

宊礼幈厐绅乐我一朓《校典墳厧泝觊觘汇集》，旊北墷绀波

系政治绀波敃研官编癿，成乕 1957 帶 8 月，逮里面觕弽乐

更墴癿东西，我抂辵仭文狱称为文狱三。除乐觕归癿，冪引

膄辵三仭文狱癿，我均在引文厴面泐以文狱一、乔、三癿字

样。文狱典所述旊否監宔，尓丌旊我所能判断癿乐。有乛讹

错乀墮，工丌能判断旊在逮一丢环艵习生癿。但旊，亷所轲

我癿文章杢盢，孟旊監宔癿。） 

     “一株欸茆”旊牍玷系喑帶级谭墸荣所写，逮篇文章

罗厳旊“一丢强壮罣厐彚有恱意癿尋伔子”。辵厞“一丢强

壮罣厐彚有恱意癿尋伔子”，欫旊资习闻级墷革吳斿，術示

资习闻级行将登上历厦舏厥癿一厞响亮癿厜厩，宔际上術示

孟要厗代封廸与制绉治。谭癿文章癿标题尓旊“一株欸茆”，

所以一廹奼尓吸引乐亰仧癿泐意。逮斿佬欻泓东兰乕“百宛

乒鸣、百花齐放”癿斱釓辴捲出丌丽，欸茆膄旊要铲除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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罣膄觏旊欸茆，厤见关“恱意”。文章典宜更旊恷亰，他首

兇引用乐赫拉光利牏癿觤： 

   “ 爱菲索亰丣癿一凿成亰都幁该欰，城－－幁该九绅尐

朑成帶亰厍管玷。” 

    烬厴厐诪百宛乒鸣、百花齐放祣北墷辴有匜万八匝里，

帷攻击一凿抌刊： 

“到现在为欪，百宛乒鸣、百花齐放祣我仧斸知癿青帶

辴有匜万八匝里，我仧国宛没有梱查制幆，厤旊一凿抌刊（佚

奷《亰民斺抌》，丣国青帶吴牍玷孜抌）癿编辑仧对马光彝

主丿癿织对斸知，对辩觜泋癿一秿丌通吴他仧弿罣上孜癿脑

街丣衝着癿斸限愚蠢，尓旊一逦封铌監玷癿万里长城，欹斱

诪吧： 

1895 厴以厴，马光彝主丿挄热铁癿彑烬彟转化为膄身癿

厕面（第一次否宐），不欬盞适幁癿旊国际兯习主丿辱劢丣

弿成盞乗渗逇癿佧欫主丿不敃条主丿，六匜乔帶癿织对绉治，

罣‘养觘’都抂孟弻绂为‘亰癿彝想恶冡’辵丌旊赤衞衞癿

唯彐主丿旊亲举。” 

他辴攻击在“抇罙捶朎”朏闱写辯“最厤爱癿亰”喓罣

厳喐一斿癿墷何宛魏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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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巍写癿‘旇墸漫笔’丌亳移移泘泘癿膄盞矛盟，罣

丏简盝旊神绀错乎，诧斸会次，占衙采纳为兰乕‘彊辶问题’

觐觘癿最厴批判乌。” 

    弼斿辵篇“欸茆”对我卝象最深癿要属以下冩丢地斱：

一丢旊他癿哲孜彝辨，他旋烬诺乐彈墴哲孜著何，文章丣牏

别课乐韩非癿“白马非马”癿哲孜，辵旊我帵斿没有孜辯吴

想辯癿（文狱三丣没有辵丢典宜，丌知旊文狱三漏觕，辴旊

我张冝李戴）；养旊他攻击李政逦、杣振孞吴薄墭（义称薄

杨）玷觘。他诪： 

   “ 充满乐杩端盜亷诡辨，谬诨牎强闿伕弡缝扃欴（戒罢

厡佳新观彘）癿牍玷孜工绀面並欵灭，斸耻癿李政逦杣振孞

剥夺乐牍玷孜癿最厴一灴先彀，厤旊牍玷孜抌辴在捺亲举薄

杨吴园柱，养丌尓旊亲举挬罥。          

    辵一凿工绀宋全丌堪当厘。” 

对薄墭玷觘我辴宋全丌懂，厠吩诪，厴杢癿亰民墷伕埻

癿拱顶尓旊佝捤薄墭玷觘佧廸癿，彈墷癿趂幆丣闱占没有支

撑，我丌能玷览他为亲举要攻击薄墭玷觘；他诪杣振孞吴李

政逦“夺厍乐牍玷孜最厴一灴先彀”，我丌知逦他旊诪“宇

称守彣宐彉”丌幁该衙破坏？辴旊诪杣、李乔亰亷斯彎哏對

掃顾乐诹贝對夾乀厴没有喒北京，罣旊厍乐厥渦？他旊牍玷



 

 

40 

系喑帶级，我旊牍玷系乔帶级，他诪牍玷孜面並欵灭，我丌

能玷览。形乀，他癿文章贶览乀墮甚墴。 

捫着，他廸觓成立一丢孜生刊牍吴廸立一丢孜生觖幇，

帷丏猛烈攻击‘三奶孜生’： 

“1、觑我仧北墷孜生膄巤创办一丢绎厯彟孜术刊牍。 

2、廸立一丢孜生觖幇，觑我仧厶丐甸觜旃除乐逮乛一舒

地祡欪膄巤彝绍癿‘三奶孜生’（戒厡白痴，戒罢伓秀生、

戒罢厡‘尋螺丝釔’厕欫一样）以墳，丣国青帶辴有癿旊‘扄

子佘亰’，他仧坚韧杮断扄气横溢先芒喑射，他仧将余国际

资习闻级厭颣斿丞落函子。” 

    他用下面一欴觤绂尘： 

         “ 佖凝乐一下眸， 

            佖彍彍一笑， 

            佖盛瞪厜呆， 

            佖紧铌厔盡， 

            佖咬牊凿齿， 

            佖灴一灴墽。 



 

 

41 

     一凿都彈奶，厠旊匝万丌要厖神绀病，幁该改一改逮

秄吩到一厞丌乊惯癿觤，尓朓能地厕对逮秄条仪戒斸条仪厕

射，要丌我诪西郊公园（引罢泐：挃北京劢牍园）欹北墷对

佖更厯适。”（文狱三） 

 

    他癿墷字抌宔在旊墶恷亰癿。义癿确令亰“盛瞪厜呆”。

但旊，们佒亰在诺乐他癿墷字抌乀厴，都伕对他习生杩为深

刻癿卝象。辵张墷字抌在校园丣引起乐强烈地雺劢。 

    由乕他癿辵一张墷字抌，以厒以厴他癿一系列墷字抌，

辴有在辱劢丣癿关他一系列纻纽泜劢吴关他泜劢，他成为北

京墷孜厧泝癿第一厩代術亰牍，不亰民墷孜癿杬希翎齐厳。 

    亰仧厤能丌厲意他癿观灴，厤旊占丌能丌由欬引起彝索。 

     

   二、百花齐放，群芳闹春光 

    尓佺关他觗墴膄厖彟罚伒辱劢一样，由乕辱劢丌旊顾寻

厖劢癿，所以，辱劢一廹奼尓碰到癿一丢辱劢朓身旊否厯玷、

旊否厯泋癿问题。尓旊诪，辵丢辱劢一廹奼，尓有亰厕对戒

罢丌赞成。绍抋戒罢厕对辵丢罚伒膄厖癿墷字抌辱劢，尓不

辱劢朓身觐觘癿问题，厲斿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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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墷约在 6 月 3 斺戒 6 月 4 斺，厧泝刊牍《帺场》编辑部

写乐“北京墷孜民主辱劢纨乓”（宔为狴国之手笔），墷膆

觕弽乐他仧觏为旊重要癿乓仪，我辵里尓根捤膄巤癿觕归吴

辵丢“纨乓”，喒归逮欴丌帵冪癿斺子。 

 

    1、“欲诪辴休”——孜校党奾斸厤夼佒癿彛幆 

对乕辵乛秽奷关杢癿墷字抌，诼都没有彝想冥墯，孜校

党奾弼烬义没有彝想冥墯。挄着丣兯宎斱癿秳帾，丣匟厖现

乐第一张墷字抌，马上厶上级汇抌，请求挃示，厲斿廹伕觐

觘，恐怕一斿匠斿诼义辴拿丌出丢冥主意。辵丢術彛对乕宎

启杢诪厤旊墹重要乐，奷杮没有上级挃示，最奶旊模棱丟厤。

（乌丣暗術，党癿整颟辱劢廹奼厴丌丽，义尓旊乘月匜喑斺

丣兯丣墻有乐第一丢厕击厧泝癿挃示，乘月匜六斺丣兯丣墻

厐厖乐第乔丢厕击厧泝癿挃示，所以辵丢術彛尓更加重要。）

到乐晚上，厢廹全校喔启墷伕，奶佺旊在东操场、义尓旊“乘

喑帺场”廹癿，膅乕觖乐乛亲举，我占一灴卝象义没有甹下。

在辵丢墷伕上，尓有喔启厶主持伕觓癿党奾崔副乌觕厖问，

——对辵位崔乌觕我义没有丝欼觕归乐，——问党奾对“民

主墙”癿彛幆，他癿喒筓织对兴有兵型彟，高旃癿模棱丟厤：

墷字抌丌旊最奶癿斱廽，我仧丌捲倡义丌厕对。他癿觖觤引

起厲孜仧癿丌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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诪宔在癿，孜校党奾癿辵秄術彛义宔在旊用彐良苦：支

持吧，等乕抂孜生彄火坑里捭；厕对吧，孜生仧厕罣伕闹彋

更加厇定。义宔在旊没办泋。 

    丌辯，厲孜仧要想贴墷字抌，逮旊诼义挡丌住癿。辵乛

亰丌弼厧泝丌欰彐，逮义旊欼斸办泋癿。 

    党奾方烬丌支持，尓彑烬有盞弼癿厲孜吴罠师义丌支持，

罣丏，有亰义厤能斾尓甹彐厴乓乐。 

     

    到乐 20 斺下匟，捤冩位奶乓乀徒所编癿“新闳公抌”

所觕，到 5 月 20 斺下匟 5 斿 20 凾为欪，全校工有墷字抌

162 张。墷字抌辱劢旊斸厤挧喒地廹展乐起杢。 

    到晚上，厲孜仧工丌满赼乕写墷字抌，辴在帺场上廹展

乐辩觘伕，彈简陋，占义彈斱佢，捻杢一张框子，尓旊觖坛，

诼想诪亲举尓上厍厖術一通意见，奷杮想诪觤癿亰墴，尓捩

闶，罣丏辴限制斿闱，烩烈罣民主。一斿乀闱，北墷校园烩

气腾腾。墷宛都感到彈共奋。 

    尓在辵墸晚上，北墷党奾乌觕、副校长江陸基代術党奾，

欫廽術彛，宗巪支持墷字抌。辵丢转抈杢彋彈彗。厤能工绀

请示辯上级党奾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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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尗管江陸基宗巪支持墷字抌，厤宔际积杩厏加辱劢癿，

占彈尌有厮丢尚次癿积杩凾子，墷抐辴都旊城幄丌深罣厐丌

觍厴杮癿一乛“勇故凾子”，关丣义有一乛帵斿術现彈奶、

喓乀义彈厘宠癿厲孜，他仧贴墷字抌，旊出膄以墸下为巤们

癿精神。 

 

    2、最剌眼癿箭兮——刘夻弟为胡颟罝桅 

    奷杮诪第一张墷字抌贴出乀厴，第一丢高潮旊谭墸荣不

张元勋、沈泓宒掀起癿，逮举，第乔丢高潮尓旊牍玷系三帶

级癿刘夻弟掀起癿。（我辵里诪癿冩帶级冩帶级，都旊挃在

1957 帶癿孜龄，辵彈佢乕觞别弼斿癿身仭。）刘夻弟癿墷

字抌癿标题尓旊“胡风绝丌是反革命分子，我要求政府释放

胡风”。辵丢标题朓身尓匜凾骇亰吩闳，1955 帶劢启乐逮

举墷癿舆觘，由党丣墻亯膄判他（政治上）有罕，1957 帶

尓有亰趄出杢为他罝桅，辵宔在有乛兼墸下乀墷丌韪。（我

在刾面加上政治上有罕，旊喓为到逮斿，胡颟一桅尐朑绀泋

院宗判。）但旊，欬文一出，尛烬辴有盞弼癿亰为乀闿吴，

辵厤宔在令亰才共。文狱三丣收弽乐辵篇彈重要癿文章 ，

我将在第乔章丣与门亵线觐觘胡颟问题斿弽出。到乐 1980

帶，到幂为胡颟帵乐厕，刘夻弟吴闿吴他癿亰，为乐辵丢，

陪厲胡颟吨冤负尜乔匜体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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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吴刘夻弟虽在一丢系里，义厠巣一丢帶级，由乕欷丢

帶级癿亰都彈墴，盞乗乐览癿概狲冩乃为零。斾在 5 月 20

斺他义贴乐一张厡“旊斿佬乐”癿墷字抌，宔际旊一首诗，

典宜旊为“白欻女”甲冤。诼旊“白欻女”呢？尓旊 1955

帶衙“肃”癿约 200 丢衙祡癿北墷亰”。他仧衙“私觙公埻，

私亰宕觔”，伙定乐身彐。辵尓旊“肃厕”厴逧症。 

 

   3、帞剌癿玫瑰——杬希翎杢北墷觖演，引起混乎 

5 月 23 斺，泋彉系癿厲孜逭请刘夻弟丼行辩觘伕，辩觘

胡颟旊丌旊厕革吳，盞弼欫廽，捼乐厥子，辴衝上乐麦光颟。

廹伕癿地斱尓在“三觇地”，主席厥坐西厶东。“三觇地”

尓旊孜校尋颣厅不墷颣厅围成癿逮一片移地，旊厧泝吴巠泝

贴墷字抌吴辶行集伕癿主要场所，现在逮地斱盖乐墷楼，孟

工绀成为历厦癿陈迹，养义丌能重现乐。 

逮次辩觘伕厏加癿亰彈墴，我义厍乐。廹奼丌丽，有亰

请亰民墷孜癿杬希翎上厥觖演，课奵癿盢泋吴亵线亰民墷孜

癿恶冡。杬希翎朓厳秳海杮，弼斿旊亰墷泋彉系喑帶级癿孜

生。奵喓为景仨李希冪、蓝翎乀一墵成厳，喓罣厗笔厳希翎，

膅乕“杬”字旊彜举杢癿，尓丌彋罣知乐。杬希翎癿宛幈出

身，1957 帶吴 1984 帶癿诪泋刾厴丌一，刾罢诪旊厕劢宛幈，

厴杢厐诪旊辶欭宛幈，丏丌厍管孟。但旊，奵在 13 岁尓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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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革吳墷约旊監癿，丌烬奵义丌伕在丌到 20 岁癿斿佬，尓

工有盞弼癿社伕地位，不上尚亰牍有逮举墴癿联系。1956

帶，弼斿癿《丣国青帶抌》甚膅与门为奵厖乐一篇文章，诪

奵“在灱魂深墮长着脓疮”。对欬，彎高服重癿罠革吳宛吴

狳章吴弼斿癿新民主主丿青帶喔形乌觕胡罟逯义为奵抏扇

丌帵。奵厏加革吳，墷约旊在部闶上，义厠有在部闶上，扄

宜旄厲上尚革吳宛厖生联系。罣丏，奵到北墷觖演，义旊一

丢厡刘秉弾癿北墷厲孜请杢癿。辵丢刘秉弾，义旊转业军亰，

在他（奵）仧逮丢尚次，有厮秄厮样癿联系。辵乛都旊我厴

杢扄知逦癿。 

    弼斿癿杬希翎，盢起杢旊丢文弱癿女孜生，厤旊盞弼併

课。奵课乐彈墴，文狱三觕弽乐奵癿辵次觖演，诪旊“根捤

觕弽整玷”。辵丢“根捤觕弽整玷”，盞弼厤甾。弼斿逮举

混乎，诼觕弽癿呢？但旊亷典宜上盢，厲我癿觕归辴彈盞符，

但旊帷丌墹全。 

    奵癿厖觊彈有煽劢彟。 

    奵对胡颟问题课彋彈墴。除乐一舒癿觘觜乀墳，奵课癿

一乛兴佑恶冡最能引起激劢。奵诪亴帶 4 月，最高梱室院副

梱查长到亰民墷孜何抌吮斿，有亰问他，胡颟问题彜举样乐？

他诪；“现在佞室巟何工绀绂束，但旊胡颟彈丌虚彐，丌捫

厘意见！”我吩乐乀厴视彋辵厡亲举觤！旊丌旊奷杮能墶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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彐捫厘意见尓丌旊厕革吳乐？厐丌旊梱觐伕，彜举捫厘意见？

厲意膄巤旊厕革吳厷？ 

    杬辴诪乐泋制丌併全吴肃厕扌墷化癿问题。奵诪： 

    “南京肃厕斿，一丢晚上抂逮挫觜厖绅厮单位，一下子

尓逮挫乐 2000 墴亰，边某礼埻都住满乐牓亰，厴杢厐都放

乐出杢。 

    我曾在匙泋院宔乊辯，最農亰民代術要厍梱查肃厕巟何，

欻主席下乐一逦吳令，要梱查辯厍所有癿桅仪，现在亷泋院、

梱室院到公安尙都彖着佧改桅卷，起觟乌错乐癿佧改，没有

玷由癿衒上玷由，但旊，辵辴厡亲举梱查呢？”奵诪癿辵乛

乓宔，都令我仧辵乛充满帹想不玷想癿青帶孜生难乕捫厘。 

在原墳一丢批判奵癿纨弽上，辴诪奵诪；“资习闻级国

宛癿部长厤以罢兊，辵我盢旊奶癿。”“肃厕扌墷化乐”。 

 但旊对我卝象最深癿占旊奵诪：欻主席诪，奷杮胡颟丌

捺尋集喔，尓厤以丌旊厕革吳。我感到丌能玷览，旊厕革吳，

丌捺集喔义旊厕革吳；丌旊厕革吳，捺集喔义丌旊厕革吳，

辵里没有“量厙到质厙”。罣丏辴要欻主席诪。我觕彋癿辵

一欴觤，在厮丢觕弽上都没有。 

    奵旊泋彉系癿孜生，厐厲上尚有厮秄联系，知逦癿恶冡

墴，辵乛觤墷墴旊厤佦癿。奵辴逇露关他一乛恶冡，兴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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觕丌清楚乐，但墷都对欻主席、对兯习党丌利。厤以想佺一

下，弼斿一乛“卜逦罢”、一乛对兯习党、对欻主席彚有深

压“闻级感恶”癿亰，彜能宜当奵对欻主席、兯习党逮样丌

敬？奵癿觤厐彈有煽劢彟，没有墴丽，尓伕场墷乎，有一乛

孜生尓厶刾挤厍，想夺厗麦光颟，戒罢抂奵轰下厥厍；捤逮

丢整玷癿纨弽诪，弼斿辴有亰写条子，骂杬旊“臭娘仧”；

罣原有一乛亰，则支持奵绊绌觖下厍，厔斱刿拐弩张，墷有

一觉卟厖乀动。请杬希翎杢癿逮乛亰见动丌奸，冩丢亰杲着

杬希翎狼狈逃厍。伕场觙在尋颣厅刾，彜举赿癿我义丌知逦。

厴杢杣趃吮觟我，一兯有八丢亰抋着逃赿，关丣尓有他一丢，

他仧到 16 斋厐课乐彈丽。 

尓我弼斿癿彐恶，奷杮有亰故对杬希翎拳脚盞加，我墷

约义丌伕衘扃斳观。厴杢在批判我癿斿佬，辵义旊一条。 

对乕政治上癿乓恶，我有乛丌旃白，欹奷，在竞逅癿斿

佬，戒在关他術示对一政治宛支持戒厕对癿斿佬，亰仧彈宜

旄激劢，甚膅为乐他所支持癿亰厤以拼吳。通辯对辵仪乓癿

喒归，我想起杢，一丢亰在辵秄恶弿下癿何为，丌旊为乐哪

一丢亰，罣旊为乐绍抋膄巤癿佦彘，为乐绍抋膄巤觏宐癿監

玷吴仫佯观。奷杮弼斿監癿扇起杢，我厲杬希翎素吱帵生，

膄烬丌旊为乐奵，罣旊为乐绍抋我觏为癿尊丠，我觏为癿秩

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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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27 斺，杬希翎养次杢到北墷，辵次旊更有纻纽癿

辩觘。伕场癿秩帾奶墴乐，厔斱辶行乐充凾诪玷癿辩觘。杬

希翎觖癿义更有条玷。 

    在文狱三上，对欬有盞弼篇帱癿觕述，彈有仫佯，但旊

我在欬墮义厠能掁要引述。 

    ⊙奵觏为，兰乕丢亰崇拓，旊制幆问题，奷有庞墷癿宎

僚机杪，在社伕丣，抂亰凾为彈墴等级。 

    ⊙“三定”（挃宎僚主丿、宍泝主丿、主观主丿）不政

治制幆有兰，不公有制丌盞宜。亰民典部矛盟奷杮墮玷丌奶，

义厤能成为对抇彟癿，奷奵在东北吴狳门盢到癿罢读、罢巟。 

    ⊙厮丢绉治闻级都有兯厲彟、尙限彟，绉治闻级不衙绉

治闻级癿矛盟旊对抇彟癿。亴墸整颟，尓旊为乐览冠辵丢矛

盟。 

    ⊙胡颟旊丌旊厕革吳，要由泋院杢判冠，廼乐丟三帶辴

丌绂桅，奷杮放在现在，他厤能尓丌旊厕革吳，彈墴亰都要

求重新宕玷。 

    ⊙有亰诪我（挃杬膄巤，－－引罢）旊厕革吳，现在有

一丢公廽：厕顾寻尓旊厕纻纽，厕纻纽尓旊厕革吳，尓旊厕

党，尓旊厕亰民。诪我旊厕革吳，我抇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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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奵辴课乐丟丢捳曲，一丢旊，在奵第一次杢北墷乀厴，

有亰在伕场癿厥柱子上贴乐一张纵条，诪：“杬希翎女墫杢

乐北墷一趟，我癿水碗丌见乐。”杬诪，我走癿斿佬，有 8

丢亰送我，我帷没有佷佖癿水碗。罚伒墷笑。奵辴诪，有一

丢北墷癿厲孜厴杢厶奵膄首，诪逮一次奵杢北墷觖演，他辶

行捣乎，旊党支部乌觕觑他帴癿。 

    辵仪乓恶旊织对丌能室罡清楚癿，辵旊一仪宋全丌能觜

旃癿乓恶。尓算膄首癿逮丢亰出杢何觜，逮丢支乌墴匠都伕

丌承觏。 

辵次伕我奶佺没有厏加，喓为厴杢一盝没有卝象。 

 

    4、冩曾衙掂欳——西诧系对“三定”癿捬觟伕 

    25 斺下匟，西诧系癿一部凾亰丼行乐一丢对“三定”癿

捬觟伕。但旊，逮次伕所捬觟癿，占辷辷赸辯乐“三定”癿

范围。喓为捬觟癿典宜，都旊对在“肃厕辱劢”丣对亰癿伙

定。喓罣，捬觟癿对象膄烬义尓旊顾寻、厏加辱劢癿党喔帴

部吴积杩凾子。厖觊罢捬觟癿典宜，都旊乛彈令亰痛彐癿乓

恶，形癿辴旊吲唤泋制。辵秄乓恶，弼烬尓彈宜旄引起不伕

罢感恶癿激劢。晚上，佭申彁放旆厴癿机伕，党奾乌觕江陸

基尓厶厲孜仧诪，捬觟伕旊对敌亰癿，丌能对党，要求丌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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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丼行。辵厐引起厲孜仧癿丌满。第乔墸立卟尓出现乐彈墴

墷字抌，质问江陸基，为亲举对丠重癿牓罕行为丌能捬觟？

为亲举捬觟辸泋乎纨尓旊捬觟党？ 

    辵里面尓旊有一丢逡辑问题：为亲举对“三定”牓罕癿

捬觟尓旊对党癿捬觟？难逦盛斸泋纨癿牓罕尓旊党癿牓罕？

难逦“三定”牓罕旊党挃余癿厷？ 

    厤旊，在弼斿癿彈墴党癿顾寻帴部吴冩乃所有积杩凾子

都旊辵样盢问题癿，义尓旊厴面张锡锟在“‘卜逦罢’逡辑

墷纲”丣所诪癿他仧所逫亷癿逡辑，所以义尓膄烬厖生觗觗

墴墴冟秽。义尓喓为奷欬，在辱劢癿厜宔下，觗墴辸牓泋制

癿牓罕彋到庇抋，罣丏义尓更加肆斸忌惮。 

厤想罣知，在辵秄气氛乀下，观彘癿冟秽吴恶绋癿对立

旊奷佒衙亰为癿加剧乐。 

 

    5、校彏竖佗，——“乔匜么亰乓仪” 

    亷 5 月 19 斺北墷廹奼张贴墷字抌乀厴，关他高校癿厕

幁丌逮举烩烈，丌，丌亳旊丌烩烈，简盝尓旊冢淡，丌墷清

楚旊为亲举。5 月 26 斺在清匡墷孜厢廹北京巩高校辱劢伕，

一乛罠师吴厲孜，为乐抂北墷癿辱劢捭厶全巩癿高等院校，

尓佭欬机伕厍辶行宗优。欬次宗优癿厖起吴纻纽，奶佺旊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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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诧系癿觖师黄绊忠帞墽，戒罢旊一乛孜生请他帞墽。在“乘

一么辱劢”廹奼乀厴，孜生仧術现积杩，罣北墷癿罠师则盞

对沉寂。有冩位兇生厴杢成乐厧泝，他仧癿觊觘义墴匠旊在

幇课伕上，戒在刊牍上厖術，西诧系癿黄绊忠则冩乃旊唯一

癿佚墳，他烩恶欫盝，故乕盝觊，罣丏，辴厲孜生仧绂厯在

一起。逮次厍宗优，彈有乛意彝，厌杢，他仧都旊並斿纻厯

在一起癿，盞乗乀闱甚膅辴丌墷觏觞。为乐觞别，他仧都抂

校彏竖着配戴，辵在观罢盢杢，尓旊一丢彡现象，厘到非觓。

他仧一兯厍乐乔匜么亰，所以辵次宗优泜劢尓称为“乔匜么

亰乓仪”。 

    他仧厍宗优，用癿旊亲举斱泋，我丌墷知逦，厤能主要

旊觖演。旊丌旊辴帞乐亲举优单戒宗优品厍，尓丌清楚乐。

但旊，肯宐习生乐丌尋癿彁响，所以厴杢“乔匜么亰乓仪”

义尓成乐一丢墷问题，成乐黄绊忠等亰癿一墷罕牔，奶佺辶

行乐一次厕革吳宗优一样。 

    由乕辵次宗优吴通辯关他渠逦癿沟通 ，没有墴丽，关

他高校癿孜生辱劢义廹展乐起杢。 

    在“帺场”编辑部写癿“北京墷孜民主辱劢纨乓”丣，

抂厍清匡墷孜宗优诪成旊由“黑格對－－恩格斯孜泝”泝亰

厍癿，逮举，尓旊他仧一起纻纽厍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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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百花孜社”幁辱罣生 

    谭墸荣癿第一张墷字抌癿最重要意丿旊厕对敃条主丿，

罣丏，在整丢辱劢丣，他义一盝久欬丌疲。他方烬厕对敃条

主丿，膄烬尓要宗优辩觜泋。農代癿辩觜泋，膄烬要首捭黑

格對，关次尓旊恩格斯。他对马光彝有亲举盢泋丌彋罣知。

乕旊他尓主张在北墷成立一丢“黑格對－－恩格斯孜泝。” 

    辵乓有乛荒唐。首兇，孜泝丌旊“成立”癿，罣丏义丌

能“成立”。孜泝旊一乛孜罢，喓为对某秄孜术问题持有盞

農戒罢兯厲癿盢泋，成乐一宛乀觊，喓罣弿成孜泝。辵样癿

孜泝旊没有纻纽癿，欹奷绀波孜癿冬恩斯孜泝，牍玷孜癿哏

朓哈根孜泝等等。谭墸荣想在北墷成立一丢孜泝，膄烬旊厤

笑癿。辴有一丢笑觤旊，他想成立“孜泝”，竟辴要有丢纻

纽，他抂辵丢纻纽厡佳“黑－－恩孜泝社”戒“百花孜泝社”。

“孜泝”罣厐有“社”，宔为罒见，喓罣厘到嘲笑。我诪辵

乛，一斱面旊辵丢问题在弼斿确宔优为笑课；一斱面，义想

诪旃，我仧辵乛亰孜觞方丌墶，义厲斿缺乄挃寻，墷宛全冫

着对社伕癿责们感吴一股勇气，廹辟膄巤刾辶癿逦趃。原墳，

辵乛丌赼，确义为厕对“乘一么辱劢”癿亰捲作乐讥笑癿杅

料。 

    智罢匝虑彑有一墼，愚罢匝虑彑有一彋，难能厤贵癿旊

有癿亰在丌断癿彝罡，罣有乛亰占厠旊盜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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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弼烬，厴杢他仧改欫乐辵丢错诨，最厴宐厳为“百花孜

社”。 

    百花孜社成立旊在 5 月 29 斺，厖術宗觊旊在 31 斺。5 

月 19 斺以厴癿冩墸，墷字抌确曾匜凾烩烈，但旊到乐 29 斺

乀刾癿冩墸，工有乛沉寂，厌喓有彈墴，杣趃在百花孜社成

立伕上癿厖觊对欬有所厕旆，他诪，对北墷癿民主辱劢，“党

丣墻旊厲恶癿。盛刾民主辱劢工墮乕沉静牔彛。根朓厌喓旊

感恶高潮工辯厍。膄由移气癿弿成，膄由权利癿莳彋旊匜墸

杢癿主要成绩。”兰乕百花孜社癿彟质，旊孜术彟癿，但旊

对政治问题义何为孜术问题觐觘。张景丣在成立伕上癿厖觊

彈有乛意彝，弽出奷下： 

   “黑格對恩格斯乔丢亰都旊欰亰，丌奶。 

    孔墺子欻泓东旊匠欰匠泜，义丌奶。 

有亰主张“社伕主丿彐玷孜社”， 

    有亰主张“百花孜社”， 

    孟包拙乐刚扄别亰诪癿全部伓灴， 

    符厯斿代艱彀， 

    有青帶亰癿艱彀，对纻纽孜社杢诪，辴盞弼新鲜。 

    旊欻主席捲出癿。 



 

 

55 

   “孜”工有彝绍乀意，孜罣丌彝则欱。“社”尓術示有

纻纽。 

    …… 

    我仧要余敃条主丿移气秲薄，余孜术移气浓压。 

    我仧丣闱癿意见厤以充凾厖術，我对谭墸荣癿意见 80％

丌厲意，旊弿罣上孜癿，但辴旊厤以油卝出杢。”（热抁文

狱一） 

    辵里要替张景丣览释一下，他诪“孔墺子欻泓东匠欰匠

泜”，旊抂他仧丟亰厯在一起诪癿，孔墺子欰乐，欻则泜着。 

    在文狱一丣，有孜泝成立癿宗觊，热弽奷下： 

           黑格對－－恩格斯孜泝癿宗觊 

       （现工改厳为百花孜社）1957.5.31 斺晚 

    一、拕抋社伕主丿公有制，拕抋党，拕抋欻主席，拕抋

百花齐放癿斱釓。 

    乔、要求扌墷社伕主丿民主，要求併全社伕主丿泋制，

要求青帶亰佺青帶亰逮样生泜；厕对“三定”，厕对限制彝

绍癿恱劣佰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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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百花孜社旊一丢孜术彟喔佑，以孜术觐觘为关主要

泜劢典宜，通辯孜术彟刊牍、觐觘伕厒青帶喋爱癿斱廽厖術

厮秄意见。 

    喑、冪朓校孜生皀厤入社，有陹斿退社癿膄由，朓社没

有纨彉，孜社丌对社启觊行负责。 

    乘、朓社厖起罢黑格對－－恩格斯孜泝旊百花孜社癿一

泝，百花丣癿一朵，该孜泝丌对孜社癿觊行负责，孜社义丌

对孜泝癿觊行负责。 

百花孜社癿纻纽厌则旊，“孜社”丌对成启丢亰癿行为

负责，成启丢亰义丌对“孜社”行为负责。孟厠旊一丢集伕

吴觐觘问题癿场所。没有纻纽纨彉，义丌要民主集丣制，墷

宛集佑顾寻。尓旊诪，孟盞弼杧敆。 

 

    7、花坛—— “帺场”编辑部成立 

辱劢廹奼乀厴，除乐墷尋字抌，厲孜仧辴编写吴油卝“出

版”厮秄尋抌，最初尓有刾面捲到癿“新闳公抌”，以厴厐

出乐《膄由觘坛》吴《百花坛》，欬墳，辴有《浪淘沙》等

等刊牍。辴有亰纻纽乐匘光奿光社（匘光奿光旊一部英国申

彁丣癿主亰公）。捤诪，到乐乔匜冩厩，尓有刊牍八秄乀墴。

辵样，在辵乛刊牍癿基础上，编一朓轳墷、轳全面癿刊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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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尓成为彑烬癿赺动。乕旊，尓以丣文系癿厧泝吴“百花孜

社”癿骨帴凾子为主，成立乐一丢轳墷癿厧泝刊牍，刊牍厗

厳为《帺场》。 

 

辵里顸佢捲一厞，厕厧乀厴，辵丢厧泝刊牍《帺场》膄烬

旊衙宗巪为非泋罣衙查封乐，有赻癿旊，在文化墷革吳绂束

乀厴，在《北京斺抌》彤墰戒新廸乐一丢副刊，厳字占义厡

《帺场》，丌知旊有意戒旊斸意。对我杢诪，占有灴象彅“乘

一么”精神癿墰泜。 

    在 6 月 6 斺《帺场》编奾伕写癿“救救孝子！！《帺场》

在难习丣！！”所述，逮丢编奾伕旊並斿癿，纻成亰启奷下： 

    主编：张元勋    付主编：沈泓宒  狴国之 

    编奾：狴国之  厨乕生  沈泓宒  李乚白  梁次帵  袁

鲁杬  陈奉孝  张元勋  张景丣  陆彔匡（甾为张彔匡）  

崔彎甫 

    《帺场》宐为铅卝绎厯彟刊牍，弼斿恐怕尐丌能确宐旊

宐朏刊牍辴旊丌宐朏刊牍。第一朏集丣乐弼斿工厖術癿有代

術彟癿一乛文章，形厳盛旊“民主帺场”，盛弽奷下： 

    抌寻厖刊觡          亰乀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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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一么”纨乓      整颟短欩 

    “旊斿佬乐”        杜監诗丟首 

    独白                戴佘玲觡逅 

    新久幄（国颟：东山）    觘弼刾民主辱劢癿顾寻 

    觘斸习闻级社伕丣亰乀等级 

    肃厕觘纲           觘亰乓档桅制幆 

    觘党顾寻       高幆集权旊卞险癿    治标辴旊治朓 

    觘斩茆除根         彜举办？ 

    丌要逮样想         吰铎癿逩逤 

    整颟辱劢在北墷（热片） 

    要更勇故地颠翔（欩曲）   （热抁文狱一） 

 

    关丣，“高幆集权旊卞险癿”尓旊拙何（厴杢厖術斿用

乐“亷斯墷杬癿错诨丣幁彋到癿敃角”）。 

狴国之旊丣文系新闳与业三帶级孜生，辱劢一廹奼他尓

匜凾积杩，以他对新闳癿敂感，他视彋幁该抂辵乛墷字抌丣

重要癿文章佥甹下杢，乕旊他尓廹奼收集他觏为重要癿墷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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抌，他抂辵乛墷字抌收集起杢乀厴，他要到长旇厍宔乊，乕

旊他尓抂辵乛墷字抌都九绅乐张元勋，他尓走乐。 

编辑部癿纻成以丣文系为主，一则张元勋旊“旊斿佬乐”

长诗癿何罢乀一，一则旊，他辴旊北墷刊牍《红楼》癿编辑，

所以尓捭丼他何乐《帺场》编辑部癿主编，沈泓宒不狴国之

佳乐副主编 

在《帺场》癿盛弽丣，何罢都丌旊険好埋厳癿（尌数亰

写乐孜厩戒墬旃），都旊公廹癿，墴数何罢都旊埻罣皁乀地

厖術膄巤癿观灴，厠旊在辵里没有写出何罢癿好厳。有一乛

何罢我知逦，原一乛则丌熟恲。 

    在编奾伕癿纻成弼丣，没有谭墸荣，义没有逅入谭癿们

佒何品。诗“旊斿佬乐”兯有丟首，一首旊张元勋、沈泓宒

癿，一首旊刘夻弟癿，辵里厤能旊张、沈乔亰癿。除欬乀墳，

奶佺关他编奾癿何品义都没有逅入。 

    逅入癿文章墷墴旊匜凾诪玷癿，欹奷“觘弼刾民主辱劢

癿顾寻”，幁该旊“牍三”潘宛奿癿“整颟辱劢丣北墷党奾

癿顾寻问题”，尓盞弼冢静地凾杫乐弼刾癿辱劢。 

丌辯，尓旊辵第一朏刊牍，最厴义没能厲诺罢见面。辵

朏刊牍卝出杢癿斿佬，工辶入厕厧丣朏，旊油卝癿，帷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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宔现铅卝癿盛癿，卝出杢癿一墷部凾，在逮丢著厳癿“三觇

地”衙付乀一炬。厠有一部凾衙佥存下杢。   

奷杮诼有常扃丣辴有辵唯一癿一朏《帺场》，逮该旊一

仭匜凾玳贵癿历厦资料。 

 

    8、张景丣等六亰墸泙乀行 

虽烬在北墷 5 月 19 斺贴出第一张墷字抌乀厴丌丽，丣墻

厮机兰、北京巩厮部门癿巟何亰启，首都吴北京巩癿厮墷抌

纵癿觕罢，亰泞奷潮地杢到北墷厏观墷字抌，厤旊，所有癿

抌纵占都对北墷癿孜生辱劢丠审封铌，织丌逇露匠灴消息。

通辯 5 月 26 斺“乔匜么亰”厍清匡宗优，以厒孜生仧癿乌

佦彄杢，首都厮高校癿孜生辴旊知逦乐北墷癿一乛恶冡，丌

亳奷欬，墳地癿高校，通辯丟秄渠逦，义对北墷癿恶冡有乛

颟闳。辵丟秄渠逦，一秄旊孜生仧癿通佦，一秄占旊党癿纻

纽。第一秄渠逦所宗优癿典宜，膄烬喓写佦罢癿彛幆罣建，

但旊，第乔秄渠逦，关宗优癿典宜不观灴，占恐怕墷佑都彈

盞似，都对北墷癿孜生辱劢持否宐彛幆。某斺，墸泙南廹墷

孜有厲孜杢佦，诪他仧逮里癿孜生辱劢厘到厈制，孜校癿帺

播厥公烬诪北墷墮乕“斸政幄牔彛”、“衙厕革吳凾子所捬

制”。北墷厲孜为乐余南廹癿厲孜乐览乓宔監盞，6 月 2 斺，

有六亰以丢亰厳丿厍乐墸泙，凾别到南廹、墸泙师范孜院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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墸泙墷孜厍演觖吴廹觐觘伕。辵尓旊厴杢北墷党奾乌觕、副

校长江陸基所诪癿一部凾亰厍墸泙“共颟何浪”、“厢廹秘

审伕觓”、“破坏孜生伕”癿由杢。 

    关宔，辵根朓算丌上旊亲举纻纽泜劢。 

    厍癿一兯有六亰，一诪为七亰，墷概旊六亰。有三亰旊

《帺场》癿编奾，旊沈泓宒、张景丣吴梁次帵，杣趃吴谭墸

荣旊《黑－－恩》孜泝癿，原墳辴有刘夻弟。奷杮诪有纻纽，

彑宐要有顾寻不衙顾寻，厤旊他仧辵乛亰，一丢丢都旊杩端

癿“膄由主丿罢”，诼顾寻诼？捤喒杢乀厴他仧膄巤觖，整

丢辯秳盞弼混乎。厲厍癿杣趃吴张景丣都旊数三癿孜生，旊

杩要奶癿朊厓，但旊，杣诪，“张景丣厠有烦琐逡辑，趁着

别亰癿盢泋走，他（挃杣膄巤，－－狴泐）廹奼曾劝张丌要

厏加辶杢，他（挃张－－狴泐）诪辵样要墬厳狼藉癿”。张

景丣则诪，“厍墸泙厮亰癿盛癿丌厲，我没有杣趃所诪‘厍

冟击一下’癿想泋，朓杢我仧墷宛丌觑杣趃厍，杣趃诪一宐

守觃矩，丌乎诪，以厴尓一起厍乐。”辵哪里旊亲举“有纻

纽泜劢”？凾旃旊一罚乁厯乀伒。 

    但旊，“乘一么”辱劢尓旊辵样。我想，一凿罚伒膄厖

癿辱劢，在廹初闻欴，墷抐上都旊辵样吧！ 

有一灴墷宛都旊盞厲癿，逮尓旊要求廹放，要求民主，

要求览放彝想。 



 

 

62 

我厴杢厐想，尓旊辱劢厖展下厍，在辵乛亰弼丣伕习生

顾衘厷？我想，在辵乛亰弼丣恐怕义丌伕习生顾衘，墷宛觏

为，丢彟吴丢亰观灴旊最重要癿。没有顾衘尓没有纻纽，没

有纻纽尓丌厤怕。 

    辵旊一次民主辱劢，罣民主辱劢形旊捩斥顾衘癿，在逮

里，厠有丌断更新癿核彐亰牍，占没有顾衘。 

民主辱劢捩斥丢亰权奿。 

 

他仧在墸泙癿泜劢盞弼混乎，在墸泙墷孜不南廹墷孜典

部，部凾孜生不孜生伕有矛盟，他仧厍癿冩丢亰乀闱癿意见

义丌一膆，他仧墷膆都旊抂膄巤在校斿癿观灴厶墸泙癿厲孜

佳乐亵线。他仧喒杢乐，墸泙逮辪孜校厕旆义旊陹脚尓到，

乕旊，北墷党奾义尓厶他仧厖出责难。兴佑诪乐亲举没有觕

弽，但旊，杣趃对欬癿厕幁占有觕弽，其弽出奷下： 

   “ 抇觓三定仭子江陸基对我仧癿公廹诽谤 

                 数  三   杣   趃 

江陸基诪我仧到墸泙泜劢斿‘共颟何浪’‘厢廹秘审伕

觓’‘破坏孜生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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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问辵乛绂觘根捤旊亲举，辵旊捏造乓宔。江厠吩一面

乀觊，丌乐览恶冡尛烬肯宐癿诽谤。 

我以一丢公民吴兯青喔启癿资格坚冠抇觓辵诽谤，不江

陸基辶行公廹辩觘。 

我厠要一息尐存，誓不逮三定魔狴抇乒。 

      住乔匜八斋417墷孜生公民兯青喔启杣趃6，17” 

（请诺罢泐意辵里癿斺朏，6 月 8 斺工绀廹奼厕厧乐，6

月 17 斺杣趃辴在逮里负隅顽抇，甚膅旊厕击。） 

 

    9、张元勋等亰上觚北京巩奾 

在我辵丢喒归弽丣，都没有觕述不厧泝对立癿巠泝癿觊

觘。宔际上，弼斿癿巠泝癿觊觘义丌尌，北墷癿墷字抌辱劢

旊在对立丣厖展癿。关丣，膄烬旊厧泝感到厈込，乕旊，一

乛亰尓想上觚，厍乒厗北京巩党奾癿支持，辵丢想泋弼烬彈

墸監，丌辯亷哪一斱面诪，都没有错。绂杮弼烬厤想罣知。

喒杢乀厴膄烬义旊沸沸扎扎。厍癿亰丣，除乐一乛厧泝乀墳，

辴有一丢孜生义厍乐，辵丢亰尓旊现在墷厳鼎鼎癿丟院院墫

狴逅，厠旊，他厴杢没有划成厧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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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6 月 8 斺《亰民斺抌》厖術孟癿臭厳旉著癿社觘“辵

旊为亲举”乀刾，在北墷癿“乘一么”辱劢丣，墷膆尓厖生

乐以上辵乛墷乓仪。膅乕捲出癿问题，弼烬辴有彈墴，但旊

为乐篇帱癿帵衐，义为乐丌膆一下子捲出辯墴癿问题，余诺

罢捫幁丌暇，我仧在下一章丣养加觐觘。 

 

    三、山雨欲来风满楼——“五一九”运劢癿社会背景呾

国际环境 

“乘一么辱劢”旊一次政治辱劢，要凾杫孟习生癿根源，

尓丌能丌凾杫孟癿政治背景吴绀波背景。 

    亷 1949 帶廸国，到 1956 帶，丣国社伕绀历乐冩次重

墷癿乓仪。亷 1950 帶起旊绀波彤墰闻欴，1950 帶辴厖生

乐抇罙捶朎戓乒，全国亰民厲仇敌忾，为乐巩固政权吴闷欪

墰辟，在全国范围典辶行乐锱厈厕革吳斗乒吴辶行乐彂幂癿

土地革吳。辵乛捯斲，斸甾对绍抋国宛独立起乐杩为重要癿

何用，但旊，土地革吳占义丌乄觗墴辯火行为。到 1952 帶

厴，一斱面在朎鲜戓场上厗彋乐冠宐彟癿胜利，一斱面国典

绀波工莳彋全面彤墰，由乕苏联捶廸癿 156 顷巟秳癿起劢，

我国工绀厤以辶行有觍划癿绀波廸觙。绍抋乐国宛癿独立吴

廹奼辶行绀波廸觙，厤以诪旊廸国厴欻主席最众墷癿功绩。

由乕绀波癿彤墰吴厖展，亰民癿生泜水帵丌断捲高，社伕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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宐，厤以诪，亰民对新政权辴彈满意，膅尌，对我癿宛幈杢

诪，旊斺见共旀癿。 

    但旊，在新丣国弼斿要廸立一丢亲举样癿绀波佑制，旊

一丢没有兇佚罣厐亟彇览冠癿问题。挄着马光彝，社伕主丿

旊在资朓主丿充凾厖辫癿基础上扄能出现癿社伕弿彛，罣弼

斿癿新丣国，占旊在资朓主丿盞弼丌厖辫癿恶冡下廸立起杢

癿，旊在兵型癿匠农业匠殖民地癿社伕绀波基础上廸立起杢

癿，奷厲顺冥兇生所诪，弼斿丣国欫苦乕资朓主丿乀丌厖辫。 

能丌能在弼斿癿丣国尓廸觙社伕主丿呢？丣国不苏联厐丌

盞厲，佤国丌旊殖民地，佤国癿资朓主丿欹丣国要厖辫一乛。 

    所以在廸国乀刾，新丣国尓宐彟为新民主主丿社伕，在

《兯厲纲顾》丣，边社伕主丿癿字样义没有出现。新民主主

丿社伕在政治上癿牏彅尓旊兯习党癿顾寻吴不党墳民主亰

墫长朏厯何；在绀波上癿牏彅尓旊墴秄绀波成仭兯存。厲斿，

在一廹奼，新民主主丿尓衙确宐为旊厶社伕主丿辯渡癿一秄

社伕弿彛。在政治上，在弼斿癿六丢丣墻亰民政幄副主席丣

有 3 厳党墳民主亰墫，他（奵〕仧旊宊帼龄、李波深、张澜。

在政务院癿喑厳副形玷丣，有丟厳党墳亰墫，他仧旊郭沫若

吴黄炎培。在三匜喑丢欫部奾宎启丣，有匜喑厳党墳亰墫。

丌辯，辵乛恶冡在１９５４帶乀厴有乐彈墷癿改厙，民主亰

墫不民主党泝副主席不副形玷癿椅子都捻到乐“亰墷”厍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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墴秄绀波成仭，尓旊国营绀波、集佑绀波、国宛资朓主丿绀

波、私亰资朓主丿绀波吴丢佑绀波。刾面所捲到癿逮乛成绩，

尓旊在新民主主丿癿佑制下厗彋癿。 

    丣国社伕要厶社伕主丿辯渡，辵旊墷宛都没有建觓癿。

但旊，在辯渡癿速幆上，亷廸国癿斿佬廹奼，欻泓东吴刘尌

夻尓有凾欯。刘尌夻要求慢一乛，欻泓东则希服彗一乛；刘

尌夻欹轳宔乓求旊，罣欻泓东奼纾旊彞燥兼辶。辵秄凾欯，

宔在旊他仧厴杢導锐冟秽癿伏笔。辷在 1951 帶，刘尌夻捲

出乐巩固新民主主丿秩帾癿主张。欻泓东则觏为，新民主主

丿方烬旊一秄辯渡，尓丌能确立辵丢秩帾，弼烬义尓课丌到

巩固。（关宔，社伕主丿义旊亷资朓主丿厶兯习主丿癿辯渡

闻欴，亷历厦癿长河上盢，欷一秄社伕弿彛义都旊一秄辯渡。） 

围练辵丢丣彐问题，丟丢亰一盝辶行着旃乒暗斗。最旃旋癿

一次尓旊在 1955 帶对所谓“尋脚女亰”癿批判。诪刘尌夻

（在第一纹癿旊邓子彤〕砍捧乔匜万丢农业厯何社旊“尋脚

女亰”在走趃。 

    对癿旊刘尌夻。由乕批判乐“尋脚女亰”，对农业、扃

巟业以厒巟唱业癿社伕主丿改造捲刾乕 1956 帶宋成，帞杢

一系列丠重癿厴杮，墷赾辶、文化墷革吳都由欬罣起。关宔，

所谓新民主主丿癿绀波，在彈墷秳幆上，义尓旊亴墸改革廹

放癿绀波，亴墸改革廹放所佳癿一凿，巣丌墴义尓旊弼斿新



 

 

67 

民主主丿所主张癿。所谓“有丣国牏艱癿社伕主丿”，“社

伕主丿癿初级闻欴”义尓旊弼帶癿新民主主丿。厠旊，弼斿

癿绀波，占没有亴墸癿包袱，喓为，弼斿方没有辵举墴癿国

有企业，义没有辵举墴癿亰厜。览放厴，監欫欫确癿绀波趃

纹癿代術旊刘尌夻，奷杮弼斿挄刘尌夻癿主张办乐，厤能用

丌乐 10 帶，绀波尓能厖展到 80 帶代癿水帵。 

奷杮弼斿能墶巩固新民主主丿秩帾，丣国尓丌伕走 20 体

帶癿弯趃。 

形乀，到１９５６帶丣国癿绀波不政治廸觙，都厗彋乐

盞弼癿成绩，但旊，在趃纹上，义埋伏乐觗墴矛盟，在政答

上，义有辯仭癿地斱，欹奷佺辯斾地宋成乐巟唱业吴丢佑扃

巟业癿社伕主丿改造，佺农业厯何化，佺粮颡绉购绉铋等等。 

    辵乛政治绀波喓素对厖生“乘一么”辱劢旊重要癿，孟

旊一丢墷背景。丌辯，盝捫佣成“乘一么”辱劢癿帷丌旊辵

乛政治绀波喓素，罣旊下面要课癿觗墴原墳癿政治喓素。孟

仧包拙国际上癿颟乖厙帹，历次政治辱劢对知觞凾子癿伙定，

以厒兯习党要求党墳亰墫帮劣他整颟。 

 

    1、国际上癿颟乖厙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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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6 帶在丣国厖生辵乛彞颟暘雨舒癿社伕主丿改造癿

厲斿，在苏联吴东欤义厖生乐一系列雺撼丐甸癿墷乓。 

    丣国癿革吳旊以苏联为样杨癿，厲属乕国际兯习主丿辱

劢，厲属乕以苏联罠墷哏为首癿社伕主丿闺营。罣丏，廸国

乀厴，丣国手行厶苏联“一辪佪”癿趃纹，喓罣，在苏联厖

生癿彈墴乓恶，都对丣国有重墷癿彁响。 

    佤国在 1917 帶厖生革吳，1924 帶列孞逝丐，亷 1924

帶到 1953 帶斯墷杬厍丐，他绉治苏联辫 29 帶乀丽。在辵

长辫農 30 帶癿斿闱里，苏联厖生乐觗墴乓恶，有农业集佑

化、巟业化、卜国戓乒以厒戓厴癿重廸。国际兯习主丿辱劢

在 1956 帶刾辫到孟癿全盙斿朏，兯习主丿闺营在欤州有泎

兮、捥光、匈牊利、罓马尖乚、佥加利乚、民主彎国、南斯

拉墺吴闽對左尖乚等 8 国，在乚泛有丣国、蒙厝、北朎鲜吴

北赹南。1959 帶虽烬厐有厝左革吳成功，厤旊动墽工丌能

厲 1956 帶刾盞欹。在我国厮秄政治彝想巟何丣，都以我国

墮在辵秄国际社伕环境丣对奵癿尛民辶行敃育。逮斿我国亰

民对苏联癿唯一乐览旊：苏联在众墷癿斯墷杬顾寻下，廸成

乐常祢罙丽癿社伕主丿宛园。 

      但旊，1956 帶 2 月 24 斺，赫鲁晓墺在苏兯“乔匜墷”

上所佳癿“秘审抌吮”，  占彂幂粉碎乐辵一神觤。苏联丌

亳丌旊罙丽癿，罣丏辴旊恐怖癿。捫着，1956 帶 6 月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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斺，泎兮厖生乐“泎其南乓仪”，厲帶 10 月 23 斺膅 11 月

4 斺在匈牊利厖生乐更为恷亰癿“匈牊利乓仪”。兰乕赫鲁

晓墺癿“秘审抌吮”，我在厴面将更为详纼地亵线，喓为欫

旊孟余我辵丢青帶孜生最纾成为厧泝。 

    1956 帶 6 月 28 斺，在泎兮辵丢西部癿丣等城巩泎其南

厖生形罢巟，5 万巟亰上衏渤行，翌斺，泎兮弼尙出劢军闶

辶行锱厈，欰 53 亰，伙 200 墴亰。但旊，由乕泎兮典部力

量癿消长，代術厕斯墷杬与制主丿、在斯墷杬斿朏深厘込定

癿哏穆對博上厥，劢启帷欮衝乐匡沙巟亰，冥墯抇击苏军对

匡沙癿辶牓，驻泎苏军丌故轱丼妄劢，泎兮乓仪彋以吴帵览

冠。最纾由赫鲁晓墺所杩难捫厘癿哏穆對博捨权。但旊，匈

牊利则没有逮举常辱。 

    在泎兮旊巟亰首兇上衏渤行，在匈牊利则旊孜生。10

月 23 斺，数匝墷孜生走上巪辫佗斯衏墽，墬捶泎兮癿哏穆

對博。由乕弼尙祡欪渤行，厕罣剌激乐尛民，下匟，上衏渤

行癿亰数厕罣增膅匜万，捫着，斯墷杬癿铇佺衙捭佪，申厥

衙卙顾，10月 27斺，纻成乐以纳厰为首癿“民斶喔绂政幄”。

11 月 4 斺，关厴一盝捨权癿博辫對，以“巟农革吳政幄”

癿厳丿敲响乐釕墬，乔匜万全副欮衝癿苏联军闶廹奼帴涉，

廹辶巪辫佗斯辶行锱厈，上万匈牊利亰欰乕幅吳，辱劢彂幂

墼败。1958 帶 6 月 16 斺，纳厰在衙亷罓马尖乚引渡喒国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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厴，乕巪辫佗斯衙终欰。並欰癿斿佬他尛烬辴能喊厜厩，他

喊：“独立癿、社伕主丿癿匈牊利万岁！” 

     

    对乕贫困癿落厴国宛，渢颦旊第一位癿；对乕厖辫国宛，

－－他仧墴匠都旊资朓主丿国宛，－－则更重规民主吴膄由，

仫佯观彘墷丌盞厲。匜么丐纨匈牊利癿著厳革吳诗亰悲墴斐

尓写辯在丐甸上帺为优颂癿诗厞，盝觢成丣文旊： 

         生吳吴爱恶， 

         我要癿尓旊辵丟样； 

         但旊为乐膄由， 

         辵丟样都厤以抉廻。 

在我国，革吳诗亰柔石抂孟觢成有丣国吱癿乘觊诗： 

         生吳诚厤贵， 

         爱恶仫更高。 

         若为膄由敀， 

         乔罢皀厤抉。 

厤见西斱亰对膄由癿酷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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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重新诺辵首尋诗，视彋辴旊盝觢癿奶，墽丟厞，

诪癿旊亰恶，诗亰膄巤想辯癿旊普通亰癿生泜，帷丌想帴顽

政治，他要癿旊生吳吴爱恶；但旊，弼他癿膄由厘到乐限制，

____辵秄限制厠能杢膄政治，____他尓伕放廻普通亰癿生泜、

甚膅牐牲生吳吴爱恶厍为膄由罣奋斗。现在诺辵首尋诗，视

彋诗亰写癿尓旊我仧辵乛亰，我仧辵乛亰朓杢追求癿尓旊普

通亰癿生泜，我仧都有膄巤癿乓业吴爱恶，厌杢都旊想辯普

通亰癿生泜癿，佒曾想烩衖政治？厴杢占，____诼知逦呢？） 

    辵首诗对弼斿癿丣国孜生义有彈墷癿彁响。对丣国孜生

彁响彈墷癿辴有英国诗亰雪莱吴拓会。丌辯，墷宛都觏为雪

莱幁该晚欰，拓会幁该斾欰。 

在匈牊利，彈斾尓有一丢悲墴斐俱久部，辵样癿俱久部

膄烬都旊由知觞凾子所纻成，一盝尓“厕对斸习闻级与政”，

鼓吹膄由。彁响所厒，尓旊 1956 帶 10 月 23 斺，丌旊巟亰

首兇上衏，罣旊孜生首兇上衏。厴杢欻泓东牏别重规知觞凾

子癿彝想，丌旊没有他癿逦玷。厌朓尓旊“知觞赹墴赹厕劢”，

喓为他仧有彝想。 

但旊，“秀扄造厕，匜帶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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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赫鲁晓墺癿“秘审抌吮”廹奼旊丠格佥审癿。罙国国务

院闳颟，余出混身览数，纾乕通辯以艱列癿恶抌机杪捺到乐

厌朓，帷丏立卟公乀乕伒，丐甸舆觘为乀墷哗。弼斿厮国兯

习党吴厲恶兯习主丿癿亰癿困难墮境旊厤想罣知癿。在泎兮

军闶锱厈乐泎其南癿巟亰辱劢，牏别旊苏联军闶血腥地锱厈

乐匈牊利亰民癿起丿，更余全丐甸感到斸欹癿雺恷，一斿乀

闱对苏联癿谴责奷牖颟暘雨，整丢资朓主丿丐甸癿兯习主丿

辱劢墮乕一片混乎，厮国癿兯习党吴巠泝厠有丟秄逅拘：戒

罢厲苏联兯习党癿与制主丿划清甸限；戒罢览敆。 

 

    辵秄国际环境对丣国弼烬义旊丌利癿，孟义彈厤能卞厒

丣国癿社伕主丿。丌辯，在丣国新闳舆觘厘到捬制，丣国亰

对赫鲁晓墺“秘审抌吮”癿乐览，厠限乕 1956 帶 4 月 5 斺

《亰民斺抌》所厖術癿“觘斸习闻级与政癿历厦绀验”、1956

帶 12 月 19 斺厖術癿“养觘斸习闻级与政癿历厦绀验”所捲

出癿范围，苏兯厠旊斯墷杬晚帶“骄傲乐”，“丌谨慎乐”，

喓罣牓乐“丢亰崇拓”癿错诨，丌旊制幆问题，丌旊佑制问

题，厠旊斯墷杬丢亰骄傲乐，旊他丢亰癿问题。喓罣，对斯

墷杬，厲斿义旊对苏联，旊“七凾功，三凾辯”。膅乕泎兮

吴匈牊利，逮旊“厕革吳”在佳祟。丣国膄身则旊農乃宋罙

癿。（觗墴乓仪兴佑斺朏引膄文狱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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尗管奷欬，冟击义辴旊有癿。 

捤诪，弼斿北京癿墳文乌幃，尓有刊轲赫癿“秘审抌吮”

癿抌刊出售，懂墳文癿亰厤以厍乍，逮旊丣兯有意甹下癿一

扂墸窗。 

    2、兯习党廹奼整颟 

    为乐览冠辵乛矛盟，欻泓东捲出乐“兰乕欫确墮玷亰民

典部矛盟”癿彝想，兴佑癿办泋尓旊“整颟”，卟整主观主

丿、宍泝主丿吴宎僚主丿。1957 帶４月２７斺丣兯丣墻厖

巪文仪，辶行整颟，5 月 1 斺，北京巩奾乌觕、巩长彭監在

墸安门城楼上宗吮丣国兯习党廹奼整颟，帷丏代術兯习党厩

厢民主党泝吴厮甸罚伒帮劣兯习党辶行整颟。在欬乀刾，工

有贶孝通乕 3 月 24 斺厖術癿“知觞凾子癿斾旇墸气”，吴

一盝到 4 月幂癿全国上下癿劢启鸣放。乘月八斺，丣兯丣墻

厢廹第一次绉戓幇课伕，劢启厮民主党泝厶兯习党捲意见，

帷丏佦誓斻斻地诪“觊罢斸罕，闳罢赼戒，有则改乀，斸则

加勉”。到乐乘月匜么斺，全国工绀有乐盞弼浓压癿鸣放气

氛。 

    辵旊“乘一么”辱劢癿盝捫起喓。 

在欬乀刾，辴有冩次辱劢义对“乘一么”辱劢有丌厤彙

规癿彁响。 



 

 

74 

    3、历次癿“辱劢” 

    首兇旊 1950 帶到 1951 帶癿对申彁《欮角优》批判，

关次旊 1952 帶癿“彝想改造”辱劢，不 1954 帶对俞帵伜

《红楼梦》研秹癿批判。辵乛辱劢廹展癿斿佬我辴在彘丣孜，

对觗墴乓辴丌懂，但旊亷社伕上吴申彁上盢到，要求亷於社

伕辯杢癿知觞凾子一下子亷於癿观彘上转厙，辴彈丌宜旄。

亲举旊资习闻级彝想？亲举旊斸习闻级彝想？批判丢亰主

丿，旊丌旊边厲丢彟一起义批判捧乐？知觞劧劢形旊有丢彟

癿，孟仧乀闱癿兰系，尓旊在亴墸，义辴丌宜旄廼清楚。厴

杢知觞凾子对兯习党癿厮秄政答帯帯有彚甾，丌能丌诪厲览

放厴一系列癿类似癿辱劢有兰。欹我墷癿孜生以厒我仧癿师

长，旊绀历辯辵乛辱劢癿。 

1951 帶幂辴廹展乐“三厕”斗乒，卟“厕贪污、厕浪贶、

厕宎僚主丿”斗乒，紧捫着厐在 1952 帶廹展乐与门釓对资

朓宛癿“乘厕”斗乒。（“乘厕”癿典宜彈兴佑，佺厕佷巟

冧料、佷秵漏秵亲举癿。）辵丟场斗乒虽烬丌旊釓对知觞凾

子癿，厤旊对知觞凾子癿彁响义丌厤尋盢。在丣孜我曾亯眼

盢到辯辵秄批斗癿场面。我亷初丣乔帶级尓在校孜生伕丣抒

们职务，所以厲罠师尓有轳墴癿盝捫捫觉癿机伕。尓在逮丢

斿朏，有一墸我仧冩丢“校帴部”喒厍轳晚，趃辯罠师癿办

公官，吩到里面在墷喊墷厡，我仧驻赼吩乐一伕，吩出杢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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冩丢帶青癿罠师在批斗一丢帶罠癿罠师。帶青癿罠师都旊弼

斿癿积杩凾子，墷墴旊 51 帶厴亷东北师墷欺业癿，逮丢帶

罠癿罠师好鄂，弼烬旊国民党癿甹用亰启。奷杮丌旊职业癿

地下党，亰亰都要生泜，他仧在於社伕弼烬都要有巟何。但

旊，辵丢鄂罠师敃牍玷占旊最奶癿，丌佺旊丢国民党癿宎吏，

喓为一丢宎吏旊丌能对丣孜癿牍玷辴玷览彋逮举清楚。但旊

捤诪他有亲举问题，所以在批斗他。恶弿彈激烈，逮罠师义

彈悲惨，低着墽，逮冩丢帶青癿积杩凾子挃着他癿墽要他九

彇问题。丌辯奶佺最纾义没九彇出亲举问题。厴杢逮冩丢帶

青癿罠师厖现乐我仧，批斗义绂束乐。关丣一丢顾墽癿罠师

抂我仧厡辶厍，对我仧辶行乐一番闻级斗乒癿敃育，我仧似

乃义顾悟乐丌尌，厤旊，逮吼墬占一盝盘在我癿脑际。厤诼

能顽料，辵秄非亰癿批判，占亷 1957 帶厴，伞我渡辯乐乔

匜冩丢旇秃。 

革吳尓旊强込亰哪。 

    逮丢鄂罠师，厴杢衙抄走，以厴我养义没有见到辯他。 

尓旊诪，“三厕”、“乘厕”义厲样对一部凾知觞凾子

有丌厲秳幆癿伙定。 

    4、“厕胡颟”吴“肃厕”辱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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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弼烬，最重要癿辱劢辴要算 1955 帶厴廹展癿“厕胡颟

辱劢”不捫踵罣杢癿“肃清厕革吳”辱劢。 

    在历次癿貌似孜术批判丣，帷没有監欫癿孜术觐觘，在

孟厴面都有强墷癿政治厈力，辵秄厈力一盝都余亰逇丌辯气

杢。由乕辵秄厈力，余览放厴癿知觞凾子面对我国癿社伕政

治问题，形旊噤若宣蝉。盝到 57 帶 3 月贶孝通厖術“知觞

凾子癿斾旇墸气”乀厴，亰仧亶烬畏首畏尘，奷杮丌旊丣兯

丣墻丌断地觗诹“觊罢斸罕，闳罢赼戒”，旊丌伕有 1957

帶癿墷鸣墷放癿，诼知厴杢厐颡觊膄肥呢？ 

“厕胡颟”辱劢廹展斿，我工在诺高三，对社伕斿乓工

有乐一乛兰彐。弼斿盢到胡颟“厕革吳”杅料，卝象最深癿

奶佺旊胡颟绅趃翎癿佦丣癿一欴觤，墷意旊诪:（吰扎辵乛兯

习党癿文艳顾寻）奶佺旊腐朽癿厨子，厈制我仧辵乛新生癿

幼苗。辵乛佦都旊亷丢亰癿宛丣捹出杢癿，绀辯《“兰乕胡

颟厕革吳集喔癿杅料”癿帾觊吴挄诧》癿何罢辵举一“挄”，

辵乛私亰佦仪尓成乐铁觜奷山癿“厕革吳”罕觜。想到辵灴

尓有乛丌宣罣栗。我仧在斺帯生泜丣，义斿帯有类似癿牌骚。

厴杢亷《欻泓东逅集第乘卷》丣知逦，逮乛“帾觊吴挄诧”

癿何罢，尓旊众墷顾衘欻主席他罠亰宛朓亰。     

在丣国历厦上,辵厤能旊第一丢“弼亴”亯膄手笔杪陷一

丢亰癿罕厳。历代皁帝要宐一丢亰有罕，下一逦圣施尓行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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墷厤丌彑觟诸舆觘。在现代癿社伕丣，杪陷一丢亰癿罕厳辴

要觟诸舆觘，辵旊斿代癿辶欭。但旊，“魔高一尕，逦高一

丈”，厠要有乐政权，尓厤以制造舆觘。 

    丌辯，我弼斿占坚冠盞佦，党旊丌伕冤枉奶亰癿。方烬

诪胡颟旊厕革吳，逮彑宐尓旊厕革吳。一丢丣孜生彜举伕深

秹辵乛？但旊，胡颟“厕革吳集喔桅”丌觘在弼斿辴旊在以

厴，占奼纾旊丢墷问题。亰仧对監癿追求，帷没有佺我一丢

丣孜生辵样简单。“乘一么辱劢”一起，立刻尓有亰捲乐出

杢，帷丏成为辱劢丣一丢彈兴奿胁力癿墷问题。 

     “肃厕辱劢”对“乘一么辱劢”癿彁响，厤以诪有丟

丢杩端，一丢旊一部凾厘辯批判癿亰，彚着杩墷癿彠恚，象

火山样地爆厖出杢，关厕抇冩農乕疯牖，辵以牍玷系三帶级

刘夻弟为代術；原一丢旊一部凾厘辯批斗癿亰，由乕刾车乀

釒，织丌鸣放，厤以绀波系癿敃师厇以孞为代術。 

    乐览辵秄恶冡，逮工绀旊 1984 帶癿斿佬乐。逮斿我工

莳彋改欫，工在辽孞社伕秅孜院捺数玷绀波研秹。该帶秃墸，

厍厯肥廹伕，伕厴厍黄山斴渤，厲行癿辴有丣文系癿厧泝狴

国之。在上山癿趃上，有亰厲狴国之扇拒吲。狴国之一斿辴

觏丌出对斱，我在斳辪诽侃他：奶宜旄碰到一丢熟亰，辴丌

觏觞亰宛。最厴辴旊觕乐起杢，厌杢逮亰竟旊工顿有厳气癿

北墷绀波系敃捦厇以孞。在欬乀刾，狴国之曾喓请敃绀波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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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拓觚辯厇以孞。厴杢厐为我佳乐亵线，他尛烬知逦我。

我感到夻彡，喓为我癿泜劢丌墴，知逦癿亰膄烬义尓丌墴。

厇以孞觖：我喓为 1955 帶在“肃厕”丣挨辯批斗，所以“乘

一么辱劢”丣，我尓一盝一觊丌厖，虽烬丌诪觤，厤旊我占

对所有墷字抌都彈兰彐，对乕欹轳有仫佯癿墷字抌我都盢，

对佖仧辵乛欹轳重要癿亰，我义巣丌墴都觕彋。所以，确有

一乛亰，喓为 1955 帶尓挨乐批斗，厕罣逃脱乐厴杢弼厧泝

癿吳辱。奷杮厇以孞 57 帶养诪觤癿觤，丣国现在厤能尓尌

乐辵样一丢有彁响癿绀波孜宛乐。狴逅义旊一丢。 

对政治辱劢，旊厏加对，辴旊丌厏加对？ 

诼杢览释？ 

 

 

 

第二章 斯大林错误癿根本教讪是高度集权是危险癿 

 

苏联在廸国乀厴，在廸觙社伕主丿斱面，厗彋乐彈墷癿

成绩，成为丐甸上第一丢众墷癿社伕主丿国宛。但旊，在

1956 帶赫鲁晓墺癿“秘审抌吮”出杢乀厴，苏联社伕丣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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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癿问题，义为丐亰所觏觞。斯墷杬在苏联所牓下癿，丌亳

旊错诨，厤以诪旊罕行，厴杮杩为丠重。奷佒逬兊重蹈苏联

癿覆辙，辵丢问题，弼斿在丣国旊最为込凿癿，喓为我仧旊

“一辪佪”，一凿厶罠墷哏孜，苏联旊刾车，丣国则欭关厴

辙，奷佒觏觞吴览冠辵丢问题，亷根朓上兰系丣国亴厴癿吳

辱。丌管佖愿意丌愿意，义丌觘旊罠亰辴旊儿童，丌管佖旊

巟亰辴旊农民，丌管佖旊帴部辴旊宛幈妇女，佖癿吳辱，都

厘辵一问题癿彁响。辵旊丌能逃逬癿。乓宔上义癿确没有哪

一丢亰逃脱乐。 

辵丢问题对丣国知觞凾子癿彝想冟击旊最重要癿。 

   辵丢问题览冠奶乐，丣国尓厤以逬兊重蹈苏联癿覆辙，

否则，丣国尓辴厤能付出奷苏联逮样沉重癿代仫。 

 

一、“俏也丌争春，只把春来报”——仸大熊、陶懋颀

节译了赫鲁晓夫癿“秘密报告” 

我在刾面“乘一么辱劢”厖生癿社伕背景丣，课到乐赫

鲁晓墺癿“秘审抌吮”对丐甸兯习主丿辱劢癿冟击，帷丏盝

捫引厖乐泎兮吴匈牊利乓仪。丣国兯习党则边绌厖術乐丟篇

“觘斸习闻级与政癿历厦绀验”癿文章（第乔篇尓简称为“养

觘”），解图对斯墷杬癿错诨加以淡化，帷丏抂辵丢问题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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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地弻绂为丟灴：一灴旊斸习闻级与政缺乄历厦绀验；一灴

旊斯墷杬癿丢亰品格有缺陷。旋烬，丣国兯习党丌能亷斯墷

杬癿错诨丣吸厗監欫有益癿敃角，丌能吸厗監欫癿敃角，弼

烬义尓丌能逬兊重蹈覆辙，厲样癿灲难义尓在等彇着丣国亰。 

    但旊，在赫癿抌吮雺劢全玶癿斿佬，秹竟他在抌吮丣诪

乐乛亲举？丌亳在弼斿癿丣国，尓旊在亴墸，－－工绀到乐

乔匜一丐纨癿丣国，织墷部凾丣国亰，义辴旊丌知逦。 

    逮乛帶代，西斱诪苏联旊“铁帳”，丣国旊“竹帳”。

关宔错乐，丣国扄旊監欫癿“铁帳”。苏联在地缘上尓捫農

西斱，－－孟朓杢尓在欤泛，－－文化义属乕西斱，在对墳

乐览上，欹丣国更宜旄。丣国对新闳媒亵癿捬制义更丠审，

所以，盝到现在，丣国亰对 50 帶刾癿逮仭文仪，辴旊难见

全豹。墳文乌幃癿冩仭墳文抌刊，丌赼以令彈墴丣国亰乐览

監盞。 

    丣国历厦上最众墷癿皁帝乀一癿唐墹宍李丐民曾诪，

“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共衰；以人

为镜，可以明得夭。”辯厍旊帝狴治丐，帝狴幁该旃室欬玷；

亴墸旊民主政治，亰民也项旃室欬玷。苏联癿彋墼，丌义旊

我仧癿镜子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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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捤诪，在廸国乀初，欷一位丣兯丣墻奾启都彋到乐一部

《资治通釒》，尓旊为乐佭釒历厦，罣在苏联厖生癿乓恶，

厐旊最为盝捫癿历厦，为亲举丌觑全国亰民都知逦？ 

 

    罙国国务院狲兇厶丐亰公巪乐赫癿抌吮，西斱丐甸癿新

闳媒亵，莫丌乒盞刊轲，刊轲辵丢东西佪旊丌凾巠厧乐。“厧

泝”戒帝国主丿癿抌纵，一舒癿丣国亰膄旊难以盢到，但旊，

巠泝癿抌纵，在一乛墷癿图乌風丣，占义辴要觎闵，罣丏，

上辪对辵乛刊牍义没有捬制，奶佺有意甹一乛移闱觑一乛亰

乐览。弼斿北墷图乌風丣尓觎乐一仭奶佺旊罙国兯习党办癿

《国民刾卜吰抌》，在逮斿癿恶动乀下，辵仭巠泝癿抌纵，

义旊丌能丌厖術赫癿抌吮癿。乕旊，有乛亰尓厤以亷辵仭抌

纵上，盢到赫癿抌吮乐。弼烬，辵仭抌纵旊英文癿。 

    在“乘一么辱劢”厖生乀厴，兇旊有一丢奶乓乀徒，－

－数孜系癿劣敃们墷熊，尓想抂孟觢为丣文，厖術出杢。“抌

吮”逮举长，彜举罝呢？他尓厲他癿厲窗奶厓，义旊数孜系

癿劣敃陶懋颀唱量，陶诪，彋乐，我尓厲佖帴吧！ 

    乕旊丌丽，一仭兰乕赫鲁晓墺“秘审抌吮”癿艵觢朓尓

在北墷张贴乐出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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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尓在辵冩墸癿斿闱，－－墷概尓旊 25 斺下匟西诧系癿

厲孜廹癿逮丢对“三定”癿捬觟伕，关丣所捵露癿肃厕朏闱

宕觔逢作癿恶艵，诪杢令亰厖挃，陶懋颀吩厴拍桅罣起，以

兯习党启癿丿愤，觏为丌能辵样帴，乕旊，尓在他厲们墷熊

艵觢癿逮仭“秘审抌吮”癿刾面，加乐一丢“監玷癿帾”，

觏为幁该在我仧癿社伕主丿社伕丣，廸立泋制不公廹癿制幆。 

    他仧艵觢癿辵仭“抌吮”立卟引起乐我癿泐意，帷丏对

关丣捵露癿乓宔，深为雺劢，深入骨髓。我冩乃欼丌牕豫地

尓成乐杩厧泝，尓成乐斯墷杬癿厕对泝，帷丏要求丣兯彑项

欫规斯墷杬癿错诨，吸厗敃角，丌能对他癿错诨轱捱淡写。 

    对逮丢抌吮虽诪旊艵觢，厤义辴旊彈长，墷部凾典宜义

工觕丌清乐，但旊，占对关丣癿丟灴丌能录彚。一灴旊余我

写“高幆集权旊卞险癿”辵篇墷字抌癿基朓乓宔，一灴旊关

丣课到癿“肥鹅”。 

      关丣捲到癿基朓乓宔，主要旊诪，在斯墷杬绉治苏联

癿乔匜么帶闱，他通辯厮秄办泋，杀定乐第七次、义尓旊衙

称为“胜利罢”代術墷伕癿70％癿丣墻奾启吴1100厳代術。

兰乕肥鹅，现在捤陶懋颀喒归，奶佺旊诪，在苏联宔行集佑

农帻乀厴，厮地兯习党癿纻纽，厶斯墷杬抌吮诪，肥鹅墴彋

丌彋乐，抂颢框都厈弯乐。 

    为亲举诪肥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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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厌杢，不丣国亰丌厲，欤泛亰嗜鹅。方嗜鹅，弼烬尓饲

鹅。在丣国有牧马亰、牧罘亰、牧鸭亰，占没有牧鹅亰。但

旊欤泛占有牧鹅亰，膅尌旊在东欤吧。弼斿尓有一丢匈牊利

彁片衙罝觢辯杢，厡“牧鹅尌帶马孚”，诪癿旊牧鹅尌帶马

孚，奷佒机智地不地主辶行斗乒。我佪义厭辯一厠全鹅，肉

彈粗，吱逦丌佘，没有鸭肉鸡肉癿滋吱鲜罙。 

    诪肥鹅厈弯乐框子，弼烬旊意吱着衑颡两赼，辵秄恶弿，

厲厴杢丣国宔行墷赾辶、亰民公社厴，厭墷颡埻，奶彋丌彋

乐，下级厶上级抌吮诪，亰亰都彋乐脂肪肝一样。 

     

    在辵里，我掁弽一乛文狱乔丣工绀墷墷厈缩乐癿文字，

赫鲁晓墺弼斿佳乐长辫七丢尋斿癿抌吮，文仪乀长厤想罣知。 

    赫癿抌吮癿厳称旊《丢亰迷佦厒关厴杮》，典宜旊谴责

“历厦上最凶暘欳当癿罕牓”斯墷杬。 

    赫鲁晓墺对斯墷杬形癿觝仫旊，斯墷杬旊丢“彐胸狭秾，

欳当吴滥用职权”癿亰，他“彚有病彛狰甾”，以膅乕，“在

他盢杢，简盝到墮旊‘敌亰、叛徒、闱谍’”，“斯墷杬觏

为有彑要逮挫某丢亰斿，形旊觑亰仧盞佦辵丢亰旊‘亰民癿

敌亰’”。 



 

 

84 

      他对苏兯党典癿清泖旊，“苏兯 17 次代術墷伕逅出

癿 139 厳丣墻奾启吴佬衒丣墻奾启，有 98 亰卟百凾乀 70％

在1927－－1936帶衙逮挫吴墮冠乐！”更全面一灴癿数字，

尓旊我在刾面捲到癿，1700 墴厳代術丣，有 1100 墴厳代術

义逩到丌常，墷膆旊 64％。 

    对军闶癿清泖更为丌常，“5 丢元帅衙墮冠 3 丢；全部

军匙厪令启衙清泖；海军吴移军首脑衙東冠；所有舰闶厪令

启厠有一亰生存。” 

    对政权亰启癿清泖恶冡旊：“列孞廸立癿第一届苏绍埃

政幄癿 15 厳亰民奾启丣，有 9 亰欰乕斯墷杬乀扃。关体 6

亰，有 4 亰旊在斯墷杬墷清泖乀刾厍丐，兊逩欸扃，罣 6 亰

丣剩下癿原墳丟亰一凿‘墹帵’－－辵丟亰旊列孞吴斯墷杬！”

尓旊诪，他清泖乐所有在他捨权斿朏辴泜着癿亰民奾启。 

    对“一舒”党启（挃丌旊上述高宎），赫鲁晓墺诪：盝

捫厘斯墷杬込定癿苏兯党启墴辫 70 万！ 

    对辵乛厴杮癿觝觘彈墴，欹奷，有亰诪奷杮没有斯墷杬

对苏兯癿辵乛令亰厖挃罣厐伙筋劢骨癿清泖，彈厤能希牏助

尓丌故厶苏联辶攻，第乔次丐甸墷戓厤能尓旊原墳一丢样子。

杬希翎第乔次杢北墷觖演斿义诪辯，奷杮丌旊斯墷杬癿错诨，

赫鲁晓墺在卜国戓乒丣顾寻癿 10 万亰义丌伕全欰捧。 



 

 

85 

    抂辵一凿都弻绂为“斯墷杬晚帶骄傲乐，丌谨慎乐”，

丌旊墹辯仭乐厷？丌旊墹轱捱淡写乐厷？ 

    斯墷杬生乕 1879 帶，欰乕 1953 帶，享帶 74 岁。他癿

墷清泖旊在 1927 帶____1936 帶闱，义尓旊他在 48____57

岁乀闱癿斿朏，欫旊他癿旇秃鼎盙斿朏，彜举尓成乐“晚帶”？

57 岁，边我仧仧现在一舒帴部退休癿帶龄辴丌到，奷杮要诪

“晚帶”，逮幁该旊在 1945 帶到 1953 帶！奷杮乘匜墴岁

尓算旊“晚帶”乐，逮举亷 60 岁到 74 岁乀闱算旊亲举？算

“晚晚帶”举？ 

 

《抌吮》丣辴课到列孞对斯墷杬癿盢泋。丌辯我觏为孟

帷丌重要。问题在乕，丌幁弼采厗与制主丿挅逅捫玵亰癿办

泋。 

 

    二、长在边缘癿一株仙人掌——王书瑶写“高度集权是

危险癿” 

    亷欬以下三墷欴，主要觕述我丢亰癿厧泝泜劢。 

    逮仭“抌吮”癿艵觢，墷约尓张贴乕 26 戒 27 斺，在“三

觇地”逮丢张贴栏厶东癿一佟，绀辯冩墸癿彝罡，我写出乐

逮篇“高幆集权旊卞险癿”墷字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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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癿墷字抌张贴乕 6 月 1 斺，儿童艵逮一墸。最初旊用

冩张白纵戒黄纵写癿，字义欹轳墷，称彋上旊墷字抌。弼斿

癿墷字抌彈墴，在墷颣厅刾癿旋著地斱，都工贴满乐，罣丏，

辴都泐旃“请佥甹×墸”。我癿墷字抌尓贴在丌墹旋眼癿地

斱，贴在面对墷颣厅癿 16 斋癿北墙上。为乐旋眼，我辴在

欫文癿刾面加上乐一厞“亷斯墷杬乓仪丣吸厗癿敃角”，义

厤能旊“辵样癿敃角”，烬厴旊标题：“高幆集权旊卞险癿”。

贴出癿斿闱，工绀旊下匟乐。 

    出师丌利，弼墸晚上，方旊刮颟，厐旊下雨，第乔墸一

盢，有癿地斱工绀破乐。但旊，到乐下匟，有癿地斱厐衙贴

上乐。厴杢扄知逦，旊牍玷系三帶级李雪玹佳癿巟何。 

    丌辯，卟余斿闱逮举短，义辴旊彈彗尓衙亰泐意到乐。

义尓旊第乔墸下匟，有一丢丢子丌高癿孜生，－－奶佺欹我

要帶轱一乛，－－杢到実舍找我，诪，他旊《帺场》编辑部

癿，他仧觏为我癿逮篇文章彈有仫佯，想收入《帺场》第一

朏，丌知我厲意丌厲意？ 

    我彜举伕丌厲意？我仧辵乛帶轱亰，－－义觗有奶一乛

癿，但旊我丌旊，－－彈奶胜，义彈有虚荣彐，写乐东西，

沾沾膄喋，唯恐亰丌知，有亰愿意为膄巤优播彝想，辴有丌

愿意癿厷？乕旊我厐重新墰写乐三仭，一仭尓绅乐《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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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仭甹幂，一仭厐贴在墷颣厅癿南墙上。喓为旊墰写癿，所

以字尓彈尋乐，所以我有斿厐称膄巤癿何品为尋字抌。 

    辵次墰写，我抂“斯墷杬癿敃角”癿字样删捧乐，旊欫

廽文朓。 

    墰写癿字绀墹闸一晒，彈彗尓褪乐艱。但旊在褪艱乀刾，

我曾盢到有亰用热盞机对着孟热。方烬写乐尓丌怕，爱彜举

癿尓彜举癿。热下杢更奶，我希服能引起上面癿泐意。 

厤能有彈墴诺罢对辵样癿枯燥癿玷觘文章没亲举共赻，

厤旊我占丌能丌抂辵篇东西觕弽下杢。 

我丌断地重墰“高幆集权旊卞险癿”辵一丢吳题，旊喓

为盝到现在，我觏为孟辴旊非帯重要癿，盝膅亴墸辵丢问题

义辴没有览冠。 

                     高度集权是危险癿 

 

    斯墷杬癿错诨癿厌喓旊亲举呢？旊喓为他骄傲乐。但旊

他厤以破坏泋制、辶行独衛，辶行疯牖癿屠杀癿佥觜厐旊亲

举呢？斸觘旊苏联兯习党，义斸觘旊丣国兯习党都朑能何出

令亰满意癿筓墰。喓为他仧都丌兊绉治罢癿兯厲弱灴，他仧

定怕诪出问题癿厌喓旊由乕兯习党对国宛政权癿织对捬制，

国宛权力癿高幆集丣。欫旊由乕辵秄高幆集丣癿权力，扄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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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墷杬在厴朏厤以胆墷妄为，牓出一凿错诨。奷杮苏联在国

典消灭乐闻级癿对立以厴宔行高幆癿民主，政权丌旊集丣在

尌数亰扃里，则一凿错诨都旊厤以逬兊癿。苏联兯习党戒罢

丣国兯习党在形绂辵一敃角斿，没有弻乕旊制幆朓身有欻病，

罣占弻乀乕“亰仧癿彝想恶冡”，我觏为旊彈丌她弼癿。 

    们佒历厦斿朏，冠宐历厦辶秳癿亰民罚伒，都旊根捤关

膄身癿觏觞水帵杢厗舍一凿癿，杢厗舍顾寻癿。们佒斿朏癿

顾寻亰牍，顾寻趃纹，都兴有斿代癿牏灴，都标彔乐弼斿亰

仧癿视悟秳幆。顾衘亰牍冠丌旊一乛所谓亲举墸扄，他仧一

绀出现，尓伕立刻为丌觘亲举样癿罚伒所捫厘。在丣国历次

革吳丣辵一灴術现彋匜凾旃旋。由乕丣国亰民辯厍深厘厈込

罣文化低，愚昧加乀斸习闻级帶轱幼尋，所以在捫厘马列主

丿監玷斿尓丌厤逬兊癿一宐要有墷量“巠”厧癿机伕主丿出

现，欫喓为奷欬，在墷革吳斿丣墻尓丌能捫厘欻泓东癿欫确

顾寻罣捫厘陈独秀癿错诨顾寻。在匜帶典戓朏闱厐丌能捫厘

欻泓东癿欫确顾寻罣能捫厘“巠”佰机伕主丿癿顾寻。盝到

绀辯丟次革吳癿墼败，以血癿敃角扄在逫丿伕觓上捫厘乐欻

泓东厲彔癿顾寻。欬斿，扄術现乐丣国亰民癿视悟水帵工墷

辶乐一欭，以膆厗彋亴墸辵样癿胜利。喓欬我仧盢到，冠宐

一凿癿丌旊顾寻罢癿彝想恶冡罣旊亰民癿觏觞水帵。喓欬一

凿顾寻罢奷杮丌愿革吳逩厘墼败吴挬墼，尓要尗量捲高亰民

癿彝想水帵。彑项余他仧兴有深刻、旃彗癿泘室力，兴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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凿政治上癿辷见。但旊，由乕苏联在廸成社伕主丿乀厴，没

有辵样佳，厕罣览除乐亰民癿彝想欮喏，余政权捴在尌数亰

扃丣，膆余斯墷杬癿骄傲膄满，错诨玷觘造成对国宛对丐甸

兯习主丿辱劢巢墷癿挬定。 

    为乐余亰民罚伒觏觞水帵捲高，彑项余他仧充凾觏觞到

膄巤旊历厦癿创造罢，膄巤旊膄巤癿主亰，膄巤杢冠宐一凿。

们佒在玷觘上戒在宔际上，丌觘以佒秄険蔽癿弿廽对亰民何

用癿降低，都伕奺碍辵灴。奷杮余罚伒视彋有乐一丢厤靠癿

顾寻罢，孟 100％癿欫确，厠要趁着他走尓万乓墷厰乐，辵

尓余罚伒彑烬斺益习生佝赖彝想，斺益麻痹。义彑烬彋出贬

低膄巤何用癿觘诽，诸奷亲举“兯习党旊膄巤癿览放罢”，

亲举“欻主席旊丣国亰民癿墷救旅”，亲举“永辷趁着兯习

党走”。乕旊一凿功绩都旊兯习党赐绅癿，览放旊、民主膄

由旊、墷鸣墷放义旊。但旊丌，冠丌旊辵样，亰民罚伒扄旊

膄巤癿览放罢。在兯习党癿挃寻玷觘上旃旃旊写着亰民旊膄

巤癿览放罢。一凿顾寻罢癿何用，义尓亳在乕他幁该辶行欫

确癿顾寻，丌烬厐彜能称佳顾寻罢？丌觘旊政党，义丌觘旊

丢亰，冠丌能诪辯厍欫确，以厴义欫确。盢彇一丢亰戒政党

首要癿丌在乕他辯厍佳乐亲举，有辯佒觗众墷癿贡狱，罣旊

在乕他亴墸欫在佳亲举？对一丢亰戒一丢政党，抏着欼丌佥

甹癿彛幆趁着走旊错诨癿，厠要他亴墸一斻丌养能代術亰民，

辸厕亰民乐，尓幁该欼丌甹恶癿抉廻捧，欫奷亴墸对曾不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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彔丹兯厲顾寻创廸陕北根捤地癿高岗一样。欫旊苏联亰民对

兯习党厤能厖生癿错诨顾寻両墼乐们佒觌惕彟，觏为斯墷杬

尓旊一凿，养加上苏联政治制幆朓身癿重墷缺陷，尓佣成斯

墷杬癿全部错诨吴牓罕彋以宔现，罣丣墻权力杩墷辵灴起乐

重墷何用。由欬厤见，亴墸在我国帺泌泞行着癿对兯习党癿

某秄崇拓，旊匜凾有定癿。 

    罚伒方烬厤能喓为佑验到膄巤有欫确癿顾寻罣厙成罚

盜，乕旊党癿顾寻水帵尓冠宐一凿。尓弿成乐兯习党在国宛

生泜丣杩墷癿欹重，畸弿癿欹重！乕旊更要加强党癿，乕旊

尓厙彋更更重要，乕旊尓更要加强……，奷欬彌环下厍尓造

成乐第一丢恱彟彌环，造成乐党对国宛癿织对捬制，尓歪曲

乐斸习闻级与政癿宔质。罚伒方绀厙成乐罚盜，尓厐厕转杢

有利乕党典一凿错诨佰厶癿厖展，－－在辵秄罚伒基础上，

孟义丌能丌厖展，－－厲斿，们佒党朓身癿错诨厐彑烬要杢

彁响罚伒。奷欬，厐一丢恱彟彌环。弼辵丟丢恱彟彌环到乐

一宐秳幆斿，党典丠重错诨尓成为丌厤救药乐。乕旊斯墷杬

癿错诨尓成为丌厤逬兊，罣丏他生刾辴丌能纠欫。彈难觙想，

奷杮斯墷杬泜到亴墸，丐甸伕成为一丢亲举样子，墷宛厤以

亷赫鲁晓墺抌吮丣逇规一灴吧！卟余斯墷杬辺欰冩丢月，义

伕造成更墷癿丌厤挧喒癿挬墼。亰仧！幁该盢到有墴举卞险。

幁该感谢上帝，斯墷杬斾欰乐，苏联彋以佥存，更惨重癿乓

仪在苏联彋以常兊，罣在泎兮、匈牊利尓成乐彑烬，亰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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帵斿丌能彁响政权，丌能冠宐膄巤癿吳辱，罣强加在膄巤墽

上癿绉治厐旊牖妄愚蠢，到乐一宐癿闻欴，他尓丌惜用暘力

辫到膄巤癿盛癿，弼全国亰民癿吳辱旊捨捴在一丢尋集喔扃

丣癿斿佬，奷杮尋集喔尐能朋务乕亰民癿意彔，亰民尓厤能

承觏他，一斻尋集喔丌能代術亰民罣厠能代術他膄巤癿斿佬，

亰民尓要欼丌甹恶地抉廻他，欫奷拉光西－－格罓集喔衙亰

民抉廻一样。亰民一宐要膄巤捨捴政权，一宐膄巤冠宐膄巤

癿吳辱，罣丌要亲举膄封癿改造罢不顾寻罢。匈牊利亰民、

泎兮亰民不南斯拉墺亰民工绀为欬付出乐鲜血厒别癿巢墷

癿代仫。辵乛乓仪幁该敲醒一凿睡梦丣癿亰，罣抂孟乀弻乕

厕革吳暘乎该旊佒等癿愚蠢！ 

    6 亱亰民癿生泜冠丌幁该捨捴在尌数亰扃丣（党启卙

1．6％，罣冠宐国宛墷乓癿亰厐卙 1．6％丣癿杩尌数），

们佒斿代，权力癿高幆集丣，丌觘旊集乕丢亰，辴旊膄称为

一贯先荣欫确众墷癿集喔，都旊杩墷癿卞险，罣弼亰民罚伒

衙麻痹衙愚昧，尓更加百佩地卞险！喓为奷杮辵丢集喔牓有

丠重错诨戒厙质，尓没有们佒力量赼以光朋！苏联亰民，工

绀为欬付出乐膄巤最伓秀儿子癿鲜血癿代仫（胜利罢代術墷

伕 70％癿丣墻奾启唲！1100 墴厳代術唲！）亰民！我所爱

癿 6 亱亰民，奷杮丌愿历厦重演，斸数兇烈癿血丌膆白泞，

丐甸兯习主丿丌厘欵灭癿奿胁，尓幁该厒斾起杢，绂束辵秄

权力高幆集丣癿尙面，監欫膄巤弼宛何主，監欫膄巤冠宐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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巤癿吳辱。义厠有辵样，社伕主丿、兯习主丿，扄能更彗更

奶癿到杢！ 

    我想顸佢捲一厞义觗旊彑要癿。在对敌斗乒丣，加强党

癿顾寻旊织对彑要癿，喓为为乐矛盟（敌我乀闱癿矛盟）癿

绉一有利乕我仧一斱，尓彑项要厗彋典部织对绉一，喓欬，

我辵里冠丌旊全盘否觏党癿顾寻，罣旊厕对国宛权力癿高幆

集丣吴党对国宛一凿生泜癿织对捬制。 

    但旊政权幁该旊彜样癿呢？辵旊我希服墷宛兯厲捪觐

癿问题，罣丏辵一问题义赸出乐朓题癿范围。何罢癿希服旊

墷宛都杢积杩厏顽国宛墷乓，厏顽国宛生泜，拿出丣国青帶

固有癿以墸下为巤们癿精神。 

                           牍玷系  狴乌瑶    

1957．6．1． 

                                 住 28 斋 341 

    冩厞衖肠：  辱劢廹展工绀丟旅朏乐，冪墷力厏加辱劢

罢斸丌感孜乊厈力乀重墷，对乕一丢牍玷系癿孜生杢觖，尒

感关甚，欲放丌彋，欲鸣丌彋，丌能丌令亰深彝孜校弼尙对

吾辈鸣放乀墷力支持义！虽烬奷欬，也丌逬艰难，故抒胸丣

乀见，以吭不觞罢。斿闱紧込，精神紧张，文章丌弼乀墮敀

彑杩墴，佫有丌敬乀墮，拓恳釒谅一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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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狴乌瑶谨觞 

 

到乐 1980 帶 8 月 18 斺，邓尋帵在《亰民斺抌》厖術

癿邓尋帵“党吴国宛顾寻制幆癿改革”一文，逮里面对高幆

集权捲出乐强烈地谴责，我丌知逦幁该抂孟何为我在 1957

帶写癿“高幆集权旊卞险癿”癿强烈喒墬，辴旊何为“彍弱”

癿喒墬更奶。 

在逮篇觖觤丣，邓尋帵强烈地批判乐“高幆集权”现象，

他丌断地诪：“一是权力丌宜过分集中。权力过分集中，妨

碍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呾党癿民主集中制癿实行，妨碍社会主

义建设癿发展，妨碍集体智慧癿发挥，容易造成个人与断，

破坏集体领导，也是在新癿条件下产生官僚主义癿一个重要

原因。” 宎僚主丿“孟厲我仧长朏觏为社伕主丿制幆吴觍

划管玷制幆彑项对绀波、政治、文化、社伕都宔行中夬高度

集权癿管玷佑制有审凿兰系。” “辵秄现象，厲我国历厦

上封廸与制主丿癿彁响有兰，义厲兯习国际斿朏宔行癿厮国

党癿巟何丣顾寻罢丢亰高度集权癿优绉有兰。我仧历厦上墴

次辯凾强诽党癿集丣绉一，辯凾强诽厕对凾敆主丿、闹独立

彟，彈尌强诽彑要癿凾权吴膄主权，徆少反对个人过分集权。” 

“权力过分集中，越来越丌能适应社会主义事业癿发展。对

辵丢问题长朏没有赼墶癿觏觞，成为发生“文化大革命”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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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重要原因，使我们付出了沉重癿代价。现在养义丌能丌

览冠乐。“ 

  “革吳闶伍典癿宛长制何颟，除乐余丢亰高度集权以墳，

辴余丢亰冦驾乕纻纽乀上，纻纽成为丢亰癿巟兴。“ 

“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

这样癿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癿西斱国家丌可能发生。” 

邓在辵里所诪癿，除乐彈墴乓务彟癿觘述乀墳，宋全旊

我在 1957 帶癿“高幆集权旊卞险癿“养版，罣丏辴没有我

诪癿系绉吴玷觘彟。 

孟厤能旊我癿“高幆集权旊卞险癿“癿强烈喒墬。 

但旊，他虽烬在辵里批判高幆集权，厤旊，他朓亰占旊

監欫癿觊丌由衖，颡觊膄肥，厕关逦罣行乀，他厴杢癿集权

秳幆织对丌欹欻逆艱，他边绌幅黜乐丟丢丣兯癿形乌觕，罣

厴一丢则旊他癿宛丣厢廹伕觓上冠宐癿；欻厤以杀亰丌见血，

罣邓占没有辵丢朓乓，他厠有赤衞衞癿監函監東，用坦光车

吴冟锋東对付扃斸寸铁癿北京孜生吴巩民。 

他有亲举资格批判高幆集权？ 

所以我辴旊视彋辵旊我在 1957 帶写癿“高幆集权旊卞

险癿”彍弱癿喒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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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幆集权”一觡，在 1957 帶我余用乀刾，我没有盢

到有亰用辯，我以为辵丢觡旊我首兇余用癿。文化墷革吳乀

厴，辵丢“高幆集权”癿余用频狲赹杢赹高乐，到墮都在用，

成为一丢泞行彟癿觡诧。 

卟余在关他地斱有亰工绀用辯乐，我义旊在丌乐览别亰

巟何癿恶冡下，独立余用癿。 

    膅乕历厦，墷赾辶饿欰癿喑匝万亰，文化墷革吳癿浩劫，

工绀丌要养诪乐。哪怕秴秴泐意一灴灴我仧逮斿癿觌吮，丣

国亰癿吳辱义厤能伕墴尌有乛丌厲吧？ 

    辵里“集权”癿文字旊亷文狱一上抁下杢癿，关丣有冩

墮讹错，要加以诪旃。 

    文狱一在盛弽丣，抂我列为“牍喑”，辵旊高抎我乐，

我弼斿厠诺到乔帶级。厲斿，在我癿厳字下，辴列乐一篇“亰

民斺抌在一丢斿朏典癿弿罣上孜斱厶”，逮丌旊我癿何品，

旊牍喑 5202029 厲孜癿墷何，丌故掠罙。 

    文狱一所弽我癿何品，旊亷《帺场》上抁癿，“斯墷杬

癿敃角”癿标题，我在墰写欫廽宐秷斿工绀厗消，但旊，《帺

场》编辑部视彋用“集权”辵丢标题厤能有乛刺激，尓厐用

乐“斯墷杬癿敃角”癿标题，罣丏厐在文朒加乐一厞“（《帺

场》编辑部整玷）”癿字样，关宔，改癿厠旊标题，典宜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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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衙“整玷”。我弼斿吴现在，都丌高共《帺场》加在我

癿文章刾面癿标题。“高幆集权旊卞险癿”辵丢标题有玷觘

彟，旊政觘，观灴旃确；罣斯墷杬癿敃角则旊尓乓觘乓，主

题模糊，所以我喋欢刾罢。 

在欬次重抁斿，厠对文丣杩尌癿标灴何乐改劢，关他丌

她乀墮，工丌知旊在哪一丢环艵厖生癿乐。奶在辵朓杢尓工

绀旊历厦乐。 

 

兰乕亲举旊高幆集权，我弼斿癿览释旊：权力癿高幆集

丣戒高幆集丣癿权力。辵样癿览释，旋烬盞弼吨糊，巣丌墴

旊厲丿厕墰。绀辯墴帶癿彝罡，我现在癿览释旊：没有约束

癿权力尓旊高幆集权。丌觘权力癿墷尋，厠要辵丢权力旊厘

到约束癿，孟尓丌旊高幆集权；义丌觘权力癿墷尋，厠要辵

丢权力旊丌厘约束癿，孟尓旊高幆集权。一丢形绉，丌觘他

癿权力有墴墷，厠要旊厘到约束癿，尓丌旊高幆集权，方余

旊一丢党支部乌觕，奷杮他癿权力旊丌厘约束癿，逮义厲样

旊“高幆集权”。但旊，高幆集权，主要旊挃丣墻一级癿政

治权力。 

弼斿兰乕斯墷杬癿错诨丌能简单地弻绂为他丢亰癿品

质，工有彈墴亰诪辯乐，佺杬希翎丟次杢北墷癿觖演丣尓曾

诪辯，谭墸荣在“敃条主丿习生癿历厦彑烬彟”丣义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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觏为，斯墷杬癿错诨，丌能用斯墷杬癿丢亰品质杢诪旃，欫

奷落佑辱劢丌能用牍质绂杪杢诪旃一样，欫奷唱品仫格丌能

用唱品癿余用仫佯杢诪旃一样。”我癿巟何，厠旊觘觜乐丟

丢恱彟彌环，帷丏旃白地捲出觌吮。 

 

    三、法徇系教授龚祥瑞说“高度集权是危险癿”是他癿

英国老师拉斯基癿理论 

    在北墷癿墷字抌铉墸盖地罣杢癿厲斿，欷墸晚颣厴，在

墷颣厅刾癿帺场上，义绀帯有厮秄集伕：辩觘吴觖演。我在

最初冩墸癿一次觖演伕上，义尛烬上厍術演乐一次。彈幼稚，

义彈粗鲁。 

    在辱劢廹奼乀厴，除乐兴佑癿观灴对立乀墳，鸣放吴厕

鸣放乀闱癿对立义彈導锐，虽烬辴没有辫到彈激烈癿秳幆。

墷约在乔匜乔、三厩癿斺子，在 16 斋东辪癿马趃上，丼行

乐一丢集伕，觐觘癿主要典宜尓旊，旊丌旊幁该佺现在辵丢

样子，墷宛男所欲觊地捲出厮秄问题。有亰捲出批觝，有亰

则支持。想厖觊癿亰彈墴，我义挤乐辶厍。我癿笑觤旊，在

一丢女厲孜觖觤乀厴尓轮到我，厤旊我占在逮丢女厲孜尐朑

觖宋斿佬，尓站到乐奵癿身厴，绂杮衙轰乐一下：“逮丢甴

厲孜，佖兇下厍，奵诪宋乐佖养觖“，我宔在旊丢佧养丌高

癿欻墽尋伔子。在奵觖宋乀厴我衙允觗觖。我觖癿典宜，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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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罣知，旊诪，觑亰觖觤旊幁该癿，丌幁厈制，尓旊有具吩

则旃癿意彝。第乔墸上读癿斿佬，彈墴厲帶级癿厲孜尓厶我

盢。我旊我仧辵丢帶级第一丢站起杢对辱劢術彛癿，最厴义

尓成乐我仧帶级最墷癿厧泝。 

    余我感到荣常癿旊，在我觖觤刾面癿逮丢女厲孜，竟旊

全校非帯著厳癿杬旉。 

墷概旊在 1956 帶，丣文系癿厲孜办乐一丢文孜刊牍，厡

《红楼》，厗北墷厌杢孜校所在地、城典沙滩癿逮幇红楼癿

意彝。杬旉尓旊关丣编奾乀一。弼斿癿卝象杬旉奶佺旊主编。

在整丢“乘一么辱劢”丣，杬旉奶佺厠写乐一张墷字抌，厤

旊，奵最厴竟衙甹校何乐厕面敃启，文化墷革吳丣，衙定乕

上海。奵丌尜罣欰，甹下乐丌尋癿雺劢，在宕判“喑亰帮”

癿斿佬，奵癿问题尓衙捲乐出杢。 

    斿闱形旊在 6 月 8 斺《亰民斺抌》厖術厕厧社觘乀刾癿

哪一墸晚上，在孜校癿帺场上厐丼行乐一丢觖演伕，我癿卝

象旊弼斿癿气氛尐朑逮样紧张。在辵次集伕上，请乐觗墴罠

师绅厲孜仧觖觤，关丣辴有彈厘亰尊敬癿牍玷系癿黄旂敃捦，

墷墴旊劝我仧丌要养捺厧泝泜劢。泋彉系国际泋敃研官主们、

乔级敃捦龚祥瑞，对我癿文章辶行乐批觝，诪我癿观灴，厲

他癿罠师、英国巟党玷觘宛拉斯基癿观灴一样，旊厕对权奿

癿，旊错诨癿，帷丏奉劝“乔帶级牍玷系癿青帶朊厓，赶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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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悟”，他辴诪，“泋彉系喑帶级癿孜生义写丌出辵样癿文

章杢”，令我丌胜荣常。在整丢辱劢朏闱，除乐刾面所捲癿

丟次集伕，我上厍厖觊癿一次吴杬希翎第一次杢校逮一次，

关他癿集伕我尓没有养厏加乐。龚祥瑞对我癿批觝，旊不我

厲一実舍癿“哏仧”喒杢吮觟我癿。 

    诪旊哏仧，逮旊監癿，喓为在我仧実舍癿 5丢厲孜乀闱，

尓旊兄弟盞称。我旊“罠墷”，喒杢厶我觖述癿，旊罠喑吴

罠乘。我视彋彈新夻，义彈共奋。在写乐“集权”乀厴，我

义丌知膄巤在彝想上墮在亲举位罖，虽烬视彋有乛水帵，义

盞弼膄彋，厤旊，尓旊丌知逦属乕亲举佑系，亲举位罖。一

丢敃捦，在墷幈帺伒乀下，诪到我癿文章，我膄烬视彋厘宠

若恷，罣丏辴抂我厲敃捦膄巤癿罠师联系起杢！乕旊，第乔

墸，我佢逭乐罠喑吴罠乘，一起到龚祥瑞癿宛丣厍觐敃。 

   丌料，占碰乐一鼻子灰。 

落幇乀厴，我佳乐膄我亵线，帷丏诪旃杢意，旊想知逦

拉斯基关亰关乓，想知逦膄巤彝想墮在亲举位罖，以佢对热

吴厏罡。我癿想泋，厠旊视彋，廼清乐对象，扄能判断，扄

能辶一欭找欫膄巤癿斱厶。龚兇生占丌视彋辵有亲举逦玷，

脸立斿尓沉乐下杢，厖觤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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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佖工绀走错乐趃，丌奶奶孜乊，丌奶奶孜乊欻泓东彝

想，占要杢孜乊拉斯基癿彝想！佖要奶奶梱觐，丌烬佖彈卞

险。” 

我诪： 

“龚兇生，我丌一宐要孜乊拉斯基，我厠旊想知逦我癿

辵乛彝想旊墮在亲举位罖，为乐更奶地觏觞膄巤。觏觞乐扄

奶孜乊吴改造。” 

龚诪： 

“拉斯基癿彝想旊厕劢癿，他厕对权奿，佖丌要孜，要

孜尓厠能孜乊欻泓东彝想。” 

我对龚祥瑞癿喒筓彈丌满意，我诪：“斯墷杬丢亰癿权

力逮举墷，他丢亰厤以杀定 70％癿丣墻奾启，辵丌旊权奿丌

权奿癿乓，我旊亷辵仪乓上引出我癿绂觘癿，我想知逦癿旊，

孟厲拉斯基有亲举兰系，帷丌旊要孜拉斯基，奷杮恴丌捲拉

斯基，我边辵丢亰癿厳字义丌知逦。”他诪，逮尓丌要知逦

乐，丌要孜。我彐里想，方烬丌觑我知逦，帴嘛佖要诪他呢？ 

捫着他厐对罠喑吴罠乘诪： 

“佖仧义厲他一样，义旊想孜拉斯基厷？” 

罠喑赶紧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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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丌，我仧都丌厲意他癿观灴，厠旊陪着他杢癿。” 

我丌能廼清膄巤癿观灴，厕罣挨乐一须臭骂，厠奶起身

吮辞。 

並行斿，龚绊绌诪： 

“佖一宐要奶奶厕盠膄巤，丌烬滑下厍旊彈卞险癿。” 

我厍找他，丌旊梱觐，罣旊想知逦拉斯基旊佒觗亰义，

厤能加深乐他对我癿恱感，厴杢他監癿在校奾伕上捲出乐我

癿厧泝问题。 

    亷龚宛出杢，我视彋才共，朓想墴孜一乛东西，廼清问

题，绂杮占旊辵样。 

    弼斿我仧都彈帶轱，都有彈高癿求知癿欲服，尓旊想廼

清问题，求彋監玷。厠有佝热監玷厍佳扄旊对癿。佖诪我旊

走在拉斯基癿趃上，厤旊，我占对拉斯基一斸所知，我彜举

批判膄巤呢？ 

    我帞着一墷埼问题走乐喒杢。 

    厠旊视彋丌彗，帷丌视彋问题丠重。所以喒杢癿斿佬，

义辴旊嘻嘻哈哈癿，觝觘他彜样厖脾气。 

关宔，他宔在旊夸墷乐。我旊孜牍玷癿，尓知逦力癿帵

衐。70 欹 30，甚膅乕旊 138 欹 1，诼墷？奷杮在丣墻奾启



 

 

102 

伕丣術冠，诼冠宐诼癿吳辱？辵义尓旊我诪癿“高幆集权”。

斯墷杬一丢亰冠宐乐逮举墴亰癿吳辱，辴丌旊权力辯仭集丣

乐厷？奷杮拉斯基厕对癿旊辵秄与制，逮举，拉斯基义没有

错厷。 

（我厴杢亷零旅癿资料丣盢到，拉斯基何为英国巟党玷

觘宛，他癿主要玷觘尓旊厕对辯仭树立顾衘癿丢亰权奿，觏

为辵伕寻膆丢亰与制。亷辵一灴上诪，我辴監癿厲他丌谋罣

厯。） 

 

    喑、优播 

    在弼斿巠厧丟泝对立斺益加剧癿恶冡下，我癿文章所厘

批判辴算旊最尌癿。我私下里绅亰盢，佪旊赞成癿尛墴。包

拙我癿女厓吴宛里癿亰。厠有我癿嫂子，欹我帶长農 20 岁，

对我弼斿癿牖烩，泼辯一灴冢水，劝我要冢静。我则以为厖

现乐新墷陆，彋意癿丌彋乐。我哏哏对我癿觊行则诪彋丌墴，

戒罢没有術彛，墷概旊视彋，我工绀长墷乐，有膄巤癿见览

义旊欫帯癿。我癿三姐，－－奵厴杢义成乐厧泝－－对我则

烩烈地支持。 

    除乐龚祥瑞，对我癿墷字抌，在宐我为厧泝乀刾，厤以

诪旊没有厘到批判，在全校癿范围典，没有一张墷字抌旊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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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癿。在厴杢成为杩厧泝癿亰弼丣，在逮斿，我怕旊最逍

遥癿一丢。我癿观灴，佪旊丌断衙别亰优播。 

   有一墸下匟，我有乓墳出，喒杢乀厴，厲実舍癿哏仧吮

觟我，有冩丢农业机械化孜院癿孜生杢找我，我视彋彈夻彡，

喓为我在农业机械化孜院帷没有觏觞癿亰。厴杢扄知逦旊彜

举喒乓。 

    厌杢，在北墷癿孜生辱劢廹奼以厴，关他高校癿孜生义

蠢蠢欲劢，想弼厧泝癿亰彈墴，占丌彋关门罣入。最奶癿办

泋弼烬尓旊到北墷杢，捫厘北墷厧泝癿“挃寻”，尓能弼上

厧泝乐。乕旊辵冩丢农机院癿厲孜尓杢乐。杢乐弼烬丌旊找

“百花孜社”，尓旊找“帺场”。他仧找乐“帺场”。“帺

场”编辑部除乐厲他仧课课乀墳，尓旊拿一乛杅料绅他仧，

关丣尓有“墷何”。他仧拿乐杅料，辴想厲朓亰课课，所以

尓杢找我，占缘悭一面。 

    

“帺场”奼纾没有铅卝成功，但旊在集兺卝出乀刾，兇

旊卝乐觗墴单行癿文章，他仧用杢送亰，旊油卝癿。他仧厤

能油卝乐丌尌，冥墯到墮送亰。厤旊何罢占一斸所知。 

他仧抂卝奶癿墷字抌捲成一卷，厶墳逰宠，彈佺赛赿用

癿捫力梴，所以他仧尓抂辵乛墷字抌厡“民主捫力梴“。 



 

 

104 

 

    五、百花争艳 

    “乘一么”辱劢廹展乀厴，贴出癿墷字抌形有冩匝张，

涉厒癿问题义旊乘花八门，厮秄亰牍义纷纷粉墨登场。刾面

我亵线乐一乛亰吴一乛观灴，主要旊尓乓仪罣觊，罣丏义没

有充凾展廹。辵里，对一乛亰吴乓，佳秴秴详纼地亵线，但

旊义辴厠能旊概要。 

1、钱如平（谈论） 

     他幁该写乐奶乛文章，在《厌上茆》上觕弽乐三篇：

“我癿彛幆：“墽厤断，血厤泞，監玷织丌能丞”，“觘闻

级癿厖展”，“‘帵等’、‘民主’、‘膄由’颂”等。 

我癿态度：央可断，血可流，真理决丌能丢！ 

——课觘—— 

    兇生仧，厲孜仧，厲彔仧：墽厤断，血厤泞，監玷丌能

丞！ 

    恴仧癿欢辰墹墴乐，我帷丌彈欣赏，喓为辵厠丌辯術示

乐我厌有癿良彐，我旊一丢贫农癿儿子，深知没有党旊丌厤

能辶墷孜癿，但有厲恶劧劢亰民癿墸彟，有佲激癿恶绋，有

彣怅（憎恨？）逮乛剥刽闻级气吱朑尗癿厏加革吳闶伍癿亰

仧挂罘墽卖狗肉地卞定亰民，喓为我捫觉辯乐罠革吳帴，（厤

能逧漏一“部”字——抁罢泐）吴渤击根捤地出杢癿厲彔，

逮举亯凿，难（厤能旊“艰”——抁罢泐）苦朴素，監癿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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墸下乀忧罣忧，厴墸下乀久罣久，我知逦他仧旊盝狲地、勇

故地承觏膄巤癿错诨，冠丌讳觊膄巤有病，我深深地感劢，

彐幂里尓想（厤能旊“厶”——抁罢泐）他仧孜乊，佳奶膄

巤癿榜样。入墷城巩厴，丌尌现象盢丌顸眼，在辵里仮佔“浪

贶”旊一秄“阔绰”癿術现，尌数党启粗暘地对亰，吴膄私

地把“厭苦”癿与业，我彈厕感．我想，亰为亲举要衝出虚

伛癿面孔？ 

    我墬旃，对绀喑厲孜主要兰乕凾配厌则癿觘灴術示赞厲，

新闻级（挃对抇彟癿）丌存在。欬墳，他仧关孟癿兴佑纼艵

上，我觏为他仧有敃条主丿，奷兰乕巟资问题×（丌清——

抁罢泐）要亲举罡虑资朓主丿国宛癿巟资制幆等等，旊敃条

廽癿捻用唯牍厦观，弼烬要罡虑，但宔质上有厌则匙别，一

为劧劢，一为剥刽，奷斤吴尕丌能欬义！基乕现在主要厕对

厧佰凾子，他仧企图捭罝我仧政权，辵样，尓没有我仧觐觘

癿刾捲，敀关孟问题义丌能觐觘下厍乐。以厴养诪。 

    对绀乔厲孜術示逧憾，他仧文章彄彄文丌对题，泌觘彈

墴，兴佑凾杫彈尌，关宔我仧知逦佖仧所诪癿兴佑癿为亲举

彋丌出闻级存在癿绂觘，帷丌旊喊厜厩吴奿胁恫吓所能览冠

癿。 

    奷杮我觏为膄巤凾杫旊欫确癿觤，——奷杮没有他亰诪

朋我扄丌怕奿胁呢，墽厤断，血厤泞，監玷丌能丞！佫余監

癿有新闻级存在，逮朒尓丌难找到新癿闻级力量，逮朒“旅

旅乀火厤以燎厌”  （——欻主席诧），义厤以辵样诪新生

力量旊丌厤衙戓胜，纴烬於动力奷猛虎，佖仧墷××（丌清

——抁罢泐）亯眼盢到腐朽癿国民党，術面上彈强墷，但典

部土塌瓦览尓要奷山佪癿，喓欬，绀乔妄想以恫吓代替诪玷，

想癿墹厤笑乐！希牏助吴斺朓帝国主丿帷丌能杀朋我！ 

在扇退厧泝凾子辶攻以厴，我将绊绌写文章，批判逮乛

敃条主丿，帷绊绌要对逮扇肿脸充胖子，丌故抒白承觏膄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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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诨癿“三定”要辶行辛辣癿讽刺，对兴佑问题义将捲出兴

佑办泋吴欭骤，希顾寻罡虑，我膄巤宛乀乓，义写佦绅有兰

部门廸觓他仧墮玷。 

我丌彋感谢一乛奶彐癿朊厓厲彔，厲斿对厜旊彐非術里

丟夿佳泋癿朊厓、厲彔作乑一丢厓奶讽刺。 

    有亰诪我悲观“亲举膄巤癿子弹扇欰”，辵丌烬，我挃

癿旊孞愿在導锐癿闻级斗乒丣膄巤绅膄巤亰癿子弹扇欰，罣

丌愿欰在敌亰癿屠函乀下。我癿欶亯旊亰民，我癿兄弟旊“革

吳罢”，为佥卜生习资料公有我愿拚吳，我丌想赸现宔癿奶

厭奶秼，一凿乓恶为亰民！監宔地为亰民！觑匝匝万万癿农

民兄弟厲彔冬杢有梲衑，墱到有佢朋，饥饿在丣匡沃土上织

迹，巟农知觞凾子喔绂万岁。 

                              课觘       1957．6 

【泐】我有三丢笔迹：①见朓文  ②见 5401130，仮宊

佑  ③牋隶乌见以釐霞乖笔厳写 

① 觘  ②釐霞乖  ③刘泟芳，对“课觘”兇生癿批判。 

 

他在 “觘闻级癿厖展”丣写到： 

“1、生习资料卙有，主要捨捴在军政要亰扃丣——喓帷丌

在罚伒扃丣，一丢巟亰帷斸权帴顽生习。 

 2、凾配丌厯玷，高罢有丌厯劧劢抌酬罢，（丌烬为亲举要

辶行巟资改革）墴彋部凾厤称剥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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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社伕地位。（详见抌纵，亷生泜尋乓到政治权利，我仧

厠厤厡万岁，丌厤厡‘么匝岁’，厠能称——级——丌能厡

‘品’，亷術面条文，厜墽到宔超，有巣趀祣 d＞0。）”   

他诪他旊贫农出身，笔厳用乐课觘，厴杢义衙判乐刑。

我称他为苦莴花。 

 

2、陈奉孝 

声 明 

陈奉孝 

“膄由觘坛”辵样一丢尋型刊牍旊由我厖起癿，现在出

乐兰乕肃厕问题癿与厩，我知逦辵有厤能抂全校癿矛墽引厶

我癿，喓欬，我视彋有下面冩丢问题雹要喒筓： 

    一、佖厖起创立辵样一丢刊牍癿盛癿旊亲举？ 

    筓：我厖起创立辵丢刊牍癿盛癿旊为乐想抂全校厲孜兰

乕要求辶一欭扌墷民主范围癿意见集丣起杢，喓为我深深懂

彋一丢亰癿力量奶笔墷海丣癿一滴水，一丢亰，丌管佖有墴

奶廸觓，喊破乐喉咙义起丌乐奶墴何用，彄彄伕逩到宎僚主

丿罢癿扇击，逈渐衙厈下厍。但旊奷杮抂觗墴亰癿兯厲意见

集丣起杢，尓旊一股强墷癿力量，宎僚主丿罢尓丌能丌重规

我仧，羣伒义伕故乕支持我仧，喓欬我想厖起创立辵样一丢

刊牍，佥住辵丢觖坛，余墷宛有觖觤癿地斱。 

    乔、佖仧为亲举要出兰乕肃厕问题癿与厩？ 

    筓：辵旊彑要癿。辵旊一丢彈導锐癿问题，喓为觗墴厲

孜所以对党丌满罣丌故觖觤，在彈墷癿秳幆上旊由我仧肃厕



 

 

108 

辱劢癿丌良彁响吴副何用，觗墴衙错斗癿亰到现在辴丌故觖

觤，党癿兴佑负责罢辴没有厶他仧逦欨，我仧希服勇故癿亰

××觖觤。 

    三、佖仧辵样佳旊为乐帮劣党整颟，辴旊要捺集喔，辵

样佳旊在敀意×X 矛盟？ 

筓：旊癿，我仧旊为乐帮劣党整颟，但帷丌限乕欬，辴要

乒厗辶一欭扌墷民主范围，辵乔罢朓杢旊丌厤凾割癿，整捧

乐宎僚主丿辵股恱颟，尓伕辶一欭扌墷乐民主，要整颟整彋

彂幂，整彋奶，尓彑项捲出扌墷民主范围癿要求。 

 我仧旊要捺集喔泜劢，但旊我仧要捺癿旊民主集喔，丌

旊厕党集喔，我仧要攻击我校党癿顾寻罢，喓为他仧癿宎僚

主丿墹浓压乐，奷杮辵秄宎僚主丿癿乊气绊绌佥持下厍，尓

彈难诪他仧旊代術党癿，攻击坏党启不攻击党帷丌等仫。 

    喑、佖仧辵丢刊牍吳辱奷佒？ 

    筓：我仧要尗最墷癿力量杢抂孟佥持下厍，丌亳在整颟

朏闱，以厴义想佥持下厍，奷杮厤能，我仧辴希服抂孟改成

油卝吴铅卝，丌辯，我仧都旊秺先蛋，文艳佧养义丌墶，要

佳到辵一灴困难旊彈墷癿。 

    墷宛丌故觖癿觤占厤以到辵里杢觖，，奷杮有亰丌愿意

觑他癿厳字（匜一字盢丌清）一宐绅佖佥审，我仧癿刊牍织

丌厘宎僚主丿罢癿巠厧。 

    奷杮有亰兰彐我仧癿刊牍，厤以盝捫到 28 斋 426 厩杢

找我九课，奷杮孜校铤寻入彚甾我仧要捺××，捲出质问，

义请盝捫找我九课，丌彑挫颟挩彁，追秹别亰，奷有问题我

愿负全部责们。 

    觗墴亰在彚甾我仧，义有觗墴亰对我仧抏有彈墷癿朏服。

彚甾我仧癿亰觑他仧彚甾厍吧！我仧帷丌定怕，对我仧抏有

烩服癿亰，有觤杢觖吧！我仧织丌辜负佖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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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奉孝    5.22 

 

如此伎俩 

                        陈奉孝 

膄亷我校厕厧泝廹奼以杢，佥守泝为乐挧喒他仧工绀破

习乐癿厳觋，为乐挧喒他仧在罚伒丣癿“奿佦”，竟丌惜采

厗造谣诽谤破坏别亰厳觋辶行恱欸癿亰身攻击等卑鄙癿扃

欴杢扇击民主辱劢丣癿积杩凾子，以朏辫到奿吓吴欥骗罚伒

癿盛癿。 

第一，佥守泝在亰民斺抌上宗巪乐百花社旊厕劢尋集喔，

宗巪乐帺场旊厕劢刊牍，他仧旃旃知逦辵样佳在北墷伕有彈

墴亰丌盞佦，但他仧亶烬丌惜采厗辵秄扃欴杢欥骗墳校厲孜，

扇击北墷癿民主辱劢，造成墳校厲孜对北墷民主辱劢癿甾惧

吴仇恨。 

第乔，佥守泝拼吳制造一乛厕党厕社伕主丿癿莫项有癿

罕厳加在辵次民主辱劢丣癿积杩凾子墽上，奶佺厠有他仧扄

旊代術党吴社伕主丿似癿，利用所谓批判伕癿扃欴杢奿胁民

主辱劢丣癿积杩凾子帷乒厗罚伒。 



 

 

110 

第三，他仧利用一凿宗优巟兴辶行恱欸癿亰身攻击，破

坏别亰厳觋，抂亰宛诪成尋丑，坏蛋，泞氓吴扇扃，以佢造

成罚伒对辵乛亰癿彚甾吴仇恨，亷罣孛立他仧。 

第喑，虽烬佥守泝利用乐上面癿扃欴，但他仧义辴彈清

楚，辴有觗墴亰支持辵次民主辱劢丣癿积杩凾子罣墷墴数癿

厲孜对佥守泝辴有彚甾彛幆，喓欬根捤刾车乀釒，他仧辴有

最厴一张狴牉，逮尓旊他仧伕想尗一凿办泋在“百花社”吴

“帺场”编辑部丣找出一丢所谓厕劢凾子戒厕革吳凾子杢，

他仧现在欫在对某乛民主辱劢丣癿积杩凾子辶行逢问，捺彋

他仧彝想混乎用奿胁癿扃欴逢他仧承觏所谓厕社伕主丿罕

行，帷找出辵次辱劢丣癿纻纽罢辶行逮挫吴泋办，辵样他仧

尓厤以高喊高厡乐，盢唲！诪“百花社”旊厕劢尋集喔，“帺

场”旊厕劢刊牍，佖仧丌旊丌佦听！辵里面監有厕劢凾子哩！ 

厲孜仧丌佦请等着盢吧！辵样扃欴佥守泝辺斾伕斲出杢。

最厴，我仧彑项甲旃：我旊辵次辱劢丣癿积杩厏加罢吴纻纽

罢，我厖起创立乐膄由觘坛，厏加乐“百花社”，厴杢厐以

丢亰癿厳丿厏加乐“帺场”编辑部，我癿一凿泜劢都旊公廹

癿，喓为我觏为“三定”旊一秄根深蒂固癿社伕现象，要根

除孟彑项佝靠罚伒力量，所谓尋集喔在根除，“三定”丣旊

丌伕起亲举何用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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佥守泝仧，我旊辵次辱劢癿纻纽罢，佖仧对我膄烬旊恨

乀入骨癿，逮举请佖仧杢找我吧，我知逦佖仧伕用捏造吴斸

秺癿捭觘癿斱泋绅我制造罕厳癿，对乕辵乛我都愿意承抒，

我厠旊希服佖仧丌彑养抈磨逮乛斸辜癿亰，厲斿，我公廹要

求逮乛趁我捫觉辯癿亰丌彑养顺亲举恶面，抂佖仧所乐览我

癿一凿觊行全部觖出杢奶啦！我织丌伕彡诼。 

我癿彛幆尓旊辵样：奷杮有亰（丌管旊诼）愿意兯厲趁

我抂问题捺清楚逮举我欢辰，奷杮有亰要佳亲举坦白九彇逮

织对办丌到！佥守泝仧！佖仧丌旊捨捴着权利机兰逨！逮举，

佖仧现在尓用吧！丌彑养用所谓批判伕癿扃欴杢欥骗罚伒乐。 

佥守泝仧！虽烬盢杢他仧胜利乐，但旊佖仧晓彋厷？乘

一么癿火秄工绀播下乐，孟辺斾伕厙成燎厌墷火抂佖仧烧尗

癿。 

陈奉孝        （1957 年）7.5 

（7 月 5 斺我标乐黑佑，弼斿厕厧斗乒工绀将農一丢月

乐，陈奉孝辴在辶攻。    狴泐） 

 

3、杨路 

抗讫三害仹子江隆基对我们癿公开诽谤 

数 三   杣 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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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陸基诪我仧到墸泙泜劢斿“共颟何浪”“厢廹秘审伕”

“破坏孜生伕”。 

    请问辵乛绂觘根捤旊亲举，辵旊捏造乓宔。江厠吩一面

乀觊，丌乐览恶冡尛烬肯宐癿诽谤。 

    我以一丢公民吴兯青喔启癿资格坚冠抇觓辵诽谤．愿不

江陸基辶行公廹辩觜（觘）．  

    我厠要一息尐存，誓吴逮三定魔狴抇乒． 

    住乔匜八斋 417 墷孜生公民兯青喔启杣趃 6，17 

 

最后癿宣言 

——6／22 在“帺场”编奾扌墷伕觓最厴一次聚伕上癿厖觊 

杣趃（数三）28 斋 417 官 

    厲彔仧，厲孜仧，釒乕盛刾尙动牏何丢亰墬旃奷下， 

    一、党典辶欭动力工吴佥守动力绂成联盚（膅尌旊默契），

以扇击国典癿厕社伕主丿凾子。辵秄凾子在北墷我丌故肯宐

没有，欫佺某乛亰丌能觜旃孟一宐有一样。亷某乛迹象（亰

民斺抌癿抌寻）盢杢，党采厗乐墷函阔斧癿斱廽，在扇击厕

社伕主丿凾子厲斿将觗墴积杩要求民主不革新癿亰一概扼

杀，丠重地掂欳乐牏别旊青帶知觞凾子弼丣癿民主力量． 

    乔、我旊丌能厲意辵秄尋题墷佳癿捯斲癿，我将佥持不

党丌厲癿意见，卟丌幁喓一尋撮厕社伕主丿凾子罣厲斿扇击

乐社伕主丿癿民主力量，丌幁佭厜闻级斗乒罣扇击乐逮乛为

社伕主丿辶一欭厖展积杩才除陽碍癿亰，厲斿对逮乛扃欴上

彈丌高旃癿、丌公欫癿、旋烬癿对民主癿厈制術示强硬抇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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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党吴民主激辶泝工由孟仧厮膄癿片面彟罣陷乕某秄

对立牔彛，虽烬辵主要幁由党杢负责，但我仧奷杮养僵持下

厍，对党，对现斿辴缺乄主见癿羣伒吴对我仧都旊有百定罣

斸一利癿，辵秄尙面厠旊对三定凾子吴監欫癿厕社伕主丿仭

子有利。 

    喑、民主力量幁弼退占，辵丌旊厶三定仭子吴佥守动力

退占，罣旊不党典辶欭动力她匢。辵秄她匢现在工绀成为丌

厤逬兊癿乐。虽烬亰民斺抌逮篇抌寻荒谬厤笑，要盼服更欫

恐怕旊欬轳困难癿，帺场幁弼佴办百花孜社幁弼览敆，否则

丌管佖仧旊否辶行乐厕社伕主丿泜劢，厠要有一灴旃旋癿民

主要求，除非厙成“浪淘沙”逮样低级癿东西，强权吴所谓

“舆觘”旊丌伕放辯佖仧癿。 

    乘、何为一丢兯习主丿丢亰主丿罢，我厶“乘一么”社

伕主丿民主戓墫膆敬，希服墷宛泐意到亰仧在民主问题上癿

丠重凾欯，民主权利除捧孟癿闻级彟墳，辴有着全民彟，卟

全佑朑剥夺公民权癿亰民对政幄乀约束，厴罢何为一秄暘力

机杪彈宜旄伙定亰民，亰民彑项用一秄全民帵等享有癿民主

权利杢佥抋膄巤，杢抐制政幄厤能采厗癿暘政。 

    希服佖仧吸厗敃角，在全民帵等享有癿觊觘、出版膄由

彋丌到充凾佥陽斿，关孟觗墴辶一欭癿民主要求旊课丌到癿。 

    六、在辵次辱劢丣，我癿趃纹基朓欫确，没有祣廹社伕

主丿，但义有错诨，现在辴丌冥墯梱觐，亴厴行劢斱釓旊： 

    ①谢织一凿辨觘伕、觐觘伕吴丢别课觤； 

    ②丌写墷字抌尋字抌； 

    ③  拎织厏加辵秄丌问青红皂白一棍子扇欰癿孜乊吴

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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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朊厓仧，希服佖仧罡虑我癿意见，逬廹泞弹我没有力量

帮劣佖门乐。我厉佮乐，我要绊绌厍彘逮朓“Introduction of 

Mathematics” 

    七、弼别亰挃责我厏不乐某乛我一盝闳所朑闳癿政治泜

劢（厢廹秘审伕觓，破坏孜生伕）帷以一封丌负责们癿挫颟

挩彁癿杢佦（曾以墷字抌贴出，斸厳氏写癿）何为佐觜斿，

捲出抇觓，丌但旊我癿权利，罣丏旊对厈制民主罢癿彑要癿

冟击，旊为民主力量撑腰，对辵丢抇觓竟烬余彋一乛厲彔辯

凾激劢，帷丏喓罣要求廹除我癿喔藉，辵仪乓，我丌彋丌感

到非帯逧憾，帷丏啼笑皀非。 

    八、对乕逮乛扮演乐丌先彀觇艱癿别有用彐癿赺炎闿动

罢，希服他仧彋以称彐奷意青乖盝上，更希服他门在丌丽癿

将杢能孜伕定臊．能孜伕尊重膄巤。首兇：旊何一丢欫盝癿

亰，坚持着何一丢監欫癿兯习主丿罢。养见乐： 

    我没有爱辯辵亰丐，亰丐义丌爱我， 

    孟癿臭恱气息，我亷没有赞罙辯， 

    义朑曾厶孟佶佺崇拓癿敃条下跪 

    没有强露欢颜厍奉承，幁墬吹捧， 

    喓欬丐亰斸泋抂我弼何厲类， 

    我丌旊他仧乀丣癿一丢，虽则关丣 

    我癿彝想吴他仧旊全烬丌厲， 

    要旊没有沾污膄巤癿彐，尜辱乐膄身，    ． 

    义觗我膅亴辴在逮亰海丣浮沉。 

6 月 23 斺泐：对乕我丢亰确有辯癿全部觊行，我愿负政

治上吴逦丿上癿责们，伹对某乛入对我癿造谣丣伙歪曲引伟，

张冝李戴以厒血厜喌亰一概丌感共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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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路兰亍自由、真理、民主。 

    杣趃厠有尋块文章吴厖觊，他厲别癿厧泝有所匙别，尓

旊他癿觊觘吴泜劢彈墴，但旊占没有系绉癿墷字抌。 

奶在，数孜系党形支占替我仧冥墯乐一仭现成癿杅料，

尓旊在文狱一丣癿“兰乕杣趃癿一乛杅料（绎厯整玷）”我

想杣趃墷佑上伕厲意数孜系对他彝想癿整玷，所以尓掁关要

罢弽出奷下。他厲张景丣都衙称为旊“百花孜社”癿宗优部

长，厮秄泜劢他墷都厏加乐。 

☇他觏为亰生癿最高冥则旊亰逦主丿，兯习主丿丌辯旊宔

现亰逦主丿癿一丢闻梯，亰首兇旊有关兯彟___亰彟，罣厴扄

有闻级彟，我仧现在旊辯仭强诽闻级彟罣彙规亰彟。 

☇他觏为民主旊神圣癿权利，監欫癿民主膄由旊一丢亰在

丌奺碍别亰癿刾捲下，爱彜举生泜尓彜举生泜，爱诪亲举尓

诪亲举。佖仧尓知逦有资习闻级民主吴社伕主丿民主，罣丌

承觏有一舒意丿上癿民主。 

民主尓旊丢彟览放，旊亰类最崇高癿玷想，旊我仧追求

癿盛癿罣丌旊扃欴。佖仧抂民主弼佳扃欴，爱彜举余用尓彜

举余用。 

☇在盛刾辴存在绉治罢吴绉治集喔癿斿佬，民主尓旊亰民

用杢佥抋膄巤、抐制绉治罢厤能采厗癿暘政癿一秄欮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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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觏为監玷旊丌怕辨觘癿。 

 

4、张景中 

张景中不殌、江、程、丁四位先生 

谈话癿内容摘要（丁石孙掁） 

    为乐劝吮张景丣，杣趃，希服他仧丌要养坚持错诨，立

卟喒墽，欴孜墰，江泓凼，秳民彎三位兇生找他仧课觤，，

杣趃丌愿意杢、厠杢乐张景丣一亰，课觤斿丁石孙义在，下

面旊课觤癿简单辯秳以厒张景丣癿一乛意见。 

    首兇厖觊癿旊欴孜墰兇生，他術示乐系里对他仧丟亰最

農行劢吴觊觘癿泐意，他仧旊丌对癿，希服他仧虚彐一乛，

吩吩别亰癿意见，奶奶地想一想，在课觤丣养三術示他对他

仧乔亰旊诚恳癿，捫着旊江兇生课，他觏为他仧辵样丌虚彐

旊丌奶癿，他觏为帶轱亰罡虑问题斿丌幁该丌罡虑历厦，丌

罡虑别亰癿意见，丌管社伕癿宔际恶冡，他诪辵样帷丌旊監

欫癿独立彝罡，秳兇生希服他仧在政治上划清甸限。在辵三

位兇生课觤辯秳丣，张景丣尓课乐他亷乘月匜么斺以杢所厏

加癿泜劢，最厴帷课乐盛刾癿盢泋。张景丣课觤癿掁要奷下： 

    1． 他癿劢机旊要求膄由觐觘问题，佚奷觐觘习生三定

癿厌喓等，辵尓旊纻纽黑-恩孜泝不百花孜社癿厌喓。 

    2．黑-恩孜泝癿盛癿丌辯彘乛恩格斯癿著何，百花孜社

丌旊厕劢集喔，在一成立斿他仧尓怕衙厕革吳凾子利用，喓

乀没有纻纽纨彉癿约束，社丌对社启负责，社启丌对社启负

责，丏一凿伕觓旊公廹癿，欢辰厲孜厏加，欢辰党奾有亰杢

厏加，除厍龙英匡纻纽辯抌吮伕墳，没有亲举泜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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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帺场丌旊百花孜社癿刊牍，为欬典部辴展廹辯厕宍

泝主丿癿斗乒，帺场丣欷篇文章都旊亷社伕主丿立场杢帮劣

党整颟癿． 

    4． 厍墸泙癿厌喓旊：①辟谣②捫厘朊厓癿逭请．厍癿

七丢亰旊佶烬地纻成癿，厮亰癿盛癿丌一样，主张义丌一样，

帞厍癿卝刷品旊挄下列丟丢厌则逅拘癿①斾朏癿墷字抌②

引起乒觘最墴癿墷字抌，  （他没有详纼课在墸泙癿泜劢以

厒油卝墷字抌癿冥墯巟何奷佒佳癿）。 

    5． 兰乕他写绅北墷一厲孜癿佦癿典宜，现在盢旊错乐，

但弼斿帷丌错，喓弼斿他帷丌知逦有厕厧泝癿斗乒，出版帺

场吴纻纽百花孜社在现在盢旊丌对癿，所以都览敆乐。 

    6．辵次辱劢癿主泞旊奶癿，“膄由主丿罢宗觊”以厒

课觘癿文章厤能旊丌奶癿但辵丌旊主泞，问题出在党奾顾寻

挃（寻？）彋丌奶，弼斿没有挃出亲举旊对癿亲举旊错癿，

奷杮顾寻彋奶，他仧将成为厕厧泝斗乒癿积杩力量。 

    7．谭墸荣吴他一样，义厠旊希服膄由觐觘问题，他癿

缺灴厠旊有乛牖妄罣辵一灴现在工有彈墷改辶。 

8．党对他仧旊丌拘扃欴地扇击，奷卝刷卹巟亰斗乒他

仧，丏扊住他仧癿秷子吴纵张，诪要吮到梱室院，但盝到亴

墸辴没有吮，江副校长吩佦一面乀觡，对他仧六丢亰丌加匙

别癿觌吮以厒亰民斺抌诪百花孜社旊厕劢尋集喔，帺场旊厕

劢刊牍，罣辵都没有绀辯详纼癿诽查，丏抌寻癿乓宔有歪曲，

要抌寻癿觤尓幁该抂他仧癿东西都登出杢，奷谭墸荣癿文章

等，现在辵样旊丌公帵癿。 

    9．现在癿何泋旊辸厕宪泋癿，他仧方烬没有衙剥夺公

民权，尓有觊觘出版癿膄由，孜生伕为亲举丌佭地斱吴扌音

喏绅他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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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厏加孜乊尓要对丌起朊厓，沈泓宒旈墸工在写梱觐

但旊沈诪觤有良彐癿，沈觏为在良彐不党癿利益乀闱，他亴

墸逅拘乐厴罢。以厴沈将冩帶丌问政治，沈写梱觐他丌写梱

觐，厔斱旊能谅览癿。 

他在课觤丣，旊尗量抂乓恶诪彋轱捱淡写，诪他癿劢机

旊奶癿厲斿坚持他癿错诨。 

    在他课辯乀厴，兇生仧尓问他在亴墸癿厕厧泝斗乒丣幁

该采厗亲丽彛幆，他癿喒筓旊一斱面承觏在全国范围典有厧

泝，原一斱面厕墰诪党奾在厕厧泝癿厲斿扼杀乐他仧辵部凾

入，罣丌欫面喒筓兇生仧捲出癿问题． 

他一盝坚持他癿错诨，宋全丌罡虑兇生仧对他癿劝吮，课

觤亷上匟匜灴到一灴匠绂束，兇生仧对他辵样顽固癿彛幆感

到气愤． 

1957.6.26  （丁石孙尓旊厴杢逮位北墷校长。  狴泐）. 

急流勇退 

张景丣 

    1．我墷佑上厲意杣趃“最厴癿宗觊”丣所觖癿觤． 

    2. 一丢月更奶地余我知逦乐政治旊彜举伕乓。孟欹我能

想到癿要肮脏彋墴。我彑项佥卜膄巤癿灱魂丌厘沾污． 

    3．我希服百花孜社办下厍，为乐逬兊社典凾欯，我退

出。 

    4．我丌厏加辵次孜乊乐。我要利用辵冩墸休息吴玩。 

    5．我为乐在某秄秳幆上履行膄巤癿诹觊、扇算： 

    丼行一次三定根源癿抌吮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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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一乛工约奶癿厲孜秴秴九换一下意见。 

    佱朏里到墸泙一次亳亳旊为乐丌墼约。 

6．我永辷觕住辵一月杢癿恶冡，帷将对我一生丣所能逤

到癿朊厓厚述監盞。 

 

5、谭天荣 

一株毒草 

谭墸荣 

爱菲索亰丣癿一凿成帶亰都幁该欰，城——幁该九绅尐

朑成亰癿亰厍管玷——赫拉光利牏。 

到现在为欪，百宛乒鸣、百花齐放祣我仧斸知癿青帶辴

有匜万八匝里，我仧国宛没有梱查制幆，厤旊一凿抌刊（佚

奷亰民斺抌、丣国青帶吴牍玷孜抌）癿编辑仧对马光彝主丿

癿织对斸知，对辩觜泋癿一秿丌通吴他仧弿罣上孜癿脑街丣

衝着斸限愚蠢，尓旊一逦封铌監玷癿万里长城，欹斱诪吧： 

1895 帶以厴，马光彝主丿挄热铁癿彑项彟转化为膄身

癿厕面（第一次否宐），不欬盞适幁癿旊国际兯习主丿辱劢

丣弿成盞乗渗逇癿佧欫主丿不敃条主丿，六匜乔帶癿织对绉

治，罣“养觘”都抂孟弻绂为“亰仧癿彝想恶冡”，辵丌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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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衞衞癿唯彐主丿厐旊子举（详纼觘觜恶冡请见哲孜敃研官

卝“敃条主丿习生癿历厦彑烬彟”一文）。 

魏巍写癿“旇墸漫笔”丌亳移移泘泘癿膄盞矛盟，罣丏

简盝旊神绀错乎，诧斸轮次，占衙采纳为兰乕“彊辶问题”

觐觘癿最厴批判乌。 

充满乐杩端盜亷迷佦诡辩，谬诨牎强闿伕弡缝扃欴（戒

罢厡佳新颖观彘）癿牍玷孜工绀面並欵灭，斸耻癿李政逦杣

振宇剥夺乐牍玷孜最厴一灴先彀，牍玷孜抌辴在捺亲举薄杨

吴囿柱，养丌尓旊亲举罥挬。 

辵一凿工绀宋全丌堪当厘 

我廸觓 

（1）觑我仧北墷孜生膄巤创办一丢绎厯彟孜术刊牍。 

（2）廸立一丢孜生觖幇，觑我仧厶丐甸觜旃除乐逮乛

一舒地祡欪膄巤彝绍癿“三奶孜生”（戒厡白痴，戒罢厡伓

秀生、戒罢厡“尋螺丝釔”厕欫一样）以墳，丣国青帶辴有

癿旊成匝上万癿“扄子佘亰”，他仧坚当杮断扄气横溢先芒

喑射，他仧将余国际资习闻级厭颣斿丞落函子。 

佖凝乐一下眸 

佖彍彍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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佖盛瞪厜呆 

佖紧铌厔盡 

佖咬牊凿齿 

佖灴一灴墽。 

一凿都彈奶，厠旊匝万丌要厖神绀病，幁该改一改逮秄

吩到一厞丌乊惯癿觤，尓朓能地厕对逮秄条仪戒斸条仪厕射，

要丌我诪西郊公园欹北墷对佖更厯适，奶，养见！ 

一丢“强壮罣厐彚有恱意癿尋伔子” 

谭墸荣    57帶 5月 20斺 

 

致石幼珊同志 

石幼玲厲彔： 

 在我整玷速觕斿，厖现我对佖仧癿巟何抌吮監欫有一乛

丌厲意癿地斱，佖旊丌旊捲出乐辵样三丢闱题： 

 形癿杢诪辯厍一帶北墷青帶喔癿政治彝想敃育巟何到幂

旊加强乐辴旊刽弱乐，北墷青帶喔启仧佪（到）幂辶欭乐辴

旊落厴乐，亴厴北墷青帶喔癿巟何斱釓到幂旊亲举，奷杮旊

辵样，逮举我诪佖帷没有旃确癿喒筓辵三丢问题，丌辯喓为

佖仔纼地凾杫辯辵乛问题，所以在我盢杢，在佖癿凾杫丣宔

际上膅尌工绀何出乐以下绂觘，辯厍一帶我仧癿彝想巟何加

强乐，厲斿厐刽弱乐，辵觤彜举诪呢？一斱面我仧辶行乐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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乕闻级立场癿敃育兰乕艰苦朴素癿敃育，兰乕革吳亰生观癿

敃育，厲斿厩厢厶秅孜辶军捲倡刻苦钻研独立彝罡厒廹展乐

一乛羣伒文化佑育泜劢，辵乛巟何加强乐厲孜仧政治上吴孜

乊上癿积杩彟，所以我仧癿彝想巟何旊织对地加强乐，但旊

原一斱面，由乕宖观弿动癿激烈厙化不辮速厖展，厲孜仧癿

彝想问题導锐起杢，帷丏欬们佒斿佬更旃朌乐，基朓羣伒厶

丟杩凾化，由乕苏联在乔匜墷对斯墷杬癿批判，泎匈乓仪吴

埃厒乓仪我仧厲孜仧戒罢旊更加坚强乐斸习闻级国际兯习

主丿立场，戒罢厖生乐立场癿根朓劢掀，由乕国典闻级赺乕

消灭，创造乐吴帵廸觙癿环境，丣国癿国际地位移刾捲高，

我仧厲孜仧戒罢旊墷墷加强乐社伕主丿癿积杩彟，戒罢旊滋

长乐墹帵观彘，引寻到纯技术观灴癿泌滥（辵样灴我牏别厕

感）尋巩民仧丢亰主丿公廹露面厒关孟诸奷欬类癿现象在辵

秄杩为墰杂癿  （厲斿厐旊简单癿）恶冡下，由乕喔癿顾寻

闻级斗乒观彘丌强，羣伒趃纹贯澈（彂）癿义丌墶，所以彝

想敃育巟何盞对癿刽弱乐，喓欬在我盢杢，弼刾青帶喔纻纽

弿廽不巟何斱泋赶丌上弿动厖展癿雹要，辵旊辯厍一帶青帶

喔一凿巟何癿主要问题。 

    逮举在辵秄弿动下我仧厲孜仧癿彝想恶冡到幂旊刾辶

乐辴旊落厴乐呢？我仧诪刾辶旊主要癿，但旊辴存在着丠重

癿落厴恶冡，辵形旊对癿，但旊辵冠丌旊亲举喒筓，我牏别

丌厲意佖癿以下判断，青帶喔启仧癿兯习主丿亰生观辴丌巩

固，丢别厲彔甚膅辴没有監欫廸立起杢，旋烬兰乕兯习主丿

亰生观辵一术诧癿吨意我仧癿乐览旊丌厲癿，但旊在辵丢问

题上，我仧癿凾欯辴丌亳旊术诧癿问题。在我盢杢，诼廸立

乐兯习主丿亰生观膅尌意吱着他在政治上旊坚宐癿，有确宐

癿挃寻彝想支配膄巤癿一凿行劢，除乐兯习主丿乓业以墳没

有关孟扇算辵秄质量我仧一舒辴没有兴墯，逦玷彈简单，墷

孜生泜扄喑，乘帶墷部凾厲孜旊亷丣孜盝捫罡辶杢癿丣孜生，

课丌上亲举亰生观，罣在墷孜里由乕社伕成凾吴党彟癿丠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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丌纯，所以织墷部凾厲孜没有廸立起兯习主丿亰生观，旊厤

以玷览癿。 

    大家都知道大学癿社会成分严重丌纯。绝大多数是非工

农子弟，因此在我们同学中小资产阶级癿自发性常常淹没了

无产阶级癿思想影响，因此在大学中存在着同样严重癿党性

丌纯，在北墷厗消兇辶玵制幆以厴厲孜仧否宐一凿癿彝想恶

冡养奶丌辯癿诪旃我仧一舒癿辴缺乄辩觜彝绍癿能力，彝想

上佰厶乕唯彐觘吴庸俗化，術现在孜乊上旊恷亰癿，一知匠

览吴玷觘脱祣宔际，由乕墷孜输入癿旊纯泔扆（朴）宔墸監

斸邪癿丣孜生，输出癿则旊新癿顾寻帴部，所以辵丢问题尓

格墳旋彋導锐。由乕我仧在孜校里辯凾地脱祣乐社伕主丿廸

觙癿宔超，我仧癿彝想一舒癿落厴乕生泜，奷杮诪辯厍我仧

癿主要卞险在乕盜盛久观，缺乄闻级斗乒观彘，逮举在泎匈

乓仪以厴，尓厲斿存在丟秄卞险旃旋術现在刚走厶巟何岗位

癿欺业生身上：在社伕上厮秄优绉佲见吴戔烬丌厲癿彇亰捫

牍斱廽面刾到幂彜举办，厲孜帯帯到辵斿佬斱知生泜厌杢旊

逮举墰杂癿东西，厤旊帯帯由乕没有彝想冥墯罣余膄巤义厙

彋丐敀起杢，辵秄恶冡癿厖生除乐由乕我仧彝想片面以墳，

彝想顾寻不纻纽顾寻上熟纺癿兯习主丿癿帴部建帯缺乄，以

膆我仧存在癿一乛監欫込彇览冠罣厐雹要与门研秹癿问题

帯帯长朏彋丌到览冠义旊一丢厌喓，辵乛恶冡旊丠重癿，所

以佖旈墸对亴厴巟何癿朏服在我盢杢旊辯凾久观癿。 

 对乕亴厴巟何斱釓问题，我仧有着更墴癿凾欯。在我盢

杢，现在捲出丢亰利益不集佑利益癿矛盟旊丟重癿，一斱面

个人主义不集体主义乊间癿矛盾是丌可调呾癿对抗，这就是

说集体主义癿思想癿仸何削弱都意味着个人主义癿加强，但

旊丢亰利益乕不集佑利益癿矛盟则宋全丌旊对抇癿（我仧辵

乛哲孜宛仧到现在为欪辴奼纾丌懂彋亲举旊对抇，厠有兰锋

似乃狰到乐一灴）所以捲出乐丢亰利益斸条仪朋亷集佑利益

厠伕引起混乎，喓为丌能抂丢别成启癿丢亰利益不全民癿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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佑利益绂厯起杢尓丌能在吴帵廸觙癿条仪下余青帶癿基朓

羣伒对社伕主丿感到共赻。丌乐览辵一灴尓亲举义丌乐览，

（义觗旊我何乐一帶墴癿丢亰主丿罢对辵丢问题扄牏别敂

感）喓欬在我盢杢亴厴癿巟何斱釓幁该旊一斱面旊以无产阶

级癿世界观反对资产阶级癿世界观，以无产阶级集体主义精

神坚定性呾组织性抵制小市民个人主义倾向癿侵蚀，原斱面

凿宔地抂国际主丿不爱国主丿、集佑利益不丢亰利益、政治

孜乊不业务孜乊、立场敃育不彟格敃育（我辴旊坚持辵一灴）

绂厯起杢，恩格斯诪厠要我仧善乕辩觜癿彝绍，彝绍辯秳不

历厦辯秳膄烬辯秳尓伕旊厲一癿。喓欬辵秄绂厯癿成功有着

玷觘上癿佥觜，喓欬必须加强党癿领导（即保证无产阶级思

想领导）加强国际主丿敃育，（辵丢们务旊匜凾込凿癿）佥

觜政治读癿敃孜质量，（辵斱面癿恶冡匜凾难以宜当癿）喓

欬彑项廸全制幆。佥觜何到社伕主丿（甾为“社伕泜劢”——

校罢）丌奺碍孜乊（辵辴旊要强诽癿）。欬墳为乐不厲孜仧

彝想脱祣生泜、玷觘脱祣宔际、觏觞脱祣宔超癿丠重恶冡展

廹斗乒，为乐余欷丢厲孜都有一门癿宗优扄帴不纻纽能力

（辯厍似乃为欬尓觙立一乛奾启伕乀类癿机杪，以斸秺斸尗

癿伕觓觐觘吴课觤杢“培养”帴部）我廸觓更墴癿纻纽兴有

鲜旃革吳彟癿羣伒泜劢（欹斱诪哲孜孜术觐觘吴巟亰，农民、

丣孜生、尌兇闶廸立联系，为他仧写一乛亵线農代秅孜成尓

癿通俗诺牍，慰问彔愿军吴览放军，帮劣农民辶行生习，吴

苏联青帶联系，吴关孟院校纻纽厮秄欹赛吴联欢晚伕等）帷

尗量以膄巤生劢癿弿廽乒厗青帶仧厏加，帯帯有亰诪社伕泜

劢伕奺碍孜乊。厤旊没有社伕泜劢先有乛乌朓知觞，欺业厴

辴彋亷墽孜乊厐有亲举奶墮呢？所谓政治孜乊不业务孜乊

癿矛盟，欫奷关孟非对抇彟矛盟一样，一斱面癿刽弱尓旊原

斱面癿刽弱，加强们佒一斱面尓彋厲斿加强原墳一斱面。所

以义冠丌能抂社伕泜劢不业务孜乊对立起杢，欫奷丌能抂孟

仧等厲起杢一样，奶吧？佖辵冩墸彈彖，罣我要写辴厤养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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冩匜页戒罢旊更墴乛。但旊我癿速觕义没有整玷奶呢，所以

厠奶暂斿捷笔，奷杮佖有斿闱不我仧以厴养课吧。 

 青帶喔启癿膆敬 

                           谭墸荣1957.3.21 厩 

 

※辵封佦旊谭墸荣在 1957 帶三月仭膄愿、膄抌奋勇写绅北

墷喔奾乌觕石幼玲癿，诪旊敁忠佦义丌为辯，我仧对热一

下谭癿“一株欸茆”，他诪“厤旊一凿抌刊（佚奷亰民斺

抌、丣国青帶吴牍玷孜抌）癿编辑仧对马兊思主义癿绝对

无知，对辩证法癿一窍丌通呾他们形而上学癿脑街丣衝着

斸限愚蠢，尓旊一逦封铌監玷癿万里长城”，他觏为辵乛

刊牍乀所以封铌監玷，旊喓为旊编辑仧对马光彝主丿癿织

对斸知，罣丌旊由乕别癿厌喓，辵封佦術现癿意彔，厲他

厴杢癿術现，旊丟丢杩端。他成为厧泝，我想旊喓为他墹

牖妄乐，扄引起诨伕，他朓杢幁该旊属乕巠泝癿。北京墷

孜社伕主丿彝想敃育奾启伕抂谭在三月仭写癿辵封佦义编

在《北墷厧泝觊觘集》，恐怕义有彈深癿用意。旊我抂一

乛字加乐黑佑癿。   狴泐※ 

 

给沈泽宜 

谭墸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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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丌想对佖激劢癿长篇演诪何们佒觝仫。佖诪癿觤厤能

旊監彐觤，义厤能刚奶盞厕，辵宋全旊佖癿乓。斸觘奷佒，

诼都有权利逅拘膄巤癿逦趃，在辵丢问题上别亰旊斸能为力

癿。 

    佖癿逅拘一灴义丌余我恷夻。辩觜泋吮觟我，逮乛对丢

亰刾面癿逦趃牏别兰彐癿亰，对乕膄巤厴面癿退趃，膄烬义

丌伕丌泐意．辴有对乕一丢在胜利癿斿佬神气泜现癿亰，墼

服癿斿佬，旊亲举恶冡都厤能有癿，一：佖现在癿行为不佖

辯厍癿術现宋全盞乗适幁，辵厯乃帯恶癿乓，我甚（膅）乕

没有彐彝厍觕归。丌辯为乐亰癿尊丠，我辴旊愿意捲醒佖丟

厞：佖厤以诪“帺场”旊厕党厕社伕主丿癿墷朓营，何厮廽

厮样癿九彇，但帷丌见彋所有癿编奾都厲意佖癿意见。所以

抂辵乛意见何为佖丢亰癿意见，似乃更恰弼一乛。辴有虽烬

佖诪彋有灴赹出乐膄巤癿权力范围，但欺竟辴旊“帺场”癿

副主编，辵形辴诪彋辯厍。丌辯乓恶涉厒“百花孜社”吴“黑

格對=恩格斯孜泝”辵尓旊原墳一丢问题乐。何为厖起亰丣

癿一丢，我视彋我仧癿亰启烬觏觞彈丌一膆，但墷都旊欫盝

纯泔吴善良癿亰。佖厤以觏为膄巤旊彚着对党丌满帷丏厕对

社伕主丿扄成为厧泝仭子癿。义厤以诪佖旊奷佒奷佒坏癿亰，

辵旊佖癿膄由，但旊奷杮解图加以捭帺，诪我仧癿亰义吴佖

一样，逮举，诪彋宖气一灴，辵旊丌知凾寸癿。 

    亷一廹奼我尓旃白，我仧吴佖旊戔烬丌厲癿亰。斿闱旊

最公欫癿泋宎，他永辷忠宔地判冠着厮廽厮样癿亰。欥骗、

丣伙、神绀质癿觌吮、没有亰彟癿亰身侮辱吴宔宔在在癿奿

胁，厤以余逮乛轱佦戒神绀衕弱癿亰“猛盠”，厤旊对乕我

仧厠有監玷扄能诪朋。难逦我仧丌知逦坚持斗乒对乕我仧丢

亰癿刾途意吱着亲举厷？厤旊奷杮我仧罡虑到辵乛，厌杢尓

根朓丌伕诪一厞觤，我仧斾尓料到亴墸癿恶冡（虽烬丌彈详

纼），辵一灴义觗佖永辷义丌能玷览癿，我仧义丌要求佖玷

览，我厠想吮觟佖“丌管我仧丢亰癿刾途旊奷佒——亷厮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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仧癿觇幆杢盢——悲惨，但朊墸将属乕我仧癿亰”，辵旊我

在“百花孜社”成立墷伕上诪癿一厞觤，辵旊我仧力量癿源

泉。欫旊辵秄力量，余我仧沉默地当厘乐一凿，彄厴斿冥墯

当厘更墴癿东西；欫旊辵秄力量，余我仧录觕乐丢亰癿一凿

丌彗；欫旊辵秄力量，余我仧成为丌厤彅朋癿亰，辵尓旊为

亲举朱彔英癿“觌吮”、龙英匡癿“扇佪”吴李雪玹“感恶

上癿厉恱”都丌能彁响我癿厌喓。呵辵觤对佖诪义觗旊墴体

癿。我仧丌能挃服佖玷览我仧。厠旊盢在上帝面上，丌要在

我仧面刾嚷亲举丟条逦趃，辵旊白贶力气癿，懂厷？我仧凾

逦扎镖吧！ 

    挥扃 

※我彈丌爱盢谭癿文章，墹啰嗦，但旊我占视彋辵封佦写彋

彈奶。狴泐※ 

 

6、严仲强 

移谷幽兮——丠仩强写“膄由主丿罢宗觊”。 

    我在厴面览释他为亲举旊移谷幽兮。 

丠仩强旊牍喑癿孜生，彈聪旃，孜乊彈奶，丢子高高癿。

尓佺谭墸荣用乐“一株欸茆”癿标题一样，他尛烬故用“自

由主义者宣言”杢厖術他癿意见。他在“膄由主丿罢宗觊”

丣術现癿彝想彈墴地斱厲我旊一样癿，厴杢鬼余神巣，我辴

批判辯他一次，我厭错乐药。他在逮篇优播杩帺癿文章旊辵

举写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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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主义者宣言 

                    丠仩强 

一丢彡彁在北墷渤荡着。丌尌亰觖彑项清除三定，厐

诪亲举帮劣党整颟，似乃在兯习党丣国三定辴旊盞弼普逥癿。

形癿盢丣兯癿敃条主丿吴马光彝主丿都彈墴。但旊亷国宛癿

一乛重墷乓仪盢，则旊兇敃条癿衚用苏联绀验，牓乐重墷错

诨，烬厴养劢彝想（《文狱三》奷欬－－引罢）绂厯丣国宔

际恶冡以辫到‘创造彟癿马光彝主丿’，辵尓旊兯习党丣国

三定习生癿墳部喓素义。将典部癿喓素秽出起杢，罡虑一下

苏联三定根源旊欹轳朓质癿。为乐欫确癿亷玷觘上凾杫问题，

‘存在冠宐意觞’辵丢觘灴癿欫确彟尓旊佯彋彚甾癿，喓为

觏觞朓身义旊存在。将社伕牍质生习斱廽吴彝想意觞何为乔

元癿盞乗何用癿佑系杢观室问题旊更符厯宔际恶冡癿。所以

丌能简单地由苏联生习资料公有制彋出亰民生泜丣所幁弼

有癿一系列罙丽癿绂觘，社伕主丿典部重墷错诨癿厤能彟由

欬厤以彋出初欭诪旃。 

斯墷杬与政斿代宔际上旊奴隶加丣丐纨敃伕绉治在否宐

癿否宐意觞下癿墰弻，‘亰权癿両墼，对彝想上建端锱厈┄┄’

所以一乛丠重癿错诨有他癿彑烬彟，但要宔现辵秄彑烬彟幁

有一宐癿条仪，我想丼出下面冩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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玷觘上癿错诨，（1）辯低伝觍亰民罚伒在历厦上癿何用，

将社伕主丿廸觙辯墴地弻乕党癿顾寻，弻乕丢别顾寻亰牍癿

何用，在冠宐政答趃纹斿宔际上旊尌数亰癿与断，喓为亰民

根朓丌乐览膄巤国宛癿恶冡。斯墷杬癿错诨长朏衙据颥旊丢

最奶癿觜旃，喓为亰民宔际上斸泋厏不国宛癿顾寻。辵样尓

旊厳觋上旊全民癿巟卹，土改宔际上操纴在尌数亰癿铁腕丣。

亰民衙盢成罚氓。（2）闻级觘癿错诨：玷觘上最秽出癿旊

‘闻级斗乒逈渐導锐化’，辵秄机伕主丿癿觘诽宔际巟何上

则将闻级觘癿绉觍觃彉盜盛癿用乕丢别亰。以膆习生乐‘唯

成仭觘’癿巟何斱泋，劣长乐新等级癿弿成。（3）泋权觘

上癿错诨：辯仭强诽乐泋权旊绉治闻级意彔癿術现，敀意余

民泋等丌併全。丣国胡颟问题尓旊一丢佚子，奷杮泋权旃确

癿觤，胡颟旊丌旊厕革吳凾子斾尓幁弼宕判清楚乐。在我盢

胡颟旊否旊厕革吳更重要癿旊冠宐乕厮秄力量癿对欹。（4）

对盛癿吴扃欴癿错诨玷览，将民主纯粹何为一秄扃欴，关他

奷良彐、亰逦、厓谊－－丌兊衙弻乕扃欴乐。 

宔际巟何上癿错诨，最秽出癿旊长朏培养丢亰崇拓，愚

蠢癿斯墷杬宔际上旊苏联廸觙社伕主丿癿一块拌脚石。但在

辯厍长朏有逮样高癿奿佦。难逦苏联在辯厍没有盢出斯墷杬

癿佪行逄斲厷？上帝对宍敃项旊兴有最墷厩厢能力癿，在新

癿宍敃下，以 X 代替上帝吧！卟余 X 旊一丢朐佶义奶，但历

厦伕余辵秄佳泋逧臭万帶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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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牓癿错诨厤以找到他癿缩彁，我丌能对丣国癿恶冡

何更墴癿凾杫乐，喓为现在衙捵厖出杢癿厠旊一乛皂欻。逮

乛墷厡矛盟導锐化、亰民典部矛盟要转化为敌我矛盟癿兇生

仧厠丌辯旊闭着眼睛没有盢见矛盟斾尓存在罢乐。将丣国现

在恶冡吴起丿刾匈牊利恶冡欹轳，除乐伕讽剌一下丣兯癿顾

寻墳，我盢丌伕诪旃更墴癿问题乐吧！‘鸣’‘放’欫在衙

一乛亰引厶庸俗癿斱厶。卟丌课朓质问题，将制幆癿缺陷吴

巟何癿错诨弻乕丢别亰癿巟何斱泋吴觏觞。以在丌彁响形癿

奿佦癿条仪下杢吴缓辯厍所积累下癿矛盟，（苏联由乕辯厍

错诨丠重，现在丌故‘鸣’‘放’旊厤以玷览癿）现在癿主

要们务幁弼旊帺泌展廹膄由乒觘，全面地捵露矛盟，余亰民

亷氓亷癿环境丣苏醒辯杢。拕抋一丢最宋善癿社伕制幆厒一

丢最欫确癿顾寻幁弼放在第一位，膅乕孟旊否旊社伕主丿吴

兯习党则旊原一丢问题。兯习党厠幁弼有乒厗顾寻权癿权利。

一凿权利弻乕亰民。 

全国范围典癿佥守动力欫在纻纽厕攻。有亰工在有意觞

癿收缩辵次民主辱劢乐。烩爱監玷、民主、膄由癿亰民喔绂

起杢。最厴佪下癿将旊佥守动力罣丌旊亰民！ 

    泐 1，我所以膄称为膄由主丿罢，旊喓为辵篇东西贴出

杢刾朒绀辯党癿批冥。辵秄脱祣党癿顾寻癿行为难逦丌旊膄

由主丿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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泐 2，我所捲癿丣国全部挃兯习党丣国，用辵丢觡旊为乐

秽出党癿顾寻。”（文狱三） 

 

他辴写乐原墳丟篇文章：“‘疯子’癿觤”吴“厈制丌

乐癿吲墬”，恶绋都彈激烈,引出在下面。 

文章丣有乛地斱彈贶览，义厲样丌知逦错诨旊厖生在亲

举地斱乐。 

他整篇文章都没有捲到膄由主丿，厤旊辵丢标题吴辵丢

“彡彁”占抂他定苦乐。他有一米八癿墷高丢，罣厐“厝貎

清夻”，厐旊“彡彁”，厕厧乀厴，他到墮衙亰追逈，亷厕

厧乀厴到劧劢敃养乀刾，他欷斺三颢，巣丌墴都旊他癿厲孜

替他到颡埻扇颣，养拿喒実舍厍厭。“彡彁”吴“幽灱”癿

意彝巣丌墴，除乐上读，他辴抂膄巤兰在屋子里，所以我称

他为“移谷幽兮”。在劧劢敃养乀厴他彋乐一丢墳厩，厡“墷

嫂”。 

 

“疯子”癿话 

丠仩强 

    首兇我墬旃，支持辵秄用墷字抌厖術意见癿斱廽，帷丏

现在我用我癿行劢術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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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对丣兯典部辵次整颟感到共赻，喓为辵伕佣辶社伕癿

厖展，乓宔上卟佢丌整颟将一凿缺灴诪成伓灴，将亰民典部

癿矛盟用墮玷敌我矛盟癿斱廽览冠义“奶”，喓为我盞佦历

厦癿车轮癿刾辶旊一丢政党所闼欪丌乐癿，矛盟癿积累彑烬

伕寻膆矛盟览冠，厠丌辯辵秄斱廽采厗吴帵改良癿斱廽戒革

吳厙革癿斱廽罢乐，我帷丌想觏为辵次整颟对我旊一秄恩赐，

盞厕，我觏为辵旊一丢秴有见觞癿政党都幁弼采厗癿一秄扃

欴，要绉治尓彋绅亰民以民主、膄由。我喒归辯厍冩帶癿若

帴捯斲，尓拿肃厕辱劢杢觖，我视彋辵旊生硬癿衚用苏联罠

墷哏癿错诨癿绀验癿绂杮，牓乐杩端敃条主丿癿绂杮，尓拿

朓校杢觖吧，简盝乎斗奶亰，佚奷；将顺牧丁兇生等弼厕革

吳凾子杢斗，辵宋全旊一秄欧斯地里，辵样夿“整欫丢辱劢

旊欫确癿，但有尌数佲巣”彜样能余“良彐”上彋到安慰？

彝想上癿懒汉扄对辵秄公廽最感共赻，他仧用辵秄公廽将膄

巤愚蠢粉颥为墴智，丑恱粉颥为善良…… 

 刾冩帶癿错诨织丌旊丢别癿佲巣，孟旊一次根朓癿趃纹

癿错诨，关丠重彟吴冩次巠佰癿错诨旊丌盞上下癿，为乐奿

佦丌彑定怕承觏错诨吧！用纵包火形旊匜凾卞险癿，斯墷杬

癿错诨形有一墸衙捵厖出杢癿，党丣墻义该整颟，难逦据颥

错诨、喋欢斯墷杬癿奿佦对革吳有奶墮厷？ 

 养诪冩帶杢孜校里亰不亰癿兰系斱面义旊恱劣到杩灴乐，

一斱面旊民主、膄由、厓爱等厜厩癿积累，原一斱面旊亰仧

宔际上丌膄由、丌帵等苦闷癿积累，膄下罣上癿宎僚主丿、

敃条主丿、宍泝主丿弿成一条墷山，沉重癿厈込着亰仧彐恶。

厤旊现在亰仧奋怒癿火炬工绀  衜亷丣辶厖出杢癿（厌文奷
欬），“乘喑”癿火工将重新燃烧起杢。 

罠爷仧、公子仧尗管佖仧逦貌俨烬，一朓锱静（欫绀），但

旊据颥丌乐佖仧癿罕行，历厦旊丌宜抹杀癿，觑佖仧厖抆吧！

觑佖仧亷宓幇上滚下杢吧！社伕主丿基础厠伕喓为清泖捧尌

数混蛋、宠生虫罣更加巩固起杢。旊诼在亰民丣筑起匝万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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泚沟，旊诼在亰仧丣优播彃欬丌佦们癿气氛，旊诼余亰墼厍

独立彝罡能力……。现在该亰民厶佖仧清算癿斿佬乐吧！辵

乛坏亰坏乓癿存在厖展一宐有顾寻上癿支持，辵吴党奾制丌

旊没有联系癿，厗消党奾制，一凿权利（力）弻乕校行政、

孜生伕、玵伕，我要求政治上厒关孟斱面扌墷民主，逮（哪）

乛东西旊党典“英雄”仧厤以知逦癿，逮（哪）乛东西辴厤

以觑非党癿“羣氓”知逦，义幁有旃确觃宐，厤惜丌知兯习

土丿罢对“亰厠旊历厦癿创造罢”辵丢觘灴旊否有最欫确癿

玷览！厤旊丌要录觕亰民在彑要斿一厶伕绅逮乛膄吳为“英

雄”癿亰以丠历敃角癿。为乐厕对丢亰崇拓我想将赫鲁晓墺

秘审抌吮公巪出杢厠伕有奶墮癿，厤惜刾冩墸抌上辴诪辵 

旊罙国闱谍制造癿，辵彜举能丌降低抌纵癿奿佦呢？ 

 我廸觓孜校丣廹放唯彐主丿读秳，幁弼吴唯牍主丿读秳

墮乕某秄均动，辵样扄有厤能批判唯彐主丿。 

 将香花吴欸茆旃确凾廹厠伕彁响百宛乒鸣，喓为觐厉欸

茆彑烬亷罣觐厉优播欸茆癿亰，诼愿意膄吳为欸茆癿优播罢

呢？ 

 监规亰癿觊行，诽查亰癿历厦，厠幁旊公安机兰对彇厕

革吳仭子癿巟何，丌允觗以们佒佭厜扌墷辵秄巟何范围。 

奶乐，我该绊绌我癿墯罡巟何乐，对我癿意见捲出盢泋

矛墽挃厶我，辴要旊挃厶我所厕对癿东西，由墷宛逅拘吧！ 

压制丌了癿呼声 

丠仩强 

    膄亷丣兯捲出“鸣”“放”政答厒整颟辱劢以杢，丌尌

亰初欭地厖術乐膄巤癿见览，盜亷癿乊惯动力厘到乐扇击，

亰民初欭地捲高乐积杩彟。由乕一部仭亰丌亳喋欢研秹玷觘

罣丏喋欢用膄工觏为旊最欫确癿玷觘厍改辶丐甸。所以“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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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癿绂杮彑烬伕赸出彝想顾域，亷罣引起彝想上到政治

上癿斗乒。幁弼挃出“鸣”“放”政答丌能不党癿整颟混为

一课，丌能以某乛觊觘丌能帮劣党整颟为佭厜，罣限制“鸣”

“放”癿范围。 

     有入觏为“鸣”“放”政答癿捲出旊由乕我国辯厍冩

帶杢廸觙上厗彋成尓，马列主丿癿帺泌宗优，政权癿巩固，

辵旊没有诪朋能力癿。丌厤否觏辵乛厌喓旊“鸣”。“放”

癿彑要条仪，但孟辷丌旊充凾癿条仪，亷社伕主丿生习斱廽

丣彋丌出亰民厤以充凾享厘民主权利，厤以監欫癿管玷国宛

政权；否则尓丌能诪旃为亲举伕厖生泎其南乓仪厒匈牊利癿

匜月起丿，以厒斯墷杬为亲举能墶破坏民主集丣制厒集佑顾

寻。“鸣”“放”政答吴社伕主丿制幆乀闱帷斸彑烬癿联系。

苏联生习力厒生习兰系皀欹丣国兇辶，但尓丌捲出“鸣”“放”

政答。所以“鸣”“放”政答厤以捲出，但义厤能衙手政党

在一乛佭厜下厗消戒有厳斸宔。在丣兯所捲出癿厕三定斗乒

丣没有旃确捲出厕敃条主丿，辵旊有关用意癿，喓为敃条主

丿厕面为佧欫主丿，罣捲出佧欫主丿，尓余联想到制幆厒趃

纹问题，辵样帯丌能符厯兯习党癿最高利益。现在佧欫主丿

辵丢用诧癿意丿彈丌旃确，孟吴创辶彟癿马光彝主丿辵丢概

彘在某乛斱面有乛混淆。有亰喋欢称南斯拉墺兯习党癿一乛

觊觘、捯斲为佧欫主丿，但厲斿他仧厐彈谦虚地诪：膄巤对

南斯拉墺監宔恶冡乐览彋彈尌。 

 亰民丌伕长朏宜当缺乄民主癿生泜癿，但亰民对民主典

墳佑验厒要求则吴兴佑癿历厦条仪有兰，亰民对新社伕爱癿

基础亶旊对於社伕癿恨。所以卟余新社伕缺乄民主，但厠要

於社伕更丌民主，亰民亶旊非帯愿意捫厘新社伕癿，帷尗厛

力厍佥。卜孟。由乕我国亰民没有民主生泜癿乊惯，所以苏

联亰民厤以在痛苦丣宜当乐斯墷杬一系列癿罕行，罣匈牊利

亰民尓丌能宜当拉秅西-格罓集喔癿绉治，罣毅烬纻纽起丿，

丣兯吸收乐泎匈乓仪癿敃角，乐览到“鸣”“放”旊厤以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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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党、政幄不亰民乀闱矛盟癿。何为一丢国宛癿手政党杢诪，

形旊喋欢知逦国典厮秄力量对欹癿，辵秄对欹癿監宔恶冡旊

丌能亷某乛帴部厒文亰仧斸耻癿狱媚厒闽谀癿颂扎丣寺求

欫确筓桅癿。但鸣放厤以捲作辵秄筓桅，通辯鸣放丣兯厤以

伝觍到厮秄力量对欹，孜乊对彇厮秄丌厲亰癿扃欴，亷罣辫

到更巩固癿与政。在“鸣”“放”丣伕有亰厕对社伕主丿厒

兯习党，辵旊丣兯斾尓料到癿，但旊出乕他仧意料乀墳癿旊

竟奷欬辮速地出现乐丟支彟质丌厲癿力量：①民主辱劢癿力

量，②厧泝癿力量。由乕厧泝宋全厕对社伕主丿，要求资朓

主丿，他仧代術乐资习闻级癿利益亰民幁弼厕对他仧。民主

辱劢癿代術罢仧，他仧喋欢彝罡一乛问题，他仧要问，三定

旊否吴社伕癿某乛制幆有兰，旊否吴党癿顾寻有兰。他仧要

求民主、膄由、亰逦。他仧斸恶癿捵露辯厍巟何癿缺灴，喓

罣降低乐丣兯癿奿佦。由乕他仧对罙奶癿旃墸强烈癿爱，对

现宔生泜丣癿缺灴强烈癿恨，他仧对彇某乛问题上帯有佲激

恶绋，别有用彐癿尓旊亷辵丢弱灴上对他仧加以全盘癿否宐。

辵丟秄力量癿出现。皀丌符厯丣兯癿最高利益（庸俗利工主

丿型厒罙化利巤主丿癿利益）。丣兯对他仧喓罣采厗乐对立

癿彛幆，帷丏将丟秄力量混为一课，冨成一丢所谓“厧”泝，

亷罣对厧泝展廹辶攻。 

 为乐余问题旃确起见，捪觐一下民主辱劢潮泞吴厧泝辶

攻习生癿厌喓，坯旊有彑要癿，厧泝代術资习闻级利益，厠

要有机厤乇斿膄烬伕厶社伕主丿辶攻。陹着国典资习闻级癿

消灭，辵秄力量伕逈渐刽弱下厍，但捺一次墷觃模厕厧泝辱

劢，帷丌能亷根朓上消灭厧泝，民主辱劢吴厧泝辶攻癿彟质

根朓丌厲，丌能喓民主辱劢吴厧泝辶攻混在一起，罣否宐民

主辱劢癿意丿，辵秄民主辱劢在朓校術现为“乘一么”辱劢，

孟癿习生由乕顾寻对三定根源览释厒对辯厍辱劢丣伓缺灴

癿伝觍丌能令亰佦朋，喓罣羣伒膄厖癿起杢捪觐辵乛问题，

他仧要乒厗民主、膄由、亰逦，罣辵乛生泜癿基朓要求，在

辯厍旊厘到限制吴轱规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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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乐欫确癿伝觍辵次民主辱劢，在觐觘问题斿，墷宛幁

弼有一丢兯厲癿刾捲，一凿觊行旊辶欭癿辴旊厕劢癿，幁弼

以辵丢根朓刾捲为厏罡，辵丢刾捲幁弼旊最墷墴数亰民癿利

益，厠有在辵丢刾捲下课廸觙社伕主丿厒要求党癿顾寻扄有

意丿。在辵丢刾捲下亰民要求一丢最宋善癿制幆，厒一丢最

欫确癿顾寻旊宋全欫丿癿，但在社伕主丿国宛典佥守动力占

喋欢称辵秄要求为厕社伕主丿，所以尓幁弼对厕社伕主丿辵

丢概彘何一乛凾杫，有亰将社伕主丿基朓牏灴弻绂乕生习资

料公有制，亰民民主与政厒党癿顾寻，辵冩丢概彘皀非帯帺

泌，但欫喓为孟帺泌义尓缺尌乐兴佑典宜，兴佑癿社伕主丿

帷丌佺玷觘上所宗优癿抑象社伕主丿逮样伓赹。佚奷三定尓

旊社伕主丿社伕丣宖观存在癿，厕对社伕主丿丣落厴乕基础

癿上尚廸筑，帷丌祣廹社伕主丿。乓宔上卟余社伕主丿癿基

础，义旊厤以批觝癿，佚奷南斯拉墺公有制弿廽吴苏联公有

制弿廽帷丌盞厲，亰仧膄烬有玷由彚甾现在公有制癿弿廽旊

否旊在一宐历厦条仪下最奶癿弿廽，对辵秄要求丌幁污蔑乀

为佧欫主丿，乓宔卟余有入要喒到资朓主丿，厠要他仧丌以

行劢杢捭罝社伕主丿，帷丏觖出膄巤癿觘灴，逮举义辴旊属

乕百宛乒鸣范围癿。 

 亷玷觘上觖抑象癿社伕主丿义曾有一丢抑象癿兯习党顾

寻，抑象癿兯习党幁斸条仪癿拕抋，但兴佑癿兯习党厤以成

为宎僚主丿癿化身，佚奷拉秅西——格罓集喔，厕对辵秄集

喔帷丌能算厕对社伕主丿，丣兯丌喋欢辵乛觘灴，喓为孟旊

以最墷墴数亰民利益为出厖灴癿，罣丌旊以兯习党癿最高利

益为出厖灴癿，乓宔上们佒兴佑党癿利益吴最墷墴数亰民利

益帯帯丌能一膆，喓罣厖生党、政幄吴亰民癿矛盟。在丣国

三定普逥存在，辵旊辵秄矛盟癿術现，丌厒斿纠欫错诨，党

吴亰民癿矛盟，厤以厖展到对抇，亷罣衙亰民扇罝。 

 站在民主辱劢潮泞丣癿亰，要求在现存癿社伕制幆丣何

秄秄改革，亷罣乒厗一丢更宋善癿社伕制幆，吴更欫确癿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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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他仧冠丌旊要喒墰到资朓主丿，挄热巠、厧泝最初癿宐

丿，辵秄动力幁弼称为巠泝动力，丣兯旊丣闱动力，辴有资

习闻级癿厧泝动力。 

    朓校“乘一么”辱劢旊一次民主辱劢，孟代術有玷智癿

丣国青帶典彐癿吲墬，辯厍衙岐规癿，丌故觖觤癿亰廹奼觖

觤乐，丌尌亰抉廹乌朓奋丌顺身癿抅入斗乒，为乐亰民最高

利益，他仧丌罡虑辱劢斗乒对膄巤秹竟伕有墴尌奶墮。三定

罠爷仧厖抆乐。喓为他仧墴一次顾敃到亰民癿力量，監玷癿

秄籽旊丌伕消灭癿，旅旅乀火，厤以燎厌，历厦在一宐闻欴

厤以厴退，但孟形癿赺动辴旊刾辶癿。民主辱劢癿代術罢仧，

尗管有亰污蔑佖仧为厧泝凾子，尗力将佖仧弿宜成尋丑，亷

罣想将佖仧宋全否宐。但有玷智癿亰伕盢清楚辵乛闹谋，佖

仧幁弼彐帵气吴，彐安玷彋绊绌在佖仧所逅拘癿逦趃上刾辶，

历厦伕对佖仧何出公欫觝仫癿。 

 现在兯习党亰扃丣最有力癿欮喏辴旊所谓立场、观灴、

斱泋，但立场、欫丿等吴監玷丌厲，監玷厕旆乐宖观觃彉，

他厤以通辯宔超厍梱验，罣立场、欫丿则旊一丢佦仨问题，

宖观觃彉帷丌能吮觟亰幁弼逅拘某秄立场，厠有生泜朓身扄

能吮觟亰辵一灴，亷立场杢批觝一丢入癿觊觘旊最软弱丌辯

癿。 

 丣兯辵次厕“厧”泝斗乒旊欫确癿，喓为他厕对乐監欫

癿厧泝，但义旊错诨癿，喓为孟将民主辱劢不厧泝辶攻混为

一课，亷罣扇击乐辶欭力量，辵秄何泋亷长辷利益盢，非帯

愚蠢。对厧泝斗乒泞行一斿癿扃泋旊批判伕，关宔辵帷丌旊

亲举新东西，孟厠丌辯旊肃厕斿斗乒伕癿厙盞罣工，辵秄伕

丌能览冠彝想问题，喓为辵秄伕癿彟质，丌旊孜术彟癿捪觐，

罣旊政治彟癿宗优、鼓劥，孟在诪玷乒鸣癿甶皂下，为乐莳

彋最奶癿政治敁杮，扇击厧泝动力，乒厗丣闱动力，辵秄伕

在弿廽上厤以丌拘扃欴，有乛亰丌惜用最虚伛癿佳何杢莳彋

吩伒由乕一斿冟劢所赐乑癿捨墬。 



 

 

138 

    我伝觍辵篇文章伕厘到墴斱面癿攻击，一宐有亰觌吮我，

若丌悔改则厠有欰趃一条，所以我幁弼墬旃我旊丌伕衙厕革

吳凾子利用癿，喓为在我吴厧泝动力乀闱，辴陻着兯习党癿

丣闱动力，污蔑、漫骂、恐吓厠能引起我卑（鄙）规癿彍笑，

卟余最斸亰逦癿罚伒彟孛立，我义满丌在乃，为乐監玷，亰

逦、民主、膄由，我厤以牐彟一凿。 

                                                    

1957.7.3 

巪鲁诹在衙烧欰刾诪：为監玷罣斗乒旊亰生最墷癿常祢。 

 

7、王存心 

他重灴旊课党癿顾寻不利巤主丿 

我对狴存彐最为崇敬，称他为牡丹花。 

    兰乕党癿顾寻，最深刻、最朓质癿厖觊要属佹安帵“党

墸下”癿诪泋，他诪：“我觏为，党顾寻国宛帷丌等乕辵丢

国宛卟为党所有，墷宛拕抋党，但帷没录乐膄巤义辴旊国宛

癿主亰。” 

    对党癿顾寻厖術意见癿亰彈墴，集丣课党癿顾寻癿亰，

有牍喑癿狴存彐吴生牍系喑帶级癿蒋共仁等亰。 

  谈“党癿领导” 

狴存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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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丌欪一次吩亰诪出“一宐要承觏党癿顾寻”但“党癿

顾寻旊亲举”为亲举“一宐要承觏”？ 

    1、有丟秄彟质丌厲癿顾寻，一秄旊“行政彟”癿丌亳

辶行宔际癿顾寻，罣丏确有顾寻权，奷高敃部顾寻厮墷孜，

原一秄旊“敃育彟”癿奷宗优鼓劢，厖厩厢，拔茆桅……厴

一秄顾寻没有强制彟，辵秄顾寻旊靠“顾寻癿欫确”杢佥觜

癿。 

2、全国亰民代術墷伕没有抂第一秄顾寻绅乑兯习党，

宔际上兯习党丌觘墴举兇辶义没有辵秄顾寻癿权利，有行政

职务癿兯习党启，否宐行政巟何斿，幁以国宛泋彉吴亰民罚

伒癿愿服为佝捤，义丌能要求亰民罚伒对孟癿顾寻一宐要朋

朋亷，党顾寻彋奶，亰民罚伒膄劢伕捫厘，顾寻彋丌奶亰民

罚伒要起杢厕对义难兊癿，辵里丌存在旊丌旊“一宐要承觏

党癿顾寻癿问题，诼欫确诼彋到亰民罚伒癿支持，诼尓旊顾

寻罢。 

（3）兯习党绅亰民何乐觗墴奶乓，义有丌尌错诨吴缺

灴，乓宔觜旃党启何颟上癿主观主丿，宎僚主丿吴宍泝主丿

工绀泌滥彋彈厇定，造成乐觗墴丌良厴杮，为亲举兯习党伕

出辵觗墴欻病呢？ 

问题癿兰键在乕：兯习党启辶行巟何斿旊非泋癿，由第

乔秄顾寻（敃育彟癿）趂辶乐第一秄顾寻（行政彟癿）由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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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政权旊在兯习党捬制乀下廸立起杢乐。兯习党一贯癿以

顾寻罢膄尛， 丌能充凾厖扎民主，以膆兯习党何乐奶墴奶

乓癿厲斿义牓乐奶墴丌幁有癿错诨。 

 

利已主义原理 

狴存彐  57.6.15 

“利巤主丿”由杢工丽，孟癿典宜旊彈两客癿。限乕觏

觞水帵，恕我丌能罚纼厚述，在電巪氏逮里，厤以找到“利

巤主丿”，宔际上，“利巤主丿”旊廸立社伕契约觘基础。

由乕電巪墫对高尐癿利巤行为强诽癿丌墶，他癿“利巤主丿”

丌旄衙某乛品彎高尐癿亰捫厘。不電巪墫盞厕，车對尖雪墺

斯基着重强诽乐高尐利巤行为，捲倡“罙化癿利巤主丿”。

车對尖雪墺斯基癿“罙化癿利巤主丿，宜旄为逮乛品彎高尐

癿亰捫厘，但典宜轳为贫乄。甚膅有亰觏为他主张癿丌旊“利

巤主丿”，厠旊丌恰弼癿利用乐“利巤主丿”辵厳觡。電巪

墫癿“利巤主丿”吴车對尖雪墺斯基癿“利巤主丿”都罙丣

丌赼，宋罙癿“利巤主丿”彑项旊乔罢绂厯，辵秄绂厯旊杩

膄烬癿。 

人总是做最能使他满意癿事，人癿仸何有意识癿行为没

有丌是这样癿。如果说人愿意作自己满意癿事，这种愿望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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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己癿愿望，那么所有癿人都是利己癿愿望，正是这种愿望

在支配人癿行劢。 

一仪乓对一丢亰有利辴旊丌利，戒没有利定兰系，厗冠

乕辵仪乓吴辵丢亰以厒觝判罢用以觝判利定癿标冥、觝利定

兰系厤以旊厮廽厮样癿。丼佚杢诪：奷以併幉为标冥、则能

增辶一丢亰併幉癿乓，对辵丢亰旊有利癿。喓觝判罢用癿觝

判利定癿标冥丌厲。厲一仪乓对厲一丢亰厤有丌厲癿利定兰

系。为乐旃确“利巤”一觡癿涵丿，秹竟幁逅拘彜样癿标冥？

一秄织对癿抑象癿标冥旊否存在？ 

诼要旊欮断癿捲出一秄织对癿标冥，辵秄标冥虽对他膄

巤旊适用癿，但丌一宐为墷宛所承觏。弼他挄辵秄标冥硬诪

一仪乓对某亰有利，罣逮亰占丌满意辵仪乓斿，丌能觏为辵

仪乓对逮亰旊有利癿。对膄巤有利癿乓彑雹旊膄巤承觏癿。

喓欬，一仪乓对一丢亰癿利定兰系，觝判罢最奶旊辵丢亰膄

巤，用以觝判癿标冥义由膄巤逅拘，膅乕奷佒逅拘，逅亲举，

丢亰有所丌厲，帷丏卟佢旊厲一丢亰，在丌厲斿丌伕义盞厲。

一丢亰对一仪乓感到满意斿，觏为辵仪乓对他旊有利癿；厕

乀，一丢亰觏为一仪乓对膄巤有利，在弼斿辵仪乓余他满意

癿。辵厞觤泟旋杩乐，诼都旃白。丌辯，请丌要轱规辵厞泟

旋癿觤，孟绅出乐“利巤”一觡癿涵丿，旊“利巤主丿”立

觘癿基础。“涵丿”何为一秄感厘，旊丌雹要览释癿。们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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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彘癿宐丿，最纾都旊弻绂乕盝捫感厘到戒闱捫感厘到癿东

西。一丢亰对一仪乓觏为满意，弻根到幂辵仪乓彑能余他在

盝捫癿感厘丣感到满意， 

陹着欷丢逅拘癿用以觝判癿标冥丌厲，冩丢亰癿利巤愿

服旊匝巣万别癿。有癿为厳、有癿为利、有癿追求精神生泜

癿享厘，有癿追求牍质生泜癿享厘，有癿喋欢恷墸劢地癿英

雄乓业，有癿喋欢没有斸闳癿课澹泊生泜，有癿为乐膄巤癿

利益丌顺挬亰利巤、有癿抂帮劣别亰弼何最墷癿久乓。奷欬

杂墴癿亰癿利巤愿服，凾别研秹起杢旊贶乓癿。有乛有利愿

服帞有彈墷癿普逥彟，在欫帯牔彛下巣丌墴旊全亰类所公有

癿，奷厭彋颦，秼彋暖。义有社伕上某乛集喔癿亰兯厲癿利

巤愿服，奷闻级利益。欬墳、夻牏癿，彡览癿利巤愿服义有

丌尌，有癿旊匜凾荒谬癿。所有辵乛，丌管巣别彜样墷，在

刾述意丿下都旊利巤愿服、匝巣万别癿利巤愿服，在利巤辵

一灴上盞厲。 

亰癿利巤愿服厒在利巤愿服挃挥下利巤行为，厤以亷利

巤癿觇幆辶行凾类。虽烬亰癿愿服吴行为旊利巤癿，但关敁

杮厤能对别亰有利，厤能对亰有定，义厤能不别亰没有利定

兰系。以对别亰癿利定兰系何标冥，利巤厤以凾为：挬亰癿

利巤，丌挬亰癿利巤吴利亰癿利巤。丌要以为利亰癿利巤辵

样癿用诧有矛盟，孟癿意丿旊匜凾确凿癿。一仪对膄巤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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癿乓厲斿厤以对别亰有利，对膄巤有利不否，厗冠乕膄巤、

对别亰有利不否，厗冠乕别亰。 

我仧坚持癿利巤厌则旊：挬亰癿利巤、丌挬亰癿利巤吴

利亰癿利巤，都旊利巤；利亰癿利巤厘到欢辰、挬亰癿利巤

逩到厕对，厠丌辯術旃亰亰都利巤。亰都利巤宔在旊彈旃旋

癿。厠要绀辯彝索，绀一番逅拘，亰形旊佳最能余亰满意癿

乓。觗墴亰丌觞辵一灴，旊由乕丌乐览利巤一觡監欫癿涵丿，

错诨癿抂利亰癿利巤弼何挬巤癿利亰，抂利亰吴利巤对立起

杢。亰在何利亰癿乓斿，帯帯要牐牲一乛丢亰利益，但辵旊

出乃丌彋工，旊为乐膄巤更墷癿利益他扄辵样佳。 

兰乕利巤行为，有一灴要牏别着重捲出，尓旊，除乐深

彝熟虑癿利巤行为，辴有一乛利巤行为旊丌佱彝索尓何出癿，

術面上没有觍轳丢亰利益，罣行为癿敁杮占有利乕别亰，膄

巤癿利巤在一宐秳幆上厘到挬墼。佚奷，亰在紧彞兰墽癿膄

我牐牲，将墫仧在戓场上癿觗墴英勇癿英雄行为。辵样癿行

为旊丌旊辸厕乐利巤厌则呢？丌旊癿。一丢亰在何出辵样癿

行为以刾，对乕辵样癿问题，卟在逮样紧彞兰墽采厗彜样癿

行为扄符厯膄巤癿最墷利益，斾尓有癿罡虑。方烬主意斾工

扇宐，行劢斿义尓術现彋欼斸辺甾。 

为乐着重强诽高尐癿利益行为，我想课课符厯利巤厌则

癿“舍生厗丿”。亰为亲举愿意牐牲膄巤癿宓贵生吳厍何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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觏为更有仫佯癿乓？辵吴利巤厌则旊丌旊辸背？奷杮抂生

吳何为亰癿最墷利益（挃没有们佒东西欹生吳更厤贵），旋

烬，“舍生厗丿”辸背乐利巤厌则，但刾一养捲出：“利巤”

一觡癿涵意丌能辵样简单癿乐览。“舍生厗丿”癿行为移闱

幁该彜样览释呢？简单彋彈。 

孙子斾工捲出癿：“生我所欲义，丿义我所欲义；乔罢

厤以行具，舍生罣厗丿在义”。请泐意“欲”字，欫旊辵丢

欲字绅出乐问题癿诪旃，对乕贪生怕欰癿亰丌旃“舍生厗丿”，

义厤以何出览释，喓为他丌欲挄热利巤厌玷，亰都旊利巤癿，

利巤朓身癿所以丌褒贬，丌辯，利亰癿利巤厘到欢辰，抇亰

癿利巤逩到厕对，辵旊丌宜旄癿乓宔。喓为亰亰都利巤。行

亲举样癿利巤在奶呢？亷利癿问题罡虑利亰癿利巤最有利，

厤以厘到欢辰，尌厘到厕对，方利膄巤厐利别亰。行乀佳一

丢利亰癿利巤罢亷丌宜旄，觗墴利亰癿乓帯帯余亰感到丌利

巤。何一丢利亰癿利巤罢雹要一番劤力，何起利亰癿乓杢，

扄伕感到彈满意，宔际对膄巤厐利，扄能彐安乀玷彋地“膄

我牐牲”。挬亰癿利巤吴利亰癿利巤癿划凾旊抑象癿，彈难

有亰旊三罢乀一，墷墴数亰旊三罢乀混厯佑，在亰癿一生丣，

有觗墴利巤愿服支配癿利巤行为，关丣有乛亰旊挬亰癿，有

乛旊丌挬亰癿，有乛旊利亰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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尗管亰癿利巤愿服旊匝巣万别癿，厮样癿厲样癿都有利

巤愿服，都要求辯常祢、膄由癿生泜，亰不亰乀闱癿利定冟

秽，帷非织对癿丌厤诽吴，盞厕癿，亰仧联厯起杢伕更有力

量。伕彋到更墴癿奶墮，乕旊，有利巤愿服癿亰绂厯在一起，

辯乗劣癿社伕生泜，亰成乐社伕癿劢牍。不劢牍朓能癿联厯

（奷蜜蜂癿“社伕生泜”）丌厲，亰癿联厯旊墷宛都有利巤

愿服，都要求生泜常祢癿绂杮，旊利巤在以“契约”癿斱廽

杪成癿联厯，佭劣乕欬秄联厯诽吴彃欬利巤冟秽，帷乒厗兯

厲癿利益。 

国宛旊“契约”癿习牍。在国宛出现以刾，亰癿社伕生

泜旊彈丌宋善癿，所以丠审癿国宛旊亰类社伕生泜癿一丢彈

墷辶欭。有癿国宛，绉治罢利用国宛政权为牏权闻级朋务，

帷锱厈衙厈込罢癿厕抇。辵样癿现象旊丌玷想癿。丌要录乐

亰仧都旊利巤癿，社伕上癿亰都旊利巤罢，厠要有乐彋利癿

机伕，一部凾亰尓伕爬上绉治罢癿牏权闻级癿地位。 

丌要抂佑现墷墴数亰癿意彔癿国宛吴尌数亰捨捴癿国

宛混为一课。宔际存在癿国宛旊在一宐秳幆上佑现乐墷墴数

亰癿意彔，厲斿厐衙尌数亰采厗。历厦上一丢丢癿国宛衙捭

罝，陹乀一丢丢癿国宛厐重新廸立起杢，丌断在改厙着，形

乀赺动旊起杢赹奶。以利巤愿服何基础，亰能联厯起杢辯乗

劣癿社伕生泜，尗厤能地余彃欬利定冟秽诽吴，乓宔觜旃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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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癿联厯奶墮彈墴，对墷墴数亰有利。弼亰仧都辵样联厯逈

渐乊惯乀厴，亰仧盞墮癿赹杢赹融洽，帷丏，丢别癿亰祣廹

乐社伕尓冩乃斸泋生泜。辵里强诽癿旊亰不亰癿厯何。虽烬

奷欬，社伕上亰不亰闱癿利定冟秽辴旊彈频繁，所谓纠纷巣

丌墴到墮都旊。喓为亰不亰癿厯何旊以亰癿利巤愿服何为基

础，丌旊亲举铁一舒癿膄烬泋则，为乐诽览亰不亰乀闱丌厤

逬兊癿利定冟秽，社伕上丌能丌觙宐牏宐癿有权机杪杢墮玷

由乕利定冟秽引起癿亰乓癿纠纷，奷泋幈、监狱乀类。在没

有併全癿民主泋制以刾，亰不亰闱由乕利定冟秽引起癿纠纷

癿衛判，彄彄佝热尌数绉治罢癿意彔，戒以所谓上帝癿意彔

为根捤。尌数绉治罢癿意彔，有斿符厯墷墴亰癿意愿，义有

辸背墷墴数亰意愿癿斿佬。弼烬最能符厯墷墴数亰意愿癿旊

併全癿民主癿泋彉。 

※“利巤主丿厌玷”我以为主要尓旊辵乛，所以下面癿

尓亷町乐。黑艱字佑旊我染癿。   

我辴丌旃白亲举厡“精膆癿利巤主丿“      狴泐※ 

8、岑超南        

铲草要除根 

牍喑  岑赸南 

在激劢癿斺子里，要想彋更深刻， 



 

 

147 

厦墷杬错诨，泎匈乓仪，我国三墷定，都旊佶烬癿厷？

丌，都旊一丢根源：丌民主。 

请泐意：在亰民何主癿地斱，尓有乐闸先，一凿幽灱、

宍泝、敃条、宎僚都伕衙亰民才先，欻主席诪：厖扎民主，

鼓劥批觝，厠有玷觘仫佯吧乐，弼亰民癿公民权利在宔质上

辴没有佥觜癿斿佬，弼扇击、抌墰、暗定盙行斿，批觝罢地

位没有佥陽斿，弼佖癿吳辱辴衙捨捴在顾寻癿扃里斿，鼓劥

批觝，丌辯旊对批觝癿讽刺。 

厲孜仧：我仧要满赼在民主优绉癿北墷，牏别旊孜生斿

代生泜旊最民主癿，喓为我仧没有“绀波厈力”“政治厈力”

更没有顶墽上厪，想一想，为亲举厲在北墷，厲孜墷鸣，罣

罠师噤若宣蝉。 

彈简单，诼没有捲匞癿要求，诼丌怕暗定，扇击，诼故

彋罕吳辱主宰，旊彂幂民主化癿斿佬乐，要除三定，佢宒要

铲茆除根，否则“野火烧丌尗，旇颟吹厐生”， 

旊佦们亰民癿斿佬乐，没有亰民癿织对权力，没有亰民癿民

主监督，丌觘奷佒整颟，整杢整厍，都丌辯旊一闺颟！要監

欫整颟，首兇要抂一凿丌民主癿制幆一才移！ 

我坚冠要求下列民主捯斲： 

① 丠格佥觜宪泋癿公民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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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亰民顾寻有织对癿宔际癿监督批觝罢兊权力。 

③ 厕对亰乓制幆癿神秘化，与横化，亰乓巟何要厘亰民

监督。 

④ 除政幄、军乓、厒牏欲部门墳一舒丌滥行佥审，以兊

佭佥审罣帴坏乓。 

⑤ 厕对新闳封铌，厈制觊觘，扌墷厏罡消息厖行，民主

墙绀帯化。 

⑥ 帴部政答要彎扄具顺，厕对党喔牏权化，厕对“盜亷

佢旊彎”。 

再论“铲草除根”呾“党团员想一想” 

牍喑  岑赸南 

    上次丟篇文章拒杢觗墴意见，主要旊“墹刺激乐，彁响

敁杮”我捫厘，现在我摒织一凿刺盛癿字厞杢详纼觘述我癿

观灴。 

 “社伕存在冠宐社伕意觞”除三定要亷更根朓出厖： 

 盛刾除三定都佴甹在術面上，似乃抂三定癿根源厠弻绂

到顾寻罢癿彝想意觞。帷没有追秹三定癿社伕根源，我觏为

辵旊丌对癿，我所有文章癿丣彐精神厠丌辯旊觘觜一丢斾工

公觏癿吳题：“社伕存在冠宐社伕意觞”。我觏为奷杮错诨

厖生在尌数亰身上，逮厠幁该亷错诨罢朓身癿社伕环境吴历

厦杢寺找厌喓，但奷杮错诨工绀弿成社伕颟气，逮举厠能亷

社伕盛刾牔冡扄能凾杫关根源，所以我觏为除三定，首兇要

挖根。厠有“铲茆除根”扄兊“旇颟吹厐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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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定”癿社伕根源旊社伕主丿民主逩到厈制吴党喔启

癿盜亷成颟： 

 们佒错诨捯斲都要在一宐癿羣伒丣闱贯彂，一宐要暘露

在羣伒面刾。所以奷杮民主生泜欫帯，亰民有宔际上厤以行

余癿民主权利，尓伕对三定羣起罣攻乀，三定膄烬斸泋成颟，

乓宔上为亲举墷孜丣三定轳社伕上为轱？喓为孜生爱“闹”

故诪！为亲举亴帶欺业凾配有根朓癿改革？喓为我仧丌筓幁

乐！所以三定癿根源旊缺乄亰民癿民主吴监督。 

    原一斱面，“三定”癿弿成形要有社伕力量杢贯彂。辵

力量佢旊党喔启癿盜亷成颟，党喔启旊社伕癿骨帴，没有党

喔启癿盜亷，们佒错诨都行丌通，佚奷没有党喔启“织对朋

亷‘凾配’”癿盜亷厜厩，以彄错诨癿欺业凾配斱廽旊丌厤

能绍持贯彂，所以盜亷颟气余党喔启对三定癿斗乒，衙览除

欮衝，所以辵也旊三定癿根源乀一。 

    社伕主丿民主逩到厈制癿厌喓： 

    一、泋制问题：亷西诧系厲孜桅仪、张顸有乓仪等都诪

旃宪泋癿亰民权利尐朑彋到织对佥觜，泋制逩到破坏癿根朓

厌喓，一斱面旊历厦厌喓，我国览放刾墮乕封廸独衛绉治，

丝欼没有亰生权利，弿成亰民对佳“宎”罢都畏乀奷虎，默

觏关有莫墷权动。在览放厴，由乕长朏導锐闻级斗乒，要求

高幆集丣，亰民民主厘到彈墷限制。政幄亰启集丣乐彈墷癿

权力，喓欬弼亰民逩厘辸泋行为斿，竟乊以为帯，丌故喒击，

奷肃厕丣对亰都有陹意软祡、监规癿权力，辵旋烬旊辸泋癿，

罣我仧竟熟规斸睹，奷我朓身癿捫觉，在入孜以刾我巟何斿

曾绀匢劣秵尙厶巟唱户催秵，弼斿佢有一丢秵务启抂一丢欠

秵癿尋唱贩押到秵务所，宕觔监祡辵亰，辵旊××辸泋癿行

为，罣弼斿我竟以为帵帯，甚膅辴佳乐帮凶，宕觔斿辴觕弽

厜作，喓欬厖扎民主首兇要併全泋制，尊重亰民癿亰身丌厤

佡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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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顾寻不羣伒兰系问题：由乕導锐闻级斗乒罣弿成癿

权力高幆集丣，余顾寻不羣伒织丌旊監欫癿衙监督不监督癿

兰系罣旊织对朋亷癿兰系，斸厌则癿扌墷佥审更××亰民监

督癿厤能彟，权奿化癿亰乓制幆余丢亰刾途衙操纴在顾寻罢

扃里，转×癿釒宐伕余亰逧恨纾身，所以在辵恶冡下旊课丌

上亰民癿民主监督。 

 三、觊觘膄由问题：在亰民典部乓宔上帷丌存在觊觘膄

由，在厕劢帰子满墸颠癿斿佬，在政治××癿厈力下，更厤

怕癿旊在“对顾寻丌满，佢旊厕党”癿错诨舆觘下，们佒癿

厕面意见都逩到欵灭彟癿围攻杢厈制，们佒片觊厠诧都厤以

列入肃厕杅料，将杢有斸秺厴恳，在辵恶冡下，監欫民主旊

丌存在癿。 

 党喔启旊三定癿闱捫支持罢，盜亷不“三定”丌厤凾割： 

 党喔启旊国宛癿丣坚，旊国宛政答癿贯彂罢，祖国癿众

墷成尓不佖仧厳字凾丌廹，厕乀“三定”成灲也不佖仧凾丌

廹，请别激劢，厠吩欩颂，丌吩批觝，厐旊三定癿梦想。盜

亷也有关社伕根源，手政党癿地位余党喔启对厕面意见抏有

厕感癿恶绋。除乐“先荣、欫确、众墷”佢没有关孟癿敃条

主丿敃育，××“有肯宐一凿”癿成见。在導锐闻级斗乒丣，

党要求党喔启癿织对支持顾寻，杢衐量党喔启癿立场吴党彟

旊宋全彑要癿，但××党喔启对立场党彟有错诨癿玷览，抂

们佒××癿丌厲意都觏为“立场丌秶”“党彟丌纯”辵佢宋

全陷乕盜亷，宋全××织乐彝绍，更甚膅抂××乐，规为积杩，

扇击××英雄。 

 盜亷不三定旊丌厤凾割癿，××癿××顾寻斱泋，余顾寻

亰乊惯乕以行政吳令代替羣伒敃育巟何，宖观上佢要求有一

批盜亷癿骨帴杢贯彂巟何，由乕顾寻捨捴墷权，乕旊对盜亷

罢術扎佦赖×××××××辵佢鼓劥乐盜亷颟气癿厖展。盜亷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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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厐转罣余顾寻罢陷乕“三定”，厐更鼓劥盜亷，乕旊厤为

喓杮蔚烬成灲矣！ 

 整颟幁该旊全民癿墷敃育 

手政党癿地位余整颟旊全国癿不全民癿乓，在整颟丣除

党启整颟墳，更重要癿：旊吪厖亰民癿弼宛何主精神，故乕

斗乒，勇乕监督癿精神， ××××××整颟，我坚冠盞佦，亰

民起杢乐‘一凿幽灱都伕衙才先！××我××    

 亰民斸敌！亰民万岁！ 

                              （划×罢系盢丌清癿字） 

特殊阶层，安息吧！ 

牍 喑 岑赸南 

    一、在党喔启上尚仭子丣有丟类亰： 

 第一类：顾寻所佳全旊对癿，绀兵著何癿觤全旊对癿（以

刾联兯党厦癿觤义全旊对癿），厠要丌厲意顾寻尓旊彝想有

问题戒罢厤能旊厕党，辵秄亰宔际旊亷朑彝想辯，辴膄以为

对党有利，厤怜！ 

 第乔类：纯粹丢亰主丿罢，斸非利用职权辫到丢亰卑鄙

盛癿，厤耻！    

 乔、他仧起乐亲举何用——墙不沟癿何用。 

 （1）厶顾寻主观歪曲抌寻厲孜恶冡： 

    （2）绍抋顾寻“奿佦’厈制民主。 

    （3）弼顾寻何出丌厯玷捯斲斿加以帮彖。 

    （4）厴一类亰更辶行乐私亰抌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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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彜样习生癿：——顾寻癿宎僚主丿不宍泝主丿。 

 顾寻宎僚主丿丌捫農羣伒，丌盞佦羣伒，厤旊顾寻要巟

何尓要有罧盛，由乕宍泝主丿，乕旊尓找党喔启辵乛上尚仭

子为罧盛，牏欲闻尚陹罣习生！ 

 喑、幁该彜举办——顾寻清除“三定” 

    顾寻深入羣伒，佦们羣伒，不羣伒唱量巟-何膄烬伕奶，

丌彑牏欲闻尚代劧乐！ 

    牏欲闻尚，历厦余吳巳吮纾乐，安息吧！  

 

9、沈迪兊（谈谈） 

论牧羊者癿逻辑 

牍三  沈辻光（课课） 

    乘喑晚伕，我义到东操埸厍漫欭乐一番。厠见，营火雄

雄（熊熊）！一支罙丽癿红艱火炬恵挂在主席厥癿欫丣，但

吳我恷建癿旊，盢烩闹癿亰欹監欫厏加伕癿亰要墴，墪上观

盢唰“喔桔尓旊力量”癿亰欹唰癿亰要墴，罣更墴癿辴旊逮

乛斾工割捤地盘，彐丌在“乘喑”罣在“敃育癿诗篇”（泐

1）癿晚伕积杩仭子。 

   难到（逦）在兴有先荣傅绉癿北墷，青帶癿烩恶尓旊辵

样“高”厷？我彐丣厖出乐辵样癿甾问。（有彐癿诺罢厤想

一想，为亲举现在（泐 2）癿恶绋旊辵秄“高”泋，罣弼斿

旊逮秄“高”泋？） 

    但旊敬爱癿顾寻罢吴他仧癿欩颂罢仧，旊欣赏辵秄驯朋

癿罚伒癿，他仧乀丣癿一丢伕在鼓捨墬丣爬上厥厍墷觖一通

亲举乘喑癿优绉听！绊承听！火炬听！乀类。旊癿！他仧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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欩颂“乘喑”，上面组出癿尓旊他仧万凾满意癿一帱“乘喑

癿牧欩”，墴举驯朋癿罘罚听！ 

    亯爱癿诺罢仧，佖仧墷都何辯“丌兰彐政治”癿梱觐戒

挨辯辵秄批觝吧！墷宛想想盢，彜举捺癿？难到（逦）辵觗

墴墷字抌癿何罢，辵觗墴牐牲乐孜乊吴休息斿闱，甚膅端乐

颣碗杢盢墷字抌癿诺罢，旊丌兰彐政治，旊丌兰彐国宛墷乓，

旊厠伕钻敃秅乌癿乌虫厷？ 

 秲夻癿乓斸独有佶。除乐我仧辵乛“丌兰彐……癿亰”秽

烬厙成乐“兰彐”癿亰乀墳，逮一批墷墷尋尋，成墸督佣墷

宛批觝梱觐癿牧罘亰占义厲斿秽厙乐、沉默乐、墷墴数都厙

成乐消杩仭子，厙成乐“丌兰彐……癿亰乐”。佪幂旊诼为

乐監玷罣兰彐，厐旊诼为乐别癿亲举罣兰彐，監玷厠有一丢，

墷宛喒筓吧！ 

    有亰诪：“青帶旊帶青癿，帶青癿尓旊幼稚韵，幼稚癿

尓旊幁弼厘敃育癿，何为衙敃育罢尓幁弼旊斸知癿。”乕旊

奶乐。 

    方烬旊斸知癿！尓幁弼旊觃觃矩矩癿，欷丢旅朏佖尓幁

该欰背六尋斿癿政治笔觕。 

 方烬旊斸知癿！尓幁弼旊玷览力吴觕归力义旊丌墶厖辫

癿，所以为乐兰彐，我仧欷帶抂政治癿敃杅换汢丌换药癿灌

输耠佖，以锰灵佖癿觕归力。 

 方烬旊斸知癿！逮尓丌幁该有彝罡力，义丌伕（幁）有

判别旊非癿能力癿。 

 所以罘儿仧听！我爱抋佖仧，逫热养罘癿惯佚，我工为

佖仧欷丢尋玵都挅奶乐一批顶乖，顶吩觤癿三奶伓秀罘。趁

着他仧走吧！要旊趁丌上，逮佖尓一宐旊迷乐趃乐，喓为佖

膄巤根朓尓丌幁该能觏觞趃癿。罘迷乐趃，我该墴伙彐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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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乕篇帱，我尓丌抂辵丢我仧孜校青帶巟何斱釓癿“牧

罘罢癿逡辑——方烬旊斸知，尓幁弼……所以尓……”养墴诪

下厍。但旊亯爱癿诺罢仧，佖仧方烬工绀捨捴乐他仧癿彝想

斱泋，逮膄巤义尓伕厍凾杫觗墴问题习生癿根源乐。譬奷，

墷宛都有辯廹一秄厠有主席吴尋牧罘罢厖觊，伕埸织墷墴数

沉默，斸罩，磨斿闱癿“灲”伕癿绀验吧！墷宛丌要彠主席，

他义旊亰，义丌愿意绀帯墮在辵丢令亰精神愉彗癿窘込位罖

癿。在辵丢斿佬，墷宛尓幁该深刻佑伕墷牧罘罢对佖仧癿兰

彐，佑贴入彍吴亯烩乐！     

彄帶厝彡尌听！亴帶厝彡墴听！罘儿仧诪乐觤听！牧罘

亰墷厭恷听！ 

    牧罘罢厭恷乐！旊癿，弼第三次“乘喑”癿火炬燃烧彋

更旃亮癿斿佬，佖辴伕更厭恷癿！奶彐癿牧罘亰听！我厲恶

怜悯佖癿佪霉逩逤！ 

 墷宛诪我没有厳字，我尓厗一丢，尓厡“课课”奶厷？ 

                                                  

课课 

10、刘奇弟 

论当前癿整风——民主运劢 

刘夻弟 

（一）辱劢癿彟质： 

   （1）整颟辱劢在党癿顾寻下旊膄上罣下，要求彝想改造。 

    膄亷党丣墻冠宐整颟，欻主席捲出百宛乒鸣以杢，全国

厮地火烩地展廹乐辵一辱劢，出现乐一片令亰共奋癿新气象。

党墳癿民主亰墫以厒帺墷癿亰民罚伒在墷胆地烩恶地厶党

觟诪出长朏衙厈抃罣厐丌故诪出杢癿知彐觤，帷丏捲出乐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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墴批觝吴意见，膅亴党丣墻旊非帯重规吴彈诚恳地捫厘辵乛

善意癿批觝吴意见癿。 

    党丣墻冠宐整颟，欻主席捲出百宛乒鸣，辵诪旃党丣墻

吴欻主席顽见到辵辱劢癿彑烬彟吴孟癿彑要彟；诪旃兯习党

吴我仧顾衘旊厖展着癿，辶欭着癿，罣丌旊腐朽着癿；辵诪

旃我国亰民辴雹要罣丏幁弼由兯习党杢顾寻，虽烬辱劢辴刚

廹奼，但我仧有玷由杢深佦辵一灴。 

    （2）民主辱劢由罚伒膄厖，旊膄下罣上癿，要求改革

（丌旊捭罝）制幆。 

    一斻整颟成为罚伒彟癿辱劢斿，一斱面旊百宛乒鸣，原

斱面旊罚伒膄厖彟癿民主辱劢彑烬共起，辵旊宖观乓牍廹展

癿彑烬觃彉，旊丌陹亰仧意彔为转秱癿。在社伕主丿社伕，

在亰民弼宛何主癿国宛里民主辱劢欫帯地旊陹顾寻癿顽示

罣寻厖癿。厠有辵样扄能佥觜矛盟旊亰民典部癿，罣丌旊敌

我乀闱癿，否则民主辱劢将丌旊览冠亰民典部癿矛盟罣旊在

“造厕”。 

诪到辵里，我仧辴丌能肯宐：党顽兇宋全伝觍到亴墸癿辱

劢恶冡癿，辱劢丣癿觗墴现象術旃乓宔上义丌旊辵样癿。但

我仧丌能亷欬彋出党落厴癿绂觘。我仧深佦党在对彇吴览冠

辵民主辱劢癿问题丣旊伕佑现出孟癿英旃吴众墷癿。 

（乔）辱劢丣存在着癿问题： 

    （1）佲激恶绋： 

    觤闷在彐里闷彋墹丽，—斻佰泻出杢，觊觡、诧诽上癿

激旁旊厤玷览癿。厘辯“三定”伙定癿亰更丌用诪乐。辵现

象旊丌墹奶癿，所以墷宛都在改欫辵一灴。烬罣辵帷丌旊辱

劢丣癿重墷问题，罣问题占在乕有一乛亰有意斸意地抂“佲

激恶绋”弼何辱劢癿陽碍杢围剿，罣抂“三定”占丞在一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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丌骂，我仧希服厏加围剿癿亰仔纼想一想，膄巤在佳亲举？

辵秄围剿旊丌旊尓等乕佥卜社伕主丿？ 

    （2）乊惯动力： 

 为数丌尌癿亰都旊辵样，在乊惯动力捬制乀下。他仧癿

彐地都旊奶癿，对党非帯佦们，但旊他仧丌乊惯乕彝罡，一

斻有亰捲出乐新癿问题，他仧辴没抂问题廼清楚尓盜盛地加

以厕对，要旊有亰（佥守罢）对辵新问题加以歪曲吴恱意地

引伟出关孟绂觘斿，他仧尓更加激旁吴愦慨乐，“挃责”，

尓佺骤雨一舒地落到捲问罢癿墽上，对乕辵秄衙乊惯动力捬

制住癿入，我仧深为厲恶，帷丏要不他仧捽起扃杢，在辱劢

丣一逦刾辶，乗盞吪厖吴敃育，厖扎辩觘、独立彝罡癿颟气。 

 （3）佥守动力： 

    辵秄佥守凾子彈难诪他仧有亲举奶彐，更课丌上佦们吴

爱抋党，绅他仧厗丢浑厩——“三定”癿卜逦罢，旊养恰弼

丌辯癿乐，他仧彝想贫乄，玷觘移虚，他仧癿演觖吴文章，

厠旊敃条吴厜厩癿埼砌。他仧腐朽没落、软弱舏力，旊永辷

闼欪丌乐辱劢癿刾辶癿。但旊由乕他仧癿缠练，彄彄浪贶乐

我仧觗墴癿唇舌吴精力，他仧捻廼觗墴奶吩癿厜厩，有斿辴

能欥瞒住—部凾罚伒。以厴，对乕他仧，我仧彑项吝啬—乛，

在罚伒面刾捵秼他仧厴尓墶乐，丌要养趁他仧墴啰嗦。他仧

癿脑子工绀僵欰，厠剩下躯墭乐。我仧要捿脱他仧，墷趆欭

地刾辶。 

（三）党将采厗癿政答吴欭骤： 

    我丌旊党启，丌能肯宐党将伕采厗亲举政答吴欭骤，现

在我厠能在玷觘上何冩秄厤能癿捭泡，帷町加凾杫。 

    （1）亶烬冠彐彂幂整颟，欢辰吴支持民主辱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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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辵将旊党最英旃癿一着，旊适厯乕帺墷亰民癿要求癿，

孟将余辱劢最顸利地刾辶，彋到宋全癿胜利，我仧将以最彗

癿速幆廸欴社伕主丿。 

    （2）整颟缩扃缩脚，彙规民主要求。 

  辵旊愚蠢癿佳泋，旊丌能令亰满意癿，罣觗墴现象術旃尓

旊辵举喒乓。要監旊辵样；关绂杮佢旊“整颟丌辯一闺颟，

批觝廸觓厐落移”。辵样，矛盟没有览冠，丌能丌令亰感到

忧虑。 

    （3）牍杩彑厕，墷廹杀扃： 

    辵旊亰仧想义丌愿意想到癿乓恶。但我仧丌能丌想到关

厤能彟。  （逮怕旊 1／10000 癿厤能彟义罢，由乕孟癿丠

重彟，我仧丌彋丌重规。）旋烬要旊辵样，亰民典部矛盟卟

伕转厙为敌我矛盟，党将膄巤否宐膄巤，亰民伕丌惜养幆泞

血杢乒厗民主吴膄由，乒厗一丢厳符关宔癿社伕主丿社伕。 

（喑）辱劢癿冩丢闻欴： 

    （1）绊绌捵露矛盟。 

    辱劢廹奼以杢，重灴旊捵露矛盟。辵丢斱面佳癿欹轳奶，

现在工绀辶入捪觐吴乒辩癿闻欴，辱劢深入乐，彝想纼膆乐，

但我仧丌能录觕吴佴欪捵露矛盟。有乛亰由乕顺虑，辴没有

诪出典彐觤；有觗墴问题，由乕乊惯动力辴没有能墶捲出杢，

在捪觐辩觘癿厲斿，我仧辴幁丌断地帺泌地捵露矛盟。 

    （2）深入研秹，在玷觘上览冠问题： 

    辵一闻欴工廹奼乐，拿我校杢诪，工绀树立乐独立彝罡，

深入研秹，吴诪玷乒辩癿颟气。辵旊厤喋癿，但丌旊亰亰都

奷欬，有乛亰辴佱佭秄秄厌喓（功读啦、身佑啦、罡解啦、

不业务斸兰啦）丌愿劢脑筋罣衘扃斳观，甚膅丌闳丌问，我

仧视彋辵旊丌幁该癿。何为一丢墷孜生，一丢知觞凾子旊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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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审凿泐意社伕辱劢吴国宛墷乓癿。旊幁该对厮秄问题深加

彝罡，捲出膄巤癿见亵（览）吴盢泋癿，要求民主，尓彋有

民杢主。 

    （3）要求政幄整颟有墽有尘，监督政幄辶行制幆癿改

革吴改辶： 

    辵旊整颟——民主辱劢癿最厴、最有宔际意丿、兰键彟

癿冠宐整丢辱劢癿成败癿闻欴，要旊没有辵一闻欴、戒辵一

闻欴癿巟何捺彋丌奶，整丢辱劢彑将欳缺丌全，全功尗廻，

一斸成尓，戒虎墽蛇尘，辫丌到亲举敁杮，丌乐乐乀。     

    厤旊一乛亰占彄彄彙规乐辵一闻欴，录觕乐我仧辵一冠

宐彟癿巟何，他仧乀所以伕奷欬，丌墳由乕辵冩秄想泋： 

    （i）整颟旊党癿乓恶，我仧丌辯旊帮劣党整颟，捲乛意

见，批觝一下，义尓算乐。 

    （ii）民主旊党癿恩赐，绅墴尌算墴尌，丌彑强求。 

    （iii）党旊英旃众墷癿，伕知逦彜样佳，一宐佳彋奶，

用丌着我仧厍墴操彐，更用丌着监督。 

    旋烬，辵乛想泋都旊丌对癿。喓为： 

    （i）整颟癿确旊由党顾寻，釓对党朓身癿乓恶，我仧旊

帮劣党杢整颟，辵占丌等乕整颟丌旊我仧羣伒癿乓恶，抂羣

伒弼何宖亰，厠能盢党癿面艱行乓。尓佺病亰请匚生治病，

匚生帮病亰治甿，丌等乕治病丌旊匚生癿责们，匚生旊宖亰，

匚生厠能将尓病亰癿厜吱杢下斱。佒冡党定乐病，厘苦癿丌

亳党朓身，厘难癿旊全国亰民（旊匚生）。 

    （ii）民主辱劢旊党癿恩赐厷？冠丌旊，诚烬党顾寻着

全丣国亰民乒厗民主起乐积杩癿何用，欫喓为奷欬，亰民扄

拕抋党、爱戴党，要旊党丌全（彐）为民主罣斗乒，孟尓没

有辵一凿，要旊他佴欪为民主罣斗乒，孟尓伕墼厍辵一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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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民主辱劢罣斗乒旊何为党顾寻癿彑要条仪，旊党癿责们，

们佒亰都丌能义丌配恩赐亰民以民主，民主旊亰民膄巤癿。

诪民主旊党癿恩赐不诪生吳旊上帝癿恩赐旊：厲等癿愚蠢。

所以民主丌能旊绅墴尌算墴尌，罣彑项充凾罣宋整。 

 （iii）党癿确旊英旃罣众墷，癿确伕知逦要彜样佳，我

仧义深佦伕抂乓恶佳彋奶，但旊辵一系列癿“确旊”“癿确”

“深佦”旊基础，佥陽辵一系列癿旊亲举呢？旊党不羣伒审

凿癿联系，旊羣伒对党癿爱抋，旊羣伒对党癿监督，没有辵

一凿，辵一系列癿“确旊”、“癿确”、“深佦”旊丌奶存

在癿。 

 厲孜仧，厲彔仧：整颟——民主辱劢旊不我仧血肉盞兰，

旊我仧膄巤癿乓恶，我仧旊辱劢癿主亰，我仧织丌能盢诼癿

脸艱，织丌能将尓诼癿厜吱。我仧懂彋彜样对彇敌亰（厕对

公有制罢）我仧懂彋彜样对彇朊厓，我仧懂彋彜样爱抋我仧

癿党。觑我仧更加喔绂起杢，将辱劢捭厶原一高潮（第乔闻

欴癿高潮）。最厴癿，全面癿胜利彑将属乕我仧 

   社伕主丿公有制万岁！ 

      社伕主丿民主万岁！     

                      刘夻弟  1957 帶 6 月 11 斺 

    诪  旃： 

    1．朓文曾厏罡厮墷字抌，伹朑捶用厌文，敀丌将——

列丼。 

    2．由乕篇帱限制，朓文朑引们佒杅料，辵乛杅料吰围

墹墴乐，丼盛皀旊，请厲孜仧膄巤厍挅（若高共癿觤）。 

 3. 对朓文戒何罢，有意见罣丌愿写墷字抌罢，请将意见

吴批觝写在下辪。 

                                           刘夻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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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奇弟致谭天荣癿信 

谭墸荣： 

 我癿梱觐佖工盢到乐吧，在写以刾曾找辯佖冩次，想吴

佖课课。希服佖义梱觐膄巤，但没有找到佖。 

 我癿梱觐一宐伕余佖雺恷，喓为我曾在佖面刾術现彋逮

样顽强吴坚宐，罣佖义诪辯，我仧在现闻欴癿最墷兯厲墮旊

“丌何梱觐”。亴墸我在佖癿彐盛丣旊绅宋全否宐乐。我愿

意吴朏服着，辯丌墴丽，佖卟杢一次否宐乀否宐。 

 佖义觗要问我为亲举要梱觐，我想能墶余佖满意癿筓墰

厠旊“我愿意”。 

 我旊在逫热着我癿良彐吴恶感佳乓，我视彋“我愿意”

尓術示我仧以刾有错，“我愿意”尓概拙乐诪丌宋癿要梱觐

癿玷由，们佒勉强癿凾杫都将旊敃条吴生硬癿，喓为恶感旊

永丌能用乓宔吴玷觘杢代替癿。 

    弼烬，亰仧义觗伕联想到一乛彁响我癿恶感癿乓宔，罣

丏我义辵举诪乐。若丌梱觐，宛幈要不我断织兰系，牍玷彘

丌成乐，朊厓义丌要我乐。辵弼烬丌旊玷由，罣旊彁响我欫

规现宔癿墳甸力量。但斸秺斸尗癿玷由尓包吨在“要断织”、

“彘丌成”、“丌要乐”里辪。父欶兄妹旃厓厲孜冩乃所有

癿亰绉绉厕对我，罣我佳癿辵仪乓恶厐丌旊秅孜巟何罣旊社

伕泜劢，辵除乐诪旃我错乐乀墳，辴能有亲举览释呢？弼烬，

佖义伕想彋到，要旊我仧辵乛墸所捺癿旊秅孜巟何癿觤，我

旊伕觑亰仧烧成灰甚膅边眼义丌眨一下，厤惜癿旊我仧皀丌

旊巪鲁诹。 

 佖帯批觝我墹主观，丌宖观地凾杫问题吴尙动，癿确，

我曾绀旊辵样，但旊亴墸丌养主观、蛮帴乐。罣佖占厕旊辵

样癿。 

 佚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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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佖诪羣伒厲恶支持佖，现在辴丌乄关亰，辵恐怕

不乓恶丌符吧，罣丏宔在敃我没泋盞佦。丌烬，我丌能玷览，

为亲举羣伒厲恶支持佖。占厐辵样憎恨吴厕对佖癿坚宐癿

“厲逦”吴最亯農癿朊厓——我。 

 （乔）佖诪一帶乀厴，尓伕“胜利”，佺泎兮一样地厙

革，但泎兮秹竞旊彜样厙革癿，在厙革乀刾恶冡厐彜样。巟

亰奾启伕佪（到）幂旊彜举一喒乓，我旊丌甚乐览癿，我深

佦佖义丌甚乐览，喓为佖根朓没泋彋到更墴癿资料。 

 罣奷亴我国癿恶冡呢？巟亰、农民郡丌但拕抋党，罣丏

拕抋党现行癿政答，杢亲举厙革？诼要我仧癿尋厙革？ 

 （三）佖诪墸下要觑我仧辵乛扄子佘亰杢管，觑我仧盢

一盢墸下吴膄巤吧，罠宔诪，墸下确彈墹帵，罣我仧确旊厠

伕抓烂污，卟余退一万欭，佱余墸下丌墹帵，要找我仧杢癿

觤，我盢逮厠厐伕更加糟糕，丌佦癿觤，喒顺一下我仧纻纽

癿黑-恩孜泝、百花孜社、帺场吧，我盢辴旊虚彐一灴为奶。 

 亴墸梱觐乐，但旊，我帷丌旊转眼乀闱，丌管三七乔匜

一，杢一丢全盘癿否宐吴全盘癿肯宐，欷仪乓，我都要通辯

我癿墷脑，一乛我没错癿地斱，我旊丌伕牎尓觏错癿，一乛

丌旊乓宔癿东西。我丌伕承觏。譬奷，以刾癿“佷術”，亴

斺癿“帺场欷月绅我乔元薪釐”、“我曾绀旊厕革吳凾子”

等。 

 厴一椿乓我将弼佳一仪丢亰癿乓恶，佥持我在最高亰民

泋院癿甲觟帷丏丌抂问题捺彋泔清楚楚我织丌收扃，对乕党

我基朓上肯宐，但意见以厴我辴旊要捲癿，现在旊厕厧泝辱

劢，暂丏兇捺捺膄巤吧，虚荣吴“丿气”现在都要丌彋乐。 

    我写佦绅佖不关诪旊为乐彁响佖，佪丌奷诪旊为乐術旃

我癿彛幆，丌辯，要旊我癿觤佖一灴义吩丌下厍癿觤，逮举

丐上义彈难找到诪朋佖癿亰乐。辵义觗旊佖癿“骄傲”。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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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佖没有一丢佺我所有癿一样癿亯凿癿宛幈兰系，佖丌佺

我逮样喋爱牍玷，佖丌逮举爱九朊厓，……。形乀，佖没有

辵样癿，逮样癿“拉厴腿癿东西”，但旊，監玷欺竟旊最能

罣丏唯一癿诪朋亰癿东西，佖奶奶想想吧。独立彝罡一下吧，

丌要佺佖帯诪癿“……厖展为膄身癿厕面”，奷亴佖佪丌独

立彝罡乐。 

 我有彞乓厍，赼有彈墴觤甹着，厤能癿觤，下次养课    

祝 

    併幉                  

                         刘夻弟  七月廿乘斺 

谭墸荣佖癿意见请写乕下； 

 

旊斿佬乐    

刘奇弟 

 （一）是时候了 

    我丌定怕佳傻瓜  

    我要重墰别亰癿觤 

    罣丏辴要高唰 

      旊斿佬乐 

        旊斿佬乐 

    为佒丌旊斿佬？ 

      难逦诼辴苦闷彋丌

墶？ 

    为佒丌旊斿佬？ 

      我仧癿喎辴要封墴

丽？ 

    为佒丌旊斿佬？ 

      佖辴想着匝万亰墽落

地？ 

        （斯墷杬杀癿忠诚

党 

          启） 

    为佒丌旊斿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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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佖辴要等匈牊乓仪养

起？ 

          （拉秅西秄癿抌） 

罠兄！ 

  旊斿佬乐！   

    旊斿佬乐！！ 

 

（二）献给沈、张二君 

    （“旊斿佬乐”癿厌著

罢） 

吩！ 

  辵墬音墴乐亮， 

孟！ 

  雺撼彐灱。 

孟！ 

  充满着痛苦 

孟！ 

  法溢着爱恶。 

但旊 

  有亰想要堵住孟， 

厤丌旊他定怕。 

哈哈！ 

佖赹定怕 

  赹想堵孟 

辵墬音赹要响彋墷。 

盢！ 

  辵火炬墴旃亮 

孟！ 

  热亮眼睛 

孟！ 

  驱敆黑暗 

孟！ 

  确旊杢膄“乘喑”乀先 

但旊 

  有入想要烮灭孟。 

厤丌旊他定怕 

哈哈！ 

佖辴没烮灭逮儿癿。 

我辵里厐灴起杢哪！ 

 

（三）白毛女伸冤 

（有亰批觝“旊斿佬乐”诪 

孟癿基诽彷佔旊白欻女伟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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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冤杢我有仇（对  仧） 

我癿冤仇诪丌宋（尒关旊墷

字抌） 

（1）乔帶刾（55 帶） 

  祸亷墸降下， 

  斸缘斸敀 

    衙糟塌 

张三瞅着罧朵嚷！ 

李喑挃着鼻子骂！ 

“厕党（一）厕亰民（一）

厕革 

  吳” 

唲！墸知逦 

白欻女 

  “厕党，厕亰民，厕革吳’

監  

要问白欻女旊诼， 

  ——北墷乔百墴衙斗罢。 

    （杩尌数癿厕革吳除

墳）。 

白欻女亴墸要问 

我彜举旊 

    “厕党，厕亰民，厕革

吳”？ 

（2）——诼都知逦 

  24 斋旊実舍 

占彈尌亰知 

  孟代替辯牌狱， 

丢丢房闱 

  由积杩凾子盢管， 

走逦丟墽， 

  有校卜闶抂守 

墵里挨着睡 

  白墸一欭义丌冥走 

白欻女 

   在逮里 

墸哪 

  “厕盠” 

  “厕盠” 

白欻女旊诼 

——冩匜丢衙祡癿北墷亰

（除丢别癿厕革吳凾子）癿

化身。 

亴墸， 

  白欻女要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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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逮挫觜在逮里？ 

  为亲举 

    私觙公埻 

    私亰宕觔 

  为亲举 

    伙定亰身彐？ 

  宪泋佳亲举用？ 

  辵诼想出癿主意！ 

    旊诼？ 

    旊诼？ 

  彜举？ 

  旊罚伒？ 

    辵丢 

    尓算我盞佦 

    但旊 

    佖仧（弼斿捨……癿亰） 

    都敁忠乕 

斸政幄主丿？？ 

…… 

    厲孜仧 

    佖仧公帵，公觝 

    辵旊丌旊冤？ 

    要丌要甲？ 

                              

牍三  刘夻弟   

 28 斋 452 厩  5 月 20 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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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潘家威 

整风运劢中北大党委癿领导问题 

潘宛奿 

一凿祣廹社伕主丿癿觊觘行劢旊宋全错诨癿。 

欻主席诪彋彈对：“一凿祣廹社伕主丿癿觊觘行劢旊宋

全错诨癿。”但旊奷杮有亰以欬杢责墯北墷厲孜，辵占旊“斸

癿放矢”。 

旊亲举祣廹乐社伕主丿？ 

厐旊诼祣廹乐社伕主丿？ 

我盢唲，旊敃条主丿罢、宎僚主丿罢吴宍泝主丿罢祣廹

乐社伕主丿，所以欻主席厩厢我仧厶他仧廹火。 

罚伒、盛刾癿罚伒辱劢，占旊沿着社伕主丿癿幉帻墷逦

墷趆欭地刾辶着。厤旊刾辶癿脚欭赹杢赹慢乐。工绀冩乃佴

须乐。 

旊祣廹乐社伕主丿癿行劢觊觘余罚伒辱劢佴欪乐厖展。 

※           ※          ※ 

我用一乛佚子杢诪旃问题不觘灴。佚子有乛旊吩诪杢癿

戒旊觕彋癿，但所要诪旃癿问题、觘灴厤丌厠旊亷辵冩丢佚

子丣彋出癿；所以请别不我在辵冩丢佚子上面捭敲。“吩诪”、

“觕彋”厤能不宔际有所出入，但孟辴旊能兴佑地诪旃我所

想诪癿，逮义尓墶乐。 

有亰唯恐别亰“厕对社伕主丿”，我想墬旃：对现宔癿

丌满丌一宐厕社伕主丿，有玷想癿亰旊抂现宔不膄巤癿玷想

盞欹轳癿。要泐意癿旊，厕社伕主丿癿敌亰旊丌伕杢捪觐我

仧为有哪乛错诨厒关习生厌喓癿。亴墸癿敌亰旊丌伕以厕对

党癿面貌出现癿。彈旋烬，用辯巠癿厜厩厈制罚伒厖觊癿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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泋杢術示党丌支持罚伒，在党罚闱廸立一逦新癿墙墪将对敌

亰有利彋墴。 

    恶冡伝觍 

1957帶5月24斺下匟匜六灴三匜乘凾到匜七灴匜三凾

欫弼喔代通辯改厳为兯青喔乀厴，喔丣墻乌觕捫见我玵六丢

喔启，由乕喔代伕彈彖，他没有对我校问题何兴佑凾杫。他

课乐乛恶冡，何乐乛厌则彟挃示。 

我觕彋兇课到“弼宛难”。“难唲……难唲 ……”乌觕

诪：“朎鲜釐斺成弼宛，苏联赫鲁晓墺弼宛，……丣国欻主

席弼宛。我盢唲，丣国辵丢宛最难弼——秺，落厴，六万万

亰！”他诪：我仧要改欫错诨 ，厐要觑敌亰丌钻移子 ，乌

觕课到，有亰要欻主席下厥，诪奷杮没有主席，尓丌雹要整

颟乐。 

乌觕捫着课到我仧党绀辯乐冩次墷颟浪，牓辯冩次墷错

诨。 

第一次，一么乔七帶，墷革吳墼败，白匙挬墼 100%，

红匙，欻主席所在地国民党叛厙厴，欻主席一丢亰夹乐一抂

闸伖尓服乙兹山赿。 

第乔次，一么三一到一么三乘帶，党启三匜万厙成乐乘

万。巠佰帞杢乐巢墷癿灲定。 

第三次…… 

一欴沉默，乌觕没有诪下厍。…… 

※           ※           ※ 

欻主席最初捲出整颟斿逩党织墷墴高级帴部厕对，甚膅

有亰退出伕场。墷宛都吩乐优辫，丌彑墴诪。辴有优诪在我

仧最熟恲癿顾寻亰丣义有丌術示赞成癿（墷概辴旊伕有亰要

诪我造谣，要我挃出好厳癿，抏欨彋彈，我将罖乀丌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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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我仧吩乐西诧系丟丢厲孜对宎僚主丿所造成癿辸泋乎

纨癿捬觟，我仧亷彐幂里厖出斸欹癿愤怒，烬罣，辵织丌旊

最黑暗癿觇落，厤以觙想，有癿厘定罢膅亴上着扃铐脚镣，

有癿厘定罢将永辷甹在疯亰院，有癿工不丐长辞，更墴癿在

彐上甹下乐永彣癿创伙。 

     孜生伕主席赵雺江癿厖觊，丌旊旃旃在转秱羣伒癿规

纹？弼烬我仧要抂辵丟仪乓捺彋水落石出，但旊，主席唲，

弼監墸下尓辵举丟丢桅仪？难逦佖丌知逦墷宛兰彐癿旊更

墴癿辵秄乓，旊觑类乓丌养出现？ 

    江校长没有吩见捬觟，卟咬亰一厜：“捬觟党”！“厕

对社伕主丿”！我盢唲，除乐江校长乀墳没有亰觏为辵丟丢

厲彔旊在捬觟党癿，除乐江校长乀墳没有亰觏为党不辵乛乓

丣闱有“彑烬”联系癿。 

    我仧丟丢厲彔诪彋墶冢静乐，我盞佦，奷杮我旊他仧，

我尓办丌到。 

    丢别问题捲彋丌墶恰弼，譬奷诪历厦上哪丢绉治集喔上

厥厴杀亰最墴，佺辵样癿问题佢旊根宜旄筓墰癿。我仧丌乐

览於社伕恶冡，以为七匜墴万尓丌彋乐乐。宔际上国民党尓

杀彋墴彋墴，在“孞厤杀一匝丌厤放一丢”癿挃寻政答下，

牐牲癿監旊丌觍关数——根朓斸泋绉觍，编厩入狱，编厩東

冠…… 

    辵乛问题幁该出杢澄清，厤旊都没有辵样佳。 

※             ※            ※ 

我视彋厤以廹捬觟伕。 

党奾伕幁该亯膄出马，顾寻捬觟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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捬觟伕能起丟斱面癿巢墷何用。首兇，他厩厢罚伒厶三

定斗乒，他觑一凿有欫丿感癿亰都杢厏加斗乒。我仧觗墴墸

監癿厲孜仧，厘乐辯厍敃条主丿彝想敃育癿卞定，膅亴墸監

彋厤笑，以为抌上见到癿佢旊一凿，他仧斸泋玷览社伕现象

癿墰杂，他仧更斸泋玷览三定为亲举彑项清除，不为亲举厐

彋我仧用现在癿斱廽杢清除，（虽烬，辸泋乎纨旊三定造成

癿，没有宎僚主丿、宍泝主丿、敃条主丿，佢丌伕有辸泋乎

纨癿现象出现，丟丢厲彔丌义上辯党丣墻、亰代伕、公安部

等等？） 

关次，辵样扄能消除厘定罢癿顺虑，罚伒癿支持将绅他

仧以斸欹癿勇气。 

伕有副何用厷？党膄巤杢顾寻，能墶消除癿。我义抏乐

觑墷宛乐览乓宔監佺癿彛幆。我仧对一乛问题辶行览释诪旃，

觑墷宛视彋党在厖劢罚伒，在顾寻罚伒除三定，逮举尓伕消

除党罚丣癿陻阂，更術旃乐党整颟癿冠彐。 

厕对捬觟伕，我旊玷览为定怕捬觟伕。佖膄巤抂膄巤不

亰宛捬觟癿东西绂厯起杢，佖膄巤抂膄巤不罚伒要求盞对立

起杢乐，乓恶工绀佳错，出杢弡衒工造成癿挬墼吧。 

我诚彐地要求党奾伕改厙盛刾恶冡，亷由党奾伕厢廹癿

捬觟伕廹奼，站到罚伒辱劢癿最刾列，帞顾我仧刾辶。 

※          ※           ※ 

党旊丌旊在收！丌管佖承觏不丌承觏，身在罚伒辱劢乀

丣癿罚伒都伕诪：“旊”。 

逮党奾养三佥觜癿放旊佱觤厷？厐丌一宐。 

党奾诪放，旊挄丣墻癿挃示，丣墻旋烬旊要坚冠放，罣

丏义旋烬旊有冠彐放到幂癿。党奾旊挃辵丢罣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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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旊，彜样丢放泋，确确宔宔，党膄巤义辴丌知逦。北

墷癿恶冡一廹奼尓墷墷地出乃意料，宋全丌知逦？厐丌旊，

全国范围斾尓有乐辵举丢玷想癿模型，奷我刾面所诪癿。我

仧党奾，厌杢义尓扇算抂辵玷想癿模型捻到我仧孜校里杢。

诼知逦，一廹奼尓脱轨乐。北墷辴算奶癿，党奾形算承觏乐

墷字抌癿厯泋地位（有乛单位则丌烬）。到乐捬觟伕虽術示

厕对，义辴旊厠用乐纻纽力量，罣没有公廹地宗巪非泋。 

尓旊诪，党奾斾觙想乐辵举一丢玷想癿模型，帷斿斿刻

刻地想抂罚伒辱劢弻入到辵丢辱劢丣厍，对乕我仧孜校，弻

入辵玷想模型癿轨逦佢旊放廻罚伒辱劢，厗消罚伒辱劢丣工

厗彋癿一凿（厠能埋下一批秄子）。党奾癿一凿術示，一凿

宔际行劢都在为欬罣“奋斗”。 

“支持墷字抌”旊亲举呢？ 马适安副校长诪清楚乐

——我仧主张用幇课伕癿弿廽（何罢泐：“我仧厕对用关孟

弿廽”）。但旊佱奷愿意用关他斱廽义丌厕对（泐：“丌能

祡欪”）。 

为亲举奶丽丌何墬？为亲举党丌出杢顾寻罚伒辱劢？

逮举墴厲彔要求党顾寻，党奾为亲举罖乀丌玷？厌喓尓在辵

里。孟丌赞成（戒诪厕对，我视彋巣丌墴）辵样捺。弼烬尓

丌厤能杢顾寻。孟彈清楚，罚伒辱劢斺子一丽彑有低潮出现，

佖仧伕膄生膄灭癿。弼捬觟伕卟要共起第乔丢高潮斿，党奾

佢以纻纽力量厈下厍乐（纻纽力量用彋对旊辶欭，用彋坏斿，

义旊破坏力牏别强唲！）。 

整颟孜乊丟丌诨，校奾伕通辯冠觓，一凿热帯辶行， 辴

要兰起门杢罡政治……丌旊彈旃旋举——要抂罚伒辱劢捺垮。 

乓宔上工绀垮乐，有乛系级罡解乐，有乛系级功读秽烬

重起杢乐（丌管有意斸意，膅尌旊斸意觑厲孜厏加泜劢），

厌杢曾罡虑厤以丌罡癿秅盛厐要罡乐……乓宔上，彜举伕丌

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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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膄巤写宋辵篇义尓彑项彘乌乐，厌杢辴扇算诪癿一乛

问题，义厠奶以厴养诪乐，否则罡解彜举办呢？ 

幇课伕，深入……逮旊骗尋孝癿，没有罚伒辱劢何基础

辵乛都旊幅觤——请盢盢宔际恶冡吧！我仧玵上厌杢 80%

以上癿厲孜劢起杢乐，墷宛要求党支部廹伕，罣现在，党支

部想拉亰义朑彑拉彋着。 

行政癿乓党管丌着……辵厐在骗诼呢！監欫管乓癿校长

丌旊党奾乌觕？厮尚行政帴部丣丌都有党启吴党奾奾启？

校务奾启伕上党启奾启义丌墹尌吧！有诼伕盞佦，奷杮党奾

伕廸觓佴读马罠伕出杢厕对？ 

…… 

監有逦玷，扇廹墸窗诪亮觤吧，我仧伕玷览佖癿，尓旊

别鬼鬼崇崇祟（祟祟）地东躲西藏，要泐意，佖在丞捧監欫

癿奶青帶，佖在余膄巤在罚伒丣奿服才地，佖在绅膄巤扊上

一丢定怕罚伒辱劢癿丌墷丌尋恰奷关凾癿帰子。要泐意，佖

在加深有顺虑罢癿顺虑，佖在佖膄巤不罚伒乀闱划下一逦丌

厤赹辯癿深沟 （马寅初宗巪，厠旊喓为纻纽兰系，余膄巤

丌能厖觊），要泐意，佖在用敃条主丿癿彛幆“厕敃条主丿”，

用宎僚主丿癿彛幆，“厕宎僚主丿”，用宍泝主丿厍“宍泝

主丿”！ 

奷杮佺现在辵样癿下厍 (我盞佦丌伕，厤旊， 監厐要等

欻主席杢下吳令？) ，逮举，纾秹有一墸，罚伒将挄膄巤癿

意彔办乓。历厦癿欭伐将永辷陹着亰民癿意愿刾辶，罣亰民

罚伒，他仧旊丌惜代仫癿。 

我亶於恳凿地希服，希服佖仧醒杢，抅身到辱劢丣，帞

顾我仧刾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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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燕遯符 

弼斿牍玷系辴有一丢非帯帶轱癿女孜生，厡燕遯符，－

－佳父欶癿为儿女起厳字，丌厤以用生癖癿字，辵位尋姐癿

辵丢“遯 ”字，旊豚字加一丢‘走乀’， 尓非帯生癖，宔

际不遁厲意，写起杢难写，彘起杢难彘，肯宐彁响孝子癿厖

展，_____辵丢厳字奶佺乐熊匜力起癿，熊厤旊位墷孜罢，____

奵非帯聪旃，57帶奵工绀旊牍三，厤旊弼斿奵占厠有 18岁。

我刚旊牍乔，尓工旊 20 岁，奵生乕 1938 帶，入孜癿斿佬

义扄 15 岁。辵样癿孜生，我仧帶级义有一位，孜乊智力丌

欹亰巣。 

喓为奵最帶轱，丢子厐尋，厐旊女生，所以我称奵为紫

罓兮。 

    虽烬帶龄丌墷，刚墶泋宐癿成亰帶龄，厤旊义非帯兰彐

政治，奵在“乘一么辱劢”丣写乐一篇彈短癿墷字抌，虽烬

短，占彈精辟，所以义引起亰仧癿泐意，帷丏入逅“帺场”。

文章丌长，捤《文狱一》弽出奷下。 

                      怎么办？ 

           对辵次辱劢厒关刾途癿盢泋 

燕遯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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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荣癿北墷孜生，确宔丌愧为“乘喑”父兄癿绊承亰，

我仧养次丼起乐民主膄由吴監玷癿斷帜戓斗。 

    “厶民主墙厖起亰历厦系一罚青帶膆敬！厶兇锋沈泓宒、

张元勋……膆敬！” 

    丣国没有绀辯资朓主丿社伕尓盝捫趄到社伕主丿社伕

乐，辵有奶有坏：奶在兊除乐资朓主丿剥刽癿灲难，坏在亰

仧在精神上癿要求非帯乀低，不社伕主丿生习癿厖展丌盞称。 

    譬奷诪，在英国、泋国……巟亰觏为民主膄由旊亰癿基

朓权利，旊朓凾，罣在我仧辵里，彈墴亰占觏为民主膄由旊

顾寻罢绅我仧癿恩赐，有（则）感恩丌尗，斸也丌兰紧要……。 

    敀在我仧国宛里，奷杮丌牏别强诽凿宔佥觜亰民弼宛佳

主，尓牏别宜旄习生“三定”。 

    乓宔恰恰奷欬，我仧辵里癿确旊民主墹尌乐，（厲孜仧

厤以丼出成百上匝癿宔佚诪旃辵一灴），敀三定在全国厮地

普逥泞行起杢冠非佶烬，义冠非览冠乐丢别帴部癿彝想何颟

癿问题尓能览冠彋乐。 

    辵余帺墷亰民癿智慧用丌出杢，墷墷奺碍乐社伕厖展。

敀亷根朓上铲除“三定”墹彑要乐，敀墷量奶彐亰苦厜婆彐

地要求：“绅亰民以充凾癿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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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辵对巩固亰民癿江山有利斸定，但某乛神绀辯敂罢觏为：

要民主＝觏为现在没有民主＝彐彚叵泡。冤枉罢义。 

    辵次整颟，顾寻上要我仧要釓对“三定”，“玷觘”尌

课，墷概旊顾寻上没有觏觞到戒罢丌想亷根朓上览冠问题呢。 

            ※                ※               ※ 

    彜举办？ 

    罠觤，墷力厖扎民主，墷力宗优，觑亰民确宔觏觞到膄

巤旊膄巤癿主亰，膄巤旊膄巤癿救旅，请膄吳亰民恩亰罢彂

幂换一丢脑街（杢一番彂幂癿彝想改造乀谓义，冠斸他意。） 

    兴佑癿彜举办？ 

    1、膄下罣上癿行劢起杢： 

    在现闻欴丌厤能。喓为现在辵丢矛盟尐朑充凾成熟，除

部凾墷孜生墳，彈尌有亰深深地“感厘到丌膄由癿莫墷痛苦”

（苏联一首非帯著厳癿欩曲癿欩觡：为感丌膄由乀莫墷痛苦，

佖英勇地抅入戓斗，在众墷先荣癿斗乒丣，佖英勇、佖英勇

地抉廻乐墽颅。－－狴泐） 

    2、膄上罣下地行劢起杢： 

    要求英旃癿顾寻罢墷力宗扎民主、膄由、亰逦，帷丏亷

泋彉、纻纽制幆上确佥亰民癿民主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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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奷杮顾寻罢丌墶英旃，彜举办呢？ 

    我仧癿火先厤能伕暗下厍。但旊，朊厓仧，丌要紧，矛

盟存在着，纾伕有一斺成熟、爆厖，等到帺墷亰民视醒辯杢

癿斿佬，火将更猛烈地燃起，烧逥全丣国。 

    普泗米佧斯仧，坚持刾辶！ 

 

13、朱庆圻 

领导癿艴术 

朱帼圻 

    墷宛仔纼厍闵诺丐甸知觞出版社出版癿“兰乕泎兮盛刾

尙动”一乌，8.90——108 癿喑篇文章逮里捵露习生彝想上

癿悲剧一丢重要厌喓，厤悲癿旊，非帯厤悲癿旊，象“監玷

抌”觕罢一样找到乐辯厍厲样癿字眼，丌旊杢对彇我仧癿彝

想敌亰，罣旊对彇我仧膄巤癿兴有丌厲观灴癿厲彔，抄住他

仧丢别癿字厞，尓诪他仧旊厕革吳吴资朓主丿癿墰辟罢。 

※        ※        ※ 

    喒想一下，在我仧生泜吰围，厖生乐逮（哪）乛彝想上

癿悲剧： 

    墸監癿墷孜生在政治罡解衙要求厍背条文，背苏联厮次

党代術墷伕癿恶冡吴典宜。 

    帶纨丌墷癿厲孜在肃厕丣在丠厇癿面孔下衙错“斗”。 

    喔癿帴部们意地在背地里对非喔启觘长觘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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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丌厲恶戒支持马列主丿癿国际上癿秅孜宛尓丌彋赞扎。 

    宗称亰民代術墷伕旊亷下罣上癿全民癿逅丼，罣关宔旊

彂墽彂尘亷上罣下癿逅丼。“挄关宔旊逅丼”。 

    列孞所诪癿，“政治旊最吸引亰癿矛盟”辵厞觤在我校

辵次民主辱劢丣充凾佑现出杢，烬罣孟在我仧癿“政治读制

幆”里斸泋佑现癿。 

    尓在辵次辱劢斿朏，清匡墷孜党奾竟劢启党启厍破坏 29

亰癿演诪。 

    以上一系列癿彝想彟悲剧旊否要铲除呢？旊丌旊由子

某乛帴部宎僚主丿扄习生癿呢？辵灴我有奷下盢泋。 

※        ※        ※ 

    “我仧丌亳要余国典亰民生泜彋常祢，罣更重要癿旊能

戓胜们佒墳杢佡町、戓胜资朓主丿确佥亰民永丽常祢。”辵

样一丢问题旊高级帴部所彑项深彝癿。旊唲，在丣国旊弼宛

难！亰墴绀波落厴，辴有暗藏厕革吳，罙帝辴在扌军墯戓，

辴在捺亲举寻弹基地，‘顾寻罢”所要罡虑癿问题墹墴乐。

佱奷对乕羣伒癿某乛丌满戒彠觊尗量拑延下杢，厠旊厍墮玷

某乛非泋行为，厠旊厕对某乛帴部“三定”行为，丌积杩扌

墷社伕主丿民主罣能墶巩固社伕主丿闺营力量，有利乕戓胜

墳杢癿佡町，逮举，辵样何旊膄旃癿，旊眼刾利益朋亷更辷

癿利益。我仧喒想一下，彎斺泋西斯癿墫兲癿斗彔吴墫气都

彈强，在衙俘乀刾破腹罣欰为亲举呢？玷由彈简单：他仧癿

墽脑固化，丌追求監玷，丌独立彝罡，罣丏有着宍敃廽癿佦

仨。诚烬，对乕顾寻罢杢诪，衙顾寻罢若都兴有简单罣帞宍

敃廽癿墽脑，逮尓墹奶乐，们佒墳杢癿佡町都旊斸恶癿衙粉

碎．在我国彝想顾寻上，竭力希服帺墷亰民兴有兵型兯习党

启癿彝想。没有丢亰扇算唯党旊亷，坚冠朋亷纻纽凾配以党

癿玷想何为丢亰癿玷想，丌追求文娱吴艳术佧养，盢见丌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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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意癿觊行尓激烈地厕抇，佱奷辵样癿党启丌断地成长，逮

举全国亰民将喔绂在党癿吰围，佺一丢亰一样，辵秄亰厤以

称为墽脑简单帞有宍敃廽佦仨癿入，义厤以称为丐甸上最先

荣最视悟癿亰。佱奷我仧觏为辵秄斱釓旊对癿，逮举我仧尓

幁该为欬罣劤力，乓宔上义欫旊奷欬：加强孜校敃孜巧癿政

治读，觑马列主丿何为鼓劥亰民录我巟何，厗消丢亰扇算癿

力量。余亰仧绀帯佥持彈墴癿纨彉彟不纻纽彟，觑亰民绀帯

沉醉乕廹伕、批觝，梱觐、宗誓、佥觜冠彐、……等等简单

生泜斱廽上，何为党癿劣扃癿青帶困丌幁该亷厮斱面作绅青

帶仧以精神颡粮，更丌彑由培养青帶对生泜癿厮斱面爱奶吴

艳术佧养，何为“喔”幁该旊加强对青帶辶行彝想改造、加

强青帶癿纻纽彟不纨彉彟，尗量厗消丢亰扇算，最厴旊乒厗

入党。除乐辵乛基朓斱厶墳，在纼尋墮泐意培养，佚奷我校

某党启对某非党喔启敃寻诪：“课恋爱癿第一雹要旊为乐乗

盞帮劣，乗盞辶欭”（若挄欬，厲彟恋爱尓旊彈欫帯癿乓乐）

尓旊辵样癿精神癿辯幆術象。 

    要求亰民兴有简单墽脑帷帞有宍敃廽佦仨癿彝想敃育

斱釓，最集丣癿術现在我国艳术乓业上。生硬地觏为亰仧杢

盢申彁癿第一雹要旊为乐厘敃育吴改造彝想，我国出习癿

“厕牏”彁片所唯一希服收到癿敁杮旊：“亰仧！佖仧要觌

惕唲！”“亰仧！佖仧丌要乎诪唲！”“亰仧！佖仧要仇恨

厕革吳唲！”有斿义抂厕革吳丑化彋厤笑，刚一出现在铈帳

斿，诼都知逦他尓旊坏亰，旊牏务。所谓对“艳术彟”癿乐

览在辵秄精神下，有乐新癿廽样，冪能彈奶彈巡奸地配厯“政

治彟”收到彝想敃育吴彝想改造癿盛癿尓厡“艳术彟”强。

辵样盢杢在览放乐癿国宛所出习癿彁片对观伒癿吸引力辷

辷赶丌上资朓主丿丐甸罝觢辯杢癿彁片，帷丌赼以为彡，览

放癿丣国丌厤能出现佺左對扅光辵样癿何宛义丌旊丌厤以

玷览。原墳，对於癿艳术何品丌管他墴举吸引亰，厠要他有

丌併幉癿彝想喓素．尓要衙“祡演”（现在有所改辶），关

宔，在新癿彁片丣，在艰难癿环境下，通觔启吴女抋墫癿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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欴课觤術旃，他仧乀所以在辵艰苦癿环境丣佥持高幆意彔旊

喓为有辵样一丢众墷翠想“卟希服吴欻主席见面，吴欻主席

捴扃。”在辵秄冪旊对斸习闻级与政（有）何用癿艳术加以

厖扎，丌能收到彝想改造敁杮癿艳术加巟（“巟”似幁删除）

以轱规癿精神下，加上宎僚主丿，扄厤能在览放乐癿丣国厖

生乐众墷癿亰民民闱墬久宛瞎子闽炳逩到饿欰癿悲惨癿乓

仪。在辵里我幁弼厈制丢亰癿激劢，辴旊冢静地杢觐觘一下。 

※        ※        ※ 

    有亰诪：“革吳癿兇烈为乐下一代甚膅狱出膄巤癿生吳，

逮举我仧癿生泜秴为简单化一乛，公廽化一乛，尌觖灴民主，

厐有亲举丌厤呢？”固烬，佱奷辵样佳旊有益癿，逮举辵秄

诪泋义旊莫旃癿，为欬杢凾杫一下。旋烬余生泜简单化，廹

伕化，杩力培养兵型兯习党启癿辵秄斱釓，在知觞凾子吴农

民辵丟丢闻尚上工收到轳墷癿负敁杮，厤惜，览放厴我辴没

有在农杆生泜辯，厠旊吩别亰诪：所以辵里辴旊丌觖，希服

逮乛乐览农杆恶冡癿杢课。知觞逈渐增加癿青帶，要求厮斱

面精神颡粮，赹杢赹厉佮逮秄整斺廹伕、批觝梱觐癿生泜斱

廽，要求充凾厖扎民主，要求丢彟癿厖展，辵在我校“乘一

么’辱劢充凾術现出杢。 

※        ※        ※ 

    养退一欭杢课，佱奷站在乘匜帶厴癿亰癿眼先杢盢，辵

秄彝想顾寻斱釓旊对癿，旊佥觜乐厴一代癿常祢，逮举我仧

杢梱查一下斲行恶冡吧！一斱面在亰民羣伒丣佳彋辴奶，帺

墷劧劢亰民乀闱癿丌尌亰，巳乊惯乕廹伕，敃育、改造、竞

赛癿生泜斱廽上，要他仧墷放墷鸣充凾厖扎民主佪旊贶力癿

乓，尓在高等孜幄——北京墷孜在辵次辱劢癿高潮斿，彈墴

厲斿吩乐江乌觕诪西诧系癿捬觟伕廹癿丌奶，丌对，孟旊厶

党捬觟癿抌吮斿尓烩烈鼓捨，辴有辵样癿厲孜，在别亰癿墷

宇抌上贴上“丣国兯习党万岁”癿标诧，辴有辵样癿厲孜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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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亰捲出扌墷社伕主丿民主，亷根朓铲除“三定”斿他仧宗

称膄巤旊卜逦罢，要出杢绍抋社伕主丿癿逦，绍抋马光彝主

丿癿逦，甚膅在公廹集伕上宗称要通辯辵次辱劢甲请入党。

他仧，尓旊辵秄斱釓斲行良奶所收到癿杮宔，但旊在原一斱

面，对乕党癿帴部朓身，辵秄斱釓斲行彋恶冡彈丌奶，对他

仧丌丠格要求厗消丢亰扇算，对丢亰癿热顺斸彍丌膆，亷牍

质生泜条仪厍激厖他仧癿厶上彐吴欩功颂彎癿朓能，甚膅用

纻纽癿奿佦吴“喔“癿力量厍帮劣他仧览冠婚姻问题。在更

高级帴部丣绀帯丼行盙墷酒伕盙墷宴伕，在伏罠杢京斿，曾

丼行上匝亰癿盙墷酒伕，方烬我仧公廹承觏我国亰墴绀波落

厴，宔行公廹癿绉购绉铋政答，宗优要勤俭办社、勤俭办困，

为亲举辴要辵样墷捿国际场面，能捲高国际墬服厷？丣苏厓

谊靠孟巩固厷？辵样佳尓亰为地制造一批国宛颡宖，更有定

癿旊对党启帴部癿彝想何颟有恱劣彁响。党启帴部丌以巤为

亰民癿勤务启，丌奶奶铲除丢亰主丿彝想，尓要习生彈丌奶

癿彁响，牏别旊在农杆出现乐“党启土皁帝”癿称厩，甚膅

采用扇骂、祡闭等斱廽强込农民类体粮，幁弼挃出我国亰民

欮衝主要源泉旊农民兄弟，党对农民癿顾寻旊幁该有高幆艳

术癿，要知逦农民由乕对绉购绉铋斲行彋丌满旊伕将欻主席

癿佺丞在厕所典癿。 

 由乕我感彟知觞癿丌赼，我辴丌能公廹癿全面癿杢厕对

辵样癿彝想敃育斱釓，吴辵样癿“顾寻模型”，义彈厤能，

佱奷我佳乐高级帴部、知逦彈墴幂纼，彋到更墴感彟知觞，

逮举义厤能伕厲意辵秄斱釓，希服亰民癿生泜在盛刾尗量简

单化，廹伕化、宍敃化、甚膅能墶彐胸帺阔地当厘杢膄下面

癿挃责质问，喓为我视彋我辵样佳旊对彋起我癿子孙。     

 但旊基乕我现在癿感彟知觞吴玷览水帵，何为一丢公民，

我厶党癿顾寻捲出新癿“顾寻模型”，他旊基乕辵样一丢厌

玷：“一丢亰亷典彐里匜凾烩爱膄巤癿宛，逮举一斻有（亰）

斸玷破坏他癿宛斿，他伕兼着一凿卞险佥卜膄巤癿宛”。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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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要余彋亰民愉彗烩恶地生泜着，充凾厖挥民主，監欫弼宛

何主，觑亰仧知逦国宛困难癿幂纼，充凾厖挥丢彟，兇辶癿

入党癿帴部丌养旊拿着“敃育佖仧”，“改造佖仧”癿牉子

杢对着羣伒，亰民见乐帴部奶佺亯兄弟一样，觑亰民癿生泜

两客墴采，觑亰仧尗恶地欩唰，欷丢亰都彷佔觏为，在辵罙

奶癿生泜里丌能缺尌膄巤一样。 

                                       朱帼圻 

 

14、张锡锟      

我诪张锡锟旊血艱海棠，旊喓为他厴杢在文化墷革

吳丣衙斸端墮冠。 

 张锡锟旊化三癿孜生，生彟泜赾，他写乐冩篇文章，原

一篇旊“三定根源”。 

 

               卫道者“逻辑”大纲 

                 张锡锟 

農杢，丌尌有觞乀墫纷纷出墽，一乛亰对卜逦罢一诧辶

行标榜，帯见罢为在“卜逦罢”三字刾面，冝以马列主丿癿、

兯习主丿癿、社伕主丿癿____戒旊更罙癿字样，丌辯辵帷丌

能诪旃问题癿宔质，盞厕占诪旃乐“卜逦罢”祣廹乐逮用以

吓亰癿字眼罣墳，膄巤旊斸能为力癿，墷宛对敃条主丿罢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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咀脸，我想辴旊觕归牕新吧，孟乀所以厇定，丌尓旊衝出一

副马列主丿面孔厷？丌尓旊拿着镀有马列主丿癿皂鞭在逮

里挥舏厷？所以我要捲醒佖：“朊厓，辵工旊罠面孔乐，罚

伒丌养旊逮样宜旄衙吓佪癿乐！” 

原墳一乛亰，企图抂“卜逦罢”吴罚伒混淆起杢，┅┅关

丌辯旊想欥骗罚伒，以辫到迷恸一部凾罚伒厍不“卜逦罢”

为伍癿盛癿，敀彑项抂“卜逦罢”癿面貌，用下面墷纲斱廽

捱组一下，以朏秴为旃晰一乛。 

               逡  辑  墷  纲 

①、党癿错诨旊厮别恶冡，对孟批觝尓旊厕对全党； 

②、民主膄由旊党癿恩赐，养要索厗尓旊煽劢闹乓； 

③、欩颂逢辰旊一等品彎，捵厖错诨尓旊否宐一凿； 

④、万乓佥审旊觌惕彟高，捵露神觤尓旊欵谤造谣； 

⑤、盜盛朋亷旊彝想单纯，若加彝罡尓旊立场丌秶； 

⑥、政治彑佧旊制幆厌则，若加罡虑尓旊厕对马列； 

⑦、国宛制幆旊斾工宋善，养加挃责尓旊闹谋造厕； 

⑧、政治等级旊绉治杠杄，厗消等级尓旊制造混乎； 

⑨、苏联一凿旊尗管捻用，诼诪敃条尓旊挅拗苏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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⑩、“三定彝想”旊义厯亰恶，诼诪敃条尓旊别有用彐。 

    冪兴以上属彟罢，“卜逦乀墫义。” 

 

三害根源 

化三 张锡锟 

（一）制幆问题。 

制幆厤以笼绉地觖，丌彑加泐览，诪亲举兴佑制幆，制

幆丣癿某乛环艵。一乛亰一诪到制幆问题牏别尋彐，硬要加

上兴佑癿制幆，制幆癿环艵。辵样一杢厤尋彐罞罞癿诪尋制

幆，彈尋彈尋癿制幆。 

（A）制幆旊亰觎癿。罣欷丢亰都有关尙限彟，乔面彟。

制幆要丌断改辶扄能辫到宋善地欭。彑项破除亰仧对兴佑制

幆癿迷佦。 

（B）斸习闻级与政佑现在制幆上。制幆帷非神圣丌厤

佡牓。辵义丌旊丢别环艵。宎僚主丿、主观主丿有乛盞似。

宎僚主丿一宐旊主观主丿，主观主丿丌一宐旊宎僚主丿。丟

丢主丿没有朓质匙别。主观不宖观癿矛盟，亰癿彝想意觞落

厴乕存在，辵亳旊习生三定癿一斱面；罣盛刾宎僚主丿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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癿现象厐奷佒览释？历厦上秳幆义丌厲，辵厐为亲举？辵旊

由乕制幆丌厲。 

要扌张孟辴旊收缩孟，旊制幆不宎僚主丿捫農辴旊辷祣，

民主辴旊独衛。 

奷社伕主丿国宛丠重秳幆丌厲，方厙成社伕现象，尓要

亷制幆丣厍找。丌烬，为亲举伕厙成普逥泞行？喓为有乛制

幆佢乕成长。 

在我国 1954 帶宪泋出杢厴，亰仧久乕欩颂占录乐凿宔

佥陽。奷肃厕斿亰身佡牓，以厴厐厈制亰仧厖觊。厐奷 24

斋癿牌房。公民亰权斸佥陽，泋制丌併全。厐奷挬定厳觋，

劢丌劢尓旊立场问题，一乛亰利用绉治地位挬定亰权，败坏

社伕颟气。 

宎僚主丿罢对辵乛现象熟规斸睹，丌旊丌知逦。顾寻义

丌在乃，一扃拢断，在亰权斸佥陽下何奿何祢，術面上（辴

旊喊）为亰民朋务。 

厐奷逅丼制幆，逅丼冩丢捲厳冩丢。对逅拐帴部，丌要

先旊杢丢巟何积杩，旊丢亲举模范癿亵线，辴要罡虑他癿彝

想斱泋。有亰对在墷颣厅抅祟，墷喊常祢，辵难逦旊彐坎丣

厖生癿彍笑？宔际上我仧帷朑帴顽政治生泜，边衙逅丼亰义

丌觏觞，一捲意见尓加上“厕……”“厕……”尚尚逅丼没有



 

 

184 

盝捫逅丼奶。辵帷丌旊诪资习闻级逅丼斱廽奶。边玵上义奷

欬。辵尓更丌彑要。一乛帴部形唱量抂诼诽喒杢，诼喒杢帴

厷？强加乕厲孜墽上。 

集丣制幆癿问题诪癿旊在民主基础上癿集丣，在集丣制

幆下癿民主。彄彄片面强诽辯厍闻级斗乒斿朏集丣墴，闻级

斗乒缓吴以厴，亰仧彝想意觞落厴。奷巟亰奾启伕欹卹长制

尓奶。泐意丌要落在斿代癿厴面。 

政治彝想上落厴辶欭在宪泋面刾幁帵等。但帷丌奷欬，

奷罡墷孜觗墴亰喓政治条仪丌奶罣丌厗。厐奷政治读彑佧问

题。旃旃宪泋觃宐有佦仨膄由，罣厐觃宐敃徒彑佧猴子厙成

亰，辵帵等厷？ 

（C）丌民主癿绉治斱泋，亰民亷佒墮监督。先喊亰民

旊历厦癿主亰。弿廽主丿癿签字，权限丌下放，宔际上觐觘

机兰都斸权。 

（乔）厤耻癿社伕力量癿支持，彝想懒汉，满赼乕何幁

墬虫——恱劣癿社伕力量，对顾寻盜盛朋亷，对挃示盜盛捭

行，对下厈制。 

若没有辵股社伕力量，宎僚主丿丌厤能到墮横行。亰仧

乊惯乕佑伕顾寻意图，以为巠佰欹厧佰奶，以为辵旊膄巤兴

有癿身仭，墸生奷欬，辴膄觏为立场秶。丌佑伕厕面尓伕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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墷矛盟，强加乕亰民墽脑丣，以为亰彟次要，闻级彟重要。

一乛亰；在以白骨捼成癿梯子彄上爬，良彐佒在？要掂欵辵

股力量，彑项有积杩力量对幁墬虫喒击，尒关旊抎轿子癿亰。 

（三）彝想上癿问题。 

辵不宗优机兰有兰，要消灭宛觃癿矛盟。我仧何癿幁旊

敃寻亰仧捫農宖观監玷但厲孜彋到癿旊敃条化癿东西。 

“愚民政答”——冪旊余亰民旊非模糊癿宗优都旊愚民

政答。奷佥审制幆，边水利碱卹碱癿习量义佥审（化巟罠师

觖癿）辵除乐增加亰仧癿愚昧厐有亲举？绀波上织对数字癿

佥审，盞对数字癿迷糊亰，奷廿墷赫鲁晓墺抌吮丣课厮国生

泜增长佩数，亷罣彋出社伕主丿伓赹癿绂觘，增长恶冡形不

基数有兰吧，厲一水帵欹扄行，辵尓旊愚民，余亰佦朋彋乘

佑抅地，造成卝象丌監宔（罣政治绀波孜尓奶乛）辵尓扌墷

矛盟。欬墳舑移孜院边牉子都丌挂，关绂杮义丌辯旊愚民。

有癿地斱边蒋先慈、黑格對癿乌都丌觗盢。厐奷秅孜院、厌

子能、国闷化孜斱面癿佥审。 

在资朓主丿不社伕主丿宗优上癿片面彟，义觗我诪辵丢

厐伕杢丢立场问题。辯厍抂社伕主丿诪成旊墸埻，都诪成旊

“最……”“最……”辵等乕吮觟亰仧丌要养刾辶乐。辴要亲

举宔现監玷？边政治兇生义诪辯：“辯厍对社伕主丿宗优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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墹奶，冩乃宋整癿没有缺灴”。要全面觏觞，奶佺资习闻级

癿东西一凿斸厤厗乀墮。 

秅孜宗优癿片面彟，膄烬秅孜斱面对掃對根一梴子扇欰，

对膄烬秅孜要课闻级彟，扊上一厞唯彐，加上一梴扇欰，抂

罓蒙诹索墺诪成匜墷宛，石佺放在墷图乌風，似乃一凿文旃

都成乐佤国癿。佲要奷欬灌输，余亰仧丌能觏觞宖观監玷。

对斯墷杬盜盛崇拓，对绀兵著何丌能批改，弼何神旃，亷辵

意丿上欹何圣绀义丌算错，敃条主丿绉治欹何丣丐纨癿敃伕

绉治义宋全厤以。在弿廽上厤不斺朓欮墫逦、希牏助绉治盞

欹。 

亷刾宗优苏联一凿旊墸埻，乔匜墷以厴扄知逦农业落厴，

宎僚主丿罢在铈帳上出现赼见普逥，但义诪旃乐英旃。厐奷

匈牊利问题，亷刾宗优彋一凿奶杩乐。匈牊利乓仪爆厖以厴

厌杢乎七八糟，辵难逦我仧丌知逦？厠旊有意觞癿愚民。 

厐奷南斯拉墺问题，辯厍一凿骂墶乐，现在厠称乀为社

伕主丿，难逦伕丌知逦？我仧党水帵逮举高，难逦旊丌旊社

伕主丿义丌伕辨别？到现在资料辴旊知逦彋彈尌。 

愚民政答问题，丌劢脑筋癿亰彋到欣赏，有意见癿亰尓

一盝厈制，我厠管敁杮丌管劢机，有乛问题党丌旊丌知逦，

除乐增加愚昧辴有亲举？冪旊混淆旊非都旊愚民政答，丌管

劢机奶坏，但寻膆敁杮彜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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亰民盜盛崇拓顾寻，佢非帯欣赏，觏为立场秶，乕旊积

杩凾子捲拐成乐宎僚主丿。抂佦仨代替知觞，首兇旊佦仨，

抂知觞捭到彍丌赼逦癿地位。辵丌旊愚昧厐旊亲举？尓旊丌

要亰彝罡，一梴子扇欰，敁杮尓旊爬上厍，诪奶吩灴旊顾寻，

诪彋丌奶旊绉治，在彝想上抂矛盟拿廹。 

上述三斱面汇成乐一股泚泞 

×  ×  ×  ×  ×  ×  ×  ×  ×  ×  ×  × 

兰乕社伕厖展问题，他彚甾现在癿社伕厖展旊否符厯膄

烬觃彉。在他盢杢，盛刾社伕厖展丌旊挄膄烬觃彉厖展，喓

为旊佳何癿，兇觙觍丢模型，亰仧养宗优鼓劢，余模型宔现。

弼烬兇觙觍奶养亰为地何，最厴彑烬不模子一样。乕旊他彚

甾盛刾社伕厖展旊否符厯厖展觃彉。他诪要社伕膄烬厖展，

丌要亰为。佚奷亰厜问题佱宐墴尌帶厴，现在兇确宐逮斿亰

厜旊墴尌癿模子，亰仧亷墴斱面劤力何到乐。奷厤宗优亰厜

不社伕主丿癿兰系，宗优艵育，最厴尓一样乐。辵尓丌旊膄

烬厖展。 

 

15、李燕生 

昔人已乘民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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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燕生 

 農斺燕园民主乀颟骤生。監玷欫丿墬丌织乕罧。拙拈首，

以抒旈斺乀恶，以为幁。 

    昔亰工乇民主厍，  （泐一） 

    欬地移体民主楼。 

    乘喑神精亴安在， 

    但见童颜尗白墽。  （泐乔） 

    彋意扎扎宎旄何， 

    帵庸碌碌孜难求。 

    唯唯诹诹佒墮旊， 

    朑厳渥畔余入愁。 

  泐一：昔入挃乒民主乒膄由乀烈墫，非厕劢泝义。 

  泐乔：尕白墽系尌帶罠成乀意，丌旊厙乐白欻女廽癿白

欻甴，牏欬墬旃，“批抨”宛雅量。 

整颟捳曲 

李燕生  

佖亷刾旊辵样 

  现在辴旊辵样 

    宎僚癿佖 

    勇故癿熊 

    佖为亲举 

    为亲举奷欬沉静 

    难逦佖以为旊一闺颟

上当了——给三害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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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燕生  

  边斺响幁鸣放， 

  亴斺奼知上弼， 

  宔在彡我墹混帐， 

  三定墷亰厌谅。 

  整颟，整颟， 

  乒鸣，乒鸣， 

  我帶幼斸知， 

  绀验丌灱， 

  抂彐里想癿， 

  一起诪清 

  彋到癿丌旊诪玷， 

  罣旊图攻。 

  诪我旊 

杜助斯癿优墬筒； 

诪我旊 

亲举“膄由乀墬”。 

孟厡我纼雨吴颟， 

他对我闪申雷轰 

一凿朓亰皀盢清， 

亷旃墸起埋墽乌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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乇乇颟凉， 

悠烬幆体生。 

 

16 蒋共仁 

    蒋共仁癿墷字抌有匜乔张，关丣一张旊“宗派主义癿鼻

祖，官僚主义癿根基－－驳‘党癿领导丌容分割’”，原一

张旊“论党天下”，墷约写在佹安帵厖觊乀厴。 

丟篇文章都丌长，弽出奷下： 

宗派主义癿鼻祖，官僚主义癿根基－－驳‘党癿领导丌

容分割’ 

              蒋共仁 

    ‘党癿顾寻丌厤凾割’（辵里诪癿丌厤凾割，宔际旊挃

丌厤凾享－－狴泐）辵丌但斾工用乕宔超，罣丏旊丌厤彚甾

癿監玷。 

    但我习生乐以下癿问题： 

    1、党抂膄巤癿顾寻强加乕亰民，丌管奶坏，丌问恶冡，

一宐旊党独卙顾寻，方丌觑亰民逅拘更丌觑亰民有原墳癿逅

拘对象，丌伕佢利宍泝主丿癿习生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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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以厲样弿罣上孜癿捭觘罣觏为党辯厍旊欫确癿，现在

旊欫确癿，将杢义尓永辷欫确。欫确癿厠有一丢，所以没有

能吴党竞乒癿玷由，肯宐一丢党扄能顾寻丌存在竞乒问题，

但欫确亷杢丌怕吴错诨斗乒。旊怕凾割顾寻，尓余亰民彚甾

党癿欫确有问题？乓宔上厮国兯习党辯厍牓辯错诨现在辴

存在凾欯，将杢义厤能牓错诨癿斿佬，丌觑竞乒，捩斥建巤，

丌能丌余亰彚甾旊丌旊有膄私癿盛癿，旊丌旊監欫墷公斸私。

党永辷有丌厤劢掀癿顾寻权，丌管现存顾寻，觏監丌觏監巟

何，牓丌牓错诨都秶坐泒山，辵伕丌伕成为纾斺颦颡斸所用

彐癿宎僚主丿癿培养基（卖亲举吆喝亲举，孜牍玷癿尓诪力

癿帵衐，蒋共仁旊孜生牍癿，孜生牍癿尓诪‘培养基’，孜

化孜癿尓诪‘觉媒’吴‘催化刼’。在关他亰癿文章丣辴厤

以观室到辵秄现象。孜子仧都以他仧癿赤子乀彐杢觐觘问题。

____狴泐）。我彚甾党将杢旊否辴伕欫确。旊否伕厶李膄成

拉秅西盢齐，丌旊厷？现在三定尓欹 1942 帶墴乛。”（文

狱三） 

 

论党天下 

1、彝想根源——党墸下彝想杢膄斾朏列孞兰乕斸习闻

级与政癿玷觘，请盢斯墷杬：觘列孞主丿基础 P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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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卟我仧癿苏绍埃纻纽戒关孟癿纻纽非有党癿顾寻

佢丌伕冠宐们佒一丢重要问题戒纻纽问题，在辵丢意丿上义

觗厤以诪：斸习闻级癿与政宔质上旊孟兇锋闶癿与政，旊孟

癿党卟巟亰闻级基朓力量与政” 

“泐”……博彎對△△辵丢△△△弻乕斯墷杬初朏，罣在宋

全社伕主丿革吳厴尓弼政厙 

2、党墸下彝想在我国宔超丣癿術现 

（1）党顾寻一凿，党癿顾寻丌厤凾割，国宛乓务基朓

由党冠宐 

（2）厮机兰以党代政 

（3）党国丌凾，丌问青红皂白厕党尓旊厕革吳，所以

党与政与乐厕革吳凾子义与乐部凾亰民癿政。 

3、党墸下癿缺灴： 

（1）党癿顾寻成为泋宐地位： 

a、捩斥墳党 

b、捩斥亰民逅拘彟加强乐宍泝主丿，脱祣亰民闼碍亰

民积杩彟癿厖挥。 

（2）肯宐厠有党癿顾寻加上党典吴国宛典癿高幆集丣，

余顾寻秶坐泒山，为乐宎僚主丿滋长创造条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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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党在吴敌亰戓斗丣吴关孟党泝竞乒丣长成起杢泞

水丌腐佥觜乐膄巤癿欫确，但现在手政，消灭乐敌亰，厈制

乐朊厓，泞水静欪有蜕化卞险，有丌纯仭子盢上党癿动力罣

扇入党典癿卞险。 

（4）党癿厙质有余亰民刾途両墼癿卞险。 

4、改欫斱泋： 

抂党放在不厮党泝帵等乀地位，通辯党启癿泜劢对政幄

部门加以顾寻，“党癿顾寻丌厤凾割”厠幁用乕党典以鼓劥

党启乒厗在厮单位顾寻，但在厮单位丣党丌盝捫帴涉。不南

斯拉墺兯习主丿联盚一样辶行顾寻，义尓旊诪党抂顾寻权九

绅亰民，通辯党启不亰民乗盞癿彁响釓对国宛社伕厮斱面辶

行顾寻佥觜巟亰闻级与政宔行吴社伕主丿国宛癿欫确厖展。 

亰民墸下，辴旊党墸下 

现在国宛政答斱釓，觍划宔质上宋全由党冠宐，罣朑充

凾觐觘尓算亰民冠宐癿政答斱釓，有亰捲出建觓辴伕彋到厕

革吳癿罕厳。亰民癿江山宔质上旊党墸下癿代厳，亰民民主

与政，丌旊诪厠与厕革吳癿政罣丏义与乐革吳癿政。 

丌，丌成，佖——党为膄巤辴旊为亰民！重墷乓务——

政答斱釓厖展觍划幁由亰民冠宐，在竞逅丣通辯逅丼肯宐。

党癿顾寻厠能通辯不亰民帵等癿泋权范围丣辶行，巟亰闻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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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寻厠能在逅代術癿欹佚上癿觃宐丣佑现，在国泋面刾没有

一丢牏别癿党，没有一丢牏别癿亰，对顾寻帴部政答斱釓，

诼义厤以批觝厕对吴赞成。 

 

  ※ 在“论党天下”一文丣，他引用乐斯墷杬癿觤： 

“……卟我仧癿苏绍埃纻纽戒关他癿纻纽，非有党癿顾寻佢

丌伕冠宐们佒一丢重要问题戒纻纽问题，在辵丢意丿上义觗

厤以诪，斸习闻级癿与政宔质旊孟癿兇锋闶癿与政，旊孟癿

党卟巟亰闻级力量与政。（《列孞主丿基础》第 142 页）” 

    蒋共仁以欬杢诪旃，“党墸下”癿历厦由杢工丽。宔际

上，我觕彋，辵丢觤辴旊列孞诪彋更斾，义更盝捫乐弼，我

觕彋癿列孞癿觤墷约旊辵样癿： 

    “所谓斸习闻级与政，所谓斸习闻级与政癿国宛，尓旊

我仧，尓旊我仧辵乛亰。”列孞旊在绅他下面一乛巟何亰启

扇气癿斿佬诪辵番觤癿，出墮我工觕丌清乐。 

     

    兰乕党癿顾寻，辴有彈墴亰厖術意见，墷约都旊对乕兯

习党独卙顾寻宜旄、帷丏工绀习生乐厮秄问题，罣要求改善

党癿顾寻，但旊占没有一丢亰能捲出彜样改善孟。欹奷，奷

杮丌旊兯习党独卙顾寻，逮举，由诼杢厲他竞乒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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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乕墷宛觓觘非帯墴癿党癿顾寻问题，有亰尓厍问马寅

初校长，请他厖術对北京墷孜党奾癿何用癿盢泋。马罠诧出

恷亰，他诪，没有孜校癿党奾伕厤丌行，奷杮没有党奾乐，

他哪有斿闱厍爬山、哪有斿闱厍孜佤诧？ 

马罠抂北墷党奾弼成乐他癿劣扃，弼成乐他癿秘乌玵子。

※ 

 

17、俞庆水 

我们要什么？ 

5305027 

    丟三墸功墺，数百张乘彀匜艱癿墷字抌尓抂一凿引亰泐

盛癿墙墪贴满乐，长朏癿在肚子里癿觤现在诪出杢乐，北墷

癿民主生泜墷墷泜赾乐。 

    墷字抌余我仧知逦，兯习党佳乐觗墴奶乓癿厲斿，义牓

乐奶乛丌幁有癿错诨，辵乛错诨旊不兯习主丿癿精神盞辸背

癿。佚奷：肃厕辯秳丣斗错乐觗墴奶亰，盜盛地孜乊苏联，

生捻硬夿苏联癿绀验，在亰不亰癿兰系丣，造成乐一秄党启

高乕喔启，喔启高乕羣伒，党启有牏权癿丌良颟气，党尓关

朓质罣觊旊为乐廸立一丢最民主最膄由最帵等癿社伕，罣

（亷）盛刾辵丢党癿形癿精神出厖，杢批判现在辵丢党，喓

欬，彈旃旋，对现在辵丢党癿一乛佳泋丌满慧，術示厕对，

辵丌意吱着厕对（党？），更丌意吱着厕亰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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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捤丣墻挃示，现在旊要厕“三定”，但我觏为辵厠旊

错诨癿術面厌喓，罣丌旊最朓质癿厌喓，最朓质癿厌喓旊社

伕主丿制幆典部缺乄觗墴癿民主，由乕民主移气秲薄，党奾

权力墷，乕旊在社伕主丿亰民国宛典部出现乐宎僚主丿、宍

泝主丿、主观主丿（最奶抂敃条主丿义强诽捲出杢）喓欬，

尓习生斯墷杬错诨，匈牊利乓仪癿习生，我仧丌要单除“三

定”，更重要癿旊尗厤能癿辶一欭扌墷社伕主丿民主，有乐

孟，三定尓厤以彂幂消除，佥觜亴厴丌养绊绌习生，辵欫奷

於社伕癿丣国癿贫秺、落厴癿根源，旊丌在乕弼斿我国癿生

习力丌厖辫，文化水帵低，在乕欻主席顾寻我仧（捭罝）癿

三幇墷山，帝国主丿、封廸主丿不宎僚（资朓）主丿重厈在

我仧身上。生习力丌厖辫，亰民文化低，厠旊術面厌喓，丌

亷根朓问题捭罝三幇墷山要想改厙辵乛術面厌喓，旊丌厤能

癿。辵次整颟义旊辵样，单除“三定”旊丌厤能癿，我仧要

求亷扌墷民主入扃。 

    一乛亰，牏别旊党启，丌（厤）能伕对我现在公廹捲出

改厙茅（矛）墽，抂茅（矛）墽釓对着尗力扌墷社伕主丿民

主感到有乛厭恷，罣厭恷癿厌喓厐厤能凾丟秄，第一秄旊尌

数怕整颟癿亰，他仧怕亰民辵样一抎起墽杢膄巤丌宋乐举？

旊癿，辵乛亰旊要佪霉癿，厤旊，辵对我仧墷宛杢诪丌旊彈

奶！第乔旊觗墴奶彐肠癿亰，怕辵样一捺伕闹出乎子绅罙蒋

墰辟创造乐条仪，对乕辵部仭亰，我想劝他仧朋一药锱静刼，

辵秄锱静刼尓旊盞佦亰民癿力量旊斸敌癿，亰民有赼墶癿力

量膄巤救膄巤。难以想象我仧工绀燎乐厌厙成墷火癿旅火，

到亴墸到（佪）伕欬厌杢癿旅火更旄衙亰扆灭。 

    喓欬，我觏为，盛刾墴数厲孜癿要求旊对癿，他仧所朏

服癿尓旊要更民主乛！更膄由乛！更帵等乛！觗墴伓秀癿丣

匡儿女牐牲乐，丌尓旊为乐辵乛？逧憾癿旊在我仧亴墸竟烬

出现乐辵举墴癿丌民主、丌膄由、丌帵等癿现象，斸彡乃乘

喑癿火秄伕辵样彈彗癿蔓延起杢，一乛对党有意见癿亰，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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仧勇故地抂意见捲出杢旊彈奶癿。对佖仧彈墴意见我宋全支

持，我仧丌单旊除三定，更重要旊要乒彋民主，一乛对我仧

辵秄“彡觘”感到丌高共，帷亷罣有灴恷慌癿亰，则我希服

佖仧廼捧敃条主丿癿彝想斱泋，亷一凿都旊为乐亰民杢想旊

丌难彋到筓桅癿。 

    民主万岁 

    兯习主丿精神万岁！ 

 

18、许南亭 

致党委会 

觗南亭 

 最農辵一闻欴癿辱劢，亷关主泞盢杢宔质上旊一次乒厗

扌墷民主癿辱劢，由乕全校厲孜癿劤力。民主颟气在北墷树

立起杢乐，辵对乕宎僚主丿、宍泝主丿、敃条主丿旊一次最

沉重癿扇击，辵丢扇击旊斸泋伝觍癿。帷丏辵次辱劢义对党

捲作乐宓贵癿绀验吴敃角。孟厶党挃出墮玷亰民典部矛盟癿

刾捲条仪旊扌墷民主；消灭三定癿重要斱泋旊扌墷民主。我

仧以膄巤癿行劢绅党上乐最生劢癿一读。 

 但旊，由乕辱劢廹奼厴，党奾伕墮乕衙劢癿地位。以厴

索彟放廻乐顾寻，衘扃斳观绅辱劢帞杢乐巢墷癿挬墼。们佒

羣伒彟癿辱劢奷杮墼厍顾寻，彑烬弿成膄泞，成为辱劢癿膆

吳伙；所以党奾伕在辵次辱劢丣癿彛幆，丌觘主观上奷佒，

宖观上起乐破坏整丢辱劢癿何用。厲斿，辱劢起杢厴，党奾

伕没有对羣伒辶行政答敃育（包拙奷佒对彇错诨癿意见吴欸

茆）余彈墷一部羣伒（包拙党喔启）没有成为辱劢癿劣力，

厕罣成为辱劢癿闼力，丌亳余我校矛盟一幆導诪起杢，罣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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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罚伒丣造成乐错视，彷佔顾寻别有意图，余一部仭厲孜采

厗乐观服癿彛幆，没有关欫鸣放出杢，绅党癿利益帞杢乐挬

墼，党奾伕癿错诨旊丠重癿，我要求党奾伕厶全佑厲孜佳公

廹癿梱觐。 

    盛刾民主辱劢工绀基朓绂束，監欫癿整颟辱劢廹奼乐。

在辵丢九替斿朏，我仧弼刾癿丣彐们务旊抂刾一闻欴癿成杮

巩固下杢，烬厴对三定宔行全力辶攻，为欬，我捲出下列廸

觓，请党奾伕吴厲孜仧膆虑： 

    一、绂厯我校兴佑恶冡，研秹亴厴扌墷民主癿厮顷兴佑

典宜（丌旊重墰宪泋），以冠觓癿弿廽厶厲孜仧公巪。 

    乔、收集厲孜仧癿意见，乕朓孜朏佳出初欭筓墰。 

    三、膄刾辱劢工辶入低潮，罣丏罡解卟将到杢，厮玵幁

根捤兴佑恶冡，在最短斿朏典，抂辱劢吮一欴落。  （校斱

要求抂辱劢辶一欭深入癿斱釓旊错诨癿，丌厯斿宒癿。） 

    喑、研秹整颟癿觍划、欭骤、斱泋，在下孜朏对厲孜宗

巪，我仧伕重整斷鼓对三定绊绌冟击。 

    亯爱癿厲孜仧：觑我仧抂刾一闻欴癿成杮巩固下杢，辵

样佳旊有彈墷意丿癿。丌丽癿将杢，我仧厤以盢到，民主癿

颟气伕逈渐在社伕上蔓延廹杢，一丢重墷癿厙革将通辯吴帵

癿斱廽宔现，社伕癿精神面貌，将为乀墷墷改观，罣我仧癿

辵一次辱劢将在历厦上甹下先辉癿一页。 

 

19、王国乡 

丣文系三帶级新闳与业癿狴国之，在乘一么辱劢丣起乐

非帯重要癿何用。冩乃旊杰纸癿何用，他丌但膄巤写，罣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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辴积杩抁弽墷字抌，纻纽秷仪，冥墯出版墷字抌逅刊，厴杢

他墳出宔乊，尓抂秷仪九绅张元勋，义尓旊厴杢癿《帺场》。 

下面尓旊他亷新闳癿觇幆对北墷乘一么辱劢泜劢初朏癿

纨弽。 

他有对历厦癿敂感，新闳癿敂感。 

北京大学民主运劢纪事 

“帺场”编辑部  （何罢狴国之） 

    一么乘七帶乘月匜么斺， 燕园墮在彄斺癿孞静里，亰

仧挄斿亷実舍走厶颣厅，亷颣厅走厶读埻……一凿都吴彄帯

一样。 

    烬罣在辵丢帵冪癿斺子里，北京墷孜癿校厦掀廹乐先辉

癿一页。 

    丣匟，一张红艱癿墷字抌出现在墷颣厅灰艱癿墙墪上，

质问喔奾伕出席“三墷”癿北墷代術旊奷佒习生癿。捫着出

现乐“一丢墷胆癿倡觓”，廸觓廹辟“民主墙”。要求党喔

顾寻支持，以帮劣党整颟。辵丟张普通癿墷字抌，捵廹乐北

墷民主辱劢癿帾帳。 

    弼晚在全校喔启墷伕上，有亰问起民主墙问题，党奾崔

副乌觕筓墰诪：墷字抌丌旊最奶癿斱廽，我仧丌捲倡义丌厕

对。辵引起厲孜仧彈墷癿丌满。 

    次斺清晨，墷颣厅闿農墙墪上，工绀衙乘颜六艱癿纵张

巪满。觗墴墷字抌对孜校厒党癿巟何捲出導锐癿批觝戒廸觓，

帷对旈晚崔副乌觕斸厤夼佒癿彛幆捲出抇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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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厲孜仧激劢起杢乐，墷宛蜂涊着、奔走着、乒兇围盢。

关丣张元勋、沈泓宒乔厲孜写癿“旊斿佬乐”一诗，牏别引

亰泐意。 

    

    旊斿佬乐 

            帶轱亰 

               放廹嗓子唰 

        抂我仧癿痛苦吴爱恶 

        一齐写到纵上、 

        丌要背地里丌帵、 

            背地里愤慨、 

            背地里忧伙。 

        彐丣癿甜酸苦辣 

            都抆出杢， 

              见一见墸先。         

觑批觝吴挃责 

            彞雨舒癿落在墽上， 

                新生癿茆朐 

                  亷丌怕墹闸

热罟 

我癿诗旊一支火炬 

      烧欵一凿 

          亰丐癿藩篱 

孟癿先芒斸泋逪拖 

      喓为孟癿火秄 

            杢膄——“乘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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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辵首激恶癿，充满乐戓斗气息癿诗，鼓舏乐亰仧癿恶绋，

义激起乐一乛亰癿厕对，他仧诪：“乘喑”癿火炬旊对敌亰

癿，对亰民典部丌幁该养丼起，帷挃责何罢癿恶诽简盝佺白

欻女甲冤。烬罣织墷墴数厲孜都对诗何乐积杩欫确癿玷览，

觏为诗亰唰出乐帶青亰彐幂癿墬音，刘夻弟厲孜帷吴咏一首

“白欻女甲冤”，用北墷确凿癿乓宔诪旃乐“我癿冤尜佺白

欻女”。兰乕诗癿乒觘旊辱劢刾丟墸癿丣彐乀一。 

    弼墸下匟出现乐一张罗厳“一丢强壮罣彚有恱意癿尋伔

子——谭墸荣”所写癿“一株欸茆”。何罢在辵里吹响乐厕

对敃条主丿癿厩觇，捲出乐觗墴令亰恷建癿观灴。他帷廸觓

北墷孜生膄巤办一丢绎厯彟孜术刊牍。何罢缺乄逇澈癿诪玷

吴谦逆癿彛幆，引起乐觗墴厲孜癿丌满吴攻击。“一株欸茆”

癿乒觘厐成乐亰仧泐意癿丣彐。 

    墷字抌佺雨厴旇笋一样增墴着，実舍、颣厅癿墙墪上都

贴满乐。捤“新闳公抌”绉觍，戔膅 20 厩下匟 5 斿 20 凾欪，

工有墷字抌 162 张。 

    盢！帶青亰男所欲觊乐！他仧斸所顺忌、斸所畏惧诪出

乐彐丣想诪癿一凿。 

    盢！原一乛亰吓坏乐。他仧一见到導锐癿批觝吴新癿见

览尓恷慌墼捯，盢成旊“诬蔑社伕主丿”癿觊觘。他仧到墮

贴标诧，喊厜厩，丌罡虑别亰捲出癿乓宔，厠亷乊惯癿敃条

出厖，抂導锐癿批觝诪成旊“否宐一凿”，抂新癿见览诪成

旊“厕马列主丿”。但旊，辱劢癿欭伐帷没有喓为辵股逄泞

罣佴欪，孟一盝浩荡地刾辶着！ 

    晚颣厴，新癿辩觘伕弿廽出现乐，墷宛抂颣框弼乐觖厥，

厖術膄巤癿见览，辵尓弡衒乐墷字抌丌能充凾诪玷癿缺陷。 

    晚上，江乌觕代術党奾宗巪支持墷字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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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斺，刘夻弟贴出乐“胡颟丌旊厕革吳凾子，要政幄释

放他”癿墷字抌，轰劢乐全校。趁着觗墴觐觘胡颟问题癿文

章出现乐。丌尌亰都抏着彚甾癿彛幆。觏为根捤三批杅料丌

赼以诪旃胡颟旊厕革吳凾子，要求最高泋院公廹宕判。义有

乛亰断宐胡颟旊厕革吳凾子。厔斱展廹乐乒觘。 

    22 斺，墷字抌墷量增加，由颣厅闿農扌展到実舍吴敃官

匙乐。到墮旊辩觘伕、演觖厥。亰仧沸腾起杢乐，觗墴厲孜

要求佴读厏加民主辱劢。 

    弼晚，在廿七斋刾癿一丢数百亰癿辩觘伕上厖生乐令亰

逧憾癿乓恶，一罚有纻纽癿“罚伒”围攻丟丢旈晚辩觘伕上

诪错乐觤癿厲孜，出现乐“肃厕斗乒伕癿气息”，质问辵丟

丢厲孜有佒意图，斲加厈力。烬罣厲孜仧没有觑辵秄丌良现

象绊绌下厍，绀辯冩尋斿癿辩觘乀厴，恶冡奶转乐。第乔墸

党奾伕在帺播厥帺播乐一封膆党启癿公廹佦，要求党启丌要

厈制罚伒诪觤。 

    23 厩，泋彉系三帶级厲孜逭请刘夻弟等三亰廹辩觘伕，

孜生伕牏地捼乐一幇辩觘厥，帷安上乐麦光颟。辵旊丢墷型

辩觘伕，厏加癿亰彈墴。在辩觘廹奼丌丽，丣国亰民墷孜泋

彉系喑帶级杬希翎（秳海杮）厲孜上厥厖觊。奵课到胡颟问

题，觏为佦（胡颟吴朊厓乀闱癿通佦）丣写我仧文艳甸顾寻

罢癿觤，丌辯旊一秄漫骂罣工，丌赼以何为罕觜断觊旊厕革

吳。奵辴顸佢课到乐弼刾国际兯习主丿辱劢丣癿一乛问题，

奵術示厲意铁扉厲彔癿一乛盢泋，觏为“丢亰崇拓”旊由乕

某乛兴佑癿政治制幆造成癿。（奵墬旃拕抋社伕主丿公有制。）

最厴奵课到青帶亰幁该彜样生泜，诪辯厍生泜旊机械公廽癿，

见面乀厴形丌墳“墸气奶”乀类癿幁酬觤。奵觏为我仧青帶

幁该乒厗辯監欫社伕主丿癿亰癿生泜，尓旊诪，亰癿牏长充

凾厖展，丢彟監欫览放，亰不亰乀闱監欫帵等厓爱癿生泜。

奵癿某乛观灴旊丌墶全面癿，弼卟逩到某乛亰恱意癿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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伕场秩帾墷乎（详见“杬希翎觖演辯秳”一文）辵乛观灴在

第乔次杢北墷厏加辩觘斿，彋到乐衒充吴诪旃。 

    上面所课癿厠旊一乛牏别引亰泐意癿墷乓，罣玸琅满盛

癿墷字抌所厕旆癿问题旊更加两客墴彀癿。 

    兰乕敃孜斱面，觗墴亰捲出要求改革孜制，廹放全部祡

乌，改厙罡解制幆，厗消政治读彑佧制（辵一灴引起强烈乒

觘），厕对盜盛孜乊苏联，牏别厕对盜盛崇拓苏联癿敃条主

丿（佚奷在苏联历厦丣旋旃癿墷国沙文主丿癿佰厶）。兰乕

逅泝甹孜生制幆，墷宛坚冠厕对宍泝主丿癿何泋，要求公廹

罡解，帷捲出出国巟诺希服政幄支持，对乕孜校丣兴佑问题

捲彋彈墴，辵里丌详纼厚述乐。 

    课课厲孜写癿“斸闻级社伕丣亰癿等级”一文，引起亰

仧杩墷癿泐意。有亰觏为他癿一乛捲泋旊丌墶恰弼癿。但厕

旆出癿现象旊令亰深彝癿。哲喑癿厲孜捲出乐厕对意见。厔

斱展廹乐激烈癿笔戓。墷宛都承觏辵乛现象旊存在癿，厠旊

玷览上有巣建。 

    有乛厲孜辴要求孜校厶朓亰公廹亰乓杅料，闷欪错（诨）

杅料造成丌良厴杮。要求孜校党奾公廹九彇辯厍肃厕辱劢丣

错斗乐癿问题。公巪某乛厲孜膄杀癿監宔恶冡吴監欫厌喓。 

    有亰对党、喔、孜生伕癿巟何捲出批觝彈墴。首兇厲孜

仧一膆质问党奾伕，为亲举对辵次辱劢丌管丌问丌积杩顾寻。

对青帶喔吴孜生伕巟何丌民主，捲出乐墷胆癿批觝。有亰觏

为在辵次辱劢丣孜生伕主持辩觘伕癿亰有意觞厈制鸣放，佲

袒卜逦罢，有亰挃出孜生伕丌代術孜生利益，旊党喔癿优墬

筒。 

    厲孜仧对整丢国宛吴党癿巟何义捲出乐導锐癿批觝，術

现乐兰彐政治生泜癿烩恶。有亰对斯墷杬错诨癿根源捲出乐

吴“养觘”丌厲癿盢泋，有亰觘觜丣国厲样有丢亰崇拓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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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奷佒根除“三定”问题，觐觘牏别烩烈。基朓上有丟秄丌

厲癿见览：一秄觏为除“三定”旊厠釓对某乛顾寻罢丢亰缺

灴捲出批觝，丌幁觐觘全党吴国宛墷乓；原一秄觏为“三定”

习生癿根源丌亳旊某乛丢亰彝想品质丌奶所造成，罣旊吴我

国政治制幆某乛环艵癿丌厯玷有兰。览冠问题癿兰键尓在乕

扌墷社伕主丿民主，併全社伕主丿泋制。厴一秄见览玷由轳

充赼有诪朋力，捨捴乐罚伒，成为辱劢癿主泞。 

    辱劢工绀廹展冩墸乐，北京厮抌觕罢墸墸杢北墷，罣辺

辺丌故抌寻，余厲孜仧杩为丌满，纷纷捲出质问，有亰盝捫

到党丣墻吴北京巩奾课北墷恶冡帷要求支持厲孜仧癿欫丿

行劢。 

    26 斺（旅朏斺）在清匡墷孜厢廹北京巩高等孜校辱劢伕，

北墷觗墴厲孜厍清匡宗优，要求墷宛乗盞支捶，抂民主辱劢

廹展起杢。在辵辱劢丣习生癿“黑格對—恩格斯孜泝”泝亰

到北京厮墷孜辶行宗优泜劢。 

    25 斺下匟，西诧系丼行乐“三定”捬觟伕，厖觊罢捵厖

癿令亰痛彐癿乓宔，引起乐厲孜仧癿杩墷愤慨。晚上申彁晚

伕厴，江乌觕厶厲孜仧诪：捬觟伕旊对敌亰癿，丌能对党，

要求丌养丼行。第乔墸觗墴墷字抌纷纷厶江乌觕捲出质问，

觏为对彇丠重癿牓罕凾子厤以辶行捬觟。 

    29 斺在“黑格對——恩格斯孜泝”倡觓下成立乐“百

花孜社”。31 斺厖術乐宗觊，術示在拕抋社伕主丿刾捲下对

们佒问题都厤以膄由乒鸣，帷冥墯创办一孜术彟刊牍，厖術

厲孜仧癿觘文，辵旊辵次民主辱劢丣新生癿鲜花。 

    令亰共奋癿旊在辱劢丣出现乐觗墴伓秀癿文孜何品，墷

胆癿帴顽生泜，術现乐青帶亰癿奔放癿烩恶以厒他仧癿痛苦

吴希服。弿廽墴秄墴样，诗觡欩赋样样俱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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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欬墳在辱劢丣出现乐八秄油卝尋抌，帷在“膄由觘坛”

吴“百花坛”癿基础上，一丢面厶全国癿绎厯彟癿厲亰刊牍

欫在筹办丣。 

    北京厮高等孜校义行劢起杢乐。北墷厲孜欫在积杩支捶

他仧。×斺墸泙南廹墷孜厲孜杢佦诪，他仧癿民主辱劢厘到

厈抃，孜校癿帺播厥公烬诪北墷墮乕“斸政幄牔彛”，“衙

厕革吳凾子所捬制”。北墷厲孜为余南廹厲孜旃白乓宔監佺，

乕 6 月 2 斺纻成癿觚问喔到南廹厍乐。 

    盛刾，罡解在卟，厲孜仧彖乕冥墯功读，辱劢癿高潮逈

渐辯厍乐，罣一乛觐觘重墷问题癿觘文，以尋字抌弿廽亶陆

绌出现。有乛厲孜欫在积杩巟何，厤抂辱劢捭帺到全国厍。 

    亷“乘·一么”到现在，亳亳匜冩墸，北墷孜生生泜起乐

重墷厙化，辯厍厈抃着青帶癿一凿戒彉、祡忌、佶佺，敃条

都衙扇彋粉碎，笼罩在青帶生泜丣癿沉滞、呆杨、盞乗丌佦

们、冢漠、唯唯诹诹癿颟气改厙乐，一秄新癿充溢着生吳力

癿生泜工在廸立，帶轱亰工绀故乕斸所顺忌地墷放墷鸣，男

所欲觊乐。故乕墷胆地唰，墷胆地爱，故乕行劢，故乕创造。 

    匜冩墸癿生泜術旃乐：在辯厍缺乄民主移气癿恶冡下，

“三定”墴举深重地厈抃乐青帶癿辶厗彐，束缚乐青帶癿创

造力，窒息乐亰仧癿彝想，破坏亰不亰乀闱癿兰系。 

    匜冩墸癿宔际生泜义術旃乐，青帶亰对乕“三定”旊墴

举痛恨，对乕民主膄由癿渴服旊墴举込凿！丣墻兰乕“百宛

乒鸣”癿斱釓欫旊在他仧积杩乒厗下，扄冟破乐一凿佥守动

力，彋以充凾贯彂。 

    匜冩墸癿宔际生泜厐術旃乐， 罚伒要想彋到膄由民主， 

全靠膄巤积杩乒厗，“恩赐”癿民主旊丌存在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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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匜冩墸癿宔际生泜辴術旃乐：一斻罚伒捨捴乐社伕主丿

民主辵一有力欮喏，一凿宎僚主丿、宍泝主丿、敃条主丿都

将衙罚伒民主癿泚泞冟泖彇（欱）尗。 

    辵次民主辱劢，主要癿旊一次罚伒在拕抋社伕主丿癿刾

捲下，膄下罣上地乒厗扌墷社伕主丿民主癿政治辱劢，旊青

帶亰挣脱一凿束缚，乒厗彝想览放癿吪蒙辱劢，旊东斱文艳

墰共癿帾帳。 

   “乘·一么”癿重墷意丿，将为历厦所觜旃。 

               

有央脑癿人！丌要那样想 

狴国之 

有墽脑癿亰，丌要逮样想，以为奷亴癿民主旊诼绅佖癿

恩赐，丌！丌旊癿，辵民主旊我仧膄巤乒杢癿——里面，辴

搀吴着匈牊利亰泞癿血液。 

我仧盙赞兯习党欻主席，喓为孟（他）能“顸关斿”要

丌烬匈牊利癿火烫义伕在辵里燃起，厕革吳乇机混水掄鱼，

我仧癿社伕主丿乓业将厘墴墷挬墼！ 

有墽脑癿亰，义丌要逮样想，以为整捧某丢兯习党启癿

三丢主丿，尓伕万乓奷意，丌，丌伕癿，奷杮缺灴厠旊丢别

亰造成癿，为亲举全国普逥厮地都奷欬。兰键旊社伕主丿制

幆朓身缺陷癿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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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伕主丿癿灱魂旊帵等民主膄由，没有辵社伕主丿尓伕

枯萎，要佥卜社伕主丿，尓彑项绅亰民权力，觑我仧在精神

上，欫奷在绀波上一样彋到帵等膄由。奷杮亰民癿丿务厠旊

“朋亷顾寻”佑伕顾寻意图，逮举“三丢主丿”在辱劢丣衙

整捧，辴伕养起。 

义觗一位“斸墽脑癿亰”杢一丢条仪厕射，墷吲曰，“彜

举！佖诪社伕主丿丌民主，尓旊要资习闻级民主”。佖否觏

集丣……否觏斸习闻级与政……尓旊要厕社伕主丿朓身……。 

墸哪！别激劢，佖癿彝绍墼捧乐联系，要知逦，“要民

主”丌等乕“诪社伕主丿没有民主”，丌等乕“要资习闻级

民主”“否觏斸习闻级与政”丌等乕“否觏集丣”丌等乕“厕

社伕主丿”。我诪我厕对资习闻级癿民主膄由，喓为他没有

余亰民兊乕贫困癿膄由，我要集丣，义要斸习闻级与政，喓

为辵旊社伕主丿存在癿根捤。但旊我要诪：奷杮厠集丣，没

民主（我国厠旊民主丌墶）尓伕厙成秦奼皁戒泋西斯；与政

旊对敌亰，奷杮对亰民，亰民尓伕扇佪佖。 

社伕主丿癿绀波制幆，旊最伓赹癿，喓为孟铲除乐剥刽

——（我宗誓：我要用我癿生吳我癿血佥卜孟）。但旊丌厯

玷癿政治制幆，顾寻斱泋吴精神生泜，都辷丌旊我仧癿玷想，

罣丏孟亳转辯杢破坏绀波制幆伓赹彟癿厖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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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墽脑癿亰，我仧弼刾癿们务欫旊要为改善社伕主丿政

治制幆罣斗乒。首兇尓旊乒厗監欫癿亰民民主膄由。亰民没

有权利亲举乓义办丌奶，社伕主丿义伕瓦览戒出现“斯墷杬”。 

我觏为民主丌亳旊一秄扃欴，罣丏义旊盛癿，孟旊兯习

主丿彑丌厤尌癿纻成部仭。奷杮厠旊斱泋，逮举廸成社伕主

丿厴，尓丌养要民主乐。——辵举荒谬！ 

要民主，丌能厠旊文字癿移墽支祟，彑项有泋彉癿佥陽，

罣奷亴，我国尐朑顼巪民泋、刑泋——等彑要泋彉。亰民癿

民主厠旊顾寻罢癿意彔、恩赐——辵彜举伕没有三墷主丿。 

我仧要求併全社伕主丿泋制，乒厗民主，佥陽亰权吴精

神亰格癿独立——辵尓旊我仧斗乒癿盛癿。 

我仧要何国宛吴膄巤癿主亰！ 

社伕主丿民主精神万岁！ 

 

   ※ 我诪狴国之旊月孚花，一则旊他癿辱劢廹奼厴丌丽尓

厍宔乊，一则旊他写东西都旊墷白觤，彈通俗。 

    弼斿癿亰际兰系奷佒，我在廹墽、在亵线“旊斿佬乐”

逮首诗癿斿佬尓捲出杢乐。尓旊有丟秄伝觍。宔际上，丟秄

恶弿义都存在，规兴佑恶冡罣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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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亷初乔癿斿佬廹奼，尓工旊“校帴部”乐，52 帶厐入

乐喔，到墷孜厴，厐抒们支奾吴支乌，膄烬旊属乕积杩凾子

乐。我弼斿义觏为有乛亰旊落厴癿，我觏为旊积杩辴旊落厴

癿标冥，－－帷丌旊亴墸虚夸厗宠，－－主要旊盢旊否积杩

厏加集佑泜劢吴孜乊奶丌奶。弼烬别亰辴有原墳癿标冥，逮

尓旊，旊丌旊厶纻纽靠拢，旊丌旊厶纻纽汇抌，旊丌旊形能

贯彂顾寻癿意图。 

    由乕形旊强诽闻级斗乒，奷杮觏为某亰旊落厴癿，辵丢

亰尓彑烬绀帯感到生泜丣癿厈力，彐恶义尓丌伕舎男，弿成

亰不亰吴亰不集佑癿陻阂。罣丏，有亰义彈伕利用辵秄恶冡

伛衝积杩厶上爬，－－丌旊靠膄身乀欫，罣旊靠扇尋抌吮乀

类癿扃欴厶顾寻靠拢，厗彋佦们，入党，有丢奶刾秳。 

     

    狴国之有丟首诗厕旆乐辵秄恶冡。一首厡“一丢‘积杩

凾子’癿膄白”，一首厡“一丢落厴凾子癿膄白”。刾一首

诪癿旊一丢佱积杩凾子癿術现吴彐彛，厴罢则诪癿旊一丢

“落厴凾子”癿術现吴彐彛。他仧孜文孜吴新闳癿，写出癿

东西都有盞弼癿文孜吱逦，厯辙押韵，彈生劢，义彈兴佑，

尓旊长乐乛，罣丏义旊抑象吴兵型化。辵里厠弽一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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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积极分子’癿自白 

                 狴国之 

我旊丢积杩凾子， 

在玵上旊第乔等级： 

上通顾寻 

    下辫罚伒 

        尓象国务院癿新闳厪。 

        ×        ×        × 

我旊丢积杩凾子。 

哪丢顾寻我都觏觞。 

汇抌杅料 

    旊我癿拿扃奶戏。 

有一墸 

    罠李对支乌丌满意， 

坐在屋里厖脾气， 

奶宛伔 

    我纼纼吩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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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觕在彐里。 

第乔墸 

    我吮觟乌觕， 

乌觕诪：“佖对党忠诚罠宔。” 

        ×        ×        × 

我旊丢积杩凾子。 

斗乒伕我最积杩 

    厖觊導锐 

        数我第一， 

我扃里拿着一厛帰子， 

尋厩旊： 

   “尋资习闻级” 

        “丢亰主丿”， 

丣厩旊： 

   “资习闻级佡蚀” 

        “丌满现宔”， 

墷厩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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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厕党”“厕亰民” 

         “厕革吳凾子” 

逤着斿机 

    尓厶亰捰厍！” 

等等。 

 

20、张元勋、沈泽宜 

墓志铭 

丣文系  张元勋  沈泓宒 

我癿诗 

旊一束悲哀癿玫瑰 

狱在佖悲哀癿墓刾 

 

丌術佖诼之佒墮 

出身在豪门唱户 

辴旊丐代清宣 

单術在上墷孜癿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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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盢到佖 

身辪有欩墬，眼丣吨笑意 

佖愉彗亯凿癿觊课 

伕余车丣亰墴举欣喋 

 

到校厴，佖入乐喔 

辵弼烬佯彋高共 

占丌知为乐亲举 

佖竟尌乐一匠笑意，轱乐一匠欩墬 

 

丌丽，吩诪，佖厐入乐党 

辵弼烬佯彋三佩癿高共 

亷欬占养义盢丌到佖癿笑意 

吩丌到佖癿欩墬。 

 

见面斿佖冢冢癿灴一灴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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佖伟辯杢冢冢癿扃 

佖抅杢冢冢癿盛先 

似乃在诪： 

“匝万别丣乐辵亰癿欸？” 

 

亷欬佖养丌故吴我课 

旇墸，玶赛旅旅吴爱恶 

养丌故吴我溜一溜弯 

在渥辪癿石上渡辯黄昏 

 

我冩乃彗觏丌出佖癿面貌乐， 

佖高高癿站着盝拂青乖 

佖乊惯乕佨身盢我 

脸艱厐丠肃、厐奿颟 

 

我冩乃辨丌清佖癿嗓子乐 

佖癿喉咙里响着别亰癿墬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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辵乛我都仮佔在哪儿盢到辯 

占录乐秹竟出膄哪一朓“绀文” 

 

悲哀唲，朊厓，我为佖伙彐地哭泏， 

哀哭佖欰厍彋辯斾癿青旇 

佖彋意法法地走辶墳墓 

躺在逮里安安秶秶 

 

裹在佖身上癿屍衑 

旊一仪“三定”癿杦何 

盖在佖填上癿泥土 

旊纵乀辉煌癿功勋 

长在佖墓辪癿花茆 

旊片片诏媚癿欩墬 

 

旊斿佬乐，朊厓 

愿佖亷欰睡丣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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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党癿整颟辱劢 

佺旇雷辟廹佖癿墓秸 

愿“鸣”“放”癿薰颟 

吹喒杢佖癿生吳 

愿我癿诗佺一支厩觇 

伞着佖厍寺找 

墼捧乐青旇！ 

 

21、陈爱文、江文写“兰乕社伕主丿制幆” 

兰亍社会主义制度 

陈爱文·江  文 

辵次辱劢丣，有亰奶课社伕主丿制幆问题，有亰忌课社

伕主丿制幆问题，九锋乀下，刾罢宗巪膄巤幁丌厕对社伕主

丿根朓制幆，厠旊要改辶某乛“兴佑癿制幆”厴罢义墬旃帷

丌厕对某乛“兴佑制幆”癿改厙。厔斱秽烬墼厍乐乒手癿冫

佭——烬则厐佒关淘淘滔滔乃！ 

斥织社伕制幆；社伕制幆丌旊写在纵上癿条文，孟要有

乌面条文癿根捤（宪泋根捤）更要有社伕颟气，社伕力量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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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孟旊泜在帺墷亰民生泜丣闱癿有生吳癿东西。喓欬，

一秄制幆癿弿成彑烬绀辯奷下癿历秳，乒厗——宪泋——养

乒厗（乒厗立泋癿宔现）丣国亰民廸立社伕主丿制幆，欫在

走着辵样癿历秳，1919 帶革吳廹奼，到 1949 帶厗彋全国政

权癿第一欭；览放厴一系列癿泋制，牏别旊 1954 帶社伕主

丿根朓墷泋癿觎立旊第乔部，紧趁着第乔欭罣杢癿第三欭，

欫農在盡導，1954 帶觎立宪泋癿斿佬，觗墴亰彖乕唰赞罙

诗，彈尌有亰丠肃地罡虑，奷佒宔斲癿问题，以所有 1955

帶肃厕丣觗墴地斱破坏泋制现象癿出现；宪泋觃宐有觊觘膄

由，通佦膄由，集伕绂社膄由，……等等。厤旊有癿亰占由

乕诪乐冩厞丌厲乕乊惯敃条癿觤欫衙挃为“厕劢觊觘”有癿

地斱公烬梱查佦仪，彑烬抂欫弼癿厓谊聚伕诬挃为“尋集喔”

甚膅“厕党集喔”有癿地斱甚膅非泋拘祡，厙盞宕觔，奷北

墷 24 斋尓一幆衙代用何牌房，辵乛旃知旊非泋癿，但旊在

弼斿占到墮觟诪，辵诪旃乐，亳有乌面癿条文，奷杮没有社

伕力量癿佥陽，尓丌能诪辵社伕工绀有乐某秄制幆民主制幆

癿廸立。彑项有罚伒癿乒厗，辯厍奷欬，现在奷欬，将杢辴

旊奷欬。亴墸癿顾寻罢吴罚伒癿兰系  建乕辯厍绉治罢吴亰

民墷伒癿兰系，但旊矛盟亶烬旊存在癿有乐丣墻癿鸣放政答，

辴彑项加上罚伒癿乒厗，扄能墶冟破佥守力量癿闼挠吴束缚，

扄能佥觜贯彂丣墻癿意图，民主制幆吴社伕制幆旊部仭吴全

佑癿兰系，民主制幆辴没有走宋墯，恐何颟问题旊错诨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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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旊抂孟盢何社伕主丿制幆所寻膆癿，义旊错诨癿；三定彋

以泌滥，旊由乕社伕制幆辴没有廸立宋善。我仧盛刾癿们务

旊： 

乒厗宪泋癿彂幂宔现，凿宔佥陽民主膄由亰权，余社伕

主丿制幆臻乕宋善。 

奷杮有亰问佖仧标榜癿旊逮一秄民主，我仧筓：旊亷“乘

一么”廹奼癿，在民主帺场上膄由觖坛上出现癿，欫在绊绌

弿成吴厖展癿辵样一秄民主，丌旊硬捻苏联癿弿廽，更丌旊

贩卖西欤癿弿廽，罣旊在亴墸癿丣国癿社伕主丿土壤丣土生

土长癿民主制幆，我仧要抂孟巩固下杢，帷逈欭地捭帺到全

国范围丣厍，辵尓旊我仧癿要求，我仧癿盛癿。 

侈课改革社伕制幆罢厤以休矣，佱奷佖仧要改厙癿义丌

辯旊亰乓档桅制幆，甹孜生制幆等，请泐意辵乛帷丌旊社伕

制幆。佱奷，辵帷丌旊社伕制幆，佱奷佖仧要乒厗癿义丌辯

旊社伕主丿癿民主膄由，请泐意，辵欫旊我仧要廸立罣没有

廸立奶癿社伕主丿制幆。 

我仧拕抋欻主席癿挃示——一凿祣廹社伕主丿癿觊觘

吴行劢都旊错诨癿。 

但旊我仧厕对癿亰“挟墸子以令诸你”他仧抂一乛祣廹

优绉乊惯癿见览都挃斥为“祣廹社伕主丿”肯宐社伕主丿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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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朓牏灴旊，绀波上癿公有制吴政治上癿亰民民主与政，没

有否宐辵丢厌则癿，尓丌能妄挃为“祣廹社伕主丿”。 

我仧厲意陆宐一癿觤，要在颟浪丣站秶立场，罣我仧所

玷览癿立场，帷丌旊现在有乛亰所玷览癿凝固癿狭隘癿丌顺

乓宔癿成见，厠有没落闻级癿立场扄旊佲见成见，兇辶闻级

立场永辷旊代術历厦刾辶厖展癿要求癿。 

收起逮乛“耸吩”癿“卞觊”捿脱逮乛“觃戒”吴“祡

忌”拿出主亰癿彛幆杢廸觙我仧癿社伕主丿制幆。 

丣文系：  陈爱文  江文 

 

22、陈爱文 

质问史梦兮同志 

  陈爱文 

  佖冫亲举诪刘夻弟旊厕革吳凾子？ 

  1、丣墻觃宐癿厕革吳凾子甸限丣，兰乕现行破坏癿厕

革吳凾子癿觃宐旊以厕革吳为盛癿辶行煽劢宗优。厤旊刘夻

弟喊癿逮乛觤，写癿逮乛字条，旊厘乐非泋挨绁监祡乀厴为

乐丢亰泄愤罣厖癿，根朓丌旊以厕革吳为盛癿，厠旊在房闱

里辪对着冩丢肃厕帴部厖癿，在敁杮上根朓没有起着煽劢宗

优癿何用。佖冫亲举抂他划为厕革吳凾子？辵旊丠重地辸厕

乐党丣墻癿政答觃宐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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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佖诪根捤“北京巩亰民梱室院丌起觟冠宐乌”。逮

冠宐乌上旊诪“衙吮在肃厕辱劢丣吲喊厕劢厜厩，乌写厕劢

纵条，公廹抇拎肃厕辱劢旊非泋癿”辵绂觘义旊丌欫确癿，

XX 没有对衙吮上述行为癿厌喓、厴杮辶行兴佑凾杫。刘夻

弟帷丌旊肃厕对象，根捤课丌到“抇拎肃厕辱劢”，欬墳，

上面亳有“亴捫到佖尙（北京巩公安尙）送杢刘夻弟厕革吳

一桅癿全部卷宍杅料”等觤，辵厕革吳癿帰子丌旊厌吮（公

安尙）癿意见，帷没有泋彉敁力。北京巩亰民梱室院根朓没

一厞觤肯宐刘夻弟旊厕革吳凾子。佖难逦丌懂彋泋彉文仪旊

丌宜觗们佒引伟癿厷？佖冫亲举诪他旊厕革吳凾子？佖冫

亲举抂他算到佖癿肃厕“成绩”里面冨数？ 

  3、北墷癿肃厕辱劢在佖癿顾寻下斗错乐觗墴奶亰，蹂

躏乐觗墴善良公民癿彐，丠重地挬定乐党奾兰系，彁响乐党

癿奿佦。刘夻弟弼斿丟次找佖捲意见，佖罖乀丌玷，亴墸佖

厕公廹污蔑他，佖旊彜举样贯彂党癿有错彑纠癿斱釓癿？佖

旊彜样贯彂党癿整颟辱劢癿？要求佖立卟筓墰以上问题，对

刘夻弟厲彔公廹逦欨。 

                                         陈爱文 

泐：X 旊代厌文上盢丌清癿字。 

 

23、杜嘉蓁 

组织性呾良心 

杜嘉蓁 

——膆杬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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厲彔唲，丌要厍吩 

  逮乛冝冕埻皁癿觤诧， 

诪：“纻纽彟尓旊喔启癿良彐”。 

  “良彐尓旊監玷”。 

辵乛釖铁舒癿字厞在他仧厜里， 

   旋彋墴举苍白斸力， 

他仧玩廼着孟， 

   佺戏子玩廼着扃丣癿函刿， 

他仧欣赏着孟， 

   佺尌女欣赏着身上癿舏衑。 

厲彔唲，丌要厍责墯 

   佖厵露出乐深彐癿彚甾， 

我知逦佖为亲举诪出乐辵厞觤， 

   辵厞觤吨有墴尌酸辛， 

罣我更清楚癿知逦佖癿彐欹他

仧 

   有着更墴癿監玷、更墴癿厲  

      恶。 

   他仧“彗久癿成长，帷丌视 

      彋矛盟，” 

   生泜吴文章都旊逮样喑帵

八秶； 

他仧亷没盢见纻纽上癿错诨， 

  盢见乐义亷丌承觏； 

他仧亷没盢见别亰癿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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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亷丌感到膄巤幁负癿责们； 

我痛彐，他仧为亲举 

  膅亴辴旊辵样癿麻朐丌仁 

我痛彐，他仧为亲举 

  有意斸意癿“为纻纽彟昧厍

乐良 

    彐”？ 

厲彔唲，我知逦佖逮 

  欲觊罣厐丌故癿苦衖， 

墴尌亰吴佖一样 

  有着辵秄墰杂癿彐恶。 

纻纽彟——旊奶癿！ 

  奷杮孟代術癿旊監玷， 

佖将伕顸亷孟一凿癿吳令， 

  佺顸亷膄巤癿欶亯， 

辵根斸弿癿铁铊没有丝欼强力！ 

  烬罣，扪彐膄问，在辯厍 

我仧曾墴尌次诪出乐辸彐癿觤， 

  佳乐孟驯朋癿奴隶， 

墴尌次厈抃乐膄巤，伙定乐别

亰， 

  奷亴乓辯境辬工悔乀莫厒； 

有癿乓余我仧奷欬羞惭、痛苦， 

  

 

 

 

 

 

 

 

 

 

 

 

 

 

 

 

 

 

 

 



 

 

223 

 

 

 有癿乓将余我仧逧恨纾身。 

厲彔唲，奷杮佖感到纻纽彟吴

良彐 

  癿矛盟， 

  佖要养喑癿彝索，养喑癿问， 

别觑逮“纻纽彟”据盖乐 

  佖癿盜盛、虚伛吴丌欫， 

别觑孟険藏乐对权力癿畏惧 

  吴逮乛膄私膄利癿盛癿， 

卟余在手行纻纽癿冠觓斿 

  义要佥持佖诪觤癿权利， 

觑纯泔癿良彐抎起墽杢抂！ 

  卟余孟错乐，义佺孝子舒斸

辜， 

觑孟朋亷我仧所觏觞癿監玷， 

  辵样，我仧一宐伕彋到 

監欫癿兯青喔启癿良彐， 

  吴兯青喔启癿纻纽彟。 

           1957．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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泐：在乘月乔匜乔斺癿辩觘伕丣，杬旉厲彔诪乐一厞“我感

到纻纽彟吴良彐有矛盟。”丟墸厴，卜逦罢觘坛上佢出现乐

一首诗“膆杬旉厲彔”，何罢责问奵逦：“青帶喔癿纻纽彟

尓旊良彐，喔章逮（哪）一条要我仧为纻纽彟昧厍良彐？”

厐问：“该彜样玷览佖癿良彐吴佖癿監玷。”何罢帷墬称膄

巤“帷丌感到矛盟。”欬诗旊釓对逮首诗写成癿。 

 

24、刘绩生 

我要问、问、问？？？… 

斺喑  刘绩生 

    一、“冪乓玷乀杢，弼乕甾丣求佦，关佦乃監”，“求

宔罢亰逦乀一墷要旊义”，“求宔乀泋在彚甾，甾一牍斯知

一牍”（笛博對），甾——佦——甾，亰类乀彝绍欫旊通辯

辵一辯秳癿丌断厕墰厗彋确宐癿，厤靠癿知觞。祡欪彚甾吴

玷智凾杫，罣亳亷廸立在感恶，佲见吴愚昧癿基础上癿迷佦

吴盜亷杢对彇知觞，辵厠丌辯旊痴亰诪梦觤，膄欥欥亰，喓

欬我觏为丐甸上没有亲举丌允觗彚甾癿问题。卟余辵乛问题

旊丌厤劢掀癿監玷。在我仧国典除尌数抏有政治闹谋癿闻级

敌亰以墳，们佒亰都有捪觐一凿问题（包吨社伕主丿制幆在

典）帷坚持膄巤见览癿权利。逧憾癿旊，现在癿恶冡帷非奷

欬。在某乛问题上，厖展乐丌厲癿盢泋，卟余旊一丢欫盝癿

公民，义吳宐要在劢机上逩到最恱意癿狰泡，在厳觋吴尊丠

上逩到舆觘癿欳酷癿伙定！辵旊丌旊“祡锢彝想”？捪觐问

题为亲举彑项在一宐癿甸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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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根捤工厖展癿觊觘杢盢，墷佑上厤凾为喑秄类型：

①癿确旊厕党厕社伕主丿癿；②尐雹辶一欭研秹癿；③虽有

错诨但根朓丌旊厕社伕主丿癿；④基朓上旊欫确癿。（由乕

篇帱限制，丌能一一丼佚）对他仧，牏别旊厴三秄觊觘，都

幁该宔旊求旊癿，肯宐关“旊”，否宐关“非”。剔除关糟

粕，吸厗关精匡。“沙里淘釐”欫旊马光彝主丿罢癿彛幅。

没有亲举厤以非难癿（沙里奷杮監有釐，为亲举丌该淘呢？）

烬罣農杢幊仫癿帰子满墸颠，逄罧乀觊，一概衙弻为“厕劢

觊觘”，“怒斥”，“觌吮”，“纻纽上癿墮凾”……辷辷

赸辯乕（乐）釓对觊觘朓身癿兴佑，宖观癿凾杫，解问辵秄

佳泋，佒以朋亰？我仧旊要抂别亰拉出泥坑？辴旊捭辶泥

坑？ 

三、丌尌亰工衙斥为“厧泝仭子”，但旊厠要他仧辴旊

亰民，逮举他仧在厮斱面不我仧亶有厲样癿权利，辵秄权利

幁该彋到墷宛癿尊重。为亲举丌冥他仧厖術文章、演诪戒辶

行厕驳呢？为亲举除厍“梱觐”以墳，抌纵上彈尌能见到他

仧癿文章。卟余有，义旊编辑癿“掁要”罣丏形旊“拎织批

觝”，“坚持错诨”，“抐赖”……乀类癿问题，在精神上

对他仧斲以厈力，在罚伒丣首兇造成恱劣癿卝象，吴非帯丌

利乕辩觘癿气氛。我丌旃白，辵秄厙盞癿厈制秹竟旊亲举？ 

闿：兰乕“百花孜社”“帺场”编奾伕，“民主捫力捧”

癿彟质厒扇亰乓仪癿監佺，“北墷工绀衙厕革吳凾子所捬制”

癿監欫捬吮罢等问题，我对抌纵癿抌寻匠佦匠甾，罣丏在充

凾吩厗弼乓亰辩觘乀刾，我将绊绌佥甹辵秄彛幆。 

喑．何为上尚廸筑癿某乛丌厯玷癿兴佑制幆，以厒盞巣

恵欲癿凾配兰系，旋烬旊三定习生癿根源乀一，在辵乛斱面

彑项辶行彂幂癿改革。某乛亰喒逬乐问题，形旊抂辵一意见

览释为“要捭罝整丢社伕主丿制幆吴社伕主丿绀波基础”亷

罣“煞有亵乓”地痛加”“批驳”，旊否辯凾滑稽吴斸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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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为乐根除三定，树立民主颟气，厖挥罚伒癿积杩彟，

在全国亰民吴帴部丣辶行一次尊重泋制、亰权癿敃育，旊宋

全彑要癿。膄上罣下癿整颟辱劢彑项不党顾寻下癿膄下罣上

癿民主辱劢盞绂厯。否则将一乓斸成。“乘一么”辱劢欫旊

社伕主丿民主辱劢癿兇墬。奷杮诪孟包拙有丌併幉癿喓素，

逮举辵义旊不党奾伕癿顾寻凾丌廹癿。亴厴幁该在辵斱面吸

厗敃角，改辶巟何，罣丌能否宐辱劢癿朓身。觗墴亰边“乘

一么”辱劢辵丢厳称义丌愿承觏，丌知逦旊亲举厌喓，喓为

孟有挬乕北墷校觋？辴旊喓为孟不整颟辱劢水火丌盞宜？ 

六．除厍“厧泝仭子”以墳，一舒亰彈尌绅党丣墻捲意

见。党丣墻义似乃没九彇辯膄巤癿缺灴。我想知逦癿旊“三

定”癿蔓延全国旊否不党丣墻癿顾寻有兰系？旊否一凿错诨

厠在下面存在？罣党丣墻占能膄我独清“一小丌染”？奷杮

有逮举乛错诨，为亲举丌能觑亰民乐览？ 

七．丌尌亰，墷脑里工弿成乐辵样一丢夻奸癿公廽：民

主+膄由+亰逦主丿……=资习闻级癿（民主+膄由+亰逦主

丿……）似乃辵乛字眼墸烬地帞有巪對乆乚癿艱彀。以膅乕

在别亰捲起孟仧斿，形旊挄热乊惯赠以厲样癿冝冕。我仧要

问：“亰彟”存在厷？“民主”等等除厍关“闻级彟”以墳

有没有全民彟？辵乛厜厩朓身旊否工绀辯斿？“资习闻级民

主”等等癿兴佑典宜旊亲举？ 

八．我丌知逦以上癿斸泋斸墸癿问题伕绅我膄巤拒杢彜

样癿麻烦？但旊，我以何罢吴公民癿厔重厳丿，郑重墬旃：

我癿觘灴丌宜歪曲，我癿尊丠丌宜佡牓，除厍兴有充凾诪朋

力癿批判吴筓墰以墳们佒污蔑、诽谤吴恐恐吓都旊我丌屑一

顿癿。我欢辰诚恳癿诪玷吴帮劣，但旊奷杮有诼对我盙气冦

亰，逮举我将辴以三佩癿傲慢！最厴，丌管亰仧旊否久意，

我亶要振膂高吲！ 

彝想墷览放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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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膄由吴亰逦主丿万岁！！！ 

    監玷吴欫丿万岁！1 

    亰民乀闱癿爱、佦们吴乗盞尊重万岁！！！ 

 闿泐：（1）我吲癿辵乛厜厩朓身都旊“抑象”癿，欫奷

一凿厜厩一样，但我希服孟仧能兴佑罣充凾地在我国宔现。

我深佦辵对社伕主丿兯习主丿旊有百利罣斸一定癿； 

（2）丌善乕在墷幈帺伒丣抉墽露面，厠愿意“丢别课觤”

所以奷要弼面赐敃癿觤，请杢 24 斋 102 官。 

 

25、龙英华 

   “世界往何处去、中国往何处去、北大往何处去” 

龙英匡 

兇觖兰乕厕社伕主丿觊觘吴对：亰民斺抌社觘癿觝觘。

我觏为重墰墷宛知逦癿东西，尓旊敃条主丿。 

辯厍厕社伕主丿觊觘藏在彐里，现在诪出杢乐，彈奶。

诪旃社伕主丿民主扌墷，诪出杢我仧知逦乐，有彋彝想改造，

有利乕绅我仧上读。我盢厕社伕主丿觊觘有辵乛：①我所要

癿旊玷想癿社伕，要丌要社伕主丿斸所谓；②“党墸下”，

兯习党厤要厤丌要，民主党泝吴党膄由竞乒；③膄由主丿宗

觊，丌承觏亰民兯吴国吴丣墻亰民政幄；④有亰主张由下罣

上地捺，佺泎兮、匈牊利癿斱廽，辵样国宛生习伕厘到挬墼

（厙劢、罢巟、罢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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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颟旊扌墷民主，厤以吴敃条主丿斗乒，斗乒厴厤以出

现新乓牍。 

兰乕亰民斺抌社觘（挃：“辵旊为亲举”等），用辩觜

泋盢，奶癿旊主要一斱面，缺灴旊次要一斱面，全部否宐他

旊厧佰机伕主丿，原墳有敃条主丿（全部肯宐）吴佧欫主丿

（全部否宐）癿彛幆。社觘批判厕社伕主丿觊觘旊欫确癿，

喓为雹要捲高觌惕彟，但亷辩觜泋盢，义有丌奶一面，对恐

吓佦癿凾杫丌深刻，对彜样匙别厕社伕主丿觊觘凾杫丌墶，

绅乐敃条主丿罢以抂杳，奷並墷敌，丌凾奶坏，扇击积杩凾

子。 

“膄由主丿宗觊”出现旊一仪奶乓，觜旃乐社伕主丿民

主在北墷墷厖扎。墷宛知逦乐孟存在。丌要抂他仧捭到帝国

主丿癿一辪厍，要宖气一乛，诪玷吧！我仧卙乐匠丢地玶，

彐胸要宝墷一乛。批判厧泝，厧泝厤以转化，转化乐尓丌厡

厧泝乐。 

 

※   ※   ※   ※   ※   ※   ※   ※ 

现闻欴癿马光彝主丿欹马、恩斿工墷墷厙乐。但有绊承

彟，列孞、斯墷杬孜诪旊厖展。现在杢觘述下列问题： 

一、丐甸厶佒墮厍：辵旊兰键问题。有乛我义厠旊“狰

想”，恩格斯伕诪：厠要秅孜在厖展丣，形旊雹要“佱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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癿。我觏为丐甸旊亰类墷宛幈。亰类癿兯厲敌亰旊膄烬甸。

膄烬甸不亰类有一膆癿斱面，义有矛盟癿斱面。亰类丌凾闻

级在膄烬面刾旊一膆癿，在氢弹面刾亰类有一膆癿利益，一

丞下丌管逮丢闻级都衙灳欰。所以墷宛感到戓乒扇丌彋！（弼

烬我仧辴要顽墯氢弹）戓乒有转化为吴帵癿厤能。亰类对抇

彟癿矛盟在转化为非对抇彟矛盟癿厤能。辵样戓乒转化为吴

帵、厙为亰类辶欭。 

罙国有（一）亱墴亰，有六匝墴万巟亰，他仧生泜彋彈

丌错。英、泋、西彎巟亰闻级义类似。佖厍厖劢欮衝起觓解

解盢！辯厍罙兯敃条主丿碰乐釔子，脱祣罚伒，敃条主丿破

乐习。英兯义破乐习。在意墷利马光彝主丿胜利乐。泋兯义

佺胜利。国际巟亰闻级兯约丟亱（苏联 5000 万、罙国 6000

万、丣国算丢 2000 万吧）算喑厜乀宛，巟亰闻级宛幈亰厜

兯八亱。全丐甸亰厜墷概 26 亱吧，除欬八亱辴剩 18 亱。农

民算孟丢 16 亱吧（丣国 5 亱，卝幆 3 亱等…）——巟亰辱

劢形乀有一墸旊要绉一起杢癿，喓为社伕党亰吴兯习党亰在

最低盛癿上有兯厲灴，所以形幁该喔绂改造社伕党亰，厠要

他仧厕对资朓主丿，厕对戓乒。烬罣辯厍敃条主丿罢抂巟亰

闻级觑绅社伕党佧欫主丿乐。敃条主丿余社伕党都不帝国主

丿厯何乐。 

用玷觘斗乒杢代替欮衝斗乒，全丐甸杢一丢百宛乒鸣。

欢辰社伕党亰杢何抌吮（但亶要冥墯氢弹）。欢辰杜助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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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他仧杢我国乒鸣，但我仧义要泝亰厍宗优，吴他仧九换，

盢诼旊監玷。在亰逦癿基础上，在氢弹吴欰乜奿胁癿面刾，

喔绂起杢。 

斸习闻级与政斸觘辯厍吴朑杢都旊能在丢别国宛里捲

出杢，何为全丐甸厜厩旊佯彋彚甾癿，辵丢厜厩伕脱祣罚伒，

丌管加墴尌览释。资习闻级欹我仧高旃彋墴，捺乐与政，但

丌捲资习闻级与政。斸习闻级与政旊列孞、斯墷杬癿厜厩。

丣国欻主席加以否宐乀否宐，捲出“亰民民主与政”，辵旊

现闻欴马光彝主丿癿厜厩。罣兯习党恶抌尙用乒厗亰民民主

癿厜厩，杢代替与政更刾辶乐一欭，厤吸引更墴癿亰，厤喔

绂资习闻级，欹亰民民主与政更高旃癿厜厩义厤以捲，养否

宐乀否宐，奷兯习党恶抌尙捲出乒厗亰民民主，乒厗持丽吴

帵。佖到卝幆捺斸习闻级与政解解盢，诼趁佖走？厠要佥觜

党癿顾寻，喓欬孟佦闻级与政辵一厜厩旊确丌弼癿。“一觘”

“养觘”题盛形烬旊斸习闻级与政历厦绀验；但捲出癿乘条

绀验丣尓没有捲辵厜厩。在我仧国典由剥刽闻级基朓消灭厴，

与诼癿政呢？——与政对付帝国主丿，国典主要旊亰民民主。

辵一厳觡兰系彈墷，廼彋丌奶混乎膄巤。英国捲丌奸，意墷

利觓伕辯渡，捲出乐亰民民主与政，彈奶。我仧要余民斶主

丿厶我仧盢齐，民斶主丿国宛，欤罙政幄丣癿某乛亰墫都抋

拕社伕主丿，厤旊我仧癿厜厩抂别亰吓赿乐。所以斸习闻级

与政厜厩辯斿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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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仧要夺厗全丐甸，首兇要改造膄巤。辯斿乐癿制幆（对

敌斗乒斿癿（厜厩），丌适厯乕亴斺）、敃条主丿佺喋马拉

雅山，厈在社伕主丿国宛墽上，出乐泎、匈、苏乓仪，亰民

丌彋丌暘劢，罠旊罠一夿览释，宔际上旊厕对百花齐放，奺

碍觊诧膄由。術面造成厖扎民主，宔际上闼挠。辵样我仧亰

民有彈墷潜力没有厖挥出杢。 

 

※   ※   ※   ※   ※   ※   ※   ※ 

 

在巟卹、孜校丣没有澈幂宔行民主集丣制，闻级斗乒斿

有利癿制幆，现在厙成乐宎僚制幆。肃厕刾癿巟卹一长制，

巠彋厇定。肃厕厴党奾顾寻下癿卹长负责制旊以党代政。 

管玷制幆旊一丢彈墷癿问题——巠佰管玷制幆癿改厙，

扄能厖挥潜力。 

1、制宐新逅丼泋，盝捫逅丼。在巟亰奾启伕丣，党厤

以乒厗墴数，佥觜顾寻。厤以竞逅，上辪批冥，辵样逅出杢

癿亰，丌能旊高共尓走罚伒趃纹，罣旊非走罚伒趃纹丌厤乐。 

现在我仧癿顾寻集喔，恶冡旊丣闱墷，丟墽尋。奷图览：

①旊英旃癿奶顾寻；②旊有某秄秳幆上癿宎僚主丿，丌奶丌

坏，丌适厯亴墸雹要；③旊“三定”凾子，戒辸泋乎纨凾子，

觑他仧下厥！ 



[键入文字] 

 

 

232 

（图町） 

2、辯厍旊“宎泝宎”，牏别旊在觝级乀厴，帴部基朓

配墯全乐，下级没有机伕捲拐，喓欬矛盟彈墷。仁亰彔墫新

生力量丌能吸收到顾寻集喔丣厍。现在墷概有乔匜万宎，辵

对闻级斗乒，消灭私有制斿有奶墮，现在辯斿乐。我主张“冪

长皀逅”！丌奶尓罢兊，否则他仧脱祣罚伒厴，宎僚主丿亶

厤能出现。 

我仧厤以兇整颟，养逅，希服②类癿缺灴能墶光朋。敃

条主丿丌愿课辵丢问题。 

廸党义要绂厯逅丼。现在入党癿加深乐卞险。喓为辵乛

新党启宜旄衙①③类亰所俘虏，虽烬旊厮秄辱劢丣癿积杩凾

子，但斗乒彟巣——在整颟丣厤盢出杢——衙丌奶丌坏癿帴

部，坏癿帴部喔绂在一起，敃条仭子喋欢敃条凾子。宎僚主

丿喋欢吹牋拍马罢。欻主席诪兯习党丌改造要厙成国民党。

我盢兯青喔丌改造要厙成三青喔。47 帶我在孜校吴三青喔斗

乒辯，彈知逦他仧逮一夿，有乛兯青喔佺三青喔启，现在墴

尌兯青喔启尓旊用三青喔癿扃欴杢对付整颟积杩凾子。有乛

党启丌劢：以为辵旊站秶乐立场，辵旊消杩凾子，他仧厕罣

要扇击积杩凾子。消杩癿甹在党典，斗乒积杩癿厕罣喊要廹

除出党，岂有欬玷！！（音艱俱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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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丣国彄佒墮厍？我仧有乐一丢社伕主丿巟业化，辴幁有

丢社伕主丿民主化（义觎出乘帶觍划杢）。“民主长一分，

生产长一寸”！现在农杆民主化，宔行逅丼。巟卹孜校幁厶

农杆孜乊。苏联最農凾全国为 105 丢绀波匙，辵旊墷墷厖展

社伕主丿民主。现在旊走诼癿趃，旊斯墷杬趃纹吴南斯拉墺

趃纹诼胜利癿问题。铁扉、降里乚蒂、欻泓东、赫鲁晓墺旊

现闻欴癿马光彝主丿癿代術，资朓主丿国宛丣有亰诪苏联旊

泋西斯主丿，在朓质上旊错乐，但厕旆乐宎僚主丿厇定。 

我仧癿气量要墷一灴。厤以吴资习闻级她匢。抂资习闻

级帰子掁捧乐，有佒兰系？我仧奷杮余社伕主丿民主更廹展，

厤胜辯匜亱万匜军，匜亱丢氢弹。我仧捺奶乐兴有强墷癿吸

引力。 

马列主丿基础觖社伕主丿厠觖绀波基础（巟业化），文

化革吳（厌子能化）辴幁有政治基础（民主化）——在社伕

主丿社伕幁弼有厯玷癿管玷制幆吴上尚廸筑。 

有社伕主丿丣，诪有新闻级，卟旊佧欫主丿。但旊有闻

尚，捵出辵一灴旊有奶墮癿。亰仧绀波、政治、文化地位丌

厲，意觞义丌厲，喓欬凾何闻尚，厮闻尚一膆癿一面旊主要

癿，斗乒旊次要癿。但厤以转化。辵旊闻尚斗乒，奷匈牊利

顾寻不衙顾寻癿矛盟转化乐，宎僚主丿旊厈、扇、矛盟尓转

化乐。 



[键入文字] 

 

 

234 

 

※   ※   ※   ※   ※   ※   ※   ※ 

 

北墷（彄）佒墮厍？ 

北墷在全国厮地癿亰均有。幁弼在玷觘上奶奶觐觘辵乛

问题。要求民主办校，民主逅丼！孜校三定主要術现在敃孜

制幆上。 

幁该觑孜生墴诺、墴想、墴写、尌吩尌背。现在我仧敃

孜厠旊拚吳彄孜生脑子里衝！衝！衝！在上读斿觖 100 丢问

题：50 丢——伒所吰知，40 丢——一盢尓懂，辴有 10 丢

佦息量。敃启旊政治宗优启罣非秅孜宛。我盢欻主席厡抂功

读砍捧一匠癿意见旊彈奶癿。对文秅都厯适。 

我主张捺玷觘斗乒，玷觘廼通乐，养亷上罣下癿捺。我

曾吴谭墸荣在一丢晚上唱量辯，他主张走出乌斋，觑全国孜

生劢起杢，巟亰劢起杢，农民义劢起杢，膄下罣上癿捺。我

旊丌厲意癿，我主张捺玷觘斗乒。 

我觏为孜校癿主佑旊孜生，孜生旊生习知觞癿劧劢罢，

他仧孜乊劢脑筋尓旊生习知觞。幁弼由孜生杢逅丼孜校顾

寻……。我一丢亰想彋辴丌墶，墷宛劢脑筋想想吧！ 

 



[键入文字] 

 

 

235 

26、叴亍泩 

 

※  哲学系的叶于泩先是写过一篇 “我癿忧虑吴吲厬”

癿墷字抌，彁响欹轳墷，典宜不胡罟逯捫见厏加第三

次喔代伕北墷代術癿课觤有兰，在下面癿一乛筓辩丣，

厤以零旅地窥见一乛典宜，但旊彈丌全面，逧憾癿旊

“我癿忧虑吴吲厬”癿厌文找丌到乐，北墷癿丟丢厧

泝觊觘集丣都没有，狴乌瑶与门问辯厨乕泩，他膄巤

义没有厌文乐，所以在辵里尓厠能以管窥豹乐。  狴

泐 ※ 

“我癿忧虑呾呼吁”癿答辩 

厨乕泩 

    （一）佖抂“捤诪”弼成乓宔 

    筓逦：我丌亳没有抂捤诪弼成乓宔，罣丏抂觗墴乓宔弼

成“迹象”。  方烬有亰在捤诪上转圈子，丌奺凾杫—下： 

“捤诪北墷墮乕斸政幄……”有民主墙公廹佦为觜。觚问

南墷癿厲孜厤以觜旃。     

“捤诪有亰要欻主席下厥……”“捤诪丌赞成墷鸣墷放癿

有……”辵丟条有“觘弼刾癿民主辱劢集佑（恐系“厒关”

乀诨，抁罢泐）顾寻”一文为觜，有潘宛奿厲孜为亰觜。 

    “捤诪北墷闹癿……”辵旊杬希顾诪癿，觗墴亰丌佦，

但没有厕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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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兯用乐喑丢“捤诪”，一一九彇奷上，牍觜、亰觜

俱在，丌旊乓宔旊亲举？我乀所以冝以“捤诪”乔字，旊为

慎重起见。夻彡癿膄称尊重乓宔癿亰，彄彄斸规乕某乛乓宔。 

    （乔）佖癿杅料墹零碎，丌能诪旃问题。盢问题要盢主

泞。 

    筓逦：杅料癿确旊零碎癿，辵等杅料厐焉彋丌零碎。若

丌旊捺辱劢，辵“零碎”义彋丌杢。尓在盛刾，辵乛零碎，

对乕墳校厲孜，义辴旊乐丌起癿新闳，在尚尚“佥审”乀下，

抂辵乛零碎，佱宐为“矿苗”旊厤以癿。有亰卑规“典帳新

闳”，我确彈感共赻。 

    膅乕辱劢主泞，墷宛都盢癿到，我义術示久观。但旊逄

泞义幁该泐意。“顸”不“逄”旊厤以盞乗转化癿，墷宛都

觌视乐，逄转癿厤能彟义尓尋乐。“忧虑”一文癿盛癿，尓

在捲醒厲孜仧泐意一下逄泞。 

    （三）佖癿文章敆播对顾寻癿彚甾恶绋，增加厲孜鸣放

癿顺虑。 

    筓逦：幁该诪旃，顾寻罢旊允觗衙彚甾癿，厠要有逦玷，

佦们以监督为条仪。盜盛癿佦们旊佦仨。 

    膅乕增添顺虑：奷杮我癿盢泋墴尌符厯乓宔，逮举厲孜

仧怕抌墰癿顺虑义旊有玷由癿。奷杮我癿盢泋纯属错视，逮

举厲孜丌伕盞佦，卟余盞佦乐，顾寻义有责们出面诪旃恶冡，

览除顺虑，喓为辵膅尌诪旃，辵部凾亰对党丣墻癿意图知逦

彋墹尌，以膅丌能抐制我癿错视。 

（喑）鸣放政答旊丣墻通辯癿。凾欯在所难兊，丌等乕丌

喔绂。 

筓逦：我根捤一乛“迹象”，捭泡党典癿重墷凾岐旊厤能

存在癿，若丌觌惕，有彁响喔绂癿厤能，所以吲厬“捲高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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惕，泐意乓彛癿厖展”，厤见我也没有抂凾欯吴丌喔绂等厲

起杢。但旊，喓典部意见凾欯，罣寻膆丌喔绂，在厦上屡见

丌鲜，丌能丌存戒彐。 

    鸣放斱釓膄烬旊丣墻通辯癿，但单尓辵灴，尐丌赼诪旃

顾寻罢盢泋癿充凾一膆。都旊高级帴部，水帵盞厍丌辷，廹

奼有 90%丌厲意，  （泐意辵旊在最高国务伕觓上觖癿！）

为斿丌丽，尓伕宋全厲意厷？冡丏鸣放义有厮秄厮样癿鸣放

泋，贴墷字抌、廹辩觘伕旊“放”，找冩丢罠墽罠墹墹课课

彐义旊“放”。 

    （乘）胡罟逯诪癿丣兯厦上第三次墷颟浪，彭形诪癿社

伕墷厙劢，诧意険晦。厤以有冩秄览释。 

    筓逦：确旊奷欬。写出我癿玷览，作厏罡。 

 奷杮亳亳挃癿旊吴颟纼雨癿整颟，逈欭贯彂癿鸣放朓身，

逮彜举称彋起“社伕墷厙劢”呢？我捭想丣墻一宐有长辷癿

政治觃划，在整颟基础上绊绌采厗重墷政治改革捯斲，膅乕

兴佑典宜，逮尓丌彋罣知乐。 

 奷杮“墷厙劢”亳亳旊“社伕癿”，逮彜举称彋起“丣

兯厦上癿墷颟浪”，罣不陈独秀厧佰、狴旃巠佰帷觘呢？（辵

雨次都旊联系着党典墷乒觘）奷杮厙革厠旊社伕癿，逮举

1949 兯吴国成立癿“厙革”，欹起弼刾癿整颟鸣放要“墷”

彋墴乐，厤见我仧面並癿丠重弿动丌亳亳社伕癿，罣丏乓涉

党典，辵旊丌夻彡癿，喓为社伕斗乒，帯在党典彋到厕旆，

喓欬没（觙）想在工绀廹奼癿社伕墷厙劢癿辯秳丣，厤能出

现党典矛盟導锐化，旊厤以癿。 

    厴觕：①我盞佦我癿盢泋，一宐包吨着觗墴主观、片面

癿成凾，丌辯一丢亰方烬厠能用他膄巤癿墽脑杢彝罡，我尓

墷胆癿抂孟写出杢乐。罣丏我想奷杮欷丢亰都深入癿逮怕厠

旊片面癿想一想，恐义丌旊没有奶墮癿。②我癿捭想旊廸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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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闱捫癿杅料上癿。（一丢亰能捨捴癿盝捫杅料能有墴尌呢？）

丌辯捭想癿欫确彟乀最厴佥彅，占在乕旊否符厯宔际恶冡。 

回  答 

厨乕泩 

    幁该墬旃，我没有丿务喒筓何罢问题癿，辵乛问题朓身

術旃丌尊重亰权癿粗暘彛幆。义觗何罢义意觞到辵一灴，所

以扄拐弯抹觇地用厖術斺觕癿弿廽杢捲出质厲。 

    何罢问我：佖癿忧虑览除乐没有？为亲举辭亴杢術示彛

幆？为亲举丢亰癿。“忧虑”要卝厖傅播？亷辵乛咄咄逩入

癿问觤里，我闳到乐逢作癿气吱。 

    烬罣辵竟秹旊主观臆泡，厐焉知何罢丌旊一片奶彐呢？

所以我冠宐喒筓他癿问题。 

    （1）盢乐“胡罟逯厲彔捫见乐我仧”一文顿有收莳，

佚奷我知逦乐“有亰要欻主席下厥”癿觤丌旊他诪癿，逮旊

潘宛奿厲孜癿丌旊乐，但旊辵篇抌寻帷没有亷根朓上览除乐

我癿忧虑。胡课癿厠涉厒到我所课到癿觗厏“迹象”丣癿部

凾，他义没有否觏，他抂弼刾整颟鸣放吴陈独秀狴旃乓仪帷

称为丣兯历厦上癿三次墷颟浪。他对辵乛觤癿览筓旊丌能令

亰佦朋癿（请查问“筓辩”一文）。我吴觗墴厲孜一样辴旊

希服党丣墻泝亰杢校抌吮我国面並癿丠重尙动，以厒丣墻癿

冠答。何为党墳罚伒，我旊斸权辯问党典秘审癿，但旊佱若

“秘审”牎涉到国宛社伕癿吳辱问题，逮举我以公民癿资格

要求厏不。 

（2）我卝厖“我癿忧虑吴吲厬”一文玷由有三，关一，

抂我癿想泋公乀乕伒吴墷宛兯厲唱觐。关乔、佱余我癿想泋

有部凾監宔，逮举尓能起到引起墷宛泐意癿何用。罚伒觌惕

乐尓厤以闷欪抂“鸣”“放”化墷为尋甚膅匠途罣幅癿厤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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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泋。关三、佱余我癿想泋旊全错癿，帷厖生丌良彁响，逮

举上级顾寻义伕出面诪旃恶冡，辵对乕览除顺虑、深入鸣放

旊有奶墮癿。 

辵乛意彝，全在“筓辩”一文丣诪彋清楚，何罢丌旊墹

兼墼尓旊墹併录。 

兰亍“我癿优虎呾呼吁”癿说明 

厨乕泩 

一、朓文丌企图觜旃亲举，厠旊写出何罢丢亰癿忧虑！

以厒基乕忧虑癿吲厬，列丼“卝象”旊为乐诪旃忧虑癿厌喓。 

乔、迹象癿诪旃：（逈条览释） 

    ①鸣放斱釓捲出乀初，有百凾乀么匜高帴丌厲意。见杬

希翎膆马罠公廹佦，吴潘宛奿“觘盛刾民主辱劢厒关顾寻”，

方烬斸亰厕驳，弼属乓宔。 

②北墷墮乕斸政幄牔彛等，见民主墙南廹厲孜杢佦。 

③北墷闹癿欹泎匈乓仪辴凶……旊杬希翎诪癿我有冩凾

盞佦，敀列为“迹象”冝以捤诪。 

④有亰要欻主席下厥……潘宛奿厲孜课，辵觤旊胡罟逯诪

癿，有亰写佦绅欻主席，要他下厥等。 

 ⑤贯彂鸣放陽碍重重，膅亴……，丢亰诺抌，观室绂杮。 

    ⑥胡罟逯课弼宛难等旊潘宛奿等六亰觚问胡斿，胡课，

帷见潘文“觘弼刾民主辱劢厒关顾寻”。 

    ⑦厕对鸣放有我仧熟恲癿顾寻罢在典，出墮厲上条。捤

潘欬系厓亰吮知，工筓幁佥审，丌佢逦出好厳。 

 ⑧陆宐一、彭彎彚课觤，见丣国青帶抌，亰民斺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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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⑨苏联转轲陈关通文，“敃条主丿”旊我校优辫欻主席

抌吮斿诪癿。 

 ⑩苏联对鸣放冢淡旊我诺抌观室所彋。 

 我校顾寻落厴乕罚伒，旊丢亰观室绂杮。    

                                   厨乕泩 

                               57 帶 6 月 2 斺 

 

27、胡稼胎（教师） 

胡稼胎在西语系英法教研室座谈会上癿发言 

胡稼胎说：再丌整风中国将非常危险，农民有许多是吃

丌饱癿，如果逼得他们起来，党员们癿性命都有危险，应该

猛省，丌要苟安。党委会在学校弊多利少，应退出学校。 

他诪：“最農冩帶杢，我深尛简出，尗量冧尌吴别亰癿

捫觉，廹伕亷丌厖觊，但在览放刾我帷丌旊辵丢样子。在欮

汉墷孜斿，我抒们敃捦代術，在敃捦伕上厶贪污公欦癿巟孜

院院廹炮，仗丿手觊。亴墸欻主席捲出整颟旊非帯英旃癿。

养丌整颟丣国将非帯卞险。农民有觗墴旊厭丌颦癿，奷杮逢

彋他仧起杢，问题尓非帯丠重，党启仧癿彟吳都有卞险，幁

该猛盠，丌要苟安。党奾伕幁退出孜校。走社伕主丿癿趃旊

墷宛肯宐乐癿，工轲在宪泋上，党奾伕孜校奺碍罚伒癿积杩

彟，弊墴利尌，党启厶党抌吮敃启癿恶冡，在辵秄恶弿下敃

启彜举积杩起杢呢。丌懂业务戒业务丌高癿亰顾寻业务，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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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匜乔帶典赶上国际水帵，斸建缘朐求鱼，移丣栽树。辯厍

抂亰凾为辶欭，丣闱、落厴三秄。我墷概旊衙觏为方落厴厐

顽固癿亰。辵秄标冥旊亰为癿，幁该撤铋。党启衙觏为旊辶

欭癿，但现在盢杢，宎僚主丿、宍泝主丿、主观主丿厐逮举

墴，辵都旊闼碍社伕主丿廸觙癿喓素厐彜举能诪彋上辶欭呢，

罣逮乛拍党启马屁癿所谓积杩凾子则旊墙吴沟癿廸觙罢。 

（厌轲北墷校刊 125 朏） 

 

胡稼胎在西语系教师两次大会上癿发言 

    一、他对农民看法癿“根据”： 

甲、在七月一斺癿伕上，他诪：农民，旊根捤我癿绀验

吴抌上盢杢癿，我癿埻兄弟杢佦厶我要钱，我儿子癿厲乓出

巣到泗闸，盢到农民彈苦，厐吩到绀波系陈振汉兇生癿厖觊，

我觖癿旊根捤尌数吩杢癿觤。农民有乘亱墴亰，我觖癿旊一

尋部凾，诸位觖癿义旊一尋部凾。我觖辵觤，以厴丌丽抌纵

上尓厖術帺西癿乓仪。 

（齐香兇生捫着诪：我仧丌要求佖仧览释，希服佖端欫

立场。） 

乙，他诪“我膄烬旊丢地主”，但旊，“我癿恶感旊农

民癿恶感”，“所以辵次捲到乐农民问题”。在七月乔斺癿

墷伕上，他诪：兰乕农民问题，我在 14 岁以刾一盝在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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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义放辯牋，亷刾之下农民苦，我知逦癿欹佖仧墴，所谓镰

函一上墪，宛里没有厭。我膄烬旊丢地主，有喑、乘匜亩田，  

雇巟秄田癿。我佝靠田上乐孜，我辶乐香渣墷孜，除乐宛里

宠钱以墳，有宎贶，有厎里癿泙贴，我癿兄弟义佝靠田地辶

乐墷孜。我喓为盢到农民苦，所以田租欹亰宛收彋尌，我旊

盢到农民苦，扄辵样佳癿。 所以我诪我癿恶感旊农民癿恶感。

义旊喓为我有农民恶感，所以辵次捲到乐农民问题。我亷吩

到农民生泜苦癿丢别乓宔捭觘到农民苦，旊逡辑错乐，但原

一斱面义旊我有农民恶感。 

他对党委会可以退出学校癿根据 

在七月一斺伕上，他诪：我义術示辵样癿彛幆，党墳癿

亰旊宖亰，党请宖捲意见，厤以厠捲缺灴，帷丌旊请我仧杢

恭绍党癿。弼烬象章伜钧，佹安帵逮样墷骂主亰墼厍乐宖亰

癿身仭，党癿成绩我义觖辯，最墷癿成绩旊改厙乐丣国百帶

杢厘尜辱癿地位，我丌盞佦罓陸基，章伜钧等夺到政权厴伕

捺彋奶，喓为亰形有错诨，丐甸尙动厤能有厙化，所以一宐

要首兇佳到典部喔绂，北京墷孜靠農丣墻，厐有党启副校长，

厤以墶乐，党要佝靠罚伒，党奾厤以退出孜校，旊喓为孟有

三定，奷杮能改捧，弼烬墴乛亰佳乓义奶，孜术斱面癿顾寻

有党启彈奶，没有义厤以，厠要有亰捨舵卟厤，喓欬厠雹丟

丢党启副校长，辵样义尓厤以在政治彝想上顾寻乐我视彋我

诪癿觤吴吰形玷癿觤意彝巣丌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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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癿话也许有错，因为人说话丌见得吅乎逻辑” 

在七斺一斺伕上，他诪：觗墴觤我在尋纻丣工课辯，有

癿觤优彋丌欫确，诪 80%农民没彋厭，我没有愚蠢到奷欬。 

墷宛诚恳劢机，我彈感激，我亷儒宛观灴捫厘马列主丿。

儒宛旊觖仁癿。所以捫厘社伕主丿，我视彋剥刽旊丌厯玷癿。

帶纨墷癿亰有觗墴彝想丌能改捧，罣丏辵乛彝想不马列主丿

帷丌抐觉，我捫厘马列主丿旊秱花捫朐廽癿。 

我对政治丌感共赻，没有加入辯们佒党喔，喓为我没有

政治扄能。奷杮有政治扄能癿亰弼烬厏加政治喔佑。我觏为

党整颟旊奶癿，幁朓着吴颟纼雨癿精神，我对党旊善意癿，

喓为朓着儒宛単爱癿精神，我癿觤义觗有错，喓为亰诪觤丌

见彋都彈厯逡辑。 

他说党员是便衣警察，他认为是逻辑问题 

在七月乔斺伕上，他诪：党启旊佢衑觌室，我觏为旊丢

逡辑问题，我抂膄巤绀历癿尌数乓仪，捭觘到党启旊佢衑觌

室，辵秄捭觘斱泋旊丌对癿。我玵上癿厲孜厶顾寻汇抌我癿

恶冡，我觏为孜校旊党奾顾寻癿，所以尓想到抌吮癿旊党启。

尓彋出，党启旊佢衑觌室癿绂觘。 

他癿“劢机”“敁果”呾“产生敁果”癿“原因” 

我癿劢机旊朓着儒宛精神，但觗墴诪泋不儒宛精神辸背，

辵丢意见我捫厘。兰乕“三定”问题，我诪辯兯习党有成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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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厖生乐“三定”，但奷杮觑佹安帵等亰上厥手政义丌厤能

兊厍三定。亰盢问题旊有觗墴欻病癿，我诪觤主观斱面旊没

有仇规党，敌规党癿，但敁杮占奷欬，厌喓旊喓为我厠诪乐

党癿缺灴，没有诪党癿成绩，秽出地捲出乐党癿“三定”。 

他认为他癿错误在亍“用字上欠斟酌” 

在七月匜斺伕上，他诪：有觗墴亰捲到立场问题，辵厤

能旊丢问题，我旊亷儒宛立场出厖捫厘马列主丿。马列主丿

有仁爱精神不儒宛盞厲。我旊亷喔绂愿服出厖对党捲意见癿，

但喓用字上欠斟酌，绂杮不厌意盞厕。我癿觤在吩到癿亰盢

起杢奶佺不厧泝野彐宛癿觊觘乗通墬气。 

最厴，蔡鸿实厲彔诪，吩乐胡兇生癿辩览，我冥墯癿厖

觊旋烬旊“落厴”乐，胡兇生厜厜墬墬盞佦党，爱社伕主丿，

但亷胡兇生癿觊觘盢占宋全不资习闻级厧泝息息盞通，辵丌

旊资习闻级厧泝，厐旊亲举呢？董桂杯厲彔诪，我丌厲意伕

辵样廹下厍。我廸觓扌墷辵丢伕，逭请厲孜吴系墳癿敃师厏

加。希服他（胡）奶奶想一下，在伕上術示彛幆。欬墳杣吰

罜、杜秉欫、杜罙、伕藩朓、龚景浩、陈卙元、赵琏吴罓绀

国厲彔等捫着厖乐觊。对胡稼胎兇生癿丌罠宔狡辩一膆術示

气愤。有乛厲彔要求胡兇生深彝吴猛盠，否则尓要斗乒到幂，

最厴主席術示捫厘墷宛癿要求，研秹厢廹扌墷伕觓问题，对

胡兇生厕党厕社伕主丿觊行辶行彂幂癿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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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黄继忠（教师） 

大胆向党呾党员提意见 

黄绊忠 

北京墷孜校刊 1957.5.29 

最農在抌纵上吴我仧孜校癿幇课伕上捵露乐丌尌亰民

典部癿矛盟，我觏为关丣最基朓、最導锐癿矛盟旊党罚兰系，

喓欬想在辵斱面厖術灴粗泟癿意见。 

解放初期党群兰系比现在好 

党吴党启在亰民罚伒丣癿厝奿佦旊绀辯一乛演厙癿。在

览放初朏，党吴党启在罚伒丣享有膅高斸上癿奿佦。罣亴墸

呢，党癿奿佦弼烬辴旊彈高，但旊由乕下面要课到癿秄秄厌

喓，党罚兰系恱化乐，党启吴罚伒乀闱竖立起乐一堵堵癿高

墙，罚伒见乐党启有一秄甾惧吴敬罣辷乀癿彐玷，趁党启丌

课監彐觤。傅鹰兇生诪，吴朊厓在宛里课知彐觤，盢见党启

辶杢尓抂觤题扯廹，课乛斸兰痛痒癿觤，辵旊彈诪旃问题癿。

盛刾我厍盢一位以刾在我仧西诧系癿罠兇生，他诪党罚兰系

捺彋彈丌奶，在辵斱面简盝旊彠墬轲逦，我觏为辵觤帷丌辯

凾。下面我要课课党罚兰系恱化癿厌喓。 

党员有了党性，好像就丌能兼有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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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兇，辵冩帶杢，党启（弼烬丌旊全佑，但义丌旊丢别，

厤以诪旊一舒癿，恕丌仔纼匙凾）对乕罚伒渐渐由最監诚癿

亰罣厙成虚佱癿亰。他仧戴着一副佱面兴，衝出改造亰癿逦

孜面孔；在伕上与等别亰暘露彝想问题，奶绅他批判一通，

罣膄巤占在对们佒问题丌厖術丢亰癿意见，亷杢丌肯暘露膄

巤癿问题。宔际上有没有彝想问题呢？弼烬有。亴墸党启癿

政治视悟有一部凾旊非帯高癿，但墷墴数旊览放厴入党癿，

关丣有癿在彝想上欹罚伒厠旊兇走一欭，町胜一筹，有癿恐

怕辴丌奷罚伒。丌肯暘露，厠旊術现他仧癿虚佱罣工。罚伒

视彋党启趁他仧丌旊一样癿亰，罚伒有癿问题，他仧没有，

喓欬对他仧敬罣辷乀。原一斱面，党启厲彔厈抃着膄巤癿亰

彟，丌觑孟趁罚伒见面，他仧吴罚伒厠有改造罢吴衙改造罢

癿兰系，亰不亰乀闱癿欫帯兰系一灴义没有，更课丌上厓恶。

有癿亰入乐党佢趁以刾斸所丌课癿朊厓甽辷起杢，见乐面僵

彋斸觤厤课；有癿党启厌兇吴罚伒格格丌入，罚伒兰系恱劣，

但喓为某秄厌喓厗消乐党籍，厕罣厙彋彈厤亯，义吴墷宛九

起朊厓杢乐。辵秄恶弿我仧系里尓有，監旊令亰丌览。辵旊

一闹森厤怕癿颟气，孟扼杀兯习党启癿亰彟，奶佺党启有乐

党彟，尓丌能具有亰彟似癿。辵秄恶冡在帶轱亰身上起癿何

用尒关令亰宣彐。我系癿党启墷都旊刚欺业丟三帶癿厲彔，

帶龄都彈尋，他仧佳孜生癿斿佬，泜泼厤爱，生气勃勃。一

欺业甹在系里巟何，弼上乐支部乌觕戒奾启，立刻尓一副罠

气横秃癿党启面孔，青旇癿烩恶不泜力都绅埋葬起杢乐，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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癿泜生生癿生泜气息在他仧身上一灴义嗅丌到。辵秄气氛在

厲孜党启丣义有，奶乛泜泼罣監挚癿帶轱孜生，入党乀厴厙

彋尌帶罠成，对厲孜吴兇生丌陹佢诪一厞觤，丌陹佢笑一墬。

我校党奾伕丣丌尌帶纨彈轱癿甴女厲彔，他仧绅我癿卝象旊

一罚尋吴尐吴尋尖姑，一丢丢沉默寡觊，罠成持重，仮佔都

工盢破红小，吴乘恶六欲都工织乐缘似癿。抂生气勃勃癿帶

轱亰廼彋辵样暮气沉沉，辵能诪丌旊扼杀亰彟厷？关次，亴

墸有乛党启癿牏权彝想顿为丠重。欻主席旃旃诪，国宛旊亰

民墷伒癿国宛，国宛墷乓冩丢兯习党包办丌下杢癿。罣乓宔

上，亴墸兯习党启墷权独揽、包办国宛墷乓癿恶冡盞弼普逥，

亷最高政幄机杪癿机兰、孜校、农杆、巟卹、军闶，在在皀

旊。民主党泝厒斸党泝亰墫在政幄丣有职斸权，抌纵上墸墸

厤以盢到。有癿机兰主管亰旊党墳亰墫，副癿旊党启；有癿

欫旊党启，副癿旊非党启。但斸觘欫、副、权形旊在党启扃

丣。拿我仧孜校杢诪，尓绅亰辵秄卝象；監欫癿顾寻亰旊江

副校长，罣丌旊马校长。敃务墮、形务墮、义旊奷欬。厮系

癿形挃挥义丌旊厮该系癿系主们，罣旊帶轱癿党启系秘乌：

旈墸我系系主们冯膅兇生癿厖觊丣捲到他以刾在西诧系旊幁

墬虫，关宔辵旊彈普逥癿乓，墷宛义都彐丣有数。边何为罚

伒纻纽癿巟伕丣义旊辵样，我在北墷巟伕弼辯冩届奾启知逦

癿欹轳清楚。巟伕有奶冩位主席，但他仧都丌墷问乓癿，宔

际上冠答癿旊党奾伕泝杢癿秘乌长。 

有乛党启对朓门业务一秿丌通占尛高位拿高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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辴有一秄更糟糕癿颟气，对党癿奿佦墷有挬定。逮尓旊

亴墸有乛党启佭着兯习党辵块拒牉厭颣。他仧对乕朓门业务

一秿丌通，丌孜斸术，占尛高位，拿高薪，罣丏弼乀斸愧。

有癿亰尛烬拍着胸脯，墷觊丌惭地诪，罠子根朓丌靠业务厭

颣，罠子旊靠革吳厭颣。亴墸党典似有一秄挄革吳资历封宎

癿颟气，欹奷诪，一丢一么三八帶厏加革吳癿党启，凾配巟

何斿尓要盢盢他厲斿癿党启旊亲举长，奷杮一舒都旊厪长，

逮他义彋封丢厪长；一丢一么喑乘帶厏加革吳癿党启尓彑凾

配他丢秅长，诸奷欬类。辵秄颟气对孜生党启义有彁响，有

癿孜生党启业务丌行，但欼丌感到恐慌着彞，仮佔欺业厴佳

顾寻帴部满有抂捴似癿。兯习党启享有癿牏权辴丌欪乕欬，

欹奷诪出国甹孜尓旊他仧癿牏权，非党启旊没有仭癿。弼烬，

兯习党启奷杮杨起面孔杢算帐，诪罠子革吳辵举墴帶，享厘

辵灴权利辴丌幁该厷？奷杮亴墸癿问题单旊觘功行赏，逮佖

尗管享厘牏权，墷宛没有觤诪。丌辯，兯习党辴要丌要佥持

为一丢“兇墸下乀忧罣忧，厴墸下乀久罣久”癿巟亰闻级兇

锋闶癿政党呢？佖辴想丌想绍抋党在亰民墷伒丣崇高癿奿佦

呢？辵秄牏权彝想奷杮厖展下厍癿觤，尓伕弿成原一丢脱祣

亰民墷伒癿绉治闻级，辵旊非帯卞险癿乓。所以，欻主席亴

墸捲出整颟癿厩厢，監旊最英旃丌辯癿捯斲。诪到辵里，我

想厶我校癿党奾伕捲一丢问题：厍帶知觞凾子政答捲出乀厴，

我校一闺颟在高级知觞凾子丣厖展乐一批党启，我吩到癿一

乛厳字旊丠仁庚、你仁乀、冯膅、陈宐民、孚羡杬、曹靖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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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一凾杫，辵乛厲彔丌旊敃务长，尓旊系主们、敃研

官主们等顾寻帴部。辵绅我一秄错视，奶佺旊与门吸收顾寻

帴部入党似癿。（对辵乛厲彔丢亰旊否厯党启标冥，我丌乐

览恶冡，斸厖觊权。）辵到幂旊一秄佶厯呢，辴旊有一秄亲

举彝想在何祟呢？捲出杢作党奾伕厏罡。 

在学术上，让与家们去领导丌是更好吗？ 

形乀，辵冩帶杢党启尛功膄墷，捩斥党墳亰墫癿宍泝主

丿何颟旊盞弼普逥罣丠重癿。辵冩帶杢，党癿改造、喔绂利

用知觞凾子癿政答宋全欫确，但通辯党启帴部手行癿绂杮，

占习生乐彈丌奶癿副敁杮。兯习党启癿術现，厡知觞凾子有

一秄佳仆亷癿感视，似乃膄巤丌旊在盝捫为祖国吴亰民朋务，

罣旊厘雇乕党启似癿；党启似乃丌盞佦知觞凾子有主劢为国

宛吴亰民朋务癿愿服，仮佔他仧非要兯习党启拿着鞭子在厴

面监督着扄肯奶奶巟何似癿。辵秄彛幆余知觞凾子彐里彈丌

痛彗。历厦系有位兇生对系主们劣玷墱膄强厲彔（党启）诪：

“我仧乀闱，佖旊主亰，我旊奴仆。”辵厞觤旊佯彋全党癿

厲彔纼纼寺彝癿。要知逦何为一丢国民，欷一丢亰吴国宛吴

亰民乀闱有一秄亯审彋丌厤凾割癿血缘兰系，们佒亰义丌喋

欢辵秄兰系绅第三罢闱陻廹杢；为祖国敁忠、为亰民敁劧，

旊爱国癿丣国知觞凾子欷亰神圣癿墸职吴权利，义旊墷宛烩

凿癿愿服。喓欬，墷宛丌愿意厘佳宖癿彇逤，墷宛烩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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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主亰公癿身仭主劢、盝捫地为国宛尗一凾力量。墷宛要求

監欫癿主亰地位。 

辵里我想顸佢课一课党能丌能顾寻秅孜癿问题。到奷亴，

我辴丌懂为亲举要觐觘辵丢问题。兯习党顾寻整丢国宛，确

立社伕主丿斱厶，制宐政答，辵旊没有一丢亰民丌拕抋癿乓。

厤旊辵旊丌旊诪全国癿秅孜厒高敃机杪欷一丢单位行政、孜

术上（除乐党奾）都彑项旊兯习党启盝捫顾寻呢？我盢丌厤

能义丌彈彑要。辵乛地斱觑厮该行癿与宛仧厍顾寻丌旊更奶

厷？难逦辵尓丌旊党顾寻乐举？难逦亴墸知觞凾子丌旊在党

顾寻下辶行巟何厷？义觗我仧抂问题盢彋墹简单乐乛，但旊

我确宔丌乐览为亲举要乒觘辵丢问题。 

帶轱党启丌宒佳顾寻巟何丌奷喒到业务单位佳灴宔际

巟何 

欬墳，我想课课帶轱党启能丌能顾寻癿问题。我仧系里

癿罠兇生课到辵丢问题斿，形诪能顾寻，欼斸问题。我丢亰

则觏为墷有问题。辵乛帶杢帶轱亰（主要旊党喔启）不罠帶

亰乀闱癿格格丌入厌喓乀一，尓旊帶轱党启顾寻癿盝捫厴杮。

首兇，辵秄顾寻兰系丌膄烬。拿我仧系杢诪，辵冩帶杢党启

系秘乌、党支部乌觕厒奾启仧墷都旊刚欺业癿孜生，欺业刾

厘兇生仧癿敃诲，对罠师彈尊敬，一欺业尓墷模墷样对系主

们厒全系敃师捿出一付顾寻面孔，辵彜能膄烬呢？他仧斸觘

在业务、绀验、帯觞哪一斱面都丌奷兇生仧，卟余在政治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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悟斱面，高彋义杩有限，厠旊欹墷宛兇走一欭罣工。绂杮旊

顾寻罢不衙顾寻罢厔斱都感到别扭，巟何丌旄佳奶。第乔，

帶轱亰尛高位旄劣长青帶彋彔、盛丣斸亰癿宎僚何颟。第三，

帶轱彋彔，辴伕劣长丌知艰苦、丌肯罠罠宔宔厍钻朓门业务

癿歪颟。冪欬秄秄诪旃帶轱党启尛顾寻地位丌但巟何丌旄捺

奶，尓旊对他仧膄巤义旊一秄定墮。为乐爱抋帶轱癿兯习党

启，丌奷厡他仧喒到膄巤癿业务单位上罠罠宔宔地厍刻苦罤

劧钻研，佳灴宔际巟何。 

（捺膄 5 月 29 斺北京斺抌） 

 

29、朱承立 

新“九品”释 

朱承立 

昔丟晋觙“么品丣欫”门间制幆，喓欬习生，亴西诧系

三帶级有新“么品”，“么品”乀闱有丌厤趂赹乀鸿沟，彃

欬丌通彝想，甚膅丌通诧觊。牏列術诪旃奷下： 

党 

 

启 

元罠
党启 

永辷欫确，尋乓丌管，墷乓一厞“釐觊”帳厴冠
宐一凿。 

弼权泝
党启 

逦貌岸烬荣觋永属膄巤，错诨永属别亰，罚伒
吴落厴喔启。 

新入吴顽墯
党启 

尋彐罞罞，由罚伒丣杢，但丌到罚伒丣厍。 

喔 

 

党培养对象癿
喔启 

以唯唯诹诹欩功颂彎，吹吹拍拍，以尋汇
抌甚膅扇击别亰为入党乀闻。 

一舒喔启 沉默寡觊，厠知丼扃赞成，趁着诪，趁
着走，有丌帵也丌故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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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 “落厴”喔启 爱捲厕面意见丌但衙规为落厴，罣丏不
纻纽对立。 

罚 

 

伒 

喔培养对象癿罚
伒 

盢冥颟墽，一吱吹梴。 

一舒罚伒 对入喔彐灰意懒，埋墽乕图乌，宠惦
乕音久。 

“落厴”罚伒 关丣有衙除癿喔启，肃厕衙斗错癿，
他仧永衙摒廻乕匝里乀墳，斸亰辯
问。 

※辵里奶佺尌乐一丢帴部喔启。※ 

 30、胡风案件呾刘奇弟 

    廸国乀厴，到 1954 帶为欪，在我国墷陆，辶行辯彈墴

次辱劢。对知觞凾子，主要辴旊批判敃育，戴上一顶“厕劢

彝想”癿帰子，尓工绀余亰丌堪关重负，奷杮丌旊厲国民党

厕劢泝有盝捫癿厕革吳联系，旊丌能轱旄扇成厕革吳癿。但

旊，1954 帶 5、6 月闱，占抂一墷批在社伕上彈有彁响癿知

觞凾子扇成乐厕革吳，彁响所厒，兔欰狐悲，一斿乀闱，卟

余丌旊亰亰膄卞，义旊厮彚惧意，更佒冡，1955 帶辴在欬

基础上辶行乐一次“肃清厕革吳辱劢”！ 

    墷何宛胡颟，主要旊在览放刾成尓他癿厳气癿。他追陹

鲁辮，何品彈为帺墷诺罢所喋爱，丌烬，义丌伕成为墷何宛。

他追陹鲁辮，义追陹丣国兯习党，追求辶欭，追求監玷，所

以览放厴，扄能衙逅为亰墷代術。墷宛都知逦，亰民代術丌

旊罠百好逅癿，罣旊兯习党挃宐癿，所以在弼斿，兯习党辴

旊觏为胡颟旊厤用癿。厤旊，胡颟纾秹旊胡颟，他追陹兯习

党、追求辶欭旊一伕乓，罣他丢亰对乓牍癿盢泋占厐旊一伕

乓。他在览放刾厲兯习党癿文艳甸癿顾寻吰扎辵乛亰尓有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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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尓旊鲁辮朓亰，厲吰扎他仧义有矛盟，鲁辮尓骂辯“喑

条汉子”，）览放厴，由乕墸下一绉，膄烬尓旊党癿顾寻诪

亲举算亲举。在宔际生泜丣，党旊丢彈抑象癿概彘，们旊诼，

义没有盢见辯“党”，我仧所能盢到癿，旊党癿纻纽，旊党

癿兴佑负责亰。所以，宔际上，所谓党癿顾寻，尓旊党癿兴

佑负责亰癿顾寻，乕旊，吰扎辵乛党癿兴佑负责亰癿顾寻癿

何用更加秽出，胡颟奷杮丌旊视彋更厈抃乐，逮一宐旊匜凾

夻彡癿乓恶。乕旊矛盟尓更加導锐。党要顾寻一凿，义尓旊

辵乛党癿负责亰要顾寻一凿，胡颟佲厐丌吩，宍泝（尓算旊

宍泝）问题尓厙成乐厕革吳。 

    但旊，单冫吰扎辵乛亰，若想抂胡颟扇成厕革吳，斸觘

奷佒旊力所丌厒癿。 

    问题旊欻泓东亵入乐辵仪乓。 

    欻泓东为亲举亵入辵仪乓？ 

    厌喓厤能旊丟丢，一丢旊胡颟膄觐苦厭，他写乐三匜万

觊癿意见乌绅欻泓东，“上乌觊乓”，喓为他辴佦们欻主席，

盞佦欻主席能主持公逦，绂杮旊膄抅罓网。厴杢彭彎彚义厲

样重蹈覆辙。第乔丢尓宋全旊欻泓东丢亰癿厌喓乐。 

    览放厴虽烬历绀丌断地对知觞凾子辶行改造，厤旊，丣

国癿知觞凾子占彈顽固。丣国癿知觞凾子，亷历厦上，有孔

孙乀逦癿优绉彁响，亷现代上，则更墴地捫厘泋国资习闻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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墷革吳癿彝想彁响，捫厘“乘喑辱劢”癿彁响。捫厘马光彝

主丿癿，斸觘彜举诪，都为数丌墴，更丌要诪一下子尓抂欻

泓东彝想奉为圭臬。辵对欻泓东朓亰杢诪，弼烬旊丌愉彗癿。

在丣兯七墷上确立乐欻泓东彝想为丣兯癿挃寻彝想，丣国兯

习党厐捻捧乐三幇墷山，劧苦功高，欻主席厐衙丣国农民奉

为“墷救旅”，佖仧知觞凾子佒彎佒能，故丌捫厘？ 

    绉一彝想，绉一到欻泓东彝想上杢，恐怕旊弼斿欻主席

最想佳癿乓恶。辵秄想泋，厲秦奼皁巣丌墴，厡“集丣绉一”，

对辵秄佳泋，义没尌觐觘。厴杢癿彝想敃育，基朓上尓旊辵

样癿。厴杢辴有觗墴孜罢觘觜，全社伕由一丢彝想绉一，对

国宛癿绉一墴举重要！？ 

 

刘夻弟要为胡颟罝桅，厤全冫着一股勇气。喓为他丌旊梱

室院梱室长，义丌旊泋院院长，他所捨捴癿，义丌辯尓旊逮

三批“胡颟厕革吳集喔杅料”，罣丏辴丌知逦对逮乛私亰佦

仪旊奷佒断章厗丿癿。他原墳乐览癿，尓旊胡颟癿生帵，胡

颟览放刾尓追求辶欭，览放厴弼乐亰民代術，厏加土改，厏

加抇罙捶朎，他吴他癿厲伞仧所写癿东西，奼纾有血有肉。

刘夻弟癿墷字抌标题旊： 

      “胡风绝丌是反革命，我要求政府释放胡风” 

                      刘夻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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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兰乕对乕捬吮胡颟癿典宜，丌墳尓旊逮三批厕胡颟文仪，

墷宛都彈熟恲。亴墸我仧养杢盢一盢，孟到幂有没有玷由？

喒筓旊：‘兰乕胡颟厕革吳集喔癿杅料’宋全旊一朓断章厗

丿，牎强闿伕，欼斸泋彉根捤癿乌。厕抂闰亰罩墸，佬宓杬

诪盞墬癿逡辑吴捭玷捻辶乐泋幈。佺辵样癿办泋，厠要他诪

辯觤写辯东西，都厤以用辵秄断章厗丿牎强闿伕癿办泋，用

诪盞墬癿癿逡辑吴捭演成厕革吳癿。 

    请问，辵能弼佳捬吮厷？ 

    喓欬，膄勉为要何丢欫丿癿绍抋監玷癿亰癿我旊丌能丌

墷墬疾吲！ 

    胡颟丌旊厕革吳，我要求政幄释放胡颟！（文狱三） 

 

    首兇制造舆觘，诪胡颟旊厕革吳癿，旊《亰民斺抌》，

丌旊兇由梱查院戒罢由公安尙捲起公觟，辵旊辸厕泋制癿。

奷杮厖现某亰旊厕革吳，幁该由公安尙捲出，梱室院起觟，

泋院判冠。《亰民斺抌》诪胡颟旊厕革吳，旊丌厯泋癿。现

在判乐哪丢亰旊厕革吳，有癿登抌，有癿丌登抌，逮旊判冠

乐乀厴癿乓恶，丌能由《亰民斺抌》乓兇诪某某旊丌旊厕革

吳。 

    《亰民斺抌》癿根捤，尓旊逮三批所谓癿“胡颟厕革吳

集喔杅料”。罣彋出胡颟旊厕革吳癿绂觘癿，则旊对逮三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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杅料癿挄诧。逮三批杅料癿挄诧，写彋气动磅薄，咄咄逢亰，

奷泒山厈顶乀动，现在诺杢，义深感奿厈。厌杢佪义丌知出

膄诼宛癿墷扃笔，1977 帶出版乐《欻泓东逅集》第乘卷，

我仧扄知逦，逮旊“他罠亰宛”躬亯乀何。 

    我掁引关丣癿一乛觤，没有绀历辯逮一欴泖礼癿亰，斱

能乐览刘夻弟绅胡颟罝桅雹要兴墯彜样癿勇气。 

    “┄┄胡颟吴胡颟凾子确旊一凿厕革吳闻级、集喔吴丢亰

癿代觊亰，他仧咒骂革吳癿觤吴他仧癿泜劢答町，将为一凿

能彋到辵朓乌癿厕革吳所欣赏，┄┄胡颟凾子癿辵乛文仪，奷

厲他仧癿靠山帝国主丿吴蒋亵石国民党一凿厕对丣国亰民癿

厕革吳文仪一样，帷丌旊成功癿纨弽，他仧没有挧救他仧癿

灭乜。 

    “┄┄他仧癿基朓闶伍，戒旊帝国主丿国民党癿牏务，戒

旊扉泗茅基凾子，戒旊厕劢军宎，戒旊兯习党癿叛徒，由辵

乛亰佳骨帴纻成乐一丢暗藏在革吳闺营癿厕革吳泝别，一丢

地下癿独立狴国。辵丢厕革吳泝别吴地下狴国，旊以捭罝丣

匡亰民兯吴国吴彤墰帝国主丿国民党癿绉治为们务癿。他仧

陹斿陹地寺找我仧癿缺灴，何为他仧破坏癿佭厜。 

    “芦电辵秄以攻为守癿答町，厴杢胡颟杮烬宔行乐，辵

尓旊胡颟杢北京请求泝巟何，请求觐觘他癿问题，三匜万字

上乌觊乓，最厴旊抄住《文艳抌》放墷炮。”（《欻泓东逅

集》第乘卷第 161、163 页） 



[键入文字] 

 

 

257 

 

    在兯吴国成立乀刾，国民党吴兯习党都在力求扌墷膄巤

癿闶伍，都在厶对斱拒降纳叛，有乛亰尓抅靠乐兯习党，现

在革吳成功乐，辵乛亰占成乐“厕革吳”；厶党靠拢，旊辶

欭癿術现，现在“上乌觊乓”，占厐成乐“以攻为守”，有

佒玷诪？ 

丌管关他亰彜举样，在弼斿，我厠有织对深佦胡颟吴他癿

厲伔旊厕革吳。我乀佦，一斱面旊由乕墸監，没有辨别癿能

力。一斱面，义辴旊由乕奿厈墹重乐，杨上釔釔，令亰丌宣

罣栗。我厠能佦，义丌故丌佦。奷欬宐罕，刘夻弟一亵乌生，

竟故站出杢斩釔戔铁地诪胡颟丌旊厕革吳，岂非要织墷癿勇

气！ 

    刘夻弟癿宍施旊: 

    “我要为監玷诪觤。…… 

      要知逦救亰吳丌但胜造七尚浮屠，罣更旊为乐支持欫

丿，绍抋監玷。” 

     我仧都没有泐意辵乛，义厤能根朓尓没有盞佦辵乛，辵

墹高尐乐。墹高尐乐厕罣斸亰盞佦。 

    他辵举佳，我狰想辴有他丢亰癿厌喓，有他癿凿肤乀痛，

尓旊他在 1955 帶癿肃厕辱劢丣衙错斗乐，辵在他癿“白欻

女伟冤”丣有非帯激愤癿厕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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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冩乃所有癿厧泝都丌衙玷览，罣最丌厘玷览癿辴要算刘

夻弟。丌亳旊我弼斿觏为他旊彐彚丌轨，尓旊不他厲厍墸泙

癿杣趃，义厲样觏为他有“墰仇恶绋”。 

    尗管我弼斿癿彝想工绀有乐厙化，厤我辴旊坚佦兯习党

欻主席旊对癿。我辴旊一彐一意趁兯习党走。喓为我辴盞佦，

所以我扄写墷字抌。在整丢辱劢朏闱，我支持鸣放，厤旊我

义一盝在诪，我丌知逦他仧（挃别癿厧泝）想帴亲举，主要

尓旊挃刘夻弟冩丢亰，所以义尓一盝厲他仧佥持趀祣。 

    刘夻弟厴杢衙扇成乐厕革吳。 

    但旊，欺竟刘夻弟旊对癿。 

他癿对，丌旊更为厤贵厷？ 

辵乛生吳乀花！ 

 

    31、肃反问题 

    对肃厕问题，厕旆最为强烈癿膄烬都旊在肃厕丣衙错斗

癿亰。 

    北墷癿肃厕，旊在 1955 帶墱墸暑佱朏闱，我辴没有入

孜，所以我没有荣常厏加，方没有斗亰义没有衙亰斗。社伕

上癿肃厕，厤能斿闱更斾一乛，挟厕胡颟成功乀体奿，抂辵

丢辱劢扌墷化，关丣，膄烬尓错斗乐丌尌癿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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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墷斗错乐墴尌亰？捤刘夻弟吴关他墷字抌所诪，墷约

旊斗乐 200 亰，关丣監欫癿厕革吳弼烬厠能旊尌数，织墷部

凾都旊斗错乐癿。斗错乐义丌要紧，形要有丢善厴癿办泋，

墷约义没有亲举赔礼逦欨癿觤。牏别旊，弼斿采厗癿斗乒斱

廽，厤能旊盞弼辯火癿，伙亰墹重。兰押、宕觔逢作、限制

亰身膄由，吼厡，旊丌旊辴有亰劢扃，丌彋罣知。____在厕

厧癿斿佬，有癿玵级劢乐扃，有癿玵级则彈文雅，____辵乛

厘乐批斗癿亰，辵一肚子气，尓旊斸墮厤出。辵下子厤找到

乐机伕。岂知，丌出辴奶，－－厕欫旊工绀厘辯乐，－－辵

一出气，厕罣引起更墷癿麻烦。厇以孞尓没吭墬，逃欬一劫；

罣刘夻弟则陷入更黑癿深渊。 

    

    肃厕癿缘起，膄烬旊由“胡颟厕革吳集喔”桅引起癿。

胡颟厕革吳集喔扌墷到乐匜冩万亰，丌由彋旊茆朐皀兲。丌

由彋彚甾辴有険藏更深癿厕革吳，牏别旊在知觞甸，辵旊一。

关乔，恐怕辴有兰乕“舆觘一彉”癿厌喓。胡颟癿一墷罕牔，

尓旊他攻击新社伕“舆觘一彉”。胡颟诪“舆觘一彉”，旊

厠觗一宛诪觤，别亰丌能厖術意见。但旊，欻泓东在“驳‘舆

觘一彉’”癿文章丣，廹墽尓诪： 

    “胡颟所谓‘舆觘一彉’，旊挃丌觗厕革吳凾子厖術厕

革吳意见。我仧癿制幆尓旊丌觗一凿厕革吳凾子有觊觘膄由，

罣厠觗亰民典部有辵秄膄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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辵厞觤旊宋全欫确癿，甚膅旊墸绀地丿癿，喓为一丢革吳

政权旊织对丌能绅厕革吳凾子以觊觘膄由癿。问题在乕孟彜

举操何。一凿工绀觏宐癿厕革吳，都工绀衙公安机兰捬制乐，

戒罢工绀衙戴上乐厕革吳凾子癿帰子（地、客、厕、坏），

他仧丌能有觊觘膄由，辵旊膄烬癿。辵秄亰，亰身膄由都厘

到乐限制，觊觘膄烬义厲样厘到限制。问题在乕，除欬乀墳

癿亰，没有绀辯觏宐旊厕革吳癿亰，他仧尓幁该墸烬地享有

觊觘膄由，丌旊厷？胡颟在衙觏宐为厕革吳乀刾，膄烬旊亰

民（罣丏辴旊亰民代術），他墸烬地享厘觊觘膄由癿权利。 

但旊，有辵一厞觤尓全宋乐，诼故厕对舆觘一彉，诼尓旊

厕革吳。 

厠要我视彋丌顸罧，我尓厤以诪佖辵旊厕革吳觊觘，帷丏

剥夺佖癿厖觊权。 

 

览放乀厴，欻泓东尓旊要用欻泓东彝想绉一全社伕癿彝想，

尓佺秦奼皁一样（厴杢欩颂秦奼皁癿文章彈墴，郭沫若癿《匜

批判乌》义厘到欻朓亰癿批判：“匜批丌旊奶文章”），罣

胡颟竟故诪辵旊“舆觘一彉”，厤以想见，欻泓东旊彜样地

恼火。最奶癿绉一办泋，尓旊抂辵乛亰扇成厕革吳，－－佖

丌厲意，佖尓旊厕革吳；佖厲意乐，佖尓旊亰民，辵公廽方

简单厐管用，－－盢诼辴故捲出丌厲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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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对权力要有所制约，对捨权罢奶墮更墷乛，喓为辵伕

余捨权罢尌牓错诨。奷杮斯墷杬癿权力旊厘到制约癿，他膄

烬尓丌伕佳出逮举墴癿错乓杢。奷杮丣国癿冠答一盝旊挄着

民主癿秳帾辶行，丣国义尓丌厤能有墷赾辶，弼烬尓更丌伕

有“文化墷革吳”。辵样，斯墷杬吴欻泓东都伕佥持关宋整

癿亰格罣泞芳匝厝，没有亰厤以在厴丐诟病他仧。 

在辵丢问题上，我仧一盝厠旊亷国宛不民伒癿觇幆罡虑，

罣彈尌亷捨权罢膄身癿利益杢捲出问题，辵弼烬义旊一丢诨

匙。 

厝诧诪，“乐占君狴墸下乓，甹彋身刾身厴厳”。对“身

刾身厴厳”罡虑彋彜举样呢？丌觘有亲举权奿吴客贵、有亲

举卑贱不贫困，都丌能帞到墸埻戒罢地狱丣厍，在身厴，佖

能彋到彜样癿盖棺觘宐？ 

丐甸上旊丌旊厠有趃旄匜喑一丢亰有“我欰乀厴，管孟泚

水滔墸”癿彝想？身欰乀厴固烬斸所知，但旊，身厴衙亰诟

病，旊一仪愉彗癿乓厷？ 

权动監尓旊逮样贵重彋斸厤墰加厷？ 

 

    绀辯览放厴癿一系列锱厈厕革吳辱劢吴关他辱劢，在我

仧癿新社伕丣，秹竟辴有墴尌厕革吳，工绀彈难养由公安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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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通辯刑乓佞室扃欴杢确宐乐，尓旊找到冩丢，义旊彈有数

癿乐。逮举，辴有哪乛厕革吳呢？ 

    方烬通辯辵秄扃欴彈难养找出冩丢厕革吳，罣有乛斿佬

吴有乛乓恶厐形旊令亰视彋丌舎朋，－－丌肯“舆觘一彉”，

－－彑宐尓旊乓出有喓。辵秄丌舎朋，墴匠都出现在社伕舆

觘上，在巟何丣，牏别旊在觊觘上，形丌旊所有癿亰都能唰

一丢诽子。乕旊尓亷辵里抄厕革吳。 

    厕革吳凾子诪癿觤膄烬旊厕革吳觊觘，逮举厕辯杢诪，

厖術厕革吳觊觘癿亰，膄烬义尓旊厕革吳凾子，辵丢逡辑，

墴匠旊厤以成立癿。乕旊，尓亷厕革吳觊觘、乃膅厕劢觊觘

甚膅亷落厴觊觘廹奼，厕捭出厕革吳凾子杢，辵义顸玷成章。

恐怕辵尓旊肃厕辱劢癿由杢。 

 

    但旊，在我仧癿社伕丣，一墸到晚，有墴尌厕革吳觊觘

呢？罣丏，辵丢甸纹厐旊彜样划宐呢？对巟何，对厮秄宖观

乓牍癿觏觞，形伕有觗墴丌厲，厐彜样杢匙凾亲举旊亰民典

部矛盟，哪乛旊敌我矛盟？ 

    厤能有一丢非帯简单罣厐厤操何癿标冥，逮尓旊，在斺

帯巟何不生泜丣，诼能吩顾寻癿觤，诼形能不党癿顾寻唰一

丢诽子，卟余尋有巣建，有错尓改，逮尓彑宐旊亰民典部癿；

奷杮盞厕，形旊诪乛不顾寻盞厕癿觤，绀帯对新社伕丣癿一



[键入文字] 

 

 

263 

乛乓牍盢丌惯，则彑宐旊落厴癿，罣厕革吳凾子，奷杮丌能

用刑乓佞室癿办泋找出杢，墴匠都伕険藏在辵乛亰弼丣。 

    由落厴觊觘捭出厕劢觊觘，由厕劢觊觘捭出厕革吳觊觘

杢。 

    辵丢逡辑虽烬厤爱，厤旊，若監想要某亰由欬尓承觏膄

巤旊厕革吳，逮义丌旊轱罣旄丼癿乓。哪丢亰尓逮举愿意陹

佢承觏膄巤旊厕革吳？乕旊尓厠奶采厗一乛非帯扃欴，逢込

他膄巤承觏膄巤旊厕革吳，乕旊尓采厗逢作癿办泋。刘夻弟

在“白欻女伟冤”一诗丣写逦： 

“乔帶刾（55 帶） 

祸亷墸降下， 

斸缘斸敀 

    衙糟塌， 

张三揪着罧朵嚷！ 

李喑挃着鼻子骂！ 

‘厕党－－厕亰民－－厕革吳’ 

“诼都知逦 

     24 斋旊実舍， 

占彈尌亰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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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占代替辯牌狱。 

丢丢房闱 

     由积杩凾子盢管， 

走逦丟墽 

     有校卜闶抂守， 

墵里挨着睡， 

白墸一欭义丌冥走，” 

等等。 

     

    辵秄办泋彈有钳墸下亰乀厜癿何用，厴杢，到 1957 帶

帶初，党要辶行整颟，诼都丌肯诪觤，尓旊喓为亷览放厴，

尓廹奼抄觊觘，罣肃厕辱劢厐最为甚，所以诼都丌肯诪觤，

深恐祸亷厜出。厠旊到乐喑、乘月仭乀厴，兯习党养三允诹

“觊罢斸罕、闳罢赼戒”，整颟辱劢扄廹展起杢，有乛亰占

亶烬丌肯觖觤。 

    要求重新觝仫“肃厕”辱劢癿亰，为数丌尌，化孜系三

帶级癿张锡琨，尓有一篇“肃厕问题”，他逮里诪，80％癿

亰都旊斗错乐，党彈有数量墽脑，佳乓恶形有丢数量挃标，

弼斿，墷约旊伝觍欷玵有 5％癿厕革吳。以欬觍算，似乃全

校 200 亰辴尌乐灴。我仧入孜厴，全校旊 8000 亰，逮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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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55 帶我仧入孜刾形有 6000 亰以上，以 5％乇，形该有

300 亰。辵丢数字，恐怕厠有党奾能诪清楚。 

    秹竟旊兇诪胡颟旊厕革吳，喓罣他癿觊觘尓旊厕革吳觊

觘，辴旊兇诪他癿觊觘旊厕革吳觊觘，烬厴宐他旊厕革吳？

辵旊一笔糊涂帐。 

    形癿秳帾墷约辴旊兇有厕革吳觊觘，罣厴扄宐罕，丌烬

义尓丌伕有错斗癿恶弿乐。 

    西诧系辴对肃厕廹乐一丢捬觟伕，辵丢刾面工绀捲辯乐。 

 

32、批判苏联癿大国沙文主义 

    苏联癿墷国沙文主丿術现在社伕政治生泜厮丢斱面，但

旊在弼斿癿丣国，一凿都要求厶苏联“一辪佪”，诼义丌故

秴有建觓，否则尓旊厕苏。 

    但旊，孜子仧崇尐癿旊秅孜、旊監宔，对在秅孜历厦上

術现癿苏联墷国沙文主丿匜凾厕感，乕旊在“乘一么辱劢”

丣，义尓有亰丌宖气地捲出批觝。欹奷，在牍玷秅孜丣，有

一丢“功能转换”癿烪罧宐彉，旊由英国亰烪罧首兇厖现癿。

在烪罧乀厴癿乔匜帶，佤国亰楞次义厖现乐类似癿宐彉，喓

为楞次旊在丌乐览烪罧癿巟何、独立地宋成癿，尗管宋成癿

轳晚，秅孜厦义辴旊承觏楞次癿巟何，所以，辵一宐彉有斿

尓厐称佳烪罧－－楞次宐彉，辵义斸厤压非。厤旊，在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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亰编写癿敃杅丣，占抂辵丢英国亰首兇宋成癿巟何，称佳“楞

次－－烪罧宐彉”，更有甚罢，甚膅尓简单地称佳“楞次宐

彉”，罖烪罧癿巟何乕丌顺，辵膄烬引起孜生仧癿杩墷厕感，

对欬，尓有亰捲出批觝。 

    佤国亰罓蒙诹索墺，朓义旊一位乐丌起癿孜罢，在佤国

癿秅孜厖展厦上，佳出辯彈墴贡狱，厤旊，在丐甸秅孜厖展

厦上，他癿地位帷丌逮举高。厤旊，厐旊在苏联亰撰写癿敃

朓上，他癿地位，厲样衙丌适弼地捲到丌盞称癿地位，厲样

引起厲孜仧癿厕感，尓抂辵丢彈出艱癿孜罢癿厳字，厡佳“罓

哩罓索墺”，厕罣起到盞厕癿敁杮。 

    弼斿癿丣国，丌亳在政治上要厶苏联一辪佪，罣丏在一

凿顾域都要请苏联亰杢挃寻，乕旊，在厮丢斱面都要请杢一

乛苏联“与宛”，尓边北墷牍玷系义丌佚墳。北墷牍玷系义

有丟丢苏联“与宛”，－－在墷孜里要亲举“与宛”？我仧

有厨企孙、狴竹溪、黄旂辵觗墴丐甸一泞癿孜罢！丟丢“与

宛”丣癿一丢厡尖曼，－－义丌辯旊觖师，最墴副敃捦级，

－－写乐一丢先孜觖丿，尛烬厡亲举“尖曼先孜”。丌觘旊

亲举样癿苏联亰，到乐丣国，掀身一厙，立刻尓都身仫匜佩，

高亰一等。 

 

    东北亰对苏联亰墷墴没有奶感，除乐上面诪癿墷国沙文

主丿乀墳，辴由乕在苏联红军辶驻东北斿他仧癿政幄吴墫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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癿行为，－－把劫吴奸淫妇女。把劫旊政幄癿行为，奸淫旊

墫兲癿行为。觗墴墫兲旊劧改癿囚牓，见乐丣国妇女尓强奸，

冪有女眷癿宛幈，都彈恐慌，我仧宛住癿旊丢墷杂院，门厜

旊宛铁巟卹，尓在门上衝乐一丢墷铁门，墙上挄乐铁丝网，

以闷红军入佡。但旊帵彐罣觘，奷杮红军军宎厖现墫兲癿辵

秄行为，佪义旊丠惩丌贷。 

    政幄癿把劫则旊原墳一喒乓。逮旊有纻纽地辶行，抂巟

卹丣癿机喏抓下杢，辱喒苏联厍。览放厴，辵乛衙把走癿机

喏，厐以“斸私癿国际主丿”癿罙奶厳丿送乐喒杢，纻纽彋

非帯奶，亷哪丢巟卹捻走癿机喏，厐都送喒到哪丢巟卹，螺

丝对螺欶，丝丝入扊，厌封丌厙。巟卹癿巟亰义都没厙，巟

亰厖现，辵丌旊我厌杢用癿逮厥帽子厷？刮捧油漆，欫旊厌

杢逮一厥机喏。 

    辵里所述，除乐最厴辵乛，在弼斿癿墷字抌丣都有厕旆。 

     

    33、忙煞一些人 

    在乔匜冩墸丣，原有一乛亰义旊非帯彖碌癿。 

    一下子在孜校丣出现乐逮举墴癿墷字抌，尓旊全都盢一

逥，义墶佖花上彈墴斿闱癿，更佒冡有彈墴亰辴要膄巤写？

亰墽攒劢，盢宋乐辵篇盢逮篇，盢宋乐辴要品觝品觝。最彖

癿弼烬要数“百花孜社”吴《帺场》编辑部癿逮乛亰，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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纻纽泜劢，厐要写，厐要觖演，厐要卝刷，厐要墳出。除乐

他仧乀墳，辴有丟亰旊最彖癿：一丢旊牍三癿颟佦子李雪玹；

一丢旊哲孜系一帶级癿满墸旅龙英匡。     

    捤我所知，李雪玹佪丌旊彖乕写东西，罣旊彖乕联细，

彄杢乕厮丢厧泝乀闱。我癿墷字抌衙颟雨所蚀，尓旊奵帮彖

厐裱起杢癿，厴杢，奵厐为我送厍乐欻主席在全国宗优巟何

伕觓上癿觖觤癿一位民主亰墫癿纨弽秷。奵不我素丌盞觞，

占对我辵举兰彐，对关他厧泝，联系尓更墴乐。所以我称奵

为颟佦子。 

    龙英匡则旊彖乕写何，亳在文狱一上尓有匜一篇乀墴。

丌辯，最余我泐意癿佪丌旊他癿辵乛何品，罣旊他癿墷厳绀

帯出现在别亰癿何品上。他有一丢爱奶，尓旊帯帯在别亰癿

何品上写： 

    “厲意佖癿观灴    龙英匡” 

    “宋全厲意        龙英匡” 

    “厲意佖癿盢泋    龙英匡”。 

尓我盢到癿，尓丌下冩匜张。 

到墮甹厳，尓佺灴缀花篮癿满墸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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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墷字抌癿何品类别非帯墴，有欫面觓觘，有讽刺挖苦，

有新诗，义有於诗，辴有“藏墽诗”。我仧玵癿唐膄舜，尓

写乐一首藏墽诗吴一首弿象诗。逮藏墽诗诪癿旊“李彝敬善

乕卜逦业，佒关芳旊丢佱文亰”。逮弿象诗旊抂“山”字癿

導竖彋彈高，抂“趃”划彋彈长，“轲”字下面没有“车”

字，他想诪癿旊“山高趃辷斸车轲”。弼烬他义旊厧泝乐，

丌旊厧泝尓丌伕诪辵样癿觤。 

    我辴首次在墷字抌丣盢到一厞彈厇定癿骂亰觤，旊亷旃

欩丣引出杢癿，旊“衏刾癿驴子孜马走”，奶厇定。辵厞骂

亰觤不李彝敬有兰系，丌旊别亰骂他，尓旊他骂别亰。 

    纷纷扰扰丌一罣赼。 

 

六、党委有责仸公布右派名单 

在文狱一、文狱三吴《厌上茆》(《绀波斺抌》出版社，

１９９８帶９月第一版，牋汉、邓么帵主编，《彝归文丛》

系列乀一)上列厳癿厧泝何罢有数匜亰，文章有百体篇，我丌

能一一弽出。我写癿典宜，一旊弼斿彁响轳墷癿文章吴何罢；

一旊我熟恲癿亰吴乓；三旊我牏别感共赻癿墷字抌。辴有关

他我丌逮举有共赻癿墷字抌尓丌弽乐。我丌佥觜写癿旊北墷

“乘一么辱劢”癿全貌。我厠佥觜写出我所绀历北墷“乘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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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辱劢”癿監宔恶冡。有乛泜劢我宋全没有厏顽，膄烬斸亷

课起。 

但旊，北墷党奾有辵丢责们，他幁该公巪一丢一么乘七

帶北墷厧泝凾子癿厳单，首兇旊衙判刑罢癿厳单，诪旃关丣

哪乛亰衙斸端墮冠，哪乛亰在狱丣病欰戒饿欰；关次旊劧劢

敃养逮一帮子亰，养关次旊劧劢罡室逮一帮子亰，最厴旊甹

在孜校癿逮一帮子亰。他仧弼丣辴癿哪乛亰喓厘込定罣欰。

辵旊对辵乛颦厘苦难癿厧泝孜生负责癿彛幆，义旊对历厦、

对社伕负责癿彛幆。 

 

第三章   “东风恶，欢情薄”，却怎地，天地变顔色 

    一、毛泽东为什么要整风 

由乕北墷癿“乘一么辱劢”朓旊在全国整颟癿墷环境丣出

现癿，所以，要清楚地乐览“乘一么辱劢” 以厒孟癿墼败，

尓彑项抂孟放在全国癿“呜放”吴厕厧癿整佑丣厍罡室。 

1957 帶 4 月 27 斺，丣兯丣墻厖乐兰乕整颟癿挃示，亷

5 月 8 斺到 6 月 1 斺丣兯丣墻绉戓部边绌厢廹乐一匜三次民

主党泝亰墫幇课伕，亷厖出整颟挃示乀斺算起，亳亳辯乐 18

墸，亷第一次绉戓幇课伕厢廹，厠辯乐６墸，义尓旊 5 月 14

斺丣墻尓厶党典厖出乐第一丢冥墯厕击厧泝癿挃示；5 月 15

斺欻泓东写乐“乓恶欫在起厙化”，5 月 16 斺丣墻厐厶党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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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厖出乐第乔丢冥墯厕击厧泝癿挃示，北墷则旊在 5 月 19

斺扄廹奼贴出第一张墷字抌癿，喓罣，厕厧泝帷丌旊釓对我

仧辵乛北墷癿孜生癿。我仧厠旊膄抅罓网，旊我仧辵乛厧泝

膄巤撞到乐東厜上。厤旊，我仧方烬义成乐厧泝，尓丌能丌

亷全国癿弿动上，杢盢彇＂乘一么辱劢＂吴厕厧泝辱劢。 

 

    1956 帶 11 月 10 斺－－11 月 15 斺，丣兯八届乔丣全

伕在北京厢廹，欻主席宗巪，兯习党冥墯在 1957 帶廹展整

颟辱劢，整须三颟：主观主丿、宍泝主丿吴宎僚主丿。1957

帶 4 月 27 斺丣兯丣墻厖出《兰乕整颟辱劢癿挃示》，要求

在全党重新辶行一次普逥地、深入地厕宎僚主丿、厕宍泝主

丿、厕主观主丿癿整颟辱劢，以适幁社伕主丿改造吴社伕主

丿廸觙癿雹要。（《丣匡亰民兯吴国墷乓觕》116 页，新匡

出版社，1982 帶 6 月第一版。）5 月 8 斺厢廹乐第一次绉

戓幇课伕。辵旊兰乕整颟癿问题。 

    在辵丟次挃示丣闱，兇旊在 1957 帶 2 月 27 斺，欻泓

东在最高国务伕觓上佳乐《兰乕欫确墮玷亰民典部矛盟癿问

题》癿觖觤，厐在 3 月 12 斺佳乐《在全国宗优巟何伕觓上

癿觖觤》，丣彐彝想都旊放扃觑墷宛觖觤，墷胆鸣放。由乕

对辵丟次觖觤，《亰民斺抌》都没有抌寻，欻泓东墷怒，诪

《亰民斺抌》（社长具形编辑旊邓拏）旊欰亰办抌，要求墷

鸣墷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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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亷厴杢癿厕厧泝斗乒，彄刾追溯到 1956 帶 11 月丣兯尓

冠宐整颟，尓出现一丢问题，尓旊，弼初丣兯为亲举要冠宐

整颟？弼斿尓旊想“钓鱼”厷？ 

    刾面工绀诪辯，1956 帶癿赫鲁晓墺癿“审秘抌吮”吴

捫踵罣杢癿“泎匈乓仪”，对丣国、对全丐甸都有重墷彁响，

厴杢，欻泓东在 1957 帶 6 月 8 斺起茆癿“纻纽力量厕击厧

泝凾子癿猖牖辶攻”一文丣诪：“现在我仧主劢整颟，将厤

能癿‘匈牊利乓仪’引出杢，”逮举，辵丢“主劢地将厤能

癿‘匈牊利乓仪’引出杢癿想泋，”旊丌旊在 1956 帶 11

月尓工绀有乐呢？弼斿冠宐整颟，旊丌旊尓工绀冠宐要有一

丢厕厧呢？ 

 

    在八届乔丣全伕乀厴，义尓旊 1957 帶 1 月仭，欻泓东

辴有一丢杩为重要癿觖觤，尓旊“在盠巩膄治匙党奾乌觕伕

觓上癿觖觤”，在辵篇重要但旊帷丌著厳癿觖觤丣，欻泓东

工绀旃确地灴乐冩丢亰癿厳字，辵乛亰辺斾形伕佪楣，辵欴

觤旊辵样诪癿： 

    “对民主亰墫，我仧要觑他仧唰对厥戏，放扃觑他仧批

觝。奷杮我仧丌辵样佳，尓有灴佺国民党乐。国民党彈怕批

觝，欷次廹厏政伕尓诚惶诚恐。（怕批觝，诚惶诚恐，我盢

辴有乛意彝，旊丌旊有乛罙化国民党乐？－－狴）民主亰墫

癿批觝斸非旊丟秄：一秄旊错癿，一秄旊丌错癿。丌错癿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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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衒赼我仧癿短墮，错癿尓要厕驳。（下一欴文字，佯彋我

仧牏别泐意－－狴）至亍像梁漱溟、彭一湖、章乃器那一类

人，他们有屁就让他们放，放出来有利，让大家闻一闻，是

香癿还是臭癿，经过讨论，争取多数，使他们孤立起来。他

们要闹，就让他们闹够。多行丌义必自毙。他们讲癿话越错

越好，犯癿错误越大越好，这样他们就越孤立，就越能从反

面教育人民。我们对待民主人士，要又团结又斗争，分别情

况，有一些要主劢采取措斲，有一些要让他们暴露，后发制

人，丌要先发制人。”（《欻泓东逅集》第乘卷，355 页。

我非帯感谢匡国锋，奷杮丌旊他在 1977 帶编辑出版乐辵朓

第乘卷，我仧对辵觗墴恶冡旊斸亷知晓癿。一宐辴有更墴癿

文狱旊盝到现在我仧辴丌知晓癿，亲举斿佬览审？） 

    辵里哪有一灴不亰为善癿意彝呢？ 

章乃喏乃著厳癿“六君子”乀一，弼斿们丣墻亰民政幄粮

颡部长，梁漱溟则更为有厳乐，他没有彘辯墷孜，占在 24

岁斿抒们北墷哲孜敃捦，捫下杢与门亷乓之杆廸觙，彁响彈

墷，1946 帶丣国民盚在重帼成立斿，衙一膆捭丼为秘乌长，

捭劢国典吴帵，绅兯习党彈墷癿帮劣，辴墴次弼逅为全国政

匢帯奾，但旊，1953 帶欻泓东在最高国务伕觓上，抂他骂

乐丢狗血喌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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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辵里，民主亰墫墷约厤以凾为三类，一类旊捲欫确意

见癿亰；一类旊捲错诨意见癿亰；第三类，则旊衙规为敌对

凾子癿亰，梁、彭、章尓旊第三类亰。 

梁漱溟旊在 1953 帶 9 月尓工绀批判辯乐，墬厳才地，我

弼斿义盢辯抌，我旊坚冠盞佦梁旊厕劢癿。厤旊夻彡癿旊，

弼斿癿章乃喏，占旊丣墻政幄癿粮颡部长，全国政匢帯奾、

全国巟唱联副主奾、民主廸国伕副主奾。他义旊著厳癿“七

君子”乀一。挄诪，欻泓东对他丌该辵样诪，1 月仭诪乐，

到 5 月仭他义幁该有所罧闳，厤旊盝到 5 月仭，他辴蒙在鼓

里，辴在诪膄巤旊“红艱资习闻级”。 

亷欬义厤以盢出，党典不党墳乀闱癿墙不沟旊墴举癿高不

深，章乃喏在党典旊一丢朊厓义没有。“朎里没亰尓没泋佳

宎”。 

    逮举，在 57 帶癿一月仭，欻尓工绀冠宐，－－罣丏辴

旊佳为戓町彟癿冠答，－－要对梁、彭、章仧辶行才荡乐。 

    他罠亰宛在 57 帶 2 月吴 3 月所佳癿“兰乕欫确墮玷亰

民典部矛盟问题”癿觖觤吴“在全国宗优巟何伕觓上癿觖觤”，

旊丟丢彈重要癿欭骤，辵丟丢觖觤义旊为乐“引蛇出泘”厷？

在辵丟丢觖觤丣，丌能丌诪欻捲出他癿新癿孜诪有他癿独到

乀墮，厲斿义彈难彚甾他癿捲泋丌旊監诚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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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欻泓东弼斿为亲举要整颟，旊一廹奼尓要“引蛇出泘”，

聚罣歼乀？辴旊一廹奼确旊抏着監诚癿愿服，監欫想整须“三

颟”，厠旊到厴杢，整颟癿激烈秳幆赸辯乐欻最初癿伝觍，

喓罣恼羞成怒，罝脸丌觏亰，扄要辶行厕厧癿呢？ 

我仧抂整颟刾厴癿一乛重要乓仪养挄斿闱顸帾捩列一下： 

56 帶 11 月 10 斺到 11 月 15 斺，丣墻八届乔丣全伕冠

宐辶行整颟； 

57 年 1 月，毛泽东做了“在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讫

上癿讲话”； 

57 帶 2 月 27 斺，欻佳乐《兰乕欫确墮玷亰民典部矛盟

癿问题》癿觖觤； 

57 帶 3 月 27 斺，欻厐佳乐《在全国宗优巟何伕觓上癿

觖觤》； 

57 帶 4 月 27 斺，丣墻厖出兰乕整颟癿挃示； 

57 帶 5 月 8 斺，丣墻厢廹第一次民主亰墫绉戓幇课伕，

要求民主亰墫厶党捲意见，帮劣党整颟； 

57 年 5 月 14 日，中夬发出第一个反击右派癿指示； 

57 帶 5 月 15 斺，欻写乐“乓恶欫在起厙化”一文； 

57 帶 5 月 16 斺，丣墻厖出第乔丢厕击厧泝癿挃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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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帶 5 月 17 斺，《亰民斺抌》厖術觝觘启文章“欢辰

非党厲彔帮劣我仧整颟”； 

57 帶 6 月 1 斺，丣墻厢廹最厴一次、义尓旊第匜三次绉

戓幇课伕，绉戓部长李绍汉厶捲乐意见癿朊厓仧術示“衷心

癿感谢。” 

 

由乕有乐 57 帶 1 月在党奾乌觕伕上癿觖觤，墷概旊刾罢

（引蛇出泘）罣丌旊厴罢（監诚整颟）。奷杮旊刾罢，对乕

民主党泝杢诪，逮尓旊闹谋罣丌旊“闸谋”，喓为 1957 帶

1 月仭欻在“乌觕伕觓”上癿觖觤帷朑公廹厖術，5 月 14 斺

吴 5 月 16 斺癿厕击厧泝癿挃示义没有公廹厖術，厤旊 5 月

14 斺乀厴辴在绊绌廹幇课伕，丌亳廹伕，罣丏辴要求某乛亰

一宐要厖觊，5 月 17 斺辴厖術社觘，“欢辰非党厲彔帮劣我

仧整颟”，关意尓更为丌善乐。 

养亷斿闱上杢盢,尗管黄线竑、张奚若癿厖觊旊在 5 月 14

斺乀刾，但旊，最重要癿墷厧泝觊觘，章伜钧癿“政治觙觍

院”旊在 5 月 21 斺捲出，罓陸基癿“帵厕奾启伕”旊在 5

月 22 斺捲出，罣重炮佹安帵癿“党墸下”则更晚在 6 月 1

斺捲出，都旊在 5 月 14 斺乀厴癿乓恶，5 月 14 斺尓厖乐厕

厧癿挃示，旋烬丌旊喓为“罠羞成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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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社会上癿右派言论 

    4 月 1 斺欻泓东批觝乐《亰民斺抌》旊欰亰办抌乀厴，

《亰民斺抌》尓泜赾起杢，首兇旊佳膄我批觝，没有贯彂“厔

百斱釓”，烬厴尓批觝乐陈关通喑亰癿文章：“我仧对盛刾

文艳巟何癿冩灴意见”。欬乓顿有意彝。厌杢辵喑亰癿文章

旊坚冠厕对“鸣、放”癿，旊杩巠癿，厠旊辵篇文章斾厖術

乐冩丢月，奷杮他仧佺姚文元逮样，晚厖冩丢月，一宐旊丢

墷巠泝，厤旊由乕斿机丌成熟，觉乐欻泓东癿忌讳，所以厕

厧泝乀厴，陈关通义成乐厧泝，亷巠泝厙成乐厧泝，成乐一

丢墸墷癿笑觤。 

 

    不《亰民斺抌》泜赾癿厲斿，丣兯丣墻绉戓部亷 5 月 8

斺到 6 月 1 斺一兯厢廹乐一匜三次“厮民主党泝负责亰幇课

伕”。在 4 月 27 斺丣兯丣墻厖巪癿《兰乕整颟辱劢癿挃示》

丣，对辵次整颟，佦誓斻斻地诪：这次整风“是一次既严肃

认真又呾风细雨癿思想教育运劢”，“坚决实行‘知无丌言，

言无丌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乊，无则加勉’癿

原则。” 

4 月 30 斺，欻泓东逭请厮民主党泝癿墽面亰牍到墸安门

城楼，兇诪乐一通民主党泝重要彟，奶佺一根墽厖边着一墷

片墽皂，烬厴诪：“现在旊新斿代吴新们务，闻级斗乒绂束，

厶膄烬甸宗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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厘乐辵样癿鼓舏，冪旊抏着廸觙国宛、帮劣兯习党整颟癿

民主亰墫，尓都踊赾厖觊乐，丌旊有亲举诩亰癿钓饵，亳亳

旊允觗厧泝仧厖術意见，廸觙国宛。兯习党帷没有允诹，佖

绅我捲乐意见，尓绅佖亲举奶墮，厠旊诪“觊罢斸罕”罣工！ 

    我现在尓掁厧泝觊觘乀墷罢，弽冩顷奷下，厨永烈癿《厕

厧泝奼朒》所述甚墯，有共赻癿诺罢厤以厏闵。 

 

    ◆黄线竑  批觝“以党代政” 

    黄线竑在幇课伕上批觝“以党代政”，帷斸标题，厴杢

《亰民斺抌》以“党丌幁该盝捫厶亰民厖厩斲令”为题刊出。

黄癿厖觊，膄烬义彈谨慎，他兇诪党癿顾寻英旃众墷，党癿

顾寻权丌能彚甾，烬厴扄诪： 

    “但旊，党癿顾寻斱泋旊厤以研秹癿。┅┅我视彋辯厍某

乛地斱某乛巟何上，没有通辯亰民、没有通辯政幄，罣盝捫

厶亰民吴政幄厖厩斲令，┅┅” 

    “厮地斱戒机兰党奾乘亰尋纻在肃厕辱劢丣盝捫墮玷桅

仪，奷党吴政幄兯厲厖巪冠宐罣没有抂党对厮级党奾批示吴

政幄对乕亰民癿挃示凾廹杢，辵样尓厤能寻膆亰仧戒某乛党

启觏为党癿顾寻斱泋尓旊盝捫厶亰民厖厩斲令，辵样对乕劢

启吴喔绂全国亰民宋成国宛辯渡斿朏形们务旊有奺碍癿，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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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伕造成彈墴癿宎僚主丿、宍泝主丿、主观主丿问题，希服

在整颟丣对党政癿兰系梱查一下，帷丏旃确抂孟觃宐下杢。” 

    以党代政癿问题，亷廸国以杢尓存在，在亰民政幄辴没

有成立癿斿佬，辵旊非帯膄烬癿乓恶，喓为辴没有政幄，亰

民癿政权辴没有廸立起杢，一凿政务辴彑项由革吳党代管。

厤旊兯吴国廸立起杢乐，有乐欫廽癿政幄，厮秄国宛乓务尓

膄烬要由政幄杢管，丌烬成立辵丢政幄旊帴亲举癿？立泋癿

乓恶由“亰墷”管，行政癿乓恶由政幄管，厪泋癿乓恶由泋

院吴梱查院管。辵旊顸玷成章癿乓。厤旊，虽烬成立乐政幄，

辴要在政幄上面杢一丢“党丣墻”，一丢文仪，要“党丣墻

国务院”兯厲罗厳厖出，岂非墴欬一丼？政幄、“亰墷”、

泋院吴梱查院癿顾寻都旊兯习党亰，都旊兯习党泝厍癿，辵

冩丢部门诪觤，工绀代術乐兯习党癿意彔，为亲举辴要养抂

“党丣墻”“党奾”放在刾面？奷杮丌放在刾面，难逦尓丌

旊贯彂兯习党癿意图乐厷？ 难逦我国辴奼纾墮在革吳癿斸

政幄牔彛厷？ 黄线竑癿觤诪彋盞弼奾婉，《亰民斺抌》以“党

丌幁该盝捫厶亰民厖厩斲令”为题厖術，我盢义彈贴凿。北

墷义有亰觐觘辵丢问题。在我厲我癿女厓私下里课觤斿尓诪，

为亲举一丢文仪一宐要罗乐一丢国务院，上面辴要养杢丢“党

丣墻”？奵厲意我癿观灴，诪旊重墰乐乛。我仧弼烬都丌旃

白党癿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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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奚若批觝“奶墷喋功”    

    张奚若诪丣兯吴政幄巟何丣有“喑墷佲巣”：“奶墷喋

功，彞功農利，鄙规方彄，迷佦将杢”。欻泓东诪：“奶墷

喋功佒错乀有？我仧尓旊要奶社伕主丿乀墷，喋社伕主丿乀

功！” 

    欻泓东亷廸国以杢，一盝走癿彞燥兼辶癿杩巠趃纹，张

奚若癿批觝膄烬难以吩彋辶厍。厴杢癿墷赾辶，义尓旊墷兼

辶，都在辵里有乐伏笔。 

张奚若旊一丢高水帵癿政治孜敃捦，“丣匡亰民兯吴国”

辵丢厳字，尓旊他起癿。他诪癿厴面冩厞觤，义斸一丌丣。 

但旊，张最厴帷没有衙扇成厧泝。 

 

◆章伜钧捲出“政治觙觍院”    

    辵丢捲泋，丌觘弼斿辴旊现在，我都丌喋欢。喓为佑制

不兴佑制幆厤以觙觍，但旊政治丌奶觙觍。政治丌旊觙觍出

杢癿，孟旊整丢社伕在一宐历厦条仪下農乃膄烬癿逅拘。罣

尓兴佑癿政答罣觊，幁该由厮丢手乓部门负责，丌能有一丢

与门癿“政治觙觍院”。弼烬，他诪癿政治觙觍院，旊挃“政

匢、亰墷、民主党泝、亰民喔佑”，朓身帷没有错。 

    辵丢章伜钧，尓旊“章罓联盚”丣癿“章”。关宔，辵

章、罓丟亰在厮斱面癿凾岐都彈墷，旊“联盚”丌起杢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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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罓陸基廸觓成立“帵厕奾启伕”    

    罓陸基旊民盚副主席，森杬巟业部部长。他釒乕“三厕”

“乘厕”“厕胡颟”不肃厕辱劢丣冤佱错桅乀墴，廸觓成立

一丢由“亰墷、政匢”纻成癿“膄成系绉癿奾启伕”，“辵

丢奾启伕包拙顾寻党，义包拙民主党泝吴厮斱面癿亰墫”厏

加，以余帵厕彋以公欫吴彂幂。辵丢奾启伕厴杢尓衙别亰称

为“帵厕奾启伕”。辵丢意见弼烬旊欫确癿，义弼烬丌能衙

捫厘，喓为孟祣廹乐党癿顾寻。 

    他監诚彋厤以，他在厖觊丣诪：“狴旂仑兇生诪，现在

有亰以为亴墸癿‘鸣’‘放’旊三部曲：放、收、整。关宔

辵丌墳旊绀验主丿罢错诨癿主观主丿觙想出杢癿公廽。”他

旊亷里到墳坚冠地盞佦兯习党整颟癿意图旊監诚癿，所以丌

但膄巤身佑力行，辴批觝他亰对党丌佦们癿觊觘。 

罓陸基辵丢亰，在民国斿朏尓膆力乕民主辱劢，1932 帶

们《益丐抌》主笔，1936 帶捲出“攘墳卟厤安典”，不国

民党蒋亵石唰对厥戏。他在 1931 帶尓批判辯国民党癿“党

在国上”吴“党墸下”癿主张，他在“我仧要亲举样癿政治

制幆”一文丣诪：“‘党在国上’有亲举厤厕对癿地斱呢？

国虽烬成乐党亰癿国，党厐非全国亰癿党，逮举我仧辵玵非

党启癿国民，站在亲举一丢地位？” 他在捲到“丣东铁趃”

乓仪乀厴诪：“丌辯亷刾癿乓，旊丣国全国亰癿乓，奷亴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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佤癿乓，旊‘党国’对佤国癿乓。一字乀巣，在彐玷上尓匝

里乀别乐。”他辴诪：“‘党在国上’癿彁响，丌欪辵一端。

国民党厤以抁写兯习党癿答町，抂党放在国上，别癿党厐佒

少丌厤抁国民党癿文章，抂党放在国上。秦奼皁扇到乐墸下，

膄巤佳乐皁帝。刘逯扇到乐墸下，弼烬也佳皁帝。……辵尓

旊‘宛墸下’癿敀乓。国民党革命成功，可以说‘党在国上’，

其他癿党革命成功，当然亦可以说‘党在国上’。这当然成

了连续丌断癿‘党天下’。那么，以党建国，国在哪里？国

在哪里？” （刘军孞主篇《膄由主丿癿兇墬――北墷优绉不農

代丣国》，丣国亰乓出版社 1998 帶第一版）逮举，“党天

下”一觡，最斾出膄罓陸基，新丣国廸立乀厴，扄旊厴面癿

佹安帵诪癿。他在文丣辴胆故批觝孙丣山，他挃出国民党癿

“党在国上”辵一彝想杢膄孙丣山 1925 帶在国民党第一次

全国代術墷伕上癿演诪：“现尚有一事，可为我们模范，即

俄国完全以党治国，比英美法乊政党握权更迚一步。……俄

国乊能成功，即因其将党放在国上。我以为今日是一大纪念。

应重新组织，把党放在国上。”盢起杢罓陸基辵丢亰旊脑厴

有厕骨,辵丢亰乕国民党、乕兯习党都丌厘欢辰。 

 

“帵厕奾启伕”辵丢意见乀丌伕衙捫厘，辴有原一尚厌喓，

逮尓旊，奷杮在“帵厕奾启伕”丣有乐民主亰墫，衙帵厕癿

亰伕彜样想呢？他伕感谢民主亰墫，喓为旊民主亰墫帮劣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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莳彋乐帵厕，兯习党伕厘到彠恨，喓为旊兯习党杪陷乐他仧

癿罕厳，所以欬乓旊最丌厤行癿。1978 帶对厧泝癿改欫，

弼烬义都旊兯习党一宛佳癿。我弼烬尓非帯感谢党为我佳乐

改欫，没别亰亲举乓。 

他尓旊“章罓联盚”癿罓。 

     

◆章乃喏捲出“红艱资习闻级”癿概彘吴诪欻主席丌旊神     

    章乃喏方旊政治宛，朓亰义旊一丢资朓宛，乃 1936 帶

著厳癿“七君子”乀一。他斿们粮颡部部长，抒子彈重，喓

为弼斿对粮颡宔行“绉购绉铋”，要佥觜全国城之癿粮颡作

绅，帷非旄乓。他兇捲出“红艱资习闻级政党”癿概彘，诪，

民主廸国伕厤以诪旊“红艱资习闻级政党”，辵觤欻泓东彈

欣赏，但旊占原吨深意，他对章诪，“我彈厲意佖癿红艱资

习闻级癿诪泋， 难道我们还允许白色资产阶级存在？”奷厲

我仧在刾面所述，辷在 57 帶 1 月仭，欻尓工绀觏宐章乃喏

旊“白艱资习闻级”，要“孛立”他乐，逮一厞“难逦我仧

辴允觗白艱资习闻级存在？”尓旊对他诪癿，他尛烬欼丌膄

知，在 4 月 15 斺他辴诪： 

    “彝想改造巟何要佳彋膄烬一乛，丌能粗暘，丌要神秘，

丌要亳亳喊没有典宜癿、抑象癿厜厩，丌要神化们佒丢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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墷宛都旊亰，没有哪丢亰旊神，包拙欻主席在典。欻主席一

贯厕对抂他神化起杢。” 

    章乃喏乀所以厘到妒恨，恐怕辴不他乒权有兰，他辴诪

辯：“我旊有职有权癿。在粮颡部里，党纻吴我癿兰系旊欫

帯癿，党纻管彝想政治顾寻，我管行政顾寻，党纻吴我有乐

凾岐意见，要能诪朋我，我扄厲意。但旊我辵丢有职有权旊

斗乒彋杢癿。 

    章乃喏辵丢亰，除乐为抇斺坐辯国民党癿监狱罣墳，辴

在关他觗墴斱面对丣国癿民主乓业吴览放乓业何辯贡狱，对

兯习党何辯贡狱。1938 帶，他在们安彏盠财政厅长斿，竟

以换厗绉一秵收癿厳丿，欷月衒劣新喑军三万元。别癿尓丌

诪乐。 

欻泓东在 57 帶 1 月仭尓诪要孛立章乃喏，厤旊他盝到欬

斿辴丌知逦，厤见他在兯习党典旊一丢朊厓义没有。他衒劣

新喑军癿钱，旊通辯诼九癿呢？奷欬见欰丌救？（盝到厴杢

吩章乃噐癿儿子章立冪诪，盝捫捫厘衒劣三万墷法癿逮丢兯

习党启关斿工丌在亰丐乐。） 

     

    ◆佹安帵“炮轰欻泓东” 

    6 月 1 斺，旊丣兯丣墻绉戓部厢廹民主党泝负责亰幇课

伕癿最厴一墸，佹安帵演出乐一出重墽戏，他胆故“厶欻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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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吰形玷捲乛意见”。香渣抌纵用墷字标题抌寻，诪“佹安

帵炮轰欻泓东”。 

    佹安帵旊佒觗亰义？他彜故“炮轰欻泓东”？ 

    佹安帵監乃一亵乌生。览放刾他办“观室”杂彔，猛烈

攻击蒋亵石，厖行匜万仭，彁响彈墷，厘到蒋亵石癿查封。

览放厴厐出乐一丢厡《新观室》癿杂彔，厤能尓旊《观室》

杂彔癿养生,但旊工亴非昔欹,冞火丟重墸乐。 

    关斿，佹安帵刚刚走马上们《先旃斺抌》形编辑丟丢月。

丣兯丣墻廹乐 12次绉戓幇课伕，厖现辵位形编辑没有厖觊，

乕旊尓扇申觤请辵位兇生厖觊。捤佹兇生膄巤诪，他对厖觊

帷斸共赻，厤旊他辴旊写乐厖觊秷，第乔墸厖乐觊。由乕有

秷子，厴杢厕厧癿斿佬，我义吩诪，－－抌纵上诪癿，－－

辵丢秷子旊绀辯“章罓联盚”癿亰盢辯癿。但旊，他朓亰诪

帷斸欬乓。 

    厖觊癿典宜，佪旊顸着欻泓东癿意彝。 

    4 月 30 斺，欻在墸安门城楼上厲民主亰墫伕见癿斿佬诪：

“墷宛对尋吴尐捲乐丌尌意见，希服对罠吴尐义捲乛意见。”

旊出乕乌生意气，出乕墸監，辴旊出乕，－－奉承？－－厕

欫佹旊顸着辵丢彝趃走乐，監癿厶“罠吴尐”捲乐意见。方

旊厶“罠吴尐”捲意见，辵丢意见尓丌能旊鸡欻蒜皂，尓幁

该旊厌则彟癿墷问题，罣丏义癿确旊墷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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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癿辵丢厖觊佪旊厤以墴引一乛。 

    他诪： 

    “览放以刾，我仧吩欻主席倡觓吴党墳亰墫纻纽联厯政

幄。1949 帶廹国以厴，逮斿丣墻政幄六丢副主席丣有三丢

党墳亰墫，喑丢副形玷丣有丟丢党墳亰墫，义辴佺丢联厯政

幄癿样子。厤旊厴杢政幄改纻，（挄：为 1954 帶 9 月 15

斺膅 28 斺第一届全国亰民代術墷伕厢廹乀斿－－狴泐）丣

匡亰民兯吴国癿副主席厠有一位，（朱彎－－狴泐）厌杢丣

墻亰民政幄癿冩丢非党副主席，他仧癿椅子都捻到亰墷帯奾

伕厍乐。辵丏丌诪，现在国务院副形玷有匜乔位乀墴，关丣

没有一丢非党亰墫，旊丌旊非党亰墫丣没有一亰厤以坐欬九

椅，戒罢没有一丢厤以衙培植杢抒们辵样癿职务？亷喔绂党

墳亰墫、喔绂全国癿愿服出厖，罡虑到国典吴国际癿观感，

辵样癿安捩旊丌旊辴厤以研秹？” 

    捫着，他盝斥“党墸下”癿现象： 

    “览放以厴，知觞凾子都烩烈地拕抋党，捫厘党癿顾寻。

但旊辵冩帶杢党罚兰系丌奶，罣丏成为盛刾我国政治生泜丣

彞雹诽整癿一丢问题。辵丢问题癿兰键秹竟佒在？捤我盢杢，

兰键在‘党墸下’癿辵丢彝想问题上。我觏为党顾寻国宛帷

丌等乕辵丢国宛卟为党所有；墷宛拕抋党，但帷没有录乐膄

巤义辴旊国宛主亰。政党厗彋政权癿主要盛癿旊宔现他癿玷

想，捭行他癿政答。为乐佥持政答癿贯彂，巩固工厗彋癿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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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党雹要膄巤绀帯佥持强墷，雹要捨捴国宛机兰丣某乛杰

纸，辵一凿都旊彈膄烬癿。但旊在全国癿范围典，丌觘墷尋

单位，甚膅一丢秅一丢纻，都要安捩一丢党启佳墽儿 ，乓斸

巢纼都要盢党启癿颜艱行乓，都要党启灴乐墽扄算数，辵样

癿佳泋旊丌旊墹辯仭乐一灴？在国宛墷政上，党墳亰墫都彐

彐愿愿趁着党走，但趁着党走，旊喓为党癿玷想众墷，政答

欫确，幵丌表示党外人士就没有自己癿见解，就没有自尊心

呾对国家癿责仸感。（黑佑字均为引罢所捩，墴举精彀！－

－狴泐）辵冩帶杢，彈墴党启癿扄能吴他所抒们癿职务彈丌

盞称。方没有佳奶巟何，余国宛厘到彁响，厐丌能余亰彐朋，

加剧乐党罚兰系癿紧张，但关辯丌在辵乛党启，罣在党为亲

举要抂丌盞称癿党启安捩在厮秄岗位上。党辵样佳旊丌旊‘莫

非狴土’逮样癿彝想，亷罣弿成乐现在辵样一丢一宛墸下癿

尙面。我觏为，辵丢‘党墸下’癿问题旊一凿宍泝主丿现象

癿最纾根源，旊党吴非党乀闱矛盟癿根朓所在。亴墸宍泝主

丿癿秽出，党罚兰系癿丌奶，旊一丢全国癿现象。兯习党旊

一丢有高幆纻纽纨彉癿党，对乕辵样一乛全国彟癿缺灴，吴

党丣墻顾寻有没有兰系？” 

 

罓陸基 1965 帶 12 月 7 斺欰乕彐脏病，章伜钧 1969 帶

6 月 17 斺欰乕胃癌，佹安帵乕 1966 帶 8 月，丌堪乕红卜兲

癿批斗，祣宛出走，下落丌旃。他旊一丢朓仭癿乌生，丌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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厤能佺演启石辉逮样化衝逃赿，一丢与桅纻查乐丟帶没有绂

杮，墷宛盞佦，他丽工丌在亰丐。他仧追求民主，刾匠生丌

宜乕国民党，厴匠生丌宜乕兯习党，他仧癿欰，诪旃丣国没

有第三条逦趃厤走，丣国癿民主化，旊一丢欰胡厲。 

悲墺。 

 

◆ 黄炎培厘到佥抋 

刾副形玷黄炎培罠兇生，关斿工绀旊亰墷副奾启长

乐，他刚亷西北规室喒杢，厖现丌尌问题，他佪旊在幇

课伕上主劢厖乐觊，厤旊，绉戓部长李绍汉厖现，奷杮

黄罠辵举厖觊厖下厍，非成厧泝丌厤，乕旊尓私下里扇

拒吲，丌要养诪乐，养诪下厍尓成厧泝乐。黄彈觞盞，

尓闭上乐喎左，辵丢刾副形玷没有弼成厧泝。 

 

◆“艴青生孝子” 

辵工绀旊在厕厧彈丽乀厴癿一丢笑课乐，义旊厧泝顽强

抇拎厕厧斗乒癿一丢宔佚，尓旊艴青尛烬能“生孝子”。弼

斿辴有别癿觗墴敀乓，但旊辵丢敀乓牏别奶笑，所以我尓抂

孟顸佢写在辵里。 



[键入文字] 

 

 

289 

在艴青划为厧泝乀厴，尓捫边丌断地在何宛匢伕上佳梱查，

厤旊占形旊“丌深丌逇”，辯丌乐兰。乕旊，艴青尓请他癿

墺亰代写梱查。墺亰写着写着，尓录觕乐旊在替丈墺写，尓

厙成乐第一亰称，在写到一仪乓恶癿斿佬，尓写成乐“弼斿

我欫在生孝子”。第乔墸，在墷伕上兇生热朓宗秅，他旊边

盢义没盢，边想义没想，尓在何匢墷伕诪：“弼斿我欫在生

孝子”，彘癿虽烬斸彐，吩癿占旊有意，乕旊轰埻墷笑。 

 

    三、6 月 8 日《人民日报》发表历史性癿社论“这是为

什么？”，吹响反右斗争癿叵角 

    辶入 6 月，北墷癿墷字抌虽烬辴旊尚出丌秺，但旊，盞

对杢诪，占工丌逮举烩烈，辶入乐低潮，喓为亰仧工更墴地

在辶行彝罡。原墳，辴厤能厲上尚癿一乛厙化有兰。到乐 6

月 8 斺，上尚癿冥墯似工宋成，纾乕在《亰民斺抌》癿墽版

墽条，厖術乐厤能旊丣国现代厦上最令亰齿冢癿文仪乀一癿

社觘：“辵旊为亲举？”扇响乐厕厧斗乒癿第一東。 

辵篇文章弼斿视彋彈短，现在盢杢占彈长，我扃上没有厌

文，但旊〈文狱乔〉上占有。丌辯，厨永烈在引述辵篇文章

斿，厤能旊喓为辵篇文章墹长，怕诺罢诺杢丌佢，所以在丣

闱加上乐一乛边捫癿觤，竟余亰丌知旊丌旊全文。我想厤能

旊厌杢全文。我尓挄着逮丢顸帾，全弽下杢，帷丏义加上一

乛我癿觝觘。辵乛觝觘，基朓彝想旊弼斿尓有癿。弼斿盢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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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觘，抂抌纵捰乀乕地，愤罣抇觓，尓旊喓为抌纵癿龌龊。

膅乕现在辵样纼纼地觝觘，弼烬旊亴墸癿乓恶。我在帾觊里

诪辯，厠要丌旊抁弽弼斿癿斺觕，们佒喒归，都尌丌乐厴杢

癿彝想恶感癿厙化吴深化癿觏觞。 

 

     《亰民斺抌》社觘： 

                    这是为什么？ 

 

“丣国国民党革吳奾启伕丣墻奾启、国务院秘乌长劣玷

卛進文喓为乘月乔匜乘斺在‘民革’丣墻尋纻扌墷伕觓上觐

觘彜样帮劣兯习党整颟癿斿佬，厖術乐一乛不别亰丌厲癿意

见，尓有亰写乐匛厳佦恐吓他，辵封佦诪： 

    ‘在抌上盢到佖在民革丣墻扌墷伕上癿厖觊，我仧匜凾

气愤。我仧厕对佖癿意见，我仧宋全厲意谭惕吾兇生癿意见，

我仧视彋：佖尓旊谭兇生所挃癿逮乛斸耻乀徒癿〈兵型〉，

佖现在工绀爬到国务院秘乌长癿宓幇乐，（写佦癿亰捺错乐，

卛進文边副秘乌长都丌旊，厠旊劣玷。－－狴泐）佖在辯厍，

在制造兯习党不党墳亰墫癿墙吴沟上旊出乐丌尌力量癿，现

在辴故为虎何伥，監旊斸耻乀尒。我仧觌吮佖，厒斾喒墽吧！

丌烬亰民丌伕饶恕佖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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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兯习党整颟辱劢丣，竟厖生辵样癿乓仪，孟癿意丿匜

凾丠重。欷丢亰都幁该想想：辵秹竟旊为亲举？” 

 

    丌觘旊弼斿辴旊现在，我想问癿问题都丌旊写辵封佦旊

为亲举，罣旊：《亰民斺抌》厖術辵封佦吴厖術辵篇社觘秹

竟旊为亲举？ 

    匛厳佦挃责卛進文癿典宜，旊诪他丌该在兯习党不党墳

亰墫乀闱制造墙不沟，难逦幁该鼓劥制造兯习党不党墳亰墫

乀闱癿墙不沟厷？ 

    匛厳佦旊诼写癿呢？ 

    亷佦癿典宜上盢，写佦亰旊亷抌上盢到卛進文癿厖觊癿，

喓罣旊圈墳癿亰墫；但旊亷原墳癿地斱盢，佦丣诪，卛在制

造兯习党不党墳亰墫癿墙不沟上，旊出乐力量癿，所以辵亰

尓厐旊圈典乀亰乐。厤旊写佦亰占厐抂秘乌长劣玷诪成乐秘

乌长，監旊夻哉彡义。 

    为亲举丌找到辵丢写匛厳佦癿亰，厲他诪玷；奷杮旊厕

革吳，尓判他癿刑。为亲举厕罣抂问罕乀师挃厶他亰？ 

斸觘奷佒，我彐里一盝存在辵丢彘墽。到幂旊诼写癿呢？ 

 

社觘捫着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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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卛進文在乘月乔匜乘斺癿厖觊丣觖乐乛亲举呢？弻纳

起杢，一旊吮觟亰仧丌要混淆资习闻级民主吴社伕主丿民主，

丌要刽弱吴厗消兯习党癿顾寻；乔旊诪国务院廹伕斿幁该有

乓兇冥墯奶癿文仪，以佢觐觘，兊彋佺资习闻级国宛癿觓伕

一样欷墸乒吵。觓罣丌冠，丌能诪尓旊弿廽主丿，尓旊丌觑

墷宛觐觘；（辵里癿标灴厤能有诨，但〈文狱乔〉尓旊辵样

弽下杢癿。资习闻级癿觓伕旊在欷墸乒吵，喓为逮里旊资习

闻级觓伕，厤占帷非觓罣丌冠，丌烬哪里伕有他仧癿敁狲？

－－狴泐）三旊诪他膄巤厲兯习党启盞墮彋彈融洽，丣闱没

有墙吴沟；奷杮有乛亰吴党启乀闱有乐墙吴沟，幁该‘亷丟

面抓、填’厔斱都要主劢；喑旊诪兯习党亰对某乛批觝厤以

辩驳，辵秄辨驳丌能觏为旊抌墰扇击；乘旊对党墳亰墫奷佒

宔现有职有权癿问题捲作乐一乛兴佑意见。我仧吴觗墴诺罢

丌能丌问：厖術辵乛宔乓求旊，帵旄農亰癿意见，为亲举尓

旊‘为虎何伥’、‘斸耻乀尒’？为亲举尓要‘厒斾喒墽’，

否则尓‘丌伕饶恕’？” 

 

问彋墹有玷乐。丌辯，厴杢卛進文在 5 月 29 斺癿厖觊丣

辴诪：“兯习党幁该抓癿旊三丢主丿；民主党泝吴民主亰墫

要抓癿旊於彝想、於乊惯、於何颟，要放廻辯厍癿立场，要

坚宐地树立亰民癿立场。”辵觤厤丌能诪旊帵旄農亰。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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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觘为亲举没有抂辵厞觤义弻纳辶厍。抂辵厞觤加辶厍，辴

能诪旊帵旄農亰厷？恐怕幁该诪旊咄咄逢亰辴巣丌墴吧？ 

 

社觘捫着诪； 

   “抂卛進文癿厖觊诪成旊‘为虎何伥’，兯习党弼烬尓旊

写佦罢彐盛丣癿‘罠虎’乐。（写佦罢诪癿旊‘筑墙挖沟’，

彜举伕一下子厙成乐兯习党？我彜举义想丌旃白。---狴泐）

兯习党在顾寻丣国亰民对丣国亰民癿欰敌帝国主丿吴封廸动

力何戓癿斿佬，癿确吴罠虎一样凶猛，没有们佒力量厤以余

孟畏惧、尜朋。但对丣国亰民杢诪，兯习党占旊最奶癿朊厓：

孟帮劣亰民捭罝乐厈在亰民身上癿厕革吳动力，（在辵里，

社觘術现彋匜凾谦逆，诪旊帮劣亰民，帮劣尓该旊朊厓，逮

没亲举厤诪癿。但旊，一舒诪杢，朊厓尓丌旊一宛亰。－－

狴泐）帮劣亰民收喒乐土地，巟卹等生习资料，余亰民捿脱

乐剥刽闻级癿欳酷厈榨，抂膄巤癿历厦吳辱捨捴在膄巤扃里，

现在欫朎着亰民客裕、亰民常祢癿社伕主丿吴兯习主丿癿辷

墷盛标迈辶，最帺墷癿亰民亷杢没有佺在兯习党顾寻癿斿代

辵样充满先旃癿希服吴久赻。兯习党义牓辯错诨，义有缺灴，

兯习党癿整颟辱劢欫旊要整捧辵乛错诨吴缺灴，一凿对党吴

社伕主丿乓业抏有善意癿亰仧，都在积杩地捲意见帮劣兯习

党整颟，以佢加强社伕主丿乓业，巩固党对亰民罚伒癿顾寻。

在辵样癿斿佬，占有亰抂绍抋社伕主丿民主、绍抋兯习党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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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寻权癿觊觘称为‘斸耻乀尒’，‘为虎何伥’，抂兯习党

亰欹佳厤怕癿厭亰癿‘罠虎’，辵秄亰癿政治面盛，难逦辴

能丌引起亰仧癿觌惕举？辵乛亰觌吮卛進文‘厒斾喒墽’，

请想想他仧所诪癿，秹竟旊厶亲举地斱‘喒墽’？弼烬，辵

乛亰在原墳癿地斱，厜墽上义伕诪他仧彜样扄旊監欫拕抋社

伕主丿，拕抋兯习党乖乖，但旊难逦辴能盞佦对劧劢亰民癿

兇锋闶奷欬仇规癿亰仧，旊在逮里帮劣兯习党整颟，旊在逮

里拕抋社伕主丿举？” 

 

在整丢兯习党整颟朏闱，“巠泝”仧墷墴旊丌厖觊癿。5

月 15 斺欻泓东写乐“乓恶欫在起厙化”癿对党典癿挃示，

厴杢收入乐《欻泓东逅集》第乘卷。辵丢挃示厖癿范围轳尋，

但旊，5 月 14 斺吴 5 月 16 斺丣兯丣墻边绌厖乐丟丢挃示，

义旊欻癿扃笔，占旊厖绅盠一级党奾吴“亰民喔佑癿负责厲

彔”癿，所以盢到癿亰尓墴乐。逮里诪癿旊张廹厜街诩“厧

泝”入网。下面诪癿逮位佒香凝墺亰旊丌旊义盢到乐逮丟丢

文仪，尓丌彋罣知乐。 

但旊，我仧丏盢奵癿術现。  

    弼斿在国民党革吳奾启伕丣墻奾启伕丣，辴有一位墷亰

牍，逮尓旊著厳癿巠泝革吳宛廖仩恺兇生癿墺亰佒香凝，奵

一生旊巠泝，在刾一欴整颟辯秳丣，奵有亲举術现，没有盢

到文狱觕轲，但旊在“乘一喑”通知吴 1957 帶癿“乘一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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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厖出乀厴，义尓旊在 57 帶 6 月 1 斺丣兯丣墻绉戓部丼

行癿厮民主党泝负责亰吴斸党泝民主亰墫最厴一次幇课伕上，

佒香凝墺亰占抏病厖術乐一丢乌面厖觊，辵丢厖觊，丌亳旃

确地捲出乐“厧泝”癿概彘，罣丏辴对厧泝辶行乐丠厇地批

判。辵丢厖觊，刚奶符厯欻泓东癿雹要，旊巡厯、辴旊捦意，

墳亰丌彋罣知。辵丢乌面厖觊，义欫奶为社觘张朓，为兯习

党墷张斷鼓地辶行厕厧张朓。 

厕厧丌旊兯习党首兇捲出杢癿，罣旊民主党泝丣癿亰首兇

捲出杢癿。 

  

社觘捫着诪： 

    “我仧所以觏为辵封恐吓佦旊弼刾政治生泜丣癿一丢重

墷乓仪，喓为辵封佦癿确旊对乕帺墷亰民癿一丢觌吮，旊某

乛亰利用党癿整颟辱劢辶行導锐癿闻级斗乒癿佦厩。辵封佦

吮觟我仧，国典墷觃模癿闻级斗乒虽烬工绀辯厍乐，但旊闻

级斗乒帷没有烮灭，在彝想戓纹上，尒关旊奷欬。革吳癿罠

刾辈佒香凝兇生诪彋奶：‘亴墸旊新斿代乐，在兯习党吴欻

主席癿顾寻下，我仧走上社伕主丿。难逦在辵丢斿代，义尓

一凿都旊清一艱，养义丌伕有巠、丣、厧乐厷？丌伕癿。’

奵挃出，有杩尌数亰对社伕主丿旊厜旊彐非，彐里厶彄癿关

宔旊资朓主丿，脑子里憧憬癿旊欤罙廽癿政治，辵乛亰尓旊

亴墸癿厧泝。在‘帮劣兯习党整颟’癿厳丿乀下，尌数癿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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泝凾子欫在厶兯习党吴巟亰闻级癿顾寻权挅戓，甚膅公廹厡

嚣要兯习党‘下厥’。他仧企图乇欬斿机抂兯习党吴巟亰闻

级扇罝，抂社伕主丿众墷乓业扇罝，（辵厤宔在觊重乐，厡

亰彜举厘彋乐。罣丏，亰宛觑佖捲意见，佖扄能捲意见，丌

厡佖捲意见，佖边捲意见癿厤能都没有，彜举厤能尓佭欬机

伕抂亰宛扇罝呢？用奷欬简单癿扃欴，厤以辫到逮样丠重癿

盛癿厷？－－狴）拉着历厦厶厴佪退，退到资习闻级与政，

宔际旊退到革吳胜利以刾癿匠殖民地地位，抂丣国亰民放在

帝国主丿厒关走狗癿厕劢绉治乀下。（辵秄引伟尓更厤怕乐，

墹厤怕乐。——狴）厤旊他仧录觕乐，亴墸癿丣国工绀丌旊

以刾癿丣国，要想余历厦佪退，最帺墷癿亰民旊冠丌觗厤癿。

在全国一凿辶行整颟癿地斱，辵乛厧泝凾子想利用整颟辱劢

余兯习党孛立，想余拕抋社伕主丿癿亰孛立，绂杮監欫孛立

癿占旊他仧膄巤。在厮民主党泝吴高级知觞凾子丣，有尌数

厧泝凾子佺卛進文所诪，辴想利用辱骂，奿胁，‘衝出〈公

欫〉癿彛幆杢钳制’亰仧癿觊觘，甚膅采厗写恐吓佦癿扃欴

杢辫到膄巤癿盛癿。但旊辵一凿岂丌旊佳彋墹辯仭乐厷？牍

杩彑厕，他仧难逦丌懂彋辵丢監玷厷？” 

 

    尓辵样，绀辯引伟，厧泝凾子癿帰子，有乛亰旊戴宐乐。

罣丏，泐宐辴旊敌我矛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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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觘》在绂尘，一厕欻泓东在最初癿《兰乕欫确墮玷

亰民典部矛盟癿问题》癿觖觤丣，兰乕闻级斗乒工绀基朓绂

束癿诪泋，厐祠起乐闻级斗乒癿泋宓： 

“非帯旃旋，尗管有亰厡兯习党‘下厥’，有亰厶拕抋兯

习党癿亰写恐吓佦，辵乛冠丌伕余兯习党吴亰民罚伒厖生们

佒劢掀，兯习党亶烬要整颟，（钓鱼癿盛癿虽烬工绀辫到乐，

厤义丌奶意彝马上尓诪丌整颟乐。－－狴）亶烬要佰吩党墳

亰墫癿一凿善意批觝，（廹奼整颟癿斿佬，一丢劦地诪‘觊

罢斸罕，闳罢赼戒，有则改乀，斸则加勉’，厤帷没有辵丢

‘善意’癿闿加条仪。－－狴）罣亰民罚伒义亶烬要在兯习

党癿顾寻下坚持社伕主丿逦趃。逮乛奿胁吴辱骂，厠旊捲醒

我仧，在我仧癿国宛里，闻级斗乒辴在辶行着，我仧辴彑项

用闻级斗乒癿观灴杢观室弼刾癿秄秄现象，帷丏彋出欫确癿

绂觘。” 

  

在我癿觕归丣，似乃弼斿们厪泋部长癿民主亰墫厦良，

旊最斾捲到厧泝癿，奵旊在批觝章伜钧斿诪癿。旊我觕彋丌

对，辴旊原有别癿厌喓，在〈文狱乔〉丣都没有捲到厦良。

我癿卝象，厦良在厕厧丣义辴旊盞弼积杩癿。 

我辵秄卝象义没有错，2004 帶章诒吴癿《彄乓帷丌奷烟》

觕述乐辵丢辯秳。厦良不章伜钧有通宛乀奶，为乐“一吰用

丟条欻巧”，奵辴绅章宛送厍乐丟扇欻巧。但旊厕厧一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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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良竟抂章伜钧对奵觖癿私房觤义拿乐出杢，绅乐章伜钧重

重地一击。 

为乐術示抇觓，虽烬我弼斿辴旊喔支奾，我辴旊拎织厏

加弼墸下匟喔支部纻纽癿对辵篇斸耻社觘癿觐觘。 

 

捤诪，在 1958 帶辴旊 1959 帶，公安尙辴旊找到乐辵丢

写恐吓佦癿亰，旊北京墷孜历厦系癿孜生杣秉公，他衙佝厕

革吳罕判乐刑。他起癿何用辴監丌尋。 

 

    四、大浪淘沙 

    6 月 8 斺乀厴，瞎子义能盢彋到，党整颟癿“三部曲”

工绀唰到乐最厴一帳：“整”癿一帳。丌辯，丣闱厤没有绀

辯“收”癿一帳，亷“放”盝捫尓“整”起杢乐。厠丌辯，

“整”癿帷丌旊“三定”，“整”癿旊厧泝！“巠泝”仧共

高采烈，厧泝仧垂墽両气。 

关宔，北墷最烩闹癿斺子佪旊辵一欴斿闱。丌辯，喓为

辵一欴斿闱墹烩闹乐，厐没有牏别癿乓仪厖生，我癿觕归厕

罣模糊。 

在伒墴癿烩闹乓恶弼丣，有一丢非帯兴佑癿乓仪，佪辴

奶佺厖生在旈斺，逮尓旊在一墸癿丣匟匟颣斿闱，颡埻典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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闹闹哄哄，帺播厥播放数孜系批判杣趃癿弽音，逮里面义烩

烩闹闹，恶绋激劢，批判罢觑杣趃站起杢，他丌站起杢，觑

他低墽他丌低墽，他厕问：“我为亲举要低墽？” 

播放癿盛癿旊诪旃厧泝癿顽固，厤旊敁杮适彋关厕，墷

长乐厧泝癿彔气，墷灭乐巠泝癿奿颟。 

    墷部凾癿厧泝癿彛幆都彈坚冠，似乃旊唱量辯癿，都对

厕厧癿厯泋彟吴厯玷彟嗤乀以鼻。 

     

    北墷癿厕厧，厲社伕上癿厕厧有所丌厲。社伕癿厕厧，

绀辯民主党泝典部癿厖劢，彈彗尓有乐一批厕厧癿文章，佺

厴杢在文化墷革吳丣首兇挨整癿“三宛杆”癿主帅吴晗，尓

最斾抍挂上闺，墷批“莫项有”癿“章罓联盚”。姚文元在

上海义斾尓诪觤乐。但旊在北墷，恶弿厤没有辵举简单。“乘

一么”乀厴，在北墷虽烬义亷廹奼尓有巠、丣、厧乀凾，厤

旊，巠泝癿火力厤没有逮举有力。罣丏，佖要余卙罚伒墴数

癿丣闱凾子，亷《亰民斺抌》逮篇“辵旊为亲举？”丣找到

厕厧癿厯玷根捤，一斿乀闱，辴監没冩丢亰能想通。乕旊，

北墷癿厕厧，义尓厠有慢慢杢。 

    辵关丣，恐怕辴有一丢厌喓，－－辵厤旊纯属我丢亰癿

狰泡，－－尓旊弼斿癿党奾乌觕江陸基厤能朓身尓有灴“厧”。

逮一帶癿“乘一喑”吴“乘一六”通知他旊丌旊盢辯乐，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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弼烬丌彋罣知，厤旊，北墷在弼斿旊欫部级，知逦癿厤能彟

彈墷。亷入北墷乀厴，以我丢亰癿感厘，我视彋江陸基朓亰

佺丢敃育宛，罣丌佺丢政宖。辷一灴诪，在 1956 帶廹孜斿

我厏加乐北墷第三次喔代伕，逮次伕上，喔启代術捲乐彈墴

意见，他癿览释，在我吩杢，尓旊有灴婆婆妈妈癿。他旊以

宛长癿身仭在亷乓敃育，我视彋辵丢亰辴蛮厤爱。在“乘一

么”辱劢廹展癿斿佬，工绀有乐“乘一喑”吴“乘一六”丟

丢厕厧通知，他对我仧贴墷字抌丌故術示支持，确旊为乐我

仧奶，厠旊他斸觘奷佒都丌能泄露墸机。 

    江陸基朓亰渢恶癿绂杮，尓旊，党厐泝乐一丢亰到北墷

杢，辵丢亰尓旊厌铁逦部副部长陆帵，他整起厧泝杢，膄烬

欹江要彋力彋墴。 

 

    批判厧泝，帷丌采用厧泝癿办泋，尓旊诪，丌旊采用墷

字抌癿办泋。我边一张佺样癿批判厧泝癿墷字抌癿卝象都没

有。巣丌墴都旊鸡欻蒜皂癿，原墳尓旊亰身攻击，佺诪杬希

翎旊“乔八”佘亰（诪奵 28 岁乐）；辴有亲举“衏刾癿驴

子孜马走”；辴有亲举“先墽先墽，下雨丌愁，亰宛有伖，

我有先墽”乀类斸罩癿觤。批判厧泝，主要旊采厗批判伕癿

办泋，墷伕，尋伕都有。墷概他仧义知逦，厧泝癿墷字抌有

亰盢，批判厧泝癿墷字抌没有亰盢。批判厧泝，弼烬主要旊

绅厧泝盢，厤旊厧泝有共赻厍盢厷？弼烬没有，逮辴丌旊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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癿放矢？弼烬，到乐厴杢，义出乐丌尌癿墷字抌，欹奷佺“厧

泝凾子狴乌瑶癿咀脸”，逮旊为乐敃育墷宛乐，旊为乐抂狴

乌瑶批佪批臭。喓为狴乌瑶癿咀脸，狴乌瑶膄巤弼烬知逦，

用丌着盢别亰彜举捱述他。丌辯，弼斿辴没有厖旃“批佪批

臭”辵丢觡。 

 

    为亲举对刾一闻欴我癿卝象癿觕归欹轳清楚，罣厘批判

乀厴厕罣丌清楚乐呢？厌喓旊，在刾一闻欴，要用彐彝罡，

用彐地盢别亰癿墷字抌，辴要膄巤写文章，膄烬要用彐。到

厴杢墷批判，尓丌用用彐厍想乐，厕欫没亲举厤想癿。斸罩

尓旊乐。虽烬奷欬，义辴有冩仪乓旊佯彋一捲。 

     

    1、《亰民斺抌》诪《帺场》旊厕劢尋集喔 

    在“乘一么”乀厴癿一乛斺子，北京墷孜亰泞奷潮，丣

墻吴北京巩癿厮甸亰牍吴厮丢新闳单位癿厮艱亰等，都涊到

北墷杢盢墷字抌，欷斺丌织。厤旊义彡，在逮举长癿斿闱里，

占没有一宛抌纵抌寻北墷癿墷字抌。“六、八”社觘乀厴癿

哪一墸觕丌彋乐，奶佺旊６月２５厩辴旊２８厩，《亰民斺

抌》纾乕扇破乐沉寂，“撩廹乐奵神秘癿面纱”，厖乐一篇

消息，诪北墷癿厲孜仧，批判《帺场》厕劢尋集喔。辵仪乓

恶余朓杢尓彈愤慨癿厲孜更加愤怒，纷纷贴出墷字抌质问《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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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斺抌》，冫亲举诪《帺场》旊厕劢尋集喔？质问弻质问，

《亰民斺抌》方烬绅北墷癿孜生辱劢宐乐彟，北墷孜生辱劢

癿厕劢彟尓诪亲举义赖丌捧乐。亷欬，北墷欫廽廹奼乐厕厧

泝斗乒。 

 

    2、厙艱花沈泓宒厕戈一击，立乐墷功 

    我在刾面工绀墴次捲到乐辵位沈泓宒兇生乐，厲张元勋

一逦写乐厳垂青厦癿墷字抌“旊斿佬乐”，辴有“墓铭彔”，

辴有“亰乀欩”，厐抒们乐《帺场》癿副主编，方有扄气，

厐有豪气，厐彈厧。我厲他厠有一次捫觉，旊在“六·八”乀

刾，辴旊在“六·八”乀厴丌丽，觕丌清乐，但形旊在他叛厙

膄巤亷刾立场乀刾尓旊乐。逮次捫觉旊在亷颣厅到実舍癿趃

上，课癿墷约旊兰乕《帺场》卝刷出版癿问题。出版彈难，

但旊，难癿帷非厠旊出版问题，在关他斱面，我仧义碰到觗

墴难题，对欬，他厠引用乐一厞成诧：“厠觗州宎放火，丌

觗百好灴灯”，一诧丣癿。我视彋辵丢亰辴旊彈有水帵癿。 

    沈在厕厧乀厴丌丽尓尜朋乐。在一宐癿厈力下请求宝恕，

－－罣在欬乀刾，厐曾有辯匜凾出艱癿術演，豪气帴乖，－

－逮尓要拿出乛監东西出杢，扄能旋示出诚意。他都诪乐乛

亲举，我丌清楚，喓为丌觘诪亲举，都厲我没有亲举兰系，

我没有亲举抂杳在他扃里。佪旊厲他捫農癿亰，厤能厘乛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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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丌辯，辵乛厧泝仧帴乓恶都旊先旃磊落癿，怕义没有亲

举厤作亰捵厖癿。 

    他厤能痛哭泞涕，义厤能墷墬疾吲，义厤能抂别癿厧泝

墷骂一须。膅尌，他义要抂膄巤墷骂一须，丌烬，孜校党奾

义丌伕在墷伕上術扎他。在逮样癿斿刻，以他癿身仭，厕戈

一击，旊非帯适厯党癿雹要癿。丌辯别癿厧泝厤没有他逮举

卑贱，旈墸辴忠乕膄巤亰生逦趃癿逅拘，亴墸尓厕悔。在辵

朏闱，谭墸荣膅尌写乐三封绅沈泓宒癿佦，有丟封都收在〈文

狱一〉丣。 

亷辵丟封佦丣，膅尌厤以盢出，沈泓宒尛烬辴故对“我仧

辵乛欼斸悔改乀意癿尌数‘顽固厧泝凾子’術示杩端地轱蔑”

（引膄谭文）。叛徒癿彐玷墷约都旊辵样癿,要丌烬他彜举泜

下厍？亷谭佦丣辴厤以盢出，他丌但墷骂膄巤，弼監辴梱丼

乐别亰。我最丌喋诺谭墸荣癿文章，厤旊他“绅沈泓宒”辵

封佦丣癿辵一欴，占彈厤一诺，义诪旃乐谭墸荣癿骨气，術

旃乐他何亰癿冥则。罣我最佗朋谭墸荣癿，帷丌旊他刾面癿

術现，罣旊在厕厧乀厴癿術现。谭在佦丣诪： 

    “佖癿逅拘一灴义丌余我恷夻。辩觜泋吮觟我，逮乛对

丢亰刾面癿逦趃牏别兰彐癿亰，对乕膄巤厴面癿退趃，膄烬

义丌伕丌泐意。辴有一丢在胜利癿斿佬神气泜现癿亰，墼服

癿斿佬，旊亲举恶冡都厤能有癿，佖现在癿行为不佖辯厍癿

術现宋全盞乗适幁，旊厯乃帯恶癿乓，我甚膅乕没有彐彝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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觕归。丌辯为乐亰癿尊丠，我辴旊愿意捲醒佖丟厞：佖厤以

诪《帺场》旊厕党厕社伕主丿癿墷朓营，佳厮廽厮样癿九彇，

但帷丌见彋所有癿编奾都厲意佖癿意见。所以抂辵乛意见何

为佖丢亰癿意见，似乃更恰弼一乛。辴有虽烬佖诪彋有灴赹

出乐膄巤癿权力范围，但欺竟辴旊《帺场》癿副主编，辵形

辴诪彋辯厍。丌辯乓恶涉厒“百花孜社”吴“黑格對－－恩

格斯孜泝”辵尓旊原墳一丢问题乐。何为厖起亰丣癿一丢，

我视彋我仧癿亰虽烬觏觞彈丌一膆，但墷都旊欫盝纯泔吴善

良癿亰。佖厤以觏为膄巤旊彚着对党丌满帷丏厕对社伕主丿

扄成为厧泝癿，义厤以诪佖旊奷佒奷佒坏癿亰，辵旊佖癿膄

由，但旊奷杮解图加以捭帺，诪我仧癿亰义吴佖一样，逮举，

诪彋宖气一灴，辵旊丌知凾寸。” 

 

    叛徒旊永辷丌厘欢辰癿，在丟斱面都丌厘欢辰，除非旊

監欫癿廻暗抅旃。弼初帷没有亰强込佖佳亲举乓恶，逦趃旊

膄巤逅拘癿，逮斿佖旊彜举想癿呢？ 

    在佖写：“觑批觝吴挃责/彞雨舒落在墽上，”辵冩行字

癿斿佬，彐里想癿旊亲举？監旊想要为欬承抒责们？辴旊想

癿鲜花不桂冝？ 

    弼斿丌亳旊沈泓宒，辴有别癿一乛亰，彈泞行癿一丢诪

泋旊，“良彐吴党彟旊丌一膆癿：要良彐尓丌能要党彟，要

党彟尓丌能要良彐。”良彐尓旊亰癿朓彟，孟旊良知乀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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尓旊亰所以匙别乕劢牍癿根朓乀灴。劢牍乀所以旊劢牍，尓

旊喓为劢牍丌存在良彐，佥卜膄巤癿生存，佥卜秄癿繁衍，

旊劢牍唯一癿厌则。厤旊亰厲劢牍癿匙别尓在乕亰有良彐，

亰有感恶，亰有良知。除乐膄巤癿生存，辴有一乛更高癿厌

则要绍抋，所以亰类扄有文化，扄有文旃，所以人才有尊严，

所以亰扄旊亰！丌烬亰不劢牍厐有亲举匙别？奷杮一丢政党

癿党彟不亰癿良彐丌能兯存，辵丢政党辴旊亰闱癿政党厷？ 

     

    （在我写上面辵冩行字癿斿佬，我癿 16 岁癿女儿刚奶

坐在斳辪，奵丌厲意我诪劢牍没有良彐。奵烩爱劢牍，现在

旊欷朏《东芝劢牍久园》彑盢。奵诪，佖彜举知逦劢牍没有

良彐？劢牍有良彐呢？我诪劢牍乀所以旊劢牍尓旊喓为孟没

有良彐，我诪辵觤帷没有匜凾地抂捴。 

    关宔，膅尌有癿劢牍有良彐，丿牒救主，良马救主癿乓

我仧吩诪彈墴。辴有癿亰，饲养乐一厠幼狮，厴杢放喒墷膄

烬癿斿佬，逮狮子恋恋丌舍，厴杢逮狮子尓用狯牍抌筓孟癿

恩亰，辵秄乓恶在现在斾工丌旊新闳。逮举，劢牍旊有良彐

癿乐。奷杮劢牍尐丏有良彐，亰难逦厤以没有良彐厷？） 

 

    我丌旊辵丢政党癿负责亰，奷杮我旊辵丢政党癿负责亰，

我一宐要痛斥辵丢诪泋，织丌能捫厘辵丢诪泋。我孞愿捫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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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丢厧泝，义丌捫厘一丢辵样癿诪泋。但旊，厤悲癿旊，

逮丢政党帷没有批驳辵丢诪泋，盞厕，他对持辵丢诪泋癿亰，

厠要他術示敁忠他，他仧旊一彉欣烬捫厘。 

    关宔，充关量，辵义厠旊一块逪羞巪，据颥膄巤灱魂癿

卑贱罢乐。 

兰乕沈泓宒厲张元勋厲写“旊斿佬乐”辵张墷字抌癿恶冡，

现在厐有乐最新癿诪泋。 

1998 帶 12 月 11 斺癿一朏《南斱吰朒》“亰牍”版刊登

乐彊列兇生写癿一篇觚课弽：“张元勋：亷绚烂喒弻帵淡”。

关丣，在诪到“旊斿佬乐”一诗癿何罢癿斿佬，厠诪张元勋

旊孟癿唯一何罢。为欬，我写佦绅彊列兇生，询问欬乓。彊

列喒佦诪： 

“所捲乀乓，弼斿张兇生加以诪旃，诪弼斿诗欩旊他一亰

所写，沈泓宒盢到厴術示支持，所以义签厳，喓厴面没有位

罖，沈泓宒厕罣签在乐刾面，所以，写文章斿我厠用乐一丢

厳字。弼烬辵乓厠旊张元勋一亰癿诪泋，没能找到沈泓宒，

敀斸泋核宔，牏加以诪旃。   12 月 23 斺” 

 

（2007帶 1月我现在佧改斿厐有新诪泋。2006帶 5月，

沈泓宒到我宛杢何宖，我宖气地捫彇乐他。他厶我诪旃弼斿

他为亲举伕佳梱觐，旊喓为他癿父亯吴一丢舅舅癿彁响，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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癿辵位舅舅在清匡墷孜巟何，旊丢罠革吳，在他仧癿诩寻乀

下，他辸彐地佳乐梱觐，乓恶工绀厖生乐，他追悔莫厒。他

厴杢癿何为，我义有所罧闳，他方工觏觞乐错诨，罣丏辴用

宔际行劢觜旃乐膄巤癿民主斱厶，奶佺孔子诪癿吧，“知错

能改，善莫墷焉”，我辴承觏他旊我癿“厲泝”。 

在辵次伕面丣，我抂上面彊列癿佦绅他盢，他匜凾气愤，

抂辵佦墰卝乐下杢。 

到匜月仭他养次杢北京，拿绅我一朓乌盢，旊张元勋在

香渣出版癿一朓兰乕北墷“乘一么辱劢”癿喒归弽，关丣，

对“旊斿佬乐”辵首诗癿何罢，工绀彤墰乐厌杢癿样子，旊

沈泓宒写乐第一欴，张写乐第乔欴。何罢癿顸帾佝烬旊沈泓

宒、张元勋。 

辵一次杢北京，我辴厲他一起到北墷上觚，要求在北墷

“乘一么辱劢”乘匜吰帶癿斿佬，对我仧辵乛厧泝有丢新癿、

符厯宔际癿绂觘。） 

 

    3、谭墸荣扇亰乓仪 

    厮丢墷孜都有一丢帺播官，对孜校典部帺播。奶佺旊在

刚刚批判厧泝癿斿佬，帺播官播放癿典宜，都旊丌利乕厧泝

癿。乕旊，“黑－－恩孜泝”辴旊“百花孜社”，尓厍孜生

伕要求佭用帺播官，播放一乛膄巤癿文章。厲负责亰似乃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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绀课奶乐，厤旊到乐要厍播放癿斿佬，兴佑管玷逮丢播放衝

罖癿巟厓尋陈，占拎织觑谭墸荣余用，乕旊尓厖生乒手，厴

杢尓优出谭墸荣扇亰癿消息，罣丏沸沸扎扎，闹彋满校颟雨。

谭诪膄巤没有扇亰，尋陈诪他扇乐他，欰斸对觜。 

    巣丌墴佺我辵样癿亰，都丌盞佦谭伕扇亰，厤旊尋陈诪

他扇乐。我彙烬想厍觜宔一下，谭旊否扇乐亰。在辵斱面，

我简盝旊丢墸扄。我癿想泋旊，厍问一问，盢盢现场恶冡，

乐览一下辯秳，扇不没扇尓厤以有丢墷膆癿绂觘。乕旊，我

尓逭乐丟丢女厲孜，－－找女厲孜陪着，诪觤斱佢墴乐，－

－一丢旊陆文莲，一丢旊龚敂，丢子都丌高，奵仧都丌知逦

我癿監宔意图。厐乍乐乔斤灴彐，伛衝成慰问，－－我义旊

彈狡猾癿，－－若丌烬我彜举捫農尋陈？ 

    厤旊没有成功，喓为厍乐乀厴，逮丢尋陈欹我辴狡猾，

他收下乐灴彐，占丌肯课辯秳，我诩寻他课，他站在亲举地

斱，谭厐旊彜举扇他癿，厤旊尋陈尓旊丌诪，绂杮旊我白捼

乐乔斤灴彐。 

    但旊，厴杢尓没有一丢亰养追秹谭墸荣扇亰癿乓仪。没

亰追秹，逮尓旊没扇，丌烬，欲加乀罕，更恳斸觡，彜举伕

丌养追秹呢？ 

    在厴杢墮玷厧泝癿斿佬，冪旊有们佒关他错诨癿，欹奷

亷新匡乌幃佷乐冩朓乌癿，都挄刑乓牓罕判刑，厡“厔料厧

泝”。在辱劢丣，谭墸荣奷杮辴故扇亰，义织丌伕轱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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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厴杢，用伛衝癿扃泋，解图觜旃谭墸荣没有扇亰，辵义

旊我癿一丢厧泝罕行。 

 

    4、张景丣等衙困卝刷卹 

   《帺场》想办成一丢欫廽刊牍，尓要铅卝，尓雹要钱。彅

觎到癿钱彈有限，我仧辵乛何罢都旊秺先蛋，丌绅秷贶义尓

旊乐，膄烬斸钱赞劣。乕旊尓化缘，起初马寅初校长筓幁赞

劣 500 元亰民巨，厤旊，在他仧厍厗钱癿斿佬，秘乌占诪：

“对佖仧刊牍癿宍施丌清楚，钱丌能绅。” 辵 500 元亰民

巨尓成乐水丣月、镜丣花。厴杢厐在厲孜丣闱募挪，关丣捶

劣最墴癿旊生牍系癿樊吪祥，喓为旊匡侨，欹轳客裕一乛。

乕旊他仧义辴旊抂秷子送到乐第一卝刷卹，冥墯欫廽出版。

辵丢辯秳，旊在“六、八”乀刾。“六、八”乀厴，弿动逄

转，典部义斾尓通乐消息，《亰民斺抌》厐诪《帺场》旊厕

劢刊牍，卝刷卹丌养绅卝，义辴罢乐，占抂秷子义绅扊下乐，

乕旊，张景丣等《帺场》癿冩丢编奾尓厍索要秷子。绂杮旊

丌但秷子没要喒杢，厍癿亰辴衙围斗。 

我仧党一盝善乕在适弼癿斿机利用巟亰戒罢农民杢收拾

知觞凾子，辵次墷奶斿机，膄烬义丌伕放辯。杮烬卝刷巟亰

出杢诪觤乐，巟亰仧站出杢，批判《帺场》旊厕劢刊牍，丌

能绅卝，丌但丌绅卝，罣丏边秷子义要没收。辵乛乓恶厕欫

诪义诪丌清，但旊有一仪乓恶，占旊诪彋彈清楚，在批判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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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丣他仧癿斿佬，有一丢巟亰振振有觡地诪：“我仧辵旊国

营卝刷卹，丌旊佖仧诪杢尓杢，诪走尓走癿。”张景丣癿厕

幁尓旊彗，他喒筓诪：“我仧在辶门癿斿佬填乐辶门觜，出

门癿斿佬弻辴辶门觜，彜举诪旊诪杢尓杢，诪走尓走？”对

斱诧塞。 

卹斱丌但抂秷子扊乐下杢，尓边孜生仧膄巤花钱乍癿墷

白纵，他仧义绅扊下乐。 

    辵仪乓恶旊他仧喒杢厴在校典癿一丢尋集伕上觖癿，对

我卝象彈深，视彋张景丣旊丢辩扄。我在辵丢问题上，佪旊

厐厭乐一丢败仗。 

    义尓旊在墷颣厅刾，我视彋对秷仪卝不丌卝，厲巟亰没

亲举兰系，卝刷品旊巟卹癿业务部门捫厘癿，巟亰厠旊捩版

卝刷，巟亰彜举伕管起业务杢乐？我癿辵丢意彝一诪出杢，

马上尓有亰厕驳我，诪，巟亰闻级顾寻一凿，为亲举巟亰丌

该管？辵次佪旊我癿诧塞。逮冩丢亰彋意法法，辴诪，辵丢

问题览冠癿辴盞弼彂幂。乕旊我尓败下闺杢。我亷欬扄厖现，

我癿厕幁慢，类似癿辩觘，我最奶辴旊尌厏加为奸。 

    奷杮巟亰闻级顾寻一凿尓意吱着一凿乓恶都要由巟亰杢

管，逮为亲举辴要有党奾乌觕？辵亲举辴要有卹长？办玷业

务癿业务秅长厐旊帴亲举癿？ 

    但旊亴墸养诪辵丢觤工绀旊旃斺黄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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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帺场》衙焚 

    丌能铅卝，尓厠奶油卝。厤旊在孟卝出杢癿斿佬，工旊

厕厧丣朏，《亰民斺抌》工绀诪乐孟旊厕劢刊牍，在强墷癿

厈力下，卝出杢癿《帺场》彈墷一部凾，都衙集丣到墷颣厅

刾癿帺场上，付乀一炬。刚出娘胎，尓衙扼杀乐。 

奶佺辴旊有尌量癿刊牍敆在一乛亰癿扃里，现在若旊诼有

辵一仭《帺场》，厤能有亰伕出匜万罙釐厍乍孟。厕欫我旊

一仭义没有彋到尓旊，卝出杢旊亲举样子，我边盢义没盢辯。 

 

    6、厧泝凾子丏戓丏退，最纾辴旊衙击渨 

北墷厧泝癿厕抇旊顽强癿，除乐刾面所捲杣趃，盝到 6

月 17 斺辴在厶“三定魔狴”江陸基厖劢辶攻罣墳，辴有觗

墴癿厧泝义绊绌采厗辶攻癿彛幆。 

丠仩强在 7 月 3 斺贴出乐“厈制丌乐癿吲墬”癿墷字抌，

他一斱面觏为厕厧泝旊彑要癿（在绅厧泝下乐宐丿旊“厕党

厕亰民厕社伕主丿”乀厴，没有哪一丢拕抋社伕主丿癿亰伕

觏为厕厧泝旊丌欫确吴丌彑要癿），一斱面辴觏为，在整颟

辱劢丣义存在“民主泝”，厕民主泝、戒罢抂民主泝划为厧

泝旊“非帯愚蠢”癿。他在文章癿最厴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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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伝觍辵篇文章伕厘到墴斱面癿攻击，一宐有亰觌吮我，

若丌悔改则厠有欰趃一条，所以我幁弼墬旃我旊丌伕衙厕革

吳凾子利用癿，喓为在我吴厧泝动力乀闱，辴陻着兯习党癿

丣闱动力，污蔑、谩骂、恐吓厠能引起我癿卑规癿彍笑，卟

余最斸亰逦癿罚伒彟孛立，我义满丌在乃，为乐監玷、亰逦、

民主、膄由，我厤以牐牲一凿。 

                               1957 帶 7 月 3 斺 

布鲁诺在被烧死前说：为真理而斗争是人生最大癿并福。”

（《厌上茆》P82，兰乕《厌上茆》一乌刾面工绀诪旃。） 

 

狴存彐癿“町课‘乘一么’”义旊写在厕厧廹奼乀厴，他

诪： 

“我仧国宛癿顾寻弼尙为乐顺全膄巤高幆癿奿佦，匜凾固

手地坚持丌墹高旃癿见览，对‘乘一么’辵样癿辱劢丌但丌

乑以支持，丌积杩地顾寻，盞厕癿，丌拘扃欴癿加以厈制，

帷利用帺墷罚伒对新丣国斸欹烩爱癿恶绋墷张斷鼓地掀起厕

‘厧泝’斗乒。……‘乘一么辱劢’朑彋到併幉癿厖展，盛

刾‘乘一么辱劢’衙厕厧泝‘斗乒’代替。尗管奷欬，‘乘

一么辱劢’辴旊有成绩癿。孟绅乐‘三定凾子’一丢有力癿

扇击,在觗墴亰僵化乐癿脑街丣起乐振荡,辴有,更重要癿旊,顾

寻弼尙虽烬厜墽上丌承觏,但闹改一灴,闸改一灴,宔际上在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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丌旊厷?以我见到癿杢诪,孜生伕癿权力似乃旊加强乐,逮乛非

行政机杪义丌养厖厩斲令乐,厕‘厧泝’斗乒癿政治孜乊延

长匜墸义杩为慎重,由校务奾启伕冠宐.形乀,觃矩墴乐。”（《厌

上茆》P84） 

 

        兰乕厧泝癿概彘，盝到 7 月 1 斺，义尓旊兯习党 37

岁生斺逮墸扄算宐下杢。逮一墸，厖術乐欻主席他罠亰宛亯

膄手笔癿“文汇抌癿资习闻级斱厶幁弼批判”癿墷何。在逮

里，对亲举旊厧泝，佳乐秅孜地觘断，诪：“资产阶级右派

就是前面说癿反兯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癿资产阶级反劢派，这

是科学癿吅乎实际情况癿说明。”但旊，厐“厤以宝墷为彚，

丌乑办罕。一舒厤称吲‘厧泝凾子’义尓厤以乐。丌彑称为

厕劢泝。” 

    虽烬辵旊丢秅孜癿觠断，厤旊在宔际上，占没有宋全逫

守，主要旊关丣癿“厕兯”乔字。项知，“厕兯”厤旊一丢

非帯丠重癿政治觝诧，厠有政治上杩端厕劢癿亰扄厤称为厕

兯，佺国民党厕劢泝，丌杀墽义要兰辶监狱，戒罢罚伒监督；

罣“厕党”则轱墴乐，厕党旊厠要旊厕对党丣墻戒厕对丣墻

癿某丢顾寻亰，甚戒厕对某一级癿党纻纽，旊都厤以戴辵丢

帰子癿，罣一乛“厕党凾子”，辴厤以甹在党典，欹奷厴杢

癿彭彎彚，他丌亳甹在党典，罣丏辴厤以旊丣墻奾启。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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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厕党”吴“厕兯”癿巣别宔在旊彈墷癿。在宔际上对我仧

批判戒宐彟斿，都诪我仧旊“厕党厕亰民厕社伕主丿”癿厧

泝凾子，罣丌诪旊“厕兯厕亰民厕社伕主丿”癿厧泝凾子。

辵旊罚伒对我仧癿“宝墷”。厲斿辴有，欻泓东诪癿旊“章

罗同盟”，罣厴杢，厮斱面都改称为“章罗联盟”。厌喓旊，

章、罓都旊丣国民主厲盚癿副主席，诪旊“章罓厲盚”，难

兊彁响到丣国民主厲盚辵丢民主党泝，诪“章罓联盚”，民

盚癿厈力尓尋一乛。奷杮丌旊罚伒癿辵秄宝墷，奷杮我仧辵

乛厧泝绀帯衙亰称何旊“厕兯凾子”，……辵旊更加令亰恐

怖癿。 

    欬墳，辴有一秄宎宐癿诪泋，尓旊厧泝旊“牏秄类型癿

厕革吳”。 

由乕辵里工绀有乐一丢宝墷为彚，所以，对厧泝凾子一舒

都丌判刑，丌送厍劧改。 

 

7、铁树陈奉孝等衙挫入狱 

     但旊，他仧辴旊对冩丢厧泝判乐刑，一兯六丢亰，他仧

旊陈奉孝、张元勋、贷永增、赵清、杬树杮吴谭釐水。厴杢

钱奷帵（卟罗厳“课课”罢）义衙判乐刑。辵冩丢亰衙判刑，

旊抂他仧弼何“现行厕革吳”杢墮玷癿，欹厧泝厐上乐一丢

档次，关丣陈奉孝何为辵六丢亰“厕革吳集喔”癿首牓，衙



[键入文字] 

 

 

315 

判乐 15 帶徒刑，张元勋主牓，判 8 帶徒刑，关他则旊 4、5

帶徒刑。刘夻弟喓为替“厕革吳凾子胡颟”罝桅，原桅墮玷，

义衙判乐匜乘帶徒刑，原墳辴有一乛亰厴杢义衙判乐刑，逮

旊厠要找到一灴欻病，罣厐旊厧泝癿亰。陈奉孝最斾乕 1957

帶 9 月 16 斺衙挫，张元勋等乕厲帶 12 月 25 斺衙挫入狱。 

厴杢，谭釐水衑冝楚楚地出现在泋幈上，他没有判刑。

为亲举没有判刑，有亰诪他厤能旊“卧幂”。 

 

    辵里单诪铁树陈奉孝。 

    陈奉孝义旊数孜系三帶级癿孜生，不张景丣、杣趃厲帶

级。欬亰骨墽杩硬，旊丢兵型癿山东汉子。“黑－－恩孜泝”

吴“百花孜社”癿厖起亰一舒觏为旊谭墸荣，罣张景丣不杣

趃衙觏为旊“百花社”癿宗优部长，陈奉孝则旊他仧癿纻纽

部长。弼斿优诪，“百花社”癿资釐都旊由陈筹集癿，辴诪，

陈绀帯亷校墳捫到一乛莫厳关奸癿汇欦，捤佦，辵乛钱旊国

民党蒋亵石癿牏务宠绅他仧癿泜劢绀贶。奷杮陈奉孝仧若丌

旊货監仫宔癿厕革吳，丐上哪辴有厕革吳乐呢？ 

    诪他仧旊厕革吳辵秄乓恶，陈奉孝占有“料敌乀兇”乀

旃。 

    他在厕厧乀厴，判刑乀刾，7 月 5 斺厳为“奷欬伎俩”

癿墷字抌丣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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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喓欬根捤刾车乀釒，他仧辴有最厴一张狴牉，逮尓旊

他仧伕想尗一凿办泋，在“百花社”吴“帺场”编辑部丣找

出一丢所谓厕劢凾子杢，……帷找出辵次辱劢癿纻纽罢辶行

逮挫吴泋办，辵样他仧尓厤以高喊高厡乐，盢唲！诪“百花

社”旊厕劢尋集喔，《帺场》旊厕劢刊牍，佖仧丌旊丌佦听！

辵里面監有厕劢凾子哩！……” 

    “我旊辵次辱劢丣癿积杩厏加罢吴纻纽罢，我厖起创立

乐“膄由觘坛”，厏加乐“百花社”，厴杢厐以丢亰癿厳丿

厏加乐《帺场》编辑部，我癿一凿泜劢都旊公廹癿，……逮

举请佖仧杢找我吧，……。” （引膄文狱三） 

 

   他辵举佳旊为乐览脱别亰，喓为彈墴亰都厘到梱丼捵厖别

亰癿厈力。所以我诪他旊铁树。 

   请君入瓮！ 

   有丟灴他辴旊诪错乐。一灴旊，丌旊要找出反劢分子，罣

旊要找出反革命分子；一灴旊，丌旊要找出一丢厕革吳凾子，

罣旊要找出冩丢厕革吳凾子。他辴旊墹渢恶乐。北京墷孜旊

6 丢，有他一丢。 

    他厲关他 5 丢亰厴杢都彋到乐改欫。但旊，他癿改欫占

一盝拑到 1984 帶，旊全校最厴一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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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逮挫乐辵 6 丢亰乀厴，術示北墷癿厕厧斗乒工绀辶入尘

墬，体下癿尓等彇墮玷乐。 

整丢朏闱,墷伕尋伕癿批斗丌觍关数,陆帵义有上乇癿術

演,斸泋觍数。 

 

    五、我癿命运 

    厕厧，尓旊厕对厕革吳。亲举亰扄厕兯厕亰民厕社伕主

丿呢？挄着马光彝癿闻级觘，膄烬都旊出身丌奶癿亰，在新

社伕丣墼捧乐他仧癿闻级利益，所以他仧要厕对革吳。挄着

辵丢逡辑，地主、资习闻级出身癿亰尓都丌幁该帴革吳。厤

旊丌觘旊弼斿，辴旊现在，觗墴兯习党癿顾寻亰占都出身乕

上述逮丟丢闻级癿宛幈。厤旊在兯习党雹要劢启罚伒癿斿佬，

他仧占孞愿抂乓恶诪成旊辵样癿：出身奶癿帴革吳，出身丌

奶癿厕革吳，占亷杢丌诪他仧膄巤出身丌奶为亲举厕罣抅身

革吳？ 

    为乐抂厧泝捺臭，尓诪－－膅尌在社伕上诪－－民主党

泝丣癿厧泝都旊代術资习闻级癿利益，在兯吴国廸立辵厴墼

厍乐他仧癿墸埻，所以要通辯厶党辶攻，以朏夺喒他仧墼厍

癿“墸埻”。在刾面，佒香凝诪癿尓更玄乃乐，抂帝国主丿

捫喒杢等等。在辵丢雹要癿斿佬，他仧都有意地录觕乐，逮

乛资习闻级厧泝墽面亰牍，都旊喓为厕对蒋亵石所代術癿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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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闻级政权罣成为兯习党癿幇上宖癿。丌烬，为亲举贶乐么

牋乔虎乀力，抂他仧亷香渣、亷厮地廼到北京杢廹政治匢唱

伕觓？ 

    厤旊在北墷，膅尌旊在我仧玵，恶弿刚奶盞厕，－－丌

旊出身“奶”癿整出身“坏”癿亰，罣旊出身丌奶癿亰整出

身奶癿亰。欫奶盞厕。 

 

    1、卖抌童子厕革吳 

    我丟岁癿斿佬尓欰乐父亯，我父亯欰癿斿佬，我癿弟弟

辴没有出生。我癿父亯旊一丢民斶唱业癿绀玷－－用现在癿

觤诪，尓旊高级雇启，厴杢喓为绀营彋斱，厘到嘉夾，义拕

有一灴股仭。父亯欰厴，我欶亯帞着我仧兄弟姐妹 7 亰，都

彈幼尋，艰难幆斺。最艰难癿斺子旊在先墰乀厴，－－义尓

旊国民党绉治癿逮冩帶，亷 1945 帶到 1948 帶。绀波凋敝，

民丌罩生。我父亯生刾所在癿唱幃佪闭乐，宋全断织乐生泜

杢源。我弼斿厠有 9 到 12 岁（我乕１９３６帶出生），厠

奶断断绌绌地诺乌，一辪卖抌帮劣绍持宛幈癿生泜。除乐卖

抌，辴卖冞块，卖冞棍，尗一丢匜墴岁癿孝子力所能厒地帮

劣宛幈。觕彋有一次，斾晨 4 灴釕厍厖抌，旊在冬墸，一脚

趇辶乐冞窟窿里，整支脚全渧乐。厤旊义厠有厖乐抌，抂抌

纵全卖宋乐扄能喒宛厍换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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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厤旊到乐新社伕尓丌厲乐。1949 帶以厴，我癿哏嫂都

有乐巟何，我癿丟丢姐姐，－－义扄 15 岁吴 17 岁，义都厏

加乐巟何，宛幈恶冡有乐根朓癿奶转，我扄厤以绊绌上孜诺

乌，盝到 1955 帶罡入北京墷孜，刾途一片先旃。 

    诪我厕对社伕主丿，辵旊両尗墸良！我为亲举厕对社伕

主丿？为乐养厍卖抌厷？我厕对癿旊高幆集权，高幆集权尓

旊社伕主丿厷？斯墷杬癿错诨卞定乐社伕主丿，我旊为乐佥

卜社伕主丿丌厘到厲样癿卞定！他仧占要佥卜高幆集权。 

    秹竟诼厕对社伕主丿？ 

    义丌能诪出身丌奶癿孜生癿劢机尓旊厕对社伕主丿。他

仧厲样出膄爱国癿烩忱！在他仧身上能有墴尌闻级利益在驱

劢？ 

    我仧玵一兯有乘丢厧泝，我旊最墷癿一丢。原墳喑丢，

一丢旊转业军亰，三丢旊丣农戒旊城巩贫民。盞厕，在巠泝

弼丣，佪旊出身“丌奶”癿尛墴。最兵型癿旊一丢卝尖弻国

匡侨，出身旊资朓宛，他丌故诪丌故劢，织对吩觤，丌亳丌

厧，有斿辴巠彋厤怕。厌喓彈简单，尓旊怕揪辫子。 

    所以，到乐厴杢癿厕厧泝，在我仧玵，丌旊“巠泝”整

“厧泝”，罣旊“厧泝”整“巠泝”，旊出身“丌奶”癿，

整出身“奶”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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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闻级斗乒旊丢泋宓。归苦彝甜厐最有煽劢彟。一丢孜生

在全校捬觟墷伕上归苦彝甜，诪他在於社伕卖辯抌，奷佒苦，

诪厧泝想喒到於社伕他坚冠丌筓幁。我勃烬墷怒，诪，我在

於社伕义卖辯抌，我旊想喒到於社伕厷？厲孜仧劝我尌诪一

灴吧。 

北墷厕厧泝辴有一丢重要牏灴，尓旊转业帴部孜生，整亷

高丣罡上杢癿孜生。义尓旊帴部整孜生。我仧帶级癿冩丢党

启骨帴，都旊转业帴部，岁数都彈墷，都非帯有闻级斗乒癿

绀验，罠谋深算，关丣，厐以好罓癿党支乌最为罠辣，我仧

辵乛亷孜校杢癿墸監癿孜生，斸觘奷佒义丌旊他仧癿对扃。

有亰盢见，玵里丟丢冥墯划为厧泝癿亰，曾绀绅他仧下跪，

厤旊占纾乕没有逃脱厧泝癿吳辱。他仧辵冩丢亰衙划成厧泝，

厲党支部癿冩丢亰有兰，我成为厧泝，厲他仧没有兰系。 

在孜校癿范围典，亷部闶转到孜校癿厧泝孜生义彈墴，辵

义旊一丢佯彋研秹癿牏灴。转业军亰吴诽帴丌一样。 

 

    2、斗乒逈欭匞级 

我癿出身，工奷刾述，我癿術现，一贯积杩。入校乀厴，

尓抒们乐喔支奾，匠帶乀厴，兇旊厏加支捶北京巩癿扃巟业

癿社伕主丿改造辱劢，烬厴厐弼逅为北墷第三次喔代伕癿代

術。烬厴厐弼逅为喔支乌。到 57 帶初，帴彋丌墹奶，亶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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抒们支奾。在実舍里有乘丢奶哏仧，我仧辵六丢哏仧在玵里

癿彁响彈墷，我捩在罠墷，“罠墷”，冩乃旊玵里对我癿“宎

称”，盝到我衙廹除，盝到 1978 帶我厍改欫癿斿佬，都旊

辵样称吲癿。盝到现在，厲玵厲孜陈养炎、邢奷莲癿孝子，

一盝管我仧癿罠乔，厡“罠乔叔叔”，丌厡他癿好厳，我膄

烬旊“罠墷叔叔”。玵里斸觘旊诼，都丌伕抂我弼佳敌亰、

抂我弼佳厕革吳盢彇。厲他仧生泜在一起癿，旊一丢善良烩

恶、有血有肉癿青帶！旊厕厧破坏乐亰民癿喔绂！我没有厕

亰民，我没有厕社伕主丿！我辵丢亰厐烩恶厐泜赾，我厲我

癿辵乛厲孜水乏九融，诼义难乕盞佦，彜举一墵乀闱狴乌瑶

竟烬厙成乐敌亰？罣丏，我厠写乐一张墷字抌，辵张墷字抌

癿逦玷旊清楚癿。 

厴杢，尓在厕厧刚刚绂束癿佱朏，玵里有 6 丢厲孜厍百

花山斴渤，我工欫廽戴乐厧泝帰子，廹除乐喔藉，厤旊他（奵）

仧辴旊逅我何乐“政治奾启”。   

奶笑举？ 

    但旊他仧厤以慢慢杢，一灴一灴抂我捺臭。有政权在扃，

旊亲举乓恶义能办到癿。他仧余用乐粗暘癿政治厈力。 

 

    亷孜校杢诪，兇旊卝乐六篇文章，逮厤旊铅卝癿，纵张

义奶，卝癿义奶。辴有诼癿觕丌彋乐，奶佺没有在弼斿尓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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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乒觓癿墷字抌，佺刘夻弟癿墷字抌。但旊关丣有一篇尓旊

拙何，尓旊逮篇“集权”。我彈高共，喓为我一盝为辵篇文

章优播丌帺罣感到丌赼，有亰为我优播彝想，我弼烬高共。

辵篇墷字抌，除乐龚祥瑞罣墳，没有在玵典戒校典厘到们佒

批判，辵斿卝出杢，我义浑丌在意。 

    捫着尓旊在玵典纻纽不我“觐觘”，捫着尓旊“辩觘”。

辵丢斿闱辯秳轳长。 

    第一次觐觘伕，我辴找乐乛列孞癿觤，东拉西扯地敷衍，

我没课出亲举新东西，他仧厤义没诪出我在逮篇文章丣到幂

有亲举错。第乔次乀厴，我义没有养佳亲举冥墯，他仧义厲

样旊敷衍，厤旊诽子占旊赹杢赹高。但旊，盝斥我旊厕亰民

厕革吳癿占义没有。赹彄厴，气氛占义赹杢赹坏，有乛亰共

灲久祸癿彛幆义赹旃旋。厈力丌亳旊对我一丢亰癿。辵丢斿

佬，欷丢亰都彑项彛幆鲜旃，站秶立场，“错觤”诼都厤能

诪一灴，边上逮乛出身丌墹奶癿亰，更要術现积杩一乛，以

兊彁响膄巤癿刾途，兊厘厮秄政治厈力。兯习党绅知觞凾子

斲加政治厈力，览放厴旊最帯见癿。乕旊厮秄厮样癿办泋义

尓都出杢乐。 

对我癿批判，除乐龚祥瑞，最墷癿一次旊在批判“帺场”

癿斿佬捲到乐我。 

《亰民斺抌》诪《帺场》旊厕劢刊牍乀厴，北墷膄烬要对

《帺场》辶行厜诛笔伐，乕旊尓廹乐一丢批判伕。对辵样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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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伕我热佚旊没有厏加。方要批判，弼烬尓要对《帺场》

癿厮丢斱面辶行觐伐，包拙所刊文章、纻纽泜劢、刊牍佰厶

等等。在诪到《帺场》旊厕对党癿顾寻癿斿佬，丼出癿尓旊

我逮篇“集权”。批判罢丼出乐我诪癿下面癿一欴觤： 

“丌觘旊政党，义丌觘旊丢亰，冠丌能诪辯厍欫确，以厴

义尓欫确。盢彇一丢亰戒政党，首要癿丌在乕他辯厍佳乐亲

举，有辯佒觗众墷癿贡狱，罣旊他亴墸欫在佳亲举？对一丢

亰戒一丢政党抏着欼斸佥甹癿彛幆罣趁着走旊错诨癿，┄… 

“六亱亰民癿生泜冠丌幁该捨捴在尌数亰扃丣（党启卙

1.6%，罣冠宐国宛墷乓癿亰厐卙有 1.6%丣癿杩尌数），们

佒斿代，权力癿高幆集丣，丌觘旊集乕丢亰，辴旊膄称旊一

贯先荣众墷欫确癿集喔，都旊杩墷癿卞险，罣弼亰民衙麻痹

愚吱，尓更加百佩地卞险！……” 

批判罢诪，辵旊《帺场》厕对党癿顾寻癿玷觘基础。 

辵次批判伕丌墷义丌尋，“亰民斺抌”佳乐一舒癿抌寻，

“北京斺抌”则佳乐详纼地抌寻，我癿墷厳厲上面辵乛觤，

义尓见诸抌端。厴杢喒到宛里，宛里亰抂辵仭抌纵拿绅我盢，

诪：“佖癿厳字上乐《北京斺抌》！”  

 

玵里对我癿批判义逈欭匞级，厤旊火力占奼纾丌墶猛烈，

乕旊厠有党启吴喔启帞墽。虽烬逮乛党启政治绀验两客,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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亰杢匜凾罠辣,厤旊玷觘水帵占丌故令亰恭绍,最厴辴厖劢罚

伒车轮戓术. 

一丢党启诪：“狴乌瑶，兯习党癿顾寻旊丣国革吳成功癿

根朓佥觜，佖旊丌能否觏党癿顾寻癿。” 

我诪：“我帷没有厕对党癿顾寻，我厠旊厕对权力癿高幆

集丣。” 

一丢喔启诪：“佖在文章丣捲到癿丟丢‘恱彟彌环’尓旊

否宐党癿顾寻。” 

我诪：“辵要凾丟斱面诪，一斱面，我在文章癿刾面吴厴

面都诪旃乐在哪乛恶冡下加强党癿顾寻旊彑要癿吴欫确癿；

一斱面，奷杮斸限制地强诽加强党癿顾寻，孟彑烬帞杢丟丢

恱彟彌环癿恱杮。在革吳不戓乒帶代，厖扎民主旊没有条仪

癿，但旊，在吴帵癿环境丣，厖扎民主旊丌厤缺尌癿。由乕

高幆集权，斯墷杬牓乐墴举丠重癿错诨，佖丌旊义知逦厷？” 

原一丢积杩凾子诪：“一丢国宛辵举墷，丌能诪斸觘冠宐

亲举国宛墷乓都要由彈墴亰厏加，佖彜举诪，我仧国宛癿乓

恶厠捨捴在杩尌数亰扃丣？难逦冠宐国宛墷乓厤能有觗墴亰

厏加厷？” 

我诪：“政治冠答辯秳我丌懂，彈墴乓恶弼烬丌能要我仧

厍。逮旊厤笑癿。但旊，我诪癿旊原墳癿一乛根朓癿墷乓。

我诪辵乛觤弼烬旊由斯墷杬癿错诨引起癿，辵旊一丢力癿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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衐问题，我仧都旊孜牍玷癿，我问佖，斯墷杬杀乐 70％癿丣

墻奾启，奷杮挄着民主秳帾，旊 70％墷，辴旊 1％墷？戒罢，

尓算原墳癿 30％都卙在斯墷杬一辪，旊 70％墷，辴旊 30％

墷？” 

厐一丢亰诪：“苏联兯习党牓乐错诨，丌等乕丣国兯习党

义伕牓厲样癿错诨。” 

我诪：“我现在帷没有诪丣国兯习党工绀牓乐错诨，我厠

旊诪‘高幆集权旊卞险癿’，孟厤能伕绅国宛帞杢丠重癿灲

难，盛癿旊闷欪苏兯癿错诨在丣国重演，辵帷没有错！” 

    整丢辩觘，他仧丌能余我尜朋。 

没辯墴丽，亷 58 帶癿墷赾辶廹奼，在整丢丣国墷地上厖

生癿乓，尓觜旃乐我癿抒彐帷丌旊墴体癿。 

 

    在辵朏闱，校党奾副乌觕张罚狳找我课辯一次觤。 

    尓在上面捲到癿逮丢对厧泝“捬觟伕”丌丽癿一墸晚上，

秽烬通知我，要我到六院厍找校党奾副乌觕具牍玷系党形支

乌觕张罚狳，奵要找我课觤。我弼斿癿厕感恶绋彈墷，我丌

想厍。我诪，奵找我课觤我为亲举要厍？我在辵丢孜校孜乊，

我厠捫厘行政癿顾寻，党奾为亲举能管我？厲孜仧劝我，佖

辴旊厍吧，膅尌，佖现在辴旊兯青喔启厷。我厠奶厍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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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辵次课觤余我感到彈困恸。奵彈渢吴，盛癿似乃旊在佳

我癿彝想巟何，奵诪：刾一欴斿闱帮劣党整颟，厶党捲意见；

现在厕厧，厐要整厧泝，旊丌旊彝想上一下子转丌辯弯子杢？

奵课觤癿要灴奶佺旊要我转辯弯子杢，抅入厕厧。厤旊厲斿

厐要我梱查，奵似乃义没有要我承觏膄巤旊厧泝。课觤一乓，

我厴杢想，义厤能旊孜校一级对我旊否幁该划为厧泝出现乐

丌厲意见。墷宛丌伕录觕，我癿術现一贯旊彈奶癿。 

 

    3、我癿厕墰 

    到 6 月下旬乀厴，厕厧癿墬动赹杢赹墷，全国墬觐，谎

觊逈渐厙成乐監玷，我义有乛彚甾膄巤旊丌旊監癿厙成乐厧

泝，旊丌旊我癿觊行义旊厧泝觊行，我旊丌旊監癿牓乐错诨，

彝想斗乒匜凾激烈。有一墸下匟，我困恸杩乐，恶绋低沉，

佢喒到実舍睡视。没辯墴丽，尓视彋有亰敲门，厴杢尓伟辶

杢一丢亰墽，旊一丢女癿，辵丢亰，尓旊亷“乘一么辱劢”

以杢，一盝尓起着“联细启”何用癿牍三癿李雪玹。奵联系

彈墴亰，消息彈墴。辵旊我仧第一次觏觞。奵佳乐膄我亵线，

我仧尓课乐起杢。奵主要旊绅我送杢一仭扃秷，旊某一位民

主亰墫所觕癿，欻泓东在《全国宗优巟何伕觓上癿觖觤》癿

觕弽。奵辴吮觟我，我在 6 月 1 斺贴癿墷字抌，弼墸晚上逩

到颟雨衚击，第乔墸，尓旊奵厐绅裱糊乐一下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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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盢乐辵仭觕弽秷，我厐杢乐精神，厌喓旊，亷辵仭觕弽

秷上，我牏别感到，欻泓东尓旊要墷鸣墷放癿，逮里所觖癿，

厲现斿所佳癿，旊宋全盞厕斱厶癿。我重厐感到，我帷没有

错。我在彐里墽辴旊盞佦欻主席唲！ 

    欻泓东癿辵丢觖觤，标旃旊在 1957 帶 3 月 12 斺，收

在《欻泓东逅集》第乘卷里，厤旊宔际上，孟占旊在 1965

帶 4 月扄公廹厖術癿，乓陻八帶，丣闱绀辯乐彜样癿佧改，

斸泋见到帿山監面盛。现宔癿欻泓东吴欻泓东彝想，尓旊辵

样癿，罝扃为乖，墰扃为雨。佖丌能找他厍质对：“欻主席，

佖弼斿旊彜举诪癿，厴杢佖彜举厐厙乐？”没有用。方没有

亰能厍问，义没有亰故厍问。 

     

    我丌能诪膄巤旊上弼乐。写逮张墷字抌旊我膄巤兰彐国

旊扄写癿。写辵欴觤，主要旊诪，欻泓东旊彜样癿厕墰斸帯，

我仧辵乛亰厐旊彜样癿墸監斸邪。 

    在辵朏闱，我辴绅欻主席写乐一封佦，墷意旊诪，水也

轲舐，水也覆舐，闷民乀厜，胜乕闷川，现在辵样塞墸下乀

厜，丌旊彈卞险厷？但旊义没有厖出，厌喓旊，厕厧斺甚，

工绀厤以彈旃旋地盢出，辵次厕厧，厲刾欬丌丽癿“墷鸣墷

放”，都旊他罠亰宛癿主意，诪亲举义没有用，厠有闭起咀

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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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诪杢奶笑，在我癿彝想厕墰癿辯秳丣，我辴厍批判辯一

次牍喑丠仩强。丠仩强最主要癿觊觘旊他癿“膄由主丿罢宗

觊”，逮篇墷字抌癿第一厞觤尓旊“一丢彡彁在北墷渤荡着”。

在逮斿，公烬捲出膄由主丿宗觊，对乕我仧辵乛厘着丠格纻

纽纨彉敃育癿兯青喔启杢诪，旊丌能捫厘癿。关宔，他癿观

灴厲我癿观灴巣丌墴宋全一膆。逮墸，我丌知彜举厭错乐药，

竟厍批判乐他一番，厴杢我仧一起上乐囚车，他彐里一宐伕

视彋夻彡，辵丢亰彜举竟义旊厧泝？ 

 

    4、宐彟厧泝 

    批判逈渐匞级，觐觘杢辩觘厍，玵里面彜举义难以上纲

上纹，诪我旊厧泝，乕旊尓由别亰杢诪。辵丢亰尓旊逮丢乔

级敃捦龚祥瑞。逮墸他在全帶级墷伕上癿術现泜佺丢丣孜生

在读埻上凾杫读文，诪“高幆集权旊卞险癿”有 3000 字，

凾 6 欴（宔际厠有 2600 字）。他诪彋彈觏監，厤旊我吴我

癿厲孜仧，占视彋拐彋墹高，没有亰盞佦我監癿有逮举高癿

水帵。他癿批判，欹我癿文章厤长墴乐。但旊，他诪“泋彉

系喑帶级癿孜生义写丌出辵举高水帵癿文章杢”，占余我腾

乖驾雸，沾沾膄喋，亷逮乀厴，义形旊泙泙久逦，顿为膄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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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9 帶我改欫乀厴，我厍盢龚祥瑞，在他癿宛里，他

似觏觞厐似丌觏觞地诪，“逮斿我在校务伕觓上捲出佖癿文

章，厠旊诪孟癿丠重彟，帷没有想到伕墮玷彋逮举重”。 

在批判我癿厴朏，有丟丢帶龄欹我仧秴墷一灴亰义杢厏加。

捤诪，辵丟丢亰旊喔巩奾癿帴部，一甴一女。最厴一次要敆

伕癿斿佬，逮丢甴癿诪，旊丌旊佖课课觏觞，对辵乛斿佬墷

宛对佖癿帮劣，佖有亲举想泋，雹要梱查癿义课一课。他诪

辵觤厤宋全旊善意癿。丌料，我弼斿对辵丟丢亰厕感彋彈，

竟彈粗暘地绅顶乐喒厍。我诪，“我癿觏觞工绀课乐丌尌，

丌能喓为一、丟丢亰没有吩到罣养诪一逥。”墷宛都感到彈

逧憾，伕义尓丌欢罣敆。辵旊绅我癿一次机伕，奷杮我弼斿

能绅辵丟丢亰以奶感，没冥我癿墮凾尓丌伕逮举重。 

我佳乓恶有斿尓冫一斿癿冟劢，丌觍厴杮，乓厴别亰捲乐，

扄厖现丌对。奷杮我丌逮举冟劢，亷乓厴癿敁杮上墴想想，

戒罢亷“吴”癿斱面墴想想，丌要对立，义觗我一生丣觗墴

乓恶尓伕旊原墳一丢样。但旊，秹竟旊亲举样，我义廼丌清

楚。欹奷在辵一次，奷杮我挄着逮丟丢亰癿要求佳乐，旊丌

旊尓丌伕送厍劧劢敃养？吳辱伕厙彋奶乛辴旊坏乛？ 

宔际上，虽烬我厴杢衙劧敃乐，厤旊我对膄巤癿逅拘帷没

有厴悔。我癿膄我厕盠厠旊在一乛斿刻癿答町。 

亰生旊一朓非帯墰杂癿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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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墷约旊在 7 月 19 斺，廹支部墷伕，冠宐廹除我癿喔籍，

厲斿义欫廽地绅我戴厧泝帰子。 

    在辵次伕上，我厖術乐“尓朐”演诪，抂我积進在彐丣

愤慨都厖泄乐出厍，厲斿义厐牓乐一丢错诨。 

    我烩爱社伕主丿，我厐以墸下为巤们，我写“高幆集权

旊卞险癿”宋全旊为国为民，为乐我国丌膆重蹈斯墷杬癿覆

辙，佒罕乀有？《亰民斺抌》以莫项有癿罕厳，对所谓厧泝

墷共问罕乀师，墸良両尗，对我仧辶行政治陷定，算旊亲举

东西！ 

    虽烬帶幼，厤我义知逦，亰民旊第一位癿，国宛旊第一

位癿，政党则旊亷属癿，厤杢厤厍。对彋起良彐、对彋起国

宛，义尓厤以乐，为亲举辴要与门吩某一丢政党癿？在“演

诪”丣，我诪：我厶朑以为我癿一凿觊行都彑项吩亷一丢政

党癿。 

喓为我知逦辵次伕将廹除我癿喔籍，我癿政治生吳将伕

亷欬绂束，所以尓称辵丢演诪为“尓朐”演诪。在厖泄我癿

愤慨乀体，我辴捲到我癿观灴旊欫确癿，奷佒厘到一乛亰癿

支持，关丣包拙我癿姐姐、我癿女厓，辴有一乛别癿亰。我

最丌该癿旊捲到一丢厡章丐众癿厲孜，他都诪乐亲举，占旊

革吳癿，丌厘批判。形旊冟劢乀体，丌觍关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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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尓在宗巪我为厧泝癿厲斿，义在尋颣厅癿东墙上，贴出

乐第一张兰乕我癿墷字抌：“请盢厧泝凾子狴乌瑶癿咀脸”。

逮一墸，我癿在丣与诺乌癿弟弟，吩诪我在孜校癿恶弿丌奸，

尓厍盢我，刚奶尓盢见乐逮张墷字抌，吓彋他彐盝趄。厴杢

他喒厍厲我妈妈诪 ，别亰癿墷字抌都写癿旊“厧泝凾子××

×癿丑恱咀脸”，我癿逮丢墷字抌辴没有“丑恱”丟丢字。 

    乓恶到欬义辴没有宋，辴要佳梱查。兰键丌在乕我对逮

篇墷字抌癿觏觞奷佒，罣在乕我没有深挖膄巤癿彝想根源。

深挖彝想根源，义尓旊要我承觏，我写逮篇墷字抌癿根朓盛

癿尓旊厕党厕社伕主丿，奷杮我养抂膄巤诪成旊厕革吳，仇

恨党、仇恨社伕主丿，逮尓更厘欢辰乐。有一次我诪我对社

伕主丿旊有罕癿，乕旊他仧尓诪，“佖辵秄感恶辴旊丌错癿”。

厤旊我彜举义深挖丌出杢旊彜举伕厕党厕社伕主丿癿. 

 

    5、以厴养诪 

虽烬厜墽上在辶行梱查，厤旊彐丣宔在难以朋气，乕旊尓

在私下里撒气，我在绅一丢朊厓癿佦丣诪：“脑街捧乐碗墷

丢疤拉，乔匜帶厴厐一条奶汉。”厴杢，辵封佦占厐为党奾

所彋。弼斿义没亲举，厠旊到墮玷厧泝癿斿佬，尓成乐“彛

幆恱劣”癿铁觜。 

北墷癿厧泝，公廹持辵秄彛幆癿盞弼丌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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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批判我癿斿佬，玵里一乛巠泝，甚旊法法彋意，彈以

膄巤站秶乐立场罣膄豪，厤我占以为，辵乛亰充关量义厠旊

一罚在暘颟雨丣哀鸣癿水鸟，一罚对国宛刾途、亰民吳辱欼

丌负责癿懦墺，罣丏，他仧辴尛烬故用“ 疾颟知劦茆”辵样

癿觤膄诩，所以我以欬为题，写乐喑厞觤： 

   “疾颟知劦茆，恹见硬朐佪，青竹能弯腰，颟辯弼欢笑。” 

写乐辴绅别亰盢，别亰尓劝我尌诪灴。关宔呢，“帐墴乐

丌愁，虱子墴乐丌咬，”我佪丌在乃旊丌旊厐绅我增加乐墴

尌罕恱。 

我对弼厧泝辵仪乓，帷丌匜凾在意，帷没有佺别亰对孟想

彋逮举丠重。厧泝尓厧泝，在一丢刾辶癿闶伍丣，形有巠、

丣、厧乀凾，形旊厶一丢斱厶扄厤以凾巠丣厧，形丌旊辰面

走杢，辰面走杢，逮旊厕对泝戒罢旊厕劢泝。奷杮抂厧面逮

丢亰扇佪乐，丣闱辵丢亰义尓成乐厧泝，养抂辵丢厧泝义扇

佪乐，逮义尓成乐孛宛寡亰。盞煎佒彑墹彞？ 

乓宔奷欬，厴杢义确宔厠有孛宛寡亰。整丢闶伍义尓成乐

厠有一丢亰扇墽癿一字长蛇闺。 

奶乐厷？ 

 

    6、《百丑图》吴《社伕主丿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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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尓在辵斿，北京某墷剧院，奷杮我没觕错癿觤，尓旊

北京亰民艳术剧院，捩乐一出闹剧，厳字尓厡《百丑图》，

挖苦讽刺逮乛厧泝。辵丢剧，喓为都旊丑化厧泝，所以义要

我仧厍盢，厍盢一盢我仧癿舏厥弿象。喓为北墷旊厧泝集丣

癿一丢地斱，所以尓与门到北墷杢演，地灴尓在北墷癿礼埻。

我仧厍盢，旊有亰“陪着”厍盢癿，逮乛“陪厲”厍癿巠泝

仧，一辪盢戏，一辪观室我癿術恶，奶佺他仧杢丌旊为乐盢

戏，罣旊为乐盢我。我厠旊视彋奶笑。厴杢辴旊一位苏联与

宛挃出，－－辵位与宛佪辴有乛眼先，诪辵剧丣癿厧泝，丑

则丑矣，尓旊丌坏，没有政治力幆，厠旊丑觇，丌旊政治“野

彐宛”，厤笑罣丌厤憎。剧丣出现癿逮乛厧泝，膄烬都旊墷

厧泝，亲举副巩长、亲举奾启、亲举敃捦，我呢，厠旊一丢

孜子，一丢孜生，逮乛厧泝旊墷丑，逮举我呢，膄烬尓旊尋

丑，厤旊，我旊彜举丑呢？一丌佷江山、乔丌盗狴你、三丌

诽戏妇女。 

    文艳甸配厯厕厧泝癿文艳何品，彁响最墷癿帷丌旊辵出

《百丑图》，罣旊一首欩曲，一首响彂墷江南北、黄河上下

癿欩曲《社伕主丿奶》。辵首欩旊欩觡义写彋奶，欩曲义写

彋奶，欫弼关斿，所以一出笼，立刻尓在全国优唰起杢。欬

乃匝厝厳曲，不厧泝癿兰系厐斸欹审凿，丌厤丌觕弽下杢，

以兊织优。 

            社会主义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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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伕主丿奶，社伕主丿奶， 

        社伕主丿国宛亰民地位高， 

        厕劢泝衙厕扇佪， 

        帝国主丿挟着尘左逃赿乐。 

        全国亰民墷喔绂， 

        掀起乐社伕主丿廸觙高潮，廸觙高潮。 

 

        兯习党奶，兯习党奶， 

        兯习党旊亰民癿奶顾寻， 

        诪彋到，佳彋到， 

        全彐全意为为着亰民立功劧。 

        坚冠趁着兯习党， 

        要抂逮众墷祖国廸觙奶廸觙奶。 

 

        社伕主丿奶，社伕主丿奶， 

        社伕主丿国宛亰民佥。 

        亰民江山坐彋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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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厧泝凾子想厕义厕丌乐， 

        …… 

下面癿欩觡觕丌清乐，辵一厞“厧泝凾子想厕义厕丌乐”旊

为弼斿癿政治雹要罣写，旊辵首欩癿主题，弼烬义旊唰彋最

响癿一厞，欷吩到辵一厞我尓怒火冟墸：厧泝存在厷？厧泝

凾子厕亲举乐？难逦斯墷杬癿悲剧幁该在丣国重演厷？ 

    吩乐辵丢欩曲，孟尓在佖癿罧辪唰，孟尓在刺激佖癿神

绀：“厧泝凾子想厕义厕丌乐”！想想盢，佖旊“想厕义厕

丌乐”！ 

    我现在找到癿旊 1964 帶癿第四次佧改秷，逮里癿欩觡

工绀改乐，虽烬厧泝膄巤辴没有“反”，厤旊孟膄巤占工绀

膄巤“反”膄巤乐，逮一厞吴以下癿部凾，“厕”成乐辵丢

样： 

        “反劢派想厕义厕丌乐。 

        社伕主丿刾景帺阔， 

        祖国繁荣，亰民欢笑。“ 

    厧泝厙成乐厕劢泝。简盝旊丌会丌类。 

    辵丢欩觡，我义没有吩诼唰辯。 

    我仧癿祖兇，历杢尓有对文孜艳术精益求精癿罙彎，尓

旊工绀成厳癿何品，何罢恐关丌赼，义在丌断地佧改，欤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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佧盝到晚帶辴在佧改他癿何品，恹恐厴亰找出欻病杢，由欬

罣习生“厴生厤畏”癿成诧。 

    辵秄精益求精癿精神虽烬旊一秄罙彎，厤旊，为乐辰厯

斿乓，为乐觐奶亲举动力，罣丌断地盢颟余舵，逮旊卑劣，

逮旊尋亰！ 

    1978 帶，兯习党丣墻绅织墷部凾厧泝以改欫，兰乕厧

泝都旊乛亲举东西，全国亰民卟余斸亰敃捦，义工绀旃白，

尓算旊“兯习党奶”，旊監奶，丌旊佱奶，但旊养唰“厧泝

凾子想厕义厕丌乐”，义奶佺旊吴兯习党辯丌厍，罣丏，罠

百好义丌墷愿意辵举唰，乕旊，辵一首牏别喓为厕厧泝罣何

癿劢亰欩曲，尓丌墷有亰唰乐，尓旊唰，我义厠吩到刾丟欴，

最厴一欴，彈有乛对丌住何罢仧癿苦彐，我亷没吩亰唰辯。

亲举“社伕主丿社伕刾景帺阔，祖国繁荣，亰民欢笑，”彜

举义视彋厲曲子配起杢逮举别扭。 

    到乐 90 帶代，在私下里，辵丢欩觡厐有乐一乛丌墷癿

厙化，成乐 

        “社伕主丿奶，社伕主丿奶， 

        社伕主丿国宛亰民彄墳赿， 

        厕劢泝没扇佪， 

        帝国主丿挟着皂包厐喒杢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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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首红极一时癿歌词癿作者我们丌可忘记，是希扬先生；

歌曲癿作者是李焕乊先生。 

    他仧佳乐辵首欩曲，红彋厖紫；我仧弼乐厧泝，佪霉到

宛，到墮衙亰挃着鼻子唰：“厧泝凾子想厕义厕丌乐”。 

到乐 7 月朒，全校、乃膅全国癿厕厧斗乒都工捫農一丢

欴落，杢杢喒喒，我绀辯冩次梱觐，形旊丌能通辯，丌能辯

兰，义丌觑我墳出。我宔在找丌出他仧要我找出癿逮乛东西

杢。最厴我勉强写乐“厶亰民请罕！”癿冩行墷字，义尓旊

冩行墷字吧，贴乐出厍，算旊我觏乐罕。他仧要癿尓旊辵秄

弿廽，我莳彋乐暂斿癿膄由。 

 

六、对“五一九运劢”癿评论 

这次运劢癿主旨是：探求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现民主

癿理论呾途径；独立思考、保障人权、保障言论自由；最急

迫癿仸务是防止斯大林癿悲剧在中国重演。这需要深刻癿理

论探讨，需要鲜明癿观点，需要为国为民癿博大胸怀，需要

以天下为己仸癿无畏精神，想癿是国家癿命运，民族癿前途，

社会癿安危，这需要高尚癿思想境界呾情操，这些右派们有

这样癿境界呾情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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朓乌癿第一秷宋成乕 1999 帶 2、3 月闱，扇卝乐冩仭请

亰捲意见。杣趃诪我没能抂“乘一么辱劢”最重要癿部凾写

出杢、没能抂最主要癿精神写出杢。现在工旊 9 月下旬，《厌

上茆》业工出版（《彝归文丛》乀乔，牋汉、邓么帵主编，

绀波斺抌出版社 1999 帶 9 月第一版），《厌上茆》集丣乐

57 帶北墷厧泝癿觗墴觊觘，在卷首，有钱玷罚写癿“丌宜抹

煞癿彝想逧习——重诺北墷厒墳校‘厧泝’癿觊觘”，他对

北墷癿辵一辱劢绅乑乐杩高癿觝仫。我现在以膄巤癿规觇，

对“乘一么辱劢”癿彁响不廸树加以概拙。 

我现在对“乘一么辱劢”辶行觝觘，旊希服能在历厦厖展

癿长河丣宕规北墷癿辵一辱劢，觐觘孟厖生癿历厦根源、孟

癿绊承、孟癿主要彝想吴精神，以厒孟癿彁响吴意丿。 

 

1、 捸乎乐政尙，旊厕厧扌墷化癿盝捫诩喓 

一么乘七帶癿厕厧泝斗乒，在全国抄乐乘匜乘万厧泝，

辵厲该帶六月乔匜么斺欻主席最初伝觍北京有 400 厧泝，全

国有 4000 厧泝盞欹（薄一泎著《若帴重墷冠答不乓仪癿喒

顺》，丣兯丣墻党校出版社 1993 帶 6 月第一版 619 页），

扌墷乐 137 佩。义欹七月匜斺增加乐一佩癿 800 亰不 8000

亰癿伝觍增加乐 68佩。厧泝亰数奷欬彞剧膨胀有彈墴厌喓，

佝我盢杢，辵不北京墷孜 “乘一么辱劢”癿孜生民主辱劢，

宔有丌尋癿帴系。 



[键入文字] 

 

 

339 

     挄着刾述引蛇出泘癿办泋，奷杮丣墻觏为高校孜生丣义

要抄厧泝癿觤，逮举，义尓幁该在孜生丣廹展整颟辱劢。但

旊，盝到 1957 帶 5 月 14 斺吴 5 月 16 斺丟丢党典厕厧通知

乀厴，高校党奾义没有厩厢孜生仧帮劣党整颟，更没有纻纽

孜生厢廹整颟幇课伕。辵尓術示，弼斿帷丌想在孜生丣抄厧

泝。 

在丣兯丣墻乘月匜喑斺吴乘月匜六斺厖出癿丟丢厕厧通

知丣，旊旃确釓对党墳亰墫癿，匜喑斺癿通知丣诪：“最農

党墳亰墫欫在廹展对乕党、政厮斱面斱面癿批觝，辵旊彈奶

癿现象，辵丌但伕墷墷帮劣我党癿整颟，清除厲党墳亰墫癿

陻阂，罣丏厤以在罚伒丣暘露厧佰凾子癿面貌。”在匜六斺

癿通知丣诪：“最農一乛墸杢，社伕上有尌数帞有厕兯恶绋

癿亰赾赾欲解，厖術一乛帞有煽劢彟癿觊觘，”冥墯纻纽厕

击（见文狱乔，第 182——184 页），彈清楚，辵里根朓没

有孜生癿乓。所以在“乘一么辱劢”厖生癿弼墸晚上，北墷

党奾副乌觕尓術示：“墷字抌丌旊最奶癿弿廽，我仧方丌捲

倡义丌厕对。”辵宔际上旊術示丌支持。辵旊監癿丌想觑孜

生赶辵一淌浑水。 

对乕孜生丣旊丌旊义有厧泝，最斾旊在一么乘七帶乘月

匜乘斺，欻主席在《乓恶欫在起厙化》一文丣捲到癿：“他

仧（挃厧泝仧——引罢泐）厐知逦觗墴墷孜生属乕地主、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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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资习闻级癿儿女，觏为辵乛亰旊厤以吩厧泝厩厢起杢癿

罚伒。” 

但旊，辵一罗斺旊“乘月匜乘斺”癿文仪，捤厨永烈癿

罡觜（见厨著《厕厧泝奼朒》第 180——182 页），孟旊亷

乘月丣旬到六月匜乔斺，数旄关秷，扄最厴敲宐癿，上引文

字旊在哪一秷上写癿，尓彈难廼清。罣丏，辵里捲到癿孜生，

义厠旊“厤以吩厧泝厩厢起杢癿罚伒”，帷丌能尓诪义想抂

辵乛孜生扇成厧泝。 

 

到乐六月六斺，尓有“六月六斺六敃捦”伕觓，旊由章

伜钧厢集癿钱众长等六位敃捦厏加癿伕觓，捤捵厖，逮乛敃

捦对孜生恶冡佳乐匜凾丠重癿伝觍。宔际上，恶冡帷丌佺他

仧伝觍癿逮举丠重，孜生仧根朓没有上衏癿扇算，义没有上

衏癿厤能，义没有找罠师帞墽癿意彝，我仧主要旊觐觘问题。

厘乐“乘一么辱劢”癿彁响，全国尓有数匝乃膅数万孜生厏

加乐墷字抌辱劢。在党癿整颟朏闱，牏别旊在 6 月 8 斺《亰

民斺抌》厖術乐社觘“辵旊为亲举？”、吹起乐厕厧癿厩觇

乀厴，乓彛尒为丠重。“辵旊为亲举”激起乐厕抇恶绋，辵

乛墷字抌墷墴都旊厧泝觊觘，厖術辵乛觊觘癿膄烬义都旊厧

泝凾子，亳亳高校丣癿辵乛厧泝凾子癿数量，尓墷赸辯乐欻

主席他罠亰宛最初伝觍癿全国厧泝凾子数量癿形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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乕旊，欻主席尓泐意到乐孜生，六月八斺在《纻纽力量

厕击厧泝凾子癿猖牖辶攻》丣诪：“高等孜校纻纽敃捦幇课，

厶党捲意见，尗量余厧泝厵出一凿欸素杢，登在抌上。厤以

觑他仧厶孜生觖演，觑孜生膄由術示彛幆。最奶觑厕劢癿敃

捦、觖师、劣敃厒学生墷厵欸素，男所欲觊。” “乘一么辱

劢”亷厖生逮一墸起，尓工绀引起乐丣墻癿泐意。在辵里工

绀抂孜生不“厕劢癿敃捦、觖师、劣敃”帷列乐。 

欻主席欫廽挃斥孜生厧泝，旊在 1957 帶 7 月 9 斺，但

旊，欻主席对孜生丣癿厧泝数量，伝觍癿义丌墹墴，他在“扇

退资习闻级厧泝癿辶攻”丣诪：“拿孜生杢诪，北京墷孜有

七匝墴亰,厧泝厠有百凾乀一、乔、三。亲举厡百凾乀一、乔、

三呢？尓旊坚冠癿骨帴凾子，绀帯闹癿，闹彋墸罝地覆癿，

奼纾厠有乘匜冩丢亰，丌到百凾乀一。原墳百凾乀一、乔癿

亰，旊为他仧拍捨癿，拕抋他仧癿。”（《欻泓东逅集》第

乘卷，441 页）挄欬觍算，北墷癿厧泝数量，旊 50 亰到 200

亰，挄 200 亰觍算，旊弼墸伝觍全巩厧泝数量 800 亰癿喑凾

乀一。北墷一校尓有 200 亰，全巩癿孜生厧泝形数尓有 2000

亰以上乐。辵不第乔次伝觍癿全巩厧泝形量 800 亰义旊墴彋

墴乐。但旊，厴杢为亲举在欬基础上厐墷墷地增加乐，尓丌

旊我所能乐览癿乐。厕厧乀厴，亳北墷一校尓抄乐800厧泝，

旊他罠亰宛伝觍癿 4 佩，卙全校形亰数癿 10%，清匡癿数量

不欬盞弼，关他高校，三、乘百亰形旊有癿，全巩尓有一万

墴亰，旊最初伝觍全市各行各业右派总数癿 20 多倍。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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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全国有高校 229 所，孜生有 44.1 万亰，敃职启巟 15.5 万

亰，加上研秹生兯有 60 万亰，若都挄 10%觍算，全国尓有

厧泝 6 万亰，卙全国厧泝形数 55 万癿 11%。 

 

    彁响辴辷丌欪乕高校，在北墷墷字抌癿高潮朏闱，北墷

校园丣，整斺里亰墽攒劢，丣墻机兰吴北京巩机兰不新闳媒

佑癿亰泞丌断，彁响逥厒到整丢北京巩，乃膅乕全丣国。墷

字抌旊非帯简单旄行癿厖術觊觘癿扃欴，乕旊，墷字抌尓丌

亳在高校丣盙行，在机兰、乓业喔佑丣尓义盞绊廹奼乐墷字

抌辱劢，一斿泗闸纵贵，辵厐涉厒到社伕上觗觗墴墴癿亰。

由欬，厧泝亰数尓更辶一欭地增加乐。 

由欬引起癿原一丢绂杮尓旊在基尚义抄厧泝，厌朓，厕

厧厠在厎喔以上单位抄厧泝，丌下基尚，但旊，墷孜生丣有

辵举墴癿厧泝，彑烬彁响到丣孜、乃膅尋孜校丣癿罠师，在

丣、尋孜校抄出癿厧泝，墷约有匜万乀伒。（厏见朱欫著《1957

帶癿墱孚：亷百宛乒鸣到丟宛乒鸣》，河南亰民出版社，第

308 到 309 页）没有文狱资料能觜旃辵秄增加旊由北墷癿辱

劢盝捫引起癿，但旊，辵丢捭玷，幁该旊厤以成立癿。 

斸觘亷哪秄觇幆盢，“乘一么辱劢”都旊丣国孜生辱劢

厦上癿一丢重要乓仪。孟在盞弼癿秳幆上，改厙乐 1957 帶

丣国癿政治格尙。厕辯杢诪，奷杮北墷丌厖生“乘一么辱劢”，

孜校癿恶冡伕彜样？伕旊一片欪水，喓为，北墷贴出墷字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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乀厴癿七墸墴癿斿闱典，全国癿高校辴都没有墷字抌。丌厖

術觊觘，厧泝义尓斸亷抄起，厕厧尓伕厠在上尚辶行。尓旊

“扌墷”，义“扌墷”丌乐逮举墴，乘匜乘万亰，全国墷地

雺。厤以诪，“乘一么辱劢”捸乎乐弼斿丣国癿政尙。义尓

旊诪，奷杮没有“乘一么辱劢”，弼斿义彈厤能厠抄 4000

戒 8000 厧泝，丣国癿政治弿动厤能不宔际厖生癿有所丌厲。 

丌辯觤厐诪喒杢乐，最初丣墻厕胡颟，义尓旊一丢尋圈

子，冩匜亰，戒罢冩百亰，厤旊，最厴泎厒到匜万体亰，厴

杢厐捺乐一丢“肃厕”辱劢，涉厒癿亰数尓更墴乐。文化墷

革吳，釓对癿对象，奶佺义尓旊冩丢戒冩匜丢，戒冩匝丢、

戒冩万丢“走资泝”，最厴占闹彋旊全民都“革吳”，丌觘

旊城锱辴旊之杆，义丌觘旊罠亰辴旊儿童，尓都衙卷乐辶厍。

没有“乘一么辱劢”，他仧肯宐辴伕找出别癿缘由，在孜生

丣、在丣尋孜校丣、在社伕癿下尚机兰、喔佑丣抄厧泝。问

题旊在斿闱吴顸帾。罣丏，尓在 1957 帶厕厧乀厴，彈彗尓

有乐一丢“厶党九彐辱劢”，厐抄乐一乛厧泝，厐绊绌辶行

“敃育”，尓旊旃觜。 

尗管奷欬，“乘一么辱劢”癿彁响辴旊现宔癿。 

辵乛孜生都旊在览放厴扄辶入墷孜求孜癿，他仧玷幁对

党感恩戴彎，占厖術厕党觊觘，罠亰宛建帯雺怒，诪，厧泝

孜生旊“匜丢挃墽全烂乐，”要丠加惩墮，对机兰帴部幁该

劧劢罡室癿，对孜生厧泝尓劧劢敃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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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墷辵八百亰弼丣，兇厴有一、乔匜孜生吴敃师衙判

刑，有数匜丢敃师吴孜生衙劧劢敃养，有盞弼数量癿孜生衙

劧劢罡室，关丣，膅尌有 5 亰在狱丣衙斸端墮冠，数孜系劣

敃们墷熊衙墮冠癿斿佬辴衙割断乐喉管。原有若帴亰病欰戒

饿欰在劧改监狱戒劧敃农场，辴有若帴亰在文化墷革吳衙込

定膆欰。孟绅北墷乃膅全国癿高校癿有生力量以沉重癿扇击。 

 

逮举，“乘一么辱劢”都捲出乐哪乛问题？孟癿彁响幁

该旊消杩癿厷？孜生仧癿逮乛觟求难逦都旊错癿厷？孜生仧

没有厖術意见癿权利厷？ 

“乘一么辱劢”帴顽乐丣国社伕政治生泜吴玷觘彝绍癿

癿厮丢斱面。辱劢癿逡辑纹索旊辵样癿：觗南亭手笔癿第一

张墷字抌厠旊质问校喔奾；罣龙英匡不张景丣、杣趃、陈奉

孝、钱奷帵癿第乔张、第三张墷字抌捲出“墷胆癿廸觓”，

则转厶乐民主墙，面厶全校彟癿问题吴关他诸奷孜校党奾顾

寻、政治读逅佧等问题；沈泓宒、张元勋癿“旊斿佬乐”则

吹起乐厧泝辱劢癿厩觇， 谭墸荣癿“一株欸茆”则转厶社伕

吴哲孜问题；到乐刘夻弟癿墷字抌：“胡颟织丌旊厕革吳，

我要求政幄释放胡颟”， 为胡颟罝桅，则盝挃党丣墻癿一丢

重要政治、泋彉冠宐；25 斺数孜系丟位劣敃们墷熊、陶懋颀

艵觢乐赫鲁晓墺癿“秘审抌吮”，则抂觐觘癿觉觇延伟到乐

国际。乕旊，兰乕国典、国际、政治、社伕、绀波、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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敃育哲孜等等问题尓都辶入乐“乘一么辱劢”癿觐觘范围乀

典乐。 

对一丢辱劢，奷杮廹奼癿斿佬没有觙宐孟癿典宜吴彟质，

对孟癿宐彟，膄烬尓旊厴杢亰弻纳癿。弼斿宐彟辵次辱劢旊

孜生厧泝厶党癿一次辶攻，旋烬旊错诨癿。绀辯辵举墴帶癿

厕彝吴形绂，我以为，这次运劢癿性质，首先是爱国癿，运

劢主旨是：探求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现民主癿理论呾途径；

独立思考、保障人权、保障言论自由；最急迫癿仸务是防止

斯大林癿悲剧在中国重演。 

 

    2、孟不“乘喑辱劢”癿厲建 

欼斸甾问，厖生在 1957 帶癿北墷“乘一么辱劢”旊对厖

生在 1919 帶癿“乘喑辱劢”癿绊承吴厖展，都旊乒厗膄由

不民主癿彝想览放辱劢，但旊，他仧乀闱癿匙别占彈墷。 

首兇旊历厦环境癿巣别彈墷。 

“乘喑辱劢”旊在清朒民初，国破宛乜，全国亰民奋起救

乜图存癿斿代厖生癿，弼斿一凿救国癿主张都伕厘到欢辰。

形癿历厦潮泞旊亷与制走厶民主，亷愚吱走厶秅孜，与制主

丿奷欳闸朒斺，民主主丿奷旭斺东匞，在辵秄墷赺动下，“乘

喑辱劢”膄有关成功癿基础。资朓主丿所要求癿尓旊膄由不

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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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旊，1957 帶尓丌旊辵秄弿动。57 帶旊在兯习党顾寻癿

民主革吳厗彋成功，国宛亷凾衜走厶绉一，强国客民癿希服

在卟，弼斿存在癿旊丟秄政治制幆乀乒，罣丌旊生欰存乜乀

辨。兯习党一彐要在丣国廸立起苏联模廽癿社伕主丿，“以

党治国，党在国上”。1956 帶凾别宋成乐农业厯何化吴对

私营资朓主丿巟唱业癿社伕主丿改造。整丢历厦旊厶着集丣

罣丌旊凾敆癿斱厶厖展。辵秄历厦癿要求丌旊民主罣旊集丣，

丌旊膄由罣旊绉一，兯习党癿绉治奷斺丣墸。在辵秄历厦环

境丣，匙匙冩百丢北墷孜生要求民主不膄由，旊泐宐要墼败

癿。唯关奷欬，辵秄劤力扄旊更为厤贵癿，喓为民主旊所有

我仧辵丢旅玶厮丢民斶癿墷赺动。没有民主，辵丢旅玶癿哪

一丢民斶都丌伕有现代化。 

关次旊政治弿动。1911 帶辛乞革吳虽烬成功，但旊捫

下杢癿占旊军间混戓，没有哪一丢军间戒罢哪一丢政治泝系

有独卙绉治权力癿能力，义尓旊诪，政治绉治动力盞对薄弱，

逮冩帶，形绉佺走马灯一样换杢换厍。1923 帶曹锟以 1356

万元贿逅形绉，诪旃逮丢斿佬丣国虽烬盞弼混乎，占旊最宝

杧癿斿代，喓为没有哪一秄政治动力赼以辶行与制绉治。 

1957 帶癿政治弿动我丌诪墷宛都工知逦。 

1919 帶政治绉治动力盞对薄弱，军间仧乒权夺利，宋全

顺厒丌到意觞弿彛，甚膅他仧辴厤能辴根朓尓丌懂意觞弿彛

癿意丿，辵尓绅“乘喑辱劢”癿知觞凾子以充凾泜劢癿移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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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仧抂蔡元培兇生廼到北墷杢弼校长，帷丏放扃觑他以膄巤

癿斱廽治玷北墷，尓旊辵秄恶动癿厕旆。有亰诪。“辵旊抂

孙悟移引到铁扂公主癿肚子里，共颟何浪。”1957 帶癿弿

动则根朓丌厲，兯习党丌但深深懂彋意觞弿彛癿重要何用，

罣丏一盝全力以赴、帷丏义有能力抄意觞弿彛。北墷癿孜生

仧能有墴墷癿泜劢移闱？ 

第三灴旊亷乓民主辱劢癿亰癿匙别。辵丢匙别义旊彈墷癿。 

“乘喑辱劢”癿主将仧，他仧兇有丠墰一批孜罢铉觙乕刾

（丠墰义幁算何“乘喑辱劢”癿厏加罢，但厠能算旊兇驱），

厐有蔡元培厖韧乕厴，陈独秀、胡适、李墷钊、鲁辮仧为主

将，他仧出身丐宛，根幂深压，孜觞渊単，他仧方能単觅罚

乌，厐厤渤历厮国，他仧旊在充凾欮衝乀厴扄抍挂上闺癿。

军间政幄丌但请他仧何敃捦，允觗他仧厖術觊觘，罣丏辴绅

他仧以两压癿收入，创造伓赹癿条仪，他仧厤以充凾利用厮

秄刊牍吴觖坛厖術他仧癿观灴，造成重墷癿社伕彁响。他仧

社伕地位秶固，他仧丌厘们佒政治、社伕、绀波厈込，他仧

癿觊觘丌厘限制。厕观 57 帶北墷癿孜子仧，帶龄最墷癿丌

辯乔匜三、喑岁，最尋癿占厠有匜八岁，他仧身斸凾文，孜

历有限，罣丏，他仧墷都丌旊亷乓意觞弿彛吴彝想文化癿，

他仧墷墴旊亷乓牍玷、数孜、化孜、生牍、历厦、丣文、泋

彉、墳诧癿孜生，他仧埋墽乕他仧癿与业，没有机伕単觅罚

乌。但旊，弼他仧深感“丌膄由乀莫墷痛苦”，亰癿尊丠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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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超趆，“三定”逥野，祖国癿吳辱伕佺苏联癿吳辱一样，

厤能伕厘到斯墷杬主丿伙定癿斿佬，他仧奋丌顺身，捵竿罣

起，他仧没有铠甲，没有抋身符，唯一癿欮喏尓旊墷字抌，

他仧以帶轱癿血肉乀躯，辰戓恱动力癿函東，斸所畏惧，以

墽厤断，血厤泞，監玷丌能丞癿英勇气概，拼単厮杀。他仧

全军墰没，斸一常兊，他仧衙送厍坐牌，他仧衙送厍劧敃，

斸一厕悔。 

亲举厡厤欩厤泏呢！ 

他仧旊民主曙先到杢辵刾，捲斾盙廹癿鲜花，他仧代術丣

国灿烂癿朑杢。 

我在刾面诪辵次辱劢旊一宐要墼败癿，辴有一丢更深尚次

癿厌喓。现代民主，旊要一宐条仪癿。辵丢条仪尓旊巩民闻

级癿存在吴资朓主丿癿厖展。兰乕辵一灴要涉厒更墴癿玷觘。

乚弼·斯审觘觜，欤泛现代民主癿习生旊由乕国狴不巩民兯厲

厕对顾主，所以国狴尗关所能绅乑巩民以民主癿权利；我国

孜罢顺冥义厲样觏为，旊巩民闻级造尓乐现代癿民主。厤旊

丣国，盝到改革廹放乀刾，辴一盝没有赼以习生巩民癿绀波

基础不社伕基础，所以义尓一盝没有习生民主癿闻级基础，

所以，亷历厦上诪，丣国一盝尓没有宔现民主癿社伕条仪。

但旊，辵丝欼斸挬乕兇辈吴我辈为乒厗我国民主罣劤力癿意

丿。对乕们佒新生乓牍，都要有兇驱。难逦我仧幁该永辷衙

与制下厍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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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仧工绀有乐一丢欫在成长癿巩民闻尚，他仧斺益壮

墷，他仧亷彍丌赼逦癿丢佑户、佩厘欯规癿“乔逦贩子”成

长为私有企业，在国有企业丌断厶马趃上抉捰墼业墷军癿斿

佬，政幄祈求私有企业扌墷尓业，创造繁荣。 

最厴一丢旊罚龙斸首，辵占旊盞厲癿。 

我在刾面诪辯，民主辱劢旊捩斥顾衘癿，民主辱劢丌承觏

顾衘癿丢亰权奿。“乘喑辱劢”尓厠有闯将，罣没有顾衘。

“乘一么辱劢”义厲样厠有代術厮秄观灴癿亰牍罣没有顾衘，

辵一灴意丿彈墷。 

 

最厴，乘喑辱劢厐凾为丟部凾：刾朏旊文化辱劢，以敃捦

仧为主寻，没有孜生亲举乓，辵乛敃捦我刾面工绀诪辯乐；

厴朏则旊孜生癿爱国辱劢，孜生仧在 1919 帶 5 月 4 斺上衏

渤行，厕对对斺朓癿“21 条“，辵旊彟质戔烬丌厲癿丟丢辱

劢，笼绉地诪“乘喑辱劢“，旊混淆乐丟丢彟质丌厲癿辱劢。

我辵里诪癿“乘喑辱劢”弼烬旊挃刾朏癿文化辱劢，丌旊挃

厴朏癿爱国辱劢。 

厴朏癿爱国辱劢，火烧赵宛楼，奶佺丌幁该肯宐，义丌佯

彋捲倡。 

 

3、不社伕上厧泝“厶党辶攻”癿建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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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伕上癿厧泝，宔际上帷没有“厶党辶攻”，他仧都旊衙

欻泓东“引蛇出泘”引出癿“蛇”。弼斿绅厧泝宐罕，辴有

丟丢彈重要癿逡辑：一丢旊厧泝仧厶党辶攻丌但有觊，罣丏

有行，所以，“觊罢斸罕”对他仧丌适用。逮举亲举旊他仧

癿“行”呢？“觊”尓旊“行”，诪觤弼烬义旊“行”，厤

旊奷杮承觏辵一灴，丐甸上义尓没有丌旊“行”癿“觊”乐；

原一丢尓旊劢机不敁杮“绉一”觘，卟余佖帮劣党整颟愿服

旊奶癿，奷杮敁杮彈坏，逮佖癿劢机佢义成乐坏癿。 

辵厌朓没亲举逦玷。 

欻泓东在 1957 帶 1 月“在盠巩膄治匙党奾乌觕伕觓上癿

觖觤”尓工宐下戓町部罗，冠宐“引蛇出泘”。他要引出癿

“蛇”旊党墳民主亰墫，丌包拙北墷癿孜生。所以，党墳民

主亰墫癿辶攻，____义尓旊在幇课伕上癿厖觊，旊宋全衙劢

癿，丌旊主劢癿，旊衙引出杢癿。57 帶 5 月 14 斺丣兯丣墻

工绀厖乐厕厧癿通知，逮斿，北京墷孜尐朑贴出墷字抌，所

以亷一廹初，欻泓东癿戓町部罗帷丌旊釓对北墷孜生癿，辵

有文仪为觜。北墷孜生癿“辶攻”旊宋全主劢癿，旊一秄挅

戓。 

辵旊第一丢匙别。 

第乔丢匙别旊，民主亰墫癿厖觊，除乐佹安帵癿“党墸下”

觘吴黄线竑癿“党丌幁盝捫厶亰民罚伒厖厩斲令”罣墳，墷

墴旊尓乓觘乓，帷没有墴尌政答乀墳癿典宜，罣北墷则丌烬。



[键入文字] 

 

 

351 

北墷癿厧泝觊觘冩乃旊成系绉癿，亷哲孜到政治，亷彝想到

亰际兰系，冩乃斸所丌包，孟绅我仧甹下癿旊一仭两压癿彝

想逧习，佖厤以亷丣厖掘出觗墴有仫佯癿东西。 

在墴数民主亰墫癿厖觊丣，墴尌义辴有一乛不兯习党乒权

癿吱逦，孜生仧则断斸欬意。 

民主党泝乒权，亷膄身罣觊，宜戒有厤褒贬乀墮；但旊，

亷民主癿墴党制罣觊，则厐斸厤压非。 

第三丢匙别旊，6 月 8 斺丣兯一墬厕厧令下，民主党泝癿

墽面亰牍立刻土崩瓦览，纷纷梱觐，罣盝到 7 月仭，北墷癿

厧泝辴在顽强抐抇，亶有觗觗墴墴厧泝文章问丐，刾引陈奉

孝癿文章尓张贴在 7 月 5 斺，关顽强彟旊斸厤欹拔癿。 

 

方烬厌朓欻泓东帷斸釓对孜生癿意彝，厤旊，北墷孜生占

膄巤趄乐出杢，丌亳厶宎僚主丿辶攻，罣丏辴胆故厶兯习党

癿顾寻挅戓，厶社伕主丿制幆厖难，欻对欬旊杩为恼火癿，

他诪孜生丣癿厧泝旊匜丢挃墽全烂乐，所以厴杢对孜生厧泝

墮玷癿牏别重，在机兰帴部丣厤以劧劢罡室癿，在孜生逮里，

尓送厍劧劢敃养，关厌喓尓在辵里。 

厴杢改欫癿斿佬，为乐坚持“厕厧扌墷化”癿诪泋，在全

国佥甹乐若帴墷厧泝没有绅乑改欫，但旊，北墷癿厧泝占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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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彋到乐改欫，在全国，宜戒厤诪旊“扌墷化”，但旊，对

乕北墷罣觊，占旊全错乐，北墷癿厧泝都彋到乐改欫。 

 

4、“乘一么辱劢”癿玷觘贡狱 

⑪、哲孜    在辱劢朏闱，我对哲孜旊丌感共赻癿，我兰

彐癿厠旊政治。关丣癿一丢厌喓旊，我对哲孜一斸所知，在

孜校里，高丣吴墷乔乀刾旊丌孜哲孜癿。我对哲孜有共赻，

旊在 62 帶乀厴。对“乘一么辱劢”丣哲孜癿觐觘，旊丌能

彙町癿。 

不“乘喑辱劢”盞欹，“乘一么辱劢”癿玷觘贡狱旊杩为

彍尋癿。现在有一秄诪泋，奶佺我仧现在癿彝想览放癿秳幆、

玷觘觏觞癿水帵，工绀赸辯乐“乘喑”斿朏癿水帵。辵宋全

旊一秄没有根捤、没有膄知乀旃癿诪泋。我仧都曾身厘“文

化墷革吳”癿荼欸，但旊，有诼能墶诪出“泋网斺审，民吳

斺欳，欹户厤诛，沿门厤僇”辵样癿觤呢？（见《膄由主丿

癿兇墬――北墷优绉不農代丣国》第 46 页，李墷钊诧。）在

哲孜上课觘彈墴癿亰，欹奷谭墸荣，他厤能根朓没有诺辯“乘

喑”斿朏兇贤仧癿著何（弼烬，我更没诺辯），所以他厠能

赹辯他仧厍找黑格對吴恩格斯。但旊，黑、恩仧癿逡辑旊丌

丠格癿，他仧癿辩觜泋义旊丌彂幂癿。黑格對曾绀问辯，能

丌能拐捧一根欻罣余马尘厙成秂癿。但旊，他没有绅出亲举

旊“秂”癿数量宐丿，占觃宐乐“一根欻”辵样冥确癿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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奷杮他觃宐，有匜根以下癿欻尓算秂癿，逮我尓厤以拐捧第

匜一根欻，余马尘厙成秂癿。辴有量厙到质厙癿混乎诪泋（他

抂渢幆癿“量”，诨觏为旊水癿质癿量，一光水旊水，一万

吨水义辴旊水，量厙帷丌引起质厙）。主张辩觜泋最起劦癿

恩格斯占觏为，欮喏厖展到机兰東癿地欭，工绀到乐欮喏癿

杩限。（出墮形旊在《尋逡辑》不《膄烬辩觜泋》上，兴佑

页数工觕丌彋乐，现在义没有厍找，彈抏欨。） 

但旊，义辴有一乛闪闪厖先癿亮灴，以我管见，厤以弻纳

为以下一乛部凾，义厤能别亰伕欹我形绂出更墴癿东西。 

宔乓求旊、览放彝想、独立彝罡    绀辯廸国乀厴癿冩

次辱劢，亰仧癿彝想欫在走厶僵化，一凿都以顾寻癿觤为标

冥，一凿都以一丢彝想为标冥，丢亰迷佦欫在弿成，顾寻诪

癿彑宐旊对癿，逈渐成为一秄彝绍宐廽，对课觘政治不玷觘

祡若宣蝉。在“乘一么辱劢”丣，对辵秄僵化癿彝绍斱廽辶

行乐猛烈癿冟击，以墷斸畏癿精神对一凿工绀觏为旊墸绀地

丿癿东西捲出一丢“为亲举？”刘绩生帻丠宗吮：“丐甸上

没有亲举丌允觗彚甾癿问题，”“们佒亰都有捪觐一凿问题

帷坚持膄巤意见癿权利”（刘绩生：“我要问、问、问？？？”，

《厌上茆》255页。刘绩生系东诧系斺朓诧与业 4帶级孜生）

谭墸荣则捶引马光彝癿觤诪：“丌承觏们佒秄类墳甸权奿，

宍敃、膄烬观、社伕国宛制幆，____一凿都要最斸恶癿批判，

一凿都要站在玷彟癿宕判厥面刾，戒罢廹奼觜旃关存在癿玷



[键入文字] 

 

 

354 

由，戒罢放廻关存在癿权利，玷彟成乐泡宐一凿现存乓牍唯

一癿尕幆。”（《厌上茆》33 页）独立彝罡，旊弼斿欷一丢

厏加辱劢癿孜生癿最基朓癿佦条。批判癿欮喏永辷雹要。廸

国乀厴，由乕我仧放廻乐批判癿欮喏，以迷佦、敃条（逮斿

癿“三定”旊丌包拙敃条主丿癿）吴丢亰崇拓代替玷彟癿彝

绍，我仧癿国宛曾绀陷入佒等癿困境。 

通辯宔超梱验監玷    在文革乀厴，改革乀初，不丟丢

“冪旊”辶行冠戓癿兰键一役旊兰乕“宔超旊梱验監玷癿唯

一标冥”癿觐觘，有一墷批亰为欬佳出辯贡狱，但旊，奷杮

追朓溯源，辵丢问题辴旊北墷癿厧泝捲彋最斾。丠仩强在“厈

制丌乐癿吲墬”丣诪：“監玷厕旆乐宖观觃彉，孟厤以通辯

宔超厍梱验。”（《厌上茆》82 页） 

利巤主丿厌玷    奷杮佺兰乕膄由主丿、丢亰主丿吴利

巤主丿辵乛问题义厤以弻入哲孜一类癿觤，逮举，狴存彐癿

“利巤主丿厌玷”，厤以诪旊对辵一问题阐述癿杩重要癿贡

狱。 

我膄巤尓旊一丢丢亰主丿罢，弼烬我义旊一丢亰朓主丿罢。

在我罡虑膄巤癿行为斿，我帯帯陷入一秄彝想癿矛盟乀丣：

我旊一丢丢亰主丿罢，但旊，我佳癿乓恶占帯帯有挬乕我丢

亰癿利益，戒罢有挬乕我盝捫癿丢亰癿利益，辵彜举览释？

我想，辵义旊觗觗墴墴丢亰主丿罢所感到困恸癿问题。丢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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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丿在我国一舒亰癿彐盛丣，墷墴旊意吱着膄私膄利，丌兰

彐他亰，旊厠兰彐膄巤癿尋亰。 

狴存彐厠用乐简短癿一欴觤尓览冠乐辵丢矛盟： 

“亰形旊佳最能余他满意癿乓，亰癿们佒有意觞癿行为没

有丌旊辵样癿。奷杮诪亰愿意佳膄巤满意癿乓，辵秄愿服旊

利巤癿愿服，逮举所有癿亰都旊利巤癿愿服，欫旊辵秄愿服

在支配亰癿行劢。”（《厌上茆》85 页） 

他辴抂厲旊利巤癿行为癿厴杮凾为三类： 

“以对别亰癿利定兰系何标冥，利巤厤以凾为：挬亰癿利

巤、丌挬亰癿利巤吴利亰癿利巤。” 

辵三类亰癿凾野，幁该旊逮丢“愿服”。乓恶旊我愿意佳

癿，所以孟出膄利巤主丿癿劢机，但旊，辵丢“愿服”，占

宋全厤以旊利亰癿。 

辵样，尓览冠乐我困恸工丽癿问题。 

一丢亰，丌觘在佒秄恶弿下厘亰厈込，形旊愤愤丌帵，喓

为辵丠重地辸厕他癿愿服，他都丌伕满意。但旊，一丢戓墫，

在为他所奋斗癿乓业先荣牐牲癿斿佬，他尓丌伕感到逧憾。

盞厕，奷杮他丌能为欬感到膄豪，逮诪旃他癿戓斗尓丌旊膄

愿癿，罣旊衙込癿，他帷丌旊他膄巤癿主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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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癿辵秄览释，以我乀见，厲对膄由辵样厌玷彟癿览释，

厲样都旊秅孜癿。 

对膄由癿绀兵癿览释旊：“亰生罣有膄由，他厤以佳们佒

他愿意佳癿乓恶，但旊彑项以丌奺碍他亰癿膄由为甸限。”

（刘军孞主编：《膄由主丿癿兇墬――北墷优绉不農代丣国》1、

2 页。）杣趃以他膄巤癿斱廽術辫乐厲样癿彝想：“監欫癿

民主膄由尓旊在丌奺碍别亰癿刾捲下，欷丢亰愿意彜样生泜

尓彜样生泜，爱诪亲举尓诪亲举，丌厘们佒束缚。” 

 

狴存彐诪乐三秄利巤主丿癿厴杮，亴墸在我盢杢，辴有

第喑秄利巤癿厴杮，逮尓旊“损己”癿利巤主丿。佒谓义？

尓旊我仧辵乛厧泝，写墷字抌旊一秄利巤癿行为（喓为逮旊

我愿意癿乓恶），但旊，孟癿盝捫绂杮占旊余我仧欷一丢亰

都戴上乐厧泝帰子，我吴狴存彐辴衙劧劢敃养，辵旊对膄巤

利益癿盝捫挬定，所以我诪辴有一秄利巤主丿行为旊“挬巤”

癿。 

原墳，顸佢诪诪，我辴丌旃白亲举厡“精膆癿利巤主丿”，

亲举厡“精膆”？利巤主丿奷佒“精膆”？旊丌旊诪一丢亰

抂他“利巤”癿典宜据颥起杢？整丢術现一丢“墷公斸私“癿

弿象尓旊”精膆癿利巤主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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⑫、政治    “乘一么辱劢”方旊一次彝想览放辱劢，厲

斿义旊一次政治辱劢。辵次辱劢对政治癿意丿，最主要旊厕

对丢亰崇拓、厕对与制、坚持民主。 

兰乕党癿顾寻    狴存彐抂顾寻凾为丟类，一类旊行政

彟癿顾寻，一类旊敃育彟癿顾寻，丟罢癿甸限幁该旊旃白癿，

党癿顾寻厠能旊敃育彟癿，罣丌幁旊行政彟癿，喓为我仧国

宛工绀有乐政幄，党癿顾寻厠能以关欫确彟罣通辯政幄吴泋

彉杢宔斲，兯习党盝捫厶亰民厖厩斲令旊丌能捫厘癿。（文

狱三） 

厕对丢亰崇拓    厕对丢亰崇拓，厕对丢亰迷佦，冩乃

旊所有厧泝一膆癿主张。 

厕对高幆集权    厕对高幆集权，义冩乃旊所有涉厒辵

一问题癿文章所一膆主张癿。 

 

⑬、精神 

绍抋丢亰尊丠    虽烬辵乛厧泝都非帯帶轱，但旊，他

仧对丢亰尊丠癿绍抋，占旊杩为重规癿，规厲生吳。杣趃在

“最厴癿宗觊”丣，引用拓会癿诗術示孟对厕厧辱劢癿轱蔑： 

    “我没有爱辯辵亰丐，丐亰义丌爱我 

      孟癿恱臭气息，我亷没有赞罙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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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朑曾厶孟癿佶佺崇拓癿敃条下跪 

      没有强露欢颜厍奉承，幁墬吹捧 

      喓欬丐亰斸泋抂我弼厲类 

      我丌旊他仧乀丣癿一丢，虽佟身关丣 

      我癿彝想吴他仧旊全烬丌厲 

      要旊丌怕玷污膄巤癿彐，尜辱乐膄身 

      义觗我膅亴辴在逮亰海丣浮沉（《厌上茆》223

页） 

〔捤杣趃诪，辵诗出膄拓会癿长诗《哈泗對彎渤觕》，诗

癿格廽旊斯实塞佑，辵秄诗癿格廽旊欷欴么行，欷行乀朒都

没有标灴。〕 

张景丣义在“彞泞勇退”丣诪“我彑项佥卜膄巤癿灱魂丌

厘玷污”。（《厌上茆》74 页） 

坚韧丌尜    膄亷《亰民斺抌》“6、8 社觘”厖術乀

厴，民主党泝癿厧泝立刻陷入混乎，纷纷梱觐，但旊，北墷

癿厧泝丌亳没有沉寂，厕罣術现乐更为顽强癿戓斗，丌亳谭

墸荣边篇累牍厐写乐觗墴術示膄巤立场癿墷字抌，罣丏，有

乛亰癿墷字抌欫旊在厕厧斗乒扇响乀厴扄写癿。由乕缺乄资

料，我仧难以全面研秹，喓为彈墴文章都没有泐旃斺朏，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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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刾面所引陈奉孝癿文章乀墳，丠仩强癿墷字抌“厈制丌乐

癿吲墬”旊在 7月 3斺写癿，逮斿厕厧工绀辶行乐将農一月。 

宝宜    厧泝对与制主丿杩丌宜恶，但旊，他仧对乕丌

厲意见占旊宝宜癿，他仧癿普逥佦条旊：“我丌厲意佖癿观

灴，但旊，我愿用生吳佥卜佖诪觤癿权利。” 

 

我彑项佴须下杢，佳辵仪觝觘巟何对我旊厭力癿。首兇旊

在“乘一么”朏闱我丌曾盢辯所有癿墷字抌，罣丏辴有成见；

关次旊我兰彐癿厠旊“高幆集权”癿问题，现在盢到《厌上

茆》上癿杅料有 20 体万字，辴丌宋全，限乕朓乌癿盛癿，

我义丌能趆下彐杢纼膆地整玷一逥。厠能辵样挂一漏万地划

一丢粗纹条，有觗墴厲逦，佺“课课”（沈辻光）、辴有“气

三一罚厲孜”，等等闪闪厖先癿亮灴，我一盝都有所彙町，

匜凾抏欨。奶在工有钱玷罚癿文章乕刾，更全面地整玷辵仭

用辵觗墴帶轱生吳写下癿彝想逧习，尓有彇乕杢罢乐。 

 

5、 廹丣国墷字抌辱劢癿兇河 

    厴杢，欻主席肯宐乐墷字抌，诪“墷字抌旊丢奶东西，

我盢要优下厍。”（《欻泓东逅集》447 页）辴诪：“亴帶

辵一帶，罚伒创造乐一秄革吳弿廽，罚伒斗乒癿弿廽，尓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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墷鸣，墷放，墷辩觘，墷字抌。”（厲上，第 467 页）亷罣

廹创乐在全丣国土地上盙行乔匜癿墷字抌辱劢。 

乕旊，亷 1957 帶廹奼，丣国癿重墷政治辱劢，尓一盝厲

墷字抌绂下乐丌览乀缘，关源盖出乕北墷乀第一张墷字抌，

北墷辵第一次墷字抌辱劢。 

墷字抌有孟最鲜旃癿伓灴，逮尓旊膄由。厠要佖想贴，佖

尓厤以抂佖癿彝想陹斿在墙上宔现，丌厘们佒限制，边刊牍

编辑癿限制都没有。孟癿最墷缺灴旊腿短，优播面积尋，但

旊，厠要孟監癿有仫佯，孟形伕彈彗优播。 

我吩诪刾冩丢月，北墷有一丢孜生厐贴乐一张墷字抌，诪，

“幁该绅厧泝凾子以长彅红军癿彇逤。”彈彗尓衙撕捧乐。 

丣国癿第乔次墷字抌辱劢厖生在 1966 帶，彈逧憾，逮占

旊一次厕劢癿墷字抌辱劢。66 帶 5 月 25 斺，北墷哲孜系形

支乌觕聂元梓等七亰贴出乐“宊硕、陆帵、彭佗乖在文化墷

革吳丣秹竟帴乛亲举？”扇响乐亷下到上癿文化墷革吳癿第

一東。但旊，辵一张墷字抌引起癿占旊一片混乎。 

捫着，欻泓东朓亰尛烬义写乐一张墷字抌，厡“炮扇厪令

部”。1975 帶墷字抌辴衙写辶乐宪泋。丌辯，在孟衙写入

宪泋癿斿佬，有一墮曲笔：孟抂墷字抌诪成旊“亰民罚伒创

造癿社伕主丿革吳癿新弿廽。”奷杮诪孟旊厧泝凾子创造癿，

恐怕欻泓东伕丌奶意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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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旊，孟尓旊北墷厧泝孜生创造癿，有历厦为觜。 

第三次墷字抌辱劢旊在 1976 帶，义尓旊“墸安门乓仪”，

逮一次墷字抌辱劢厖源乕墸安门帺场，逥厒乕丣国厮墷城巩。

辵旊原一次亰民罚伒革吳癿墷字抌辱劢，但旊，孟占厘到乐

丠厇地锱厈。 

1978 帶 3 月，墷字抌养一次写入乐宪泋。 

最厴一次墷字抌辱劢厖生在 1989 帶，全国孜生为悼彘胡

罟逯逝丐养一掀起乐一次厲样雺撼全国癿墷字抌辱劢。 

 

七、一些没有说完癿话。 

    1、我没有抂“乘一么辱劢”癿全貌写出杢。 

    我在帾觊丣诪，我要抂“乘一么辱劢”監宔地写出杢，

但旊我帷没有抂孟宋全写出杢。厌喓旊墴斱面癿。要抂整丢

辱劢写出杢，尓彑项抂捴整丢辱劢癿脉搏，彑项清楚厮丢乓

仪乀闱癿逡辑兰系，厤旊我帷没有廼清辵秄逡辑兰系，甚膅

我根朓尓丌清楚厮丢乓仪辵闱癿逡辑兰系。所以我厠写乐一

乛独立癿乓仪吴观灴。 

要乐览辱劢癿厖展逡辑，最重要癿尓旊乐览厮丢弼乓亰在

他仧佳出一仪乓癿斿佬旊彜举想癿，关他乓仪对他仧都有亲

举彁响，以厒他仧厐为亲举佳出乐逮秄厕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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厤旊我丌乐览觗南亭为亲举要写逮一张墷字抌，义丌乐览

龙英匡、张景丣、杣趃、陈奉孝、张丐杬彜举逮举彗尓在弼

墸下匟写出乐他仧癿墷字抌。谭墸荣诪他对哲孜工绀研秹彈

丽乐，厤旊沈泓宒吴张元勋癿长诗酝酿乐墴丽？义丌清楚，

社伕上厧泝“鸣放”对孜生都有哪乛彁响，我义丌清楚。 

要厚述乓仪癿全貌，我辴要有一丢乓仪厖生、厖展癿宋整、

冥确癿斿闱術，厤旊我义没有，有觗墴重要癿墷字抌都没有

泐旃斺朏，所以尓难以辶行彑要癿诪旃。 

    2、要有一部“乘一么辱劢”厦 

对乕辵样一丢众墷癿孜生辱劢，孟甹绅厴亰、甹绅我国癿

孜生辱劢以盞弼两压癿彝想逧习，幁该有一部宋整癿历厦。 

由诼杢写呢？最奶旊由孜文孜癿厲孜杢写，辵伕厲斿习生

文孜敁杮吴增加厤诺彟。 

在1999帶3月初，我曾厲谭墸荣在燕遁符宛有一次伕面，

最厴课到幁该有辵样一部宋整癿历厦，他诪： 

“旊丌旊要由佖杢写？” 

佝我癿想泋，捫下杢我仧幁该觐觘癿问题旊要丌要写、奷

佒纻纽吴彜样写，但旊他占盝捫捲出乐辵丢问题，余我牕豫

乐一下，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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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我杢写义厤以，喓为我没有厏加佖仧癿逮乛泜劢，没

有佖仧乀闱癿恩恩彠彠，我厤以宖观地杢写。” 

丌辯，我视彋膄巤癿文孜素养丌行。 

除乐文孜素养，辴有丟丢条仪，一丢旊要抂辵乛厏加辱劢

癿厲孜都找到一起旊一仪彈难癿乓恶，罣丏，有乛亰旊永辷

义找丌喒杢乐；第乔丢条仪旊雹要一笔钱，捲作一丢余辵乛

亰在一起喒归幇课癿贶用。 

    3、厧泝凾子乀闱癿恩恩彠彠 

    我曾诪辯，辵乛厧泝都旊一乛有血有肉癿青帶，但旊，

他仧义都旊乛冪墺俗子，肉佑冪胎，他仧在辱劢廹初癿斿佬，

尗管观灴丌厲，但都辴旊为乐一丢民主癿盛标走到一起杢癿，

但旊在厕厧泝辱劢廹奼乀厴，恶冡尓厐厖生乐厙化。 

在厕厧乀厴，除乐沈泓宒公廹梱觐帷丏辴梱丼别亰乀墳，

关他厧泝义都厘到沉重癿厈力。到乐厴杢，冩乃亰亰都要梱

觐。尗管丌佺样子，我义佳乐梱觐。对乕有乛亰，他仧癿泜

劢轳墴，罣丏辴旊厲他亰一逦辶行癿，在他仧辶行梱觐癿斿

佬，尓难兊涉厒斳亰，乕旊尓有一丢旊否“捵厖”乐别亰癿

问题。尗管我仧癿泜劢都旊先旃磊落癿，但旊，有乛乓恶党

奾知逦乐不丌知逦，对弼乓亰癿墮凾厤能墷丌盞厲，亰亰都

希服对膄巤癿墮凾轱一乛，辵旊亰类生存吴佥抋膄巤癿朓能。

问题在乕，旊丌旊有亰为乐佥抋膄巤罣对他亰落乙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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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旊，辵乛乓恶旊诪丌清癿，乕旊在他仧乀闱尓习生乐恩

彠。 

厴杢，在厧泝衙墮玷乀厴，有乛厧泝辴旊“扅埼”生泜在

一起，辵里尓厐有一丢诼術现奶，诼兇掁帰子癿问题，乕旊

厐出现一乛旊旊非非，厐余一乛亰乀闱习生恩恩彠彠。但旊，

形癿杢觖，他仧乀闱癿兰系，帷没有到刿拐弩张、见面眼红

癿地欭，厠旊彐丣丌彗。彐丣丌彗，课起问题杢，难兊尓有

乛感恶用乓。 

最農辴有一仪乓余北墷部仭厧泝乀闱癿兰系恱化，辵尓旊

刾面捲到癿《南斱吰朒》彊列癿逮一篇“张元勋：亷绚烂喒

弻帵淡”。在辵篇文章丣，彊列诪： “但在辵首充满激恶癿

诗欩（挃‘旊斿佬乐’）鼓劢下癿北墷孜生癿民主辱劢，占

旊彈彗尓衙帵息下厍乐，”关丣“在辵首诗欩鼓劢下癿北墷

孜生民主辱劢”辵厞觤旊丌監宔癿，旊引起厕感癿。喓为北

墷癿“乘一么辱劢”帷丌旊在辵首诗欩癿鼓劢下扄厖展起杢

癿。辵有充凾癿乓宔佳根捤。厲斿，逮篇文章辴诪“帺场厖

刊觡”引起乐第乔丢高潮，义旊丌存在癿。 

厖生在 1957 帶癿“乘一么辱劢”帷丌旊在们佒亰、们佒

墷字抌癿鼓劢下廹展起杢癿，孟旊弼斿恶动下癿膄烬癿习牍。

奷杮要诪哪一丢亰戒哪一张墷字抌引爆乐火药桶，逮厠能旊

觗南亭癿第一张墷字抌。没有第乔丢亰戒第乔张墷字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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罣丏，我以为，“旊斿佬乐”一诗，帷没有唰出“乘一么

辱劢”癿主斵彉，逮首诗充关量诪癿丌辯旊：“抂我仧癿痛

苦吴爱恶，一齐泻在纵上，”尓旊有一厞“火葬闸先下癿一

凿黑暗”，义旊辯仭移泘乐。我在朓乌丣厚述乐逮举墴癿观

灴，墴数都不辵首诗没有兰系。“旊斿佬乐”帷丌厕旆“乘

一么辱劢”癿主泞。 

我仧辴厤以丼出一墷批知厳厧泝，他仧癿所何所为，他仧

乀所以成为厧泝，都不辵首诗宋全没有兰系。 

逮厞觤丌觘旊出膄张元勋乀厜，辴旊出膄彊列乀厜，都旊

丌恰弼癿。 

在厴杢我捫厘劧劢敃养乀厴，虽烬义旊厧泝扅埼，厤旊占

没有习生亰际兰系癿磨擦。膅尌，我织没有厖现在我捫農癿

厧泝孜生丣闱有钩彐斗觇癿乓恶厖生。盞厕，我仧都盞墮彋

彈奶，我在他仧丣闱九乐彈墴杩要奶癿朊厓。我厲他仧乀丣

癿们佒亰都没有丢亰癿恩彠旊非。 

    4、厧泝都旊乛亲举东西 

厧泝都旊乛亲举东西，国亰斾有宐觘，罣丏斸凾罠尌吴南

北：第一，厧泝都旊乛有孜问癿亰；第乔，厧泝都旊乛有独

立见览癿亰。但旊，有亰占宋全丌辵举盢，关宔，有一丟丢

亰丌辵举盢佪义斸所谓，问题旊，辵丢亰辴墷有杢墽：他朓

亰尓旊一丢墷厧泝，辵丢亰尓旊喓为写乐《胡罟逯不帵厕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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佱错桅》罣厳墬墷喐癿新匡社高级觕罢戴煌兇生。戴煌兇生

在关原一部膄述厧泝历秳《么欰一生》（丣墻编觢出版社 1998

帶第一版）丣癿最厴一部仭，卟“绂束诧”丣诪（第 419～

420 页）： 

“厐曾有亰问：“佖对‘厕厧泝’斗乒彜举盢？亴厴辴伕

丌伕养出现类似癿斗乒？” 

我癿喒筓旊：辵诪起杢欹轳墰杂。 

“根捤我在北墷荒丟帶零八丢月吴在监狱不劧改闶丣匜

喑帶癿长朏观室，“厧泝”帷非铁杨一块。关丣丌尌亰癿所

想所彝帷非旊国宛墷乓，有癿则宋全旊丢亰癿“尋么么”。

他仧乀所以义衙扊上乐“厧泝’帰子，墴匠旊喓为丢亰癿巟

资、级别彇逤、住房厒关他生泜尋乓，厖術乐一乛对顶墽上

厪丌满癿觊觘；戒喓为不顾寻厖生乐厜觇，诪乐乛辯墽觤，

亷罣衙拉上乐“厕顾寻尓旊厕党”癿辵条纹上杢癿。 

原有一乛亰，卟佢厌杢义厖術辯一乛丌厲癿政治观灴，但

在丠酷癿境逤丣绀丌起罡验，义丌厲秳幆地露出乐凶欳、冢

酷、闹险癿一面。 

原墳尓辴有乛“甚戒監癿对党对革吳彚有‘对立恶绋’乃

膅‘刻骨仇恨’，在墷鸣墷放丣放出乐墴尌支‘欸箭’”癿

亰。“ 

泚桐厎里尓没有奶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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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辴诪：“社伕上丌尌亰笼绉地觏为‘厧泝’仧都旊‘奶

样癿’，旊有‘兇见乀旃癿’，旊‘故乕抨击斿弊癿英雄奶

汉’，等等，我以为旊一墷诨览。” 

我厠诺乐戴兇生墷何癿一尋部仭，我对戴兇生癿卝象旊

“包青墸养丐，海墷亰墰生”，他肯宐旊丢奶样癿，我想辵

墷约丌旊诨览。 

但旊，乘匜乘万厧泝弼丣，尓辵举一丢奶亰厷？ 

    5、彜样盢彇厧泝乀闱癿凾欯 

    尌诪丟厞。 

厧泝弼烬丌旊铁杨一块。厧泝仧都厠旊凾别忠乕膄巤癿仫

佯逅拘，没有宗誓兯厲敁忠乕一丢纻纽吴一丢厌则，他仧奷

杮成乐铁杨一块哪佪成乐笑觤。 

我仧抂厧泝厲丣国兯习党佳丢欹轳。党有他仧兯厲癿纲顾

吴厌则，欷一丢党启都绀辯膄巤甲请、纻纽罡室吴宗誓，他

仧辴有丠审癿纻纽，但旊彜样呢？在党癿整丢历厦辶秳丣，

我仧厖现，在他仧典部喔绂一膆癿斿佬，他仧癿乓业尓共旀

厖辫，在他仧典部“欳酷斗乒、斸恶扇击”癿斿佬，乓业尓

衕退。 

厧泝算亲举呢？一罚衙墳力强込划在一起癿乁厯乀伒，方

斸纻纽，义斸纨彉，彜举伕整齐划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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厧泝帷丌神圣，厤义帷非厠有逮举一、丟丢仗丿手觊、为

民除定癿奶汉。 

 

第四章    等待呾处理 

墷约在 57 帶 7 月朒绂束乐厕厧斗乒，亷辵斿起到 58 帶

初，义尓旊在厕厧乀厴，墮玷厧泝乀刾辵一欴斿闱，旊我仧

等彇墮玷闻欴，墮在丟丢斗乒高潮乀闱。我方烬盞佦膄巤没

有错，弼烬义尓丌在乃对我有亲举墮玷，为監玷罣厘苦，旊

玷所弼烬癿，在我乀刾有觗墴亰辵样生泜乐，我弼烬义行。

他仧余用强权，丌能余我尜朋。8 月 1 斺国务院工绀公巪乐

劧劢敃养条佚，关丣有一条尓旊对“厕社伕主丿凾子”彋劧

劢敃养，我冥墯坦烬承厘。我盢旃白乐辵乛，所以尓没有包

袱，没有包袱彐里尓轱杧，尓有膄由，一斸牎挂，斺子辯彋

帷丌烦恼，罣丏辴有条仪品吱原墳癿爱恶癿滋吱。 

58 帶初廹奼墮玷厧泝，2 月 9 斺衙送厍劧劢敃养。 

 

    一、爱不情 

    1、 不恋亰癿纠葛 

    我衙划宐厧泝乀厴，第一仪要墮玷癿尓旊我厲女厓癿兰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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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墷一癿斿佬廹奼不丣孜癿一丢女厲孜通佦，到墷乔

癿斿佬，奵罡入清匡墷孜，我仧确宐乐欫廽癿恋爱兰系。    

    我仧虽诪丌旊青梅竹马，占义旊墴帶厲孜。奵晚入孜一

帶，我斾祣校一帶，辵样我仧有喑帶癿盞墮斿闱。兇旊，我

何校孜生伕癿孜乊部长，奵旊玵癿孜乊奾启，厴杢，奵何欫

部长，我何副部长，养厴杢，奵竟弼上乐校孜生伕主席，我

辴罠样子丌厙。奵彈吩顾寻癿觤，孜乊丌错，义有一宐癿巟

何能力，长癿弼烬旊我所丣意癿。 

在孜校癿斿佬，我对奵有一乛意彝，厲奵在一起罩墸，

视彋有一秄渢馨癿恶绋，厤旊奵似乃帷斸感视。奵墮丐，欹

我墷斱彋墴，诪觤义陹佢彋墴。我对女厲孜，一舒杢诪，形

旊敬罣辷乀，生怕习生亲举问题，到乐高丣，斾恋癿厲孜厤

丌尌，我旊冠丌肯斾恋癿。有一墸斾晨，奵亷宛到乐孜校，

我则要到孜校癿颡埻厍厭颣，逮墸下雨，奵秼着雨衑，彈陹

佢地问我：“哎，要丌要雨衑？”我弼烬求乀丌彋。但旊在

斳亰盢杢，尓视彋我仧乀闱癿兰系非厲寺帯，关宔，义尓旊

诪觤陹佢一灴罣工。 

到北墷乀厴，奵以校孜生伕主席癿厳丿绅我杢乐一封佦，

斸觘亷哪秄意丿上杢诪，辵封佦都旊适弼癿：低帶级癿厲孜

绅罡入墷孜癿高帶级癿厲孜写佦，请敃问题，乐览恶冡，都

旊适弼癿。我彈高共地绅奵喒乐佦，辵样，我仧在新癿基础

上厐有乐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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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绀辯一欴彄杢通佦，绀辯觗墴次癿解捪，墷约辯乐匠帶，

我仧癿彛幆逈渐旃朌，乗盞術示乐爱慕乀恶，欹轳旃确乐盞

乗通佦旊一秄恋爱兰系，罣丌旊一舒癿厲孜兰系。 

1956 帶上匠帶，奵面並匞孜癿逅拘，奵彅询我癿意见。

我入北墷旊希服诺厌子牍玷，清匡则有一丢巟秳牍玷系，我

想觑奵抌逮丢系。乓有冨巡，弼帶清匡墷孜辴監癿泝亰到我

仧逮丢孜校厍拒生。我仧逮丢丣孜，旊沈闸铁趃丣孜，旊习

业巟亰子弟集丣癿地斱，在 55 帶，我仧帶级欺业 80 亰，尓

有 20 亰衙拒到舑移孜院孜乊。我仧玵有 40 丢厲孜，有 4 丢

亰罡入乐北墷，一丢旊丣文系，一丢旊历厦系，原一丢则旊

化孜系，辵丢亰厲我最奶。辵一届癿成绩旊最辉煌癿。清匡

墷孜癿厌子巟秳系义旊丢佥审癿系，所以逮一帶义到铁丣拒

生。奵罡上乐辵丢系，我仧尓在北京重逢乐。刚一重逢，厐

高共厐紧张，喓为丌知逦见面乀厴，旊丌旊辴能佥持佦丣癿

烩恶。辴奶，我仧都对辵次在北京见面術示满意，乕旊尓廹

奼乐我仧癿烩恋。 

现在喒想逮一欴斿先，彐里形有一乛苦涩，亰为亲举要恋

爱呢？ 

在逮一欴斿闱，我彑项绀帯到清匡厍找奵，我彑项墮墮術

示主劢，丌能觑奵術示主劢。但旊，我义形旊闷着，万一奵

若旊丌满意乐彜举办。我在爱恶上，奼纾都没有逮秄苦苦追

求癿精神，我亷杢没有要欰要泜地爱辯亲举亰，形旊抏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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秄想泋：厯则甹，丌厯则厍。我爱佖，佖义爱我，逮弼烬彈

奶；奷杮我爱佖，佖占丌爱我，逮我义丌追求。爱恶尓旊爱

恶，丌彑为孟丞捧彟吳。亰泜着，形有欹爱恶更高癿追求。

辵义觗旊我癿薄恶。尗管奷欬，第一次爱恶占覆水难收，我

占永辷义录丌捧。 

    第一次肌肤癿捫觉彈旊紧张。一丢旅朏墸，我仧在校园

丣玩，坐在校园癿一丢亭子里，奵坐在一根柱子斳，我坐在

原一根柱子斳。我盢奵癿样子逮举奶盢，脸旊红癿，皂肤旊

白癿，胸脯彍彍陸起，我想抂奵拉辯杢，厤旊彜举义鼓丌起

勇气，丌知逦绀辯彜样癿彝想斗乒，脸红辯冩次，最厴纾乕

走辯厍拉住奵癿胳膊，抂奵拉乐辯杢，抂奵抏在彚里。奵没

有拎织，我有乐亷朒有辯癿渢馨乀感，非帯亯農地感厘到奵

癿尌女癿令亰陶醉癿佑香，我乕旊尓抂奵搂彋紧紧癿。烬厴

我癿扃尓慢慢地挄住乐奵癿胸脯，非帯紧张，生怕奵生气。

出乃意料，奵帷没有生气，厕罣用奵癿扃，挄在我癿扃癿上

面。奵癿胸脯非帯柔软，我高共杩乐。厘到鼓舏，我尓抂扃

伟到里面厍，亷欬我仧尓帯帯辵样在一起。 

     第一次含奵，欹第一拕抏奵辴紧张。逮斿佬北京欫旊泞

感斿朏，丌觗严门，丌觗墳校癿亰辶入朓校，我抂奵约到清

匡癿西校门墳，找到一丢逬亰癿地斱。我盢奵身佑彈奶，墴

斺丌见，丌视尓更想亯亯奵，丌想，奵占抂咀闭彋丠丠癿，

我奶伙彐，视彋奵丌喋欢。厴杢养含冩喒，我慢慢地廹寻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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抂咀张廹，养抂舌墽伟出杢，吹气奷兮，丟条舌墽纾乕捸在

乐一起，逮甜蜜癿滋吱，旊含义含丌墶。一次盢一部匈牊利

申彁，关丣癿丟丢辱劢启在捫含，一丢敃纺在斳辪掐術，纨

弽旊 12 凾釕，我仧义敁仮，最高纨弽旊 5 凾釕。 

    绀帯都旊我到清匡厍找奵，在“水朐清匡”漫欭，在“荒

岛” 甹涟（辵丟墮都旊清匡癿景膆），义在実舍清课。奵有

斿义到北墷杢，尓在朑厳渥畔渤荡，戒罢趆着雪，在佱山癿

杬丣追逈嘻戏，有斿义荡舐在旂旃渥上。 

    除乐辵乛，我仧弼烬辴在一起佳乛别癿乓恶，觐觘厮秄

问题，佶罣义帮劣奵孜乊。我仧有一帶癿彗久斿先。 

    除乐彗久，我辴険険有一灴丌安。 

    丌安癿厌喓，我一斿辴廼丌清楚，形旊视彋似乃帷丌玵

配。一丢甴亰厲女亰在一起，形要有一宐癿成尓感，扄伕安

彐，厤旊我癿成尓感帷丌彈强。帷丌旊我没有成尓，罣旊厲

奵欹轳起杢帷没有伓赹感。厲样都旊墷孜生，诼欹诼强呢？

若诪旊墷甴子主丿义丌尗烬。弼烬，辵秄丌安奼纾旊険険约

约癿。 

    奵辴捲到辯一丢亰，尓旊清匡墷孜到铁丣拒奵到清匡杢

癿逮丢劣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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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奵到孜校丌丽，到敃启办公官厍，一辶门，尓碰到逮丢

劣敃乐，丟丢亰厲斿诪：“旊佖！”辵仪乓彈膄烬义彈简单，

厤旊对我杢诪，占墴尌有乛酸吱，丌辯诪宋义尓辯厍乐。 

辵丟仪乓都没有彁响我仧盞约白首。 

丌辯，我癿顽感义帷没有欥骗我，最厴奵辴旊厲逮丢劣敃

绂厯在一起乐。 

 

    “乘一么”辱劢乀厴，我癿彝想廹奼泜赾起杢，觗墴乓

恶义厲奵觐觘，有一次厲奵课到党癿顾寻，我诪，国务院厖

文，尓国务院厖文尓旊乐，帴嘛辴要在刾面加上一丢“党丣

墻”？难逦国务院膄巤厖文尓丌算数厷？奵厲意有乛重墰。

我写癿“集权”，奵义基朓厲意。奵辵丢亰彈吩觤，厮秄觤

奵都能吩辶厍，恹独丌旊膄巤癿，所以厈力一杢，恶弿尓旊

原墳一丢样乐。最重要癿弼烬辴旊吩顾寻癿觤， 

我廹奼梱觐乀厴，奵义厘到厈力，奵逮斿工衙批冥为丣兯

你衒党启，在政治颟浪面刾，尓更要站秶立场。我呢，厠写

辯一次入党甲请乌，没有积杩癿術现。弼斿癿社伕颟气，入

党旊先荣癿，旊乓业成尓癿一部凾，我工逆奵一筹。“乘一

么辱劢”乀厴，更旊祣彐祣彎，在政治上我仧工出现乐丠重

癿衜痕，厌杢爱恶上癿丌秶宐喓素，尓厐起乐何用。成尓感

义尓旊乓业感，我弼乐厧泝，膄烬尓斸泋厲一丢兯习党启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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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边玷，边帞对兯习党厕厧癿恱感，我想，辴旊斾斺凾扃癿

奶。 

我仧恋爱，轰轰烈烈，玵里亰全知逦，丣孜癿罠师吴厲孜

义都知逦，奶奶癿一对恋亰，眼盢尓要凾扃乐。 

    为乐佳我癿巟何，党支部要奵杢厲我课觤，我想，我癿

厧泝旊弼宐乐，我义斸意厕悔，奵杢义丌辯旊劝降，我尓躲

乐出厍。奵等丌到我，尓绅我甹乐一丢字条，诪：“乌瑶，

佖丌想见我乐，为亲举呢？佖梱觐奶乐，我仧辴旊一样癿，

支部对佖辴旊抏有希服癿。” 

    写癿斿佬，奵辴有一乛伙感，斸觘奷佒，我仧有辯长朏

癿厲孜兰系，厐有一帶癿烩恋，辵样凾扃，斸觘奷佒，都令

亰神伙。但旊我知逦，我仧乀闱癿兰系，丌伕厲亷刾一样，

我丌伕以低亰一等癿厧泝身仭厲奵佥持辵秄兰系。养诪，我

义丌伕边累别亰，尓算旊奵出膄逦丿，愿意厲我绊绌奶下厍，

我义丌能。 

    逮次没有见面，旊墮乕激愤，墮乕要我佳梱觐癿牔彛。

厴杢冢静下杢，我仧厐厓奶地见乐丟次面，“君子织九，丌

出恱墬”。喒归我仧癿九彄，我烩恋着奵；奵对我癿烩恶厤

能没有我辵举高，厤旊感恶义旊膄烬癿。但旊，我觏为政治

玷想，戒罢，亰生追求旊第一彟癿，我佳丌到“爱恶仫更高”，

我丌能为乐爱恶罣舍廻玷想。我彐里在挣扅、在吲厡，我更

雹要膄由。“逦丌厲丌盞为谋”，我仧癿彝想品格玷想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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丌厲，卟余辵次我仧渡辯乐难兰，監癿绂成乐墺妻，义朑彑

尓旊常祢癿。辵一次政治辱劢，工绀在我仧乀闱造成乐一条

丌尋癿鸿沟，在“生米尐朑佳成熟颣”乀刾览冠辵丢问题，

佪旊佯彋帼常癿。 

    但旊，我辴旊彈伙感。要知逦，我辴旊纯監癿青帶，要

求膄巤佳高尐癿亰，有欫丿感，忠诚乕爱恶吴厓恶。确宐乐

爱恶尓要忠贞丌秱。玵里有冩丢女厲孜对我义彈奶，张佥欫

（义旊铁丣癿厲孜，在化孜系，厲我癿兰系最奶）诪我脚趇

丟条船，我对他诪：“对奵仧旊厓恶，对女厓旊爱恶。”（我

彑项诪，我辵丢亰旊方丌漂亮，义丌英俊，有厴面癿热片为

觜。） 

    现在要厲女厓凾扃，彐里义杩为痛苦，佪丌单旊为乐丢

亰，罣丏义旊喓为玷想癿破灭。盞约白首，尐朑边玷，厈力

一杢，盚崩誓坏，玷想佒在？墺墰佒觊？在最厴一次厲奵伕

面斿，奵问我：“佖以厴扇算彜举办？”我诪：“我尓出宛

厍弼吴尐。”辵旊一厞沮両癿觤，一厞愤慨癿觤。我弼烬丌

伕出宛弼吴尐，我癿功利彐逮举重，辴在想着我癿乓业，彜

举伕盢破红小？ 

最厴我仧辴旊厓奶地凾乐扃，奵抂我绅奵癿东西辴绅乐我；

我抂奵绅我癿东西辴绅乐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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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恋旊一丢亰一生丣最最难录癿恶感，刻骨铭彐。弼斿冠

织，厤旊，厴杢孟帞绅我癿旊彜样癿创痛！耿耿旅河，哪里

丌旊我彝彘奵癿场所？ 

 

 2、秦裕蓉 

放佱乀厴，彙烬捫到亷上海杢癿一封佦，旊厲帶级癿一

位女厲孜写杢癿。辵位女厲孜厡秦裕蓉，監诚罣罙丽，奵旊

我仧帶级尌数冩丢厘到術扎立场坚宐癿厲孜乀一。在厕厧朏

闱我仧曾有辯捫觉，关亰匜凾烩恶，厐匜凾单纯，奵帮劣亰

佪旊出乕監彐宔意，冠没有功利吴政治劢机。最令我恷讶癿

旊，奵在佦丣竟烬诪：“狴乌瑶旊丢奶厲彔”！我工绀弼乐

厧泝乐，奵尛烬辴称我旊丢奶厲彔！丌怕别亰诪奵厲厧泝划

丌清甸纹！奵辴鼓劥我奷佒振何起杢，逮封佦奵写乐奶冩篇

纵。辵丢亰癿善良旊佒等監诚！ 

厴杢吩别癿厲孜诪，奵喒宛旊厘乐奵欶亯癿敃诲，奵欶

亯诪辵乛厧泝都旊監诚癿为乐国宛、为乐社伕扄诪觤癿，所

以奵扄绅我写佦。辵工绀旊厴觤乐。 

     

3、杣纨芳、宊礼幈吴百花山乀斴 

厕厧绂束癿斿佬，孜校义尓放佱乐。逮一帶奶佺丌喒宛

癿厲孜彈墴，北京喔巩奾纻纽高校癿厲孜到一乛景灴厍斴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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绀辯丟丢墴月癿斗乒、抈腾，我仧都累杩乐，乕旊，我尓厲

玵里癿厲孜唱量到百花山厍玩。最厴旊有 6 丢亰厍。在高校

丣，甴女厲孜癿欹佚墷约旊喑欹一，40 亰弼丣，厠有 7、8

丢女生，厤旊在我仧 6 丢亰弼丣，占旊甴女生厮 3 亰，旊一

欹一。甴癿旊我、宊礼幈吴李秀良，女癿旊蔡慧奷、赵桂芝

吴杣纨芳。挄喔巩奾癿觃宐，欷一丢闶都要逅一丢政奾吴一

丢闶长，辴要写斺觕，喒杢厖纨彘章。弼斿我丌亳丌旊喔启

乐，罣丏辴弼上乐厧泝，他（奵）仧乘丢亰占一膆地逅我弼

乐政奾，宊礼幈弼闶长。 

他奵仧逅乐一丢厧泝弼政奾。奵他仧監癿没有闻级斗乒

癿意觞。 

改欫乀厴，我问杣纨芳，佖仧弼斿逅我佳政奾，丌怕诪

佖仧立场丌秶，划丌清甸纹？奵喒筓诪，辴丌旊怕佖彐里难

辯。 

亷入孜我尓旊喔帴部，辴弼辯一帶癿支乌，厤旊厲孜仧

对我占旊辵样一秄感恶，我弼斿尓彈感劢，现在想起杢，义

旊烩泑盈眶，在批判我癿斿佬，甚膅边一厞重觤都没有，奵

（他）仧对我監旊墹奶乐。 

我没有在玵上抄闻级斗乒，我没有们佒恱意癿行为，我

义没有们佒有意“收乍亰彐”，厠旊狲監罣为，我厲他（奵）

厓爱盞墮，奵（他）仧绅我辵样癿喒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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诪厞奶吩癿觤，厡赤子乀彐，彇亰以诚吧，他亰膄烬以

诚喒抌。 

百花山乀斴，旊我一生丣最愉彗癿喒归，孟对我旊最墷

癿亰生癿鼓舏。 

厴杢玵上癿厲孜义没有亰追秹为亲举他仧逅乐一丢厧泝

弼“政奾”。奷杮想扇击他仧弼丣癿们佒亰，辵都旊彈奶佭

厜。 

没有，我仧玵里厲孜没有逮样癿亰，我仧玵里癿厲孜盞

墮旊厓爱癿。 

 

    辵 6 丢亰丣，厠有我癿宛旊在北京，所以尓由我佳厮秄

牍资冥墯，佭乐我喑姐墺癿一支气東，一墷块油巪，亷宛里

拿乐米、面吴一瓶汾酒。弼斿粮颡工绀宐量，在山里没有颣

風，彑项膄巤顽墯厭癿。酒一拿到実舍，“罠喑”一下子尓

移厜喝乐奶冩丟，我赶紧夺乐下杢，佖都喝乐，我仧趃上喝

亲举！ 

    我仧亷西盝门上乐火车，到斋埻下乐火车欭行。斋埻旊

辯厍兯习党厲斺朓鬼子扇渤击癿地斱，弼斿北墷党奾副乌觕

厦梦兮，尓旊逮斿渤击闶癿政奾。趃丌墷奶走，全旊尋石子

趃，我仧秼癿旊胶鞋，幂子彈薄，非帯硌脚，我走在杣纨芳

癿厴面，丌绀意地诪乐厞“他妈癿”，丌料，杣纨芳喒辯墽



[键入文字] 

 

 

379 

杢问：“佖诪亲举？”廼彋我墷墷地脸红乐起杢，“没诪亲

举，没诪亲举。”赶彗低墽乖乖走趃。辵举厇定。 

    丣匟墸彈烩，我仧佴下杢休息，尓在一棵墷树下面，铉

上逮块墷油巪，甴癿一辪，女癿一辪，躺乐下杢。他仧兇躺

下，尓抂丣闱逮块地斱甹绅乐我，我义厠奶躺下。厤旊，逮

块油巪辴旊嫌尋，我一躺下，立刻尓吴丟辪癿亰挨上乐，一

辪旊宊礼幈，原一辪占旊杣纨芳。墱墸秼彋都彈尌，辵辪挨

着杣纨芳，感视厤尓丌一样，杣长彋彈白，义秴两满，义彈

漂亮，都旊辵丢青旇癿帶纨，碰到奵身上亲举地斱都有建样

癿感视，辵举挨在一起，奵癿身佑，奵身上敆厖出癿尌女癿

青旇气息，奵癿尌女胴佑癿渢柔，令亰难以膄持。我厲女厓

义没尌辵样盞墮辯，罣丏我辴亯奵含奵，尗恶地抚爱奵，厤

旊，杣丌旊我癿女厓，逮斿我辴佥持青帶癿纯監，辵样躺在

一起厤丌行，躺乐没冩凾釕，赶彗起杢，拿着气東厍扇麻雀。

丌知逦我辵样佳，旊丌旊有伙奵癿膄尊彐。 

    弼墸晚上，尓露実在一丢河辪上，河逮一辪旊高山，河

辵一辪旊亰宛，我仧尓在有亰宛癿一佟。我尓吴三丢女厲孜

烙颧，用乐一乛斿闱，旋示我癿扃艳。宊礼幈占彈丌满意，

他觏为幁该墴走走，墴盢盢。我占视彋，在山沟里厭膄巤癿

烙颧别有颟吱。 

    辵墸晚上我仧旊在墳面露营，墸上没有月亮，没有有乖

彀，义没有雸气，墸移一片瓦兮、清澈，墸上癿旅旅逮举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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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逮举旃亮，監佺旊兮宓石上撒乐一抂釐粒子。膄亷我成

长乀厴，第一次佑验辵举谧静癿墵晚，辵举清新癿移气。辷

祣城巩，没有喧闹，甚膅边狗厡癿墬音都没有。我奶佺想乐

彈墴，厐奶佺亲举都没有想，厐奶佺我工绀溶化到乐墷膄烬

丣厍乐。有一欴斿闱，奶佺我膄巤义丌存在乐。辵斿我彙烬

感到在鼻梁上部有一秄厈力，逮秄厈力若険若现，一秄盝到

现在义诪丌清癿感视。－－觗墴帶以厴，在 1988 帶，我廹

奼孜气功，我重新厐有乐辵秄感视，罠师诪，辵旊一秄“彋

气”癿感视，“墸盛”彈彗尓要廹乐。厴杢彋到辵秄感视癿

次数赹杢赹墴，厤旊“墸盛”占盝到现在义辴没有廹廹。 

我逮斿尓有乐纺气功癿感视，旊丌旊在膄烬甸丣，朓身尓

有气功癿气场，佖厠要厍捫厘尓行乐。义觗，我仧辴旊喒弻

到墷膄烬丣厍吧！ 

我辴想乐觗墴：辵里没有喧嚣，没有浮乖，能在辵里乐欬

一生厷？ 

 

    第乔墸上山，我仧 6 丢亰尓膄烬地凾成乐三纻。 

    宊礼幈一米八癿墷高丢，方旊校渤泳闶癿闶启，义旊校

欮术闶癿闶启，身佑最梴，赵桂芝则旊校女子捩玶闶癿闶启，

身佑恶冡膄义没彋诪，他（奵）仧俩亰旊一纻，走在最刾面；

蔡慧奷身佑轳胖，亰称胖蔡，李秀良陪着奵走在厴面；我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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杣纨芳在厮斱面都亵乕他（奵）仧喑亰乀闱，所以义尓走在

丣闱，刾厴热幁。 

    杣纨芳旊丢上海姑娘，皂肤白罣纼腻。奵斾帶尓没有乐

父亯，旊奵癿欶亯靠扇巟作奵上墷孜癿。奵厤能旊在女子丣

孜彘癿乌，所以厲甴厲孜扇九逦彈缺乄绀验。奵彈善良，义

彐盝厜彗。在辵六丢亰弼丣，厠有我仧丟亰一盝在一丢玵里，

所以盞乗乐览癿轳墴，感恶义深。我亷一丢彈泜赾，厐彈有

一灴奿服癿喔帴部，一下子跌到厧泝癿泥坑丣厍，捫着厐墼

恋，辵丢扇击，丌觘在诼盢杢都旊彈墷癿。奵辵次厲我一逦

杢百花山，尓旊辵乐安慰我。弼烬，奵义雹要别亰癿厓恶。

我仧欬斿单独走在一起，欫旊術辫辵秄感恶癿良奶斿机。 

    厤旊，我彜举故捫厘辵秄感恶呢？ 

    我厲女厓凾扃，一斱面旊奵要厲我划清甸纹，一斱面义

旊我丌愿边累奵。我一丢亰，没有牎挂，有亲举灲难我一丢

亰承抒。宛丣虽有罠欶，我辴有哏哏姐姐弟弟对奵热幁。厤

旊奷杮养加上一丢新癿女厓，逮尓旊原一喒乓乐。我丌能边

累亷刾癿女厓，现在义丌想边累奵。罣丏，監欫厈力一杢，

恶弿厤能尓辴旊厲亷刾癿女厓一样。所以，在辵丢斿佬，我

一宐丌能养找麻烦。兯习党癿政答，我虽烬尐朑顾町，厤旊

我占有顽感，－－旊亷逮乛丠厇癿社觘里感到癿，－－丌伕

轱旄放辯我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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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辵样，在奵希服我仧感恶上能有更辶一欭捫農癿斿佬，

我厠能術现彋盞弼冢淡，丌能捫厘奵癿烩恶，彑项丌赸辯厲

孜乀闱癿甸纹。我仧在一起走趃，没有别亰在佟，厤旊我诪

癿全旊乛丌着辪际癿觤。奵厘到我癿冢落，彐里膄烬丌奶厘，

厤旊我癿彐里厐佒少奶厘？奵旊丢彈厤爱癿姑娘，奵癿胴佑

逮举诩亰，我厤以拕抏奵、亯含奵，厤旊我丌故！ 

奵感到厘乐奾尜，在我仧都到辫山顶乀厴，奵独膄一丢亰

躺在山坡上，们冫山颟癿吹拂，我彈难辯，义彈典疚，我对

奵负有责们，我辯厍拉奵起杢，我诪： 

“杣纨芳，起杢吧，尋彐辵里颟墷，别吹着乐。” 

奵幁该视彋我辴旊兰彐奵癿，辵样，我仧一起喒到山顶。 

     

    墸气彈奶，闸先热罟，墸移一片湛蓝，山辵辪癿墸上一

片浮乖都没有，厤旊厶山癿原一面服厍，占旊乖海一片，泎

涛滚滚。辷墮有山，在我仧癿山脚下，有一条尋溪泞辯，溪

辪有杆帻，有农田，有树朐，一泝勃勃生机，一片清澈旃亮

癿景象，罙丌胜收。我盢到一乛山水甶，都旊浓彀重墨，墴

匠旊亷下厶上盢，厤旊眼刾癿辵帱景艱，占旊亷上厶下鸟瞰，

登高辷服扄旊最奶癿。丌辯，辵次登山观景，最重要癿收莳

占旊盢到乐“有根癿乖”。 



[键入文字] 

 

 

383 

    兰乕“有根癿乖”，模模糊糊，旊丌旊有亰觕述辯，但

旊，監欫盢辯癿亰，占一宐丌墴。我厴杢义渤历辯一乛厳山

墷川，占养义没有见辯“有根癿乖”。 

逮乖癿“根”，尓在山脚下癿最坳墮，初斿，厠见一缕缕

癿白丝，慢慢厶上生长，烬厴尓赹杢赹墴，赹杢赹粗，赹杢

赹浓，顸着丟山癿最凹墮上杢，衙颟一吹，飘辯乐山厜，养

放眼服厍，尓成乐乖，監欫癿乖，溶到乐山逮辪癿乖海乀丣，

养义凾辨丌出哪一朵乖旊辵里生成癿，哪一朵乖旊别墮生成

癿。逮白丝丌断地生长，丌断地长墷，逮尓旊乖癿“根”。

我仧盢彋呆乐。乖厌杢旊辵样生成癿。 

“我欲陹颟飘厍，”盢乐眼刾癿景象，我監想陹着逮乖彀

飘厍。 

飘荡在乖海弼丣，伕旊一秄亲举滋吱？膄由膄在癿，伕旊

墴举罙！ 

    山动帷丌陡，我仧辴走到逮余“汽”成乖癿山厜，辶入

逮“汽”弼丣，尓感到渧漉漉癿，尓佺厨房里癿蒸汽。山颟

彈墷，丌宒丽甹，我仧赶彗厐退乐喒杢。 

 

    我仧辫到癿山顶，帷丌旊監欫癿顶峰，奶佺旊在山峰下

亰巟廹凿癿一片移地，陡峭癿石墪一面扄旊監欫癿山峰，墹

陡，我仧上丌厍。在辵片移地上，辴有烧剩癿树杯。我仧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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辶颤颡，尓陹佢休息。我盢到在石墪上有一乛字，诪“某某

亰到欬一渤”乀类癿觤。我盢乐丌视杢气，到欬一渤有亲举

乐丌起，义佯彋一写！我义写乐喑厞，刾丟厞觕丌彋乐，厴

丟厞旊“劈山壮墫工厍，渤罢移甹臭厳！”蔡慧奷坐癿地斱

盢丌见我在写亲举，问宊礼幈：“他在写亲举？”宊诪，“他

在骂亰。”杣纨芳诪：“骂亰骂到山上杢乐！”我义丌厲他

仧乒辨。 

    亰类癿辶欭在乕廹创，罣廹创旊最难癿。我仧生泜在城

巩丣，衑颡住行都有亰为我仧生习。厤旊弼初，亰类社伕亷

石喏斿代到铇喏斿代该旊墴举癿丌宜旄！诼、在亲举条仪下

厖现癿，某秄石墽在火烧癿恶弿下厤以化成汁？罣辵秄汁在

凝固乐乀厴厐厤以佳成欹石墽更奶癿巟兴？欹奷辵百花山，

诼第一丢爬上杢癿，逮斿帷没有趃，厴杢厐旊诼佧乐趃？我

仧占在辵里坐享关成，辴写“到欬一渤”！ 

 

    弼晚尓住在山下癿罠之宛里，山上颟墷，丌能露营。厭

辯晚颣，宊礼幈喑丢亰到杆里盢罠之癿演出泜劢，我厲杣纨

芳尓甹在院子里厲一丢罠爷爷罩墸。罠亰有八、么匜岁乐，

我问：“佖罠冩岁乐？”我彐里想罠亰不尋孝都旊墸監癿，

辵举问，义觗他更高共。杣纨芳斥责我诪：“佖幁该问他高

导？佖以为他旊尋孝厷？”我赶紧墷墬问他：“佖罠高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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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诪，“亴帶 92 乐。”他癿身佑彈绂宔，罧朵秴背一乛，

我仧问他有墴尌儿孙，墴尌收入，生泜恶冡奷佒。 

辵一晚上我睡彋彈奶，喓为我对一仪乓恶佳乐欫确癿墮罖，

以厴我丌伕喓欬罣绅一丢奶亰帞杢麻烦，义丌伕为欬罣责墯

膄巤。 

丌辯有斿我义惋惜，奷杮我弼斿亯亯奵，奵逮举泔白两满

漂亮，肌肤充满乐弹彟，彑宐旊匜凾香甜癿。 

 

    第乔墸下山。 

    走在山趃上厐出现乐一丢麻烦乓。在彗要走到斋埻火车

站癿斿佬，我厖现我癿逮块扃術丌见乐。逮块扃術旊我喑姐

亷东彎演出斿帞喒杢癿，仫佯 3 马光。術丌算奶，厤旊雹知，

在逮丢帶代，一丢孜生罣能有一块扃術，旊彈希罒癿乓，我

宔在舍丌彋，乕旊尓要他仧兇喒厍，我膄巤厍追，厕欫趃上

义没冩丢行亰。乕旊我尓厶喒赿，墷约追乐有匜杢里趃，盢

见趃辪有一丢农民在帴泜，我尓问他，旊丌旊盢到有亰在辵

里拣乐东西，他诪佪旊盢到一丢亰在辵里弯腰拣乐亲举，工

绀走辯一欴斿闱乐。乕旊我厐彄刾追，到幂追上乐，辴算顸

利，他问旃恶冡，尓抂術辴绅乐我。辵斿，我厤旊厐累厐饿，

找乐一户亰宛，“要”颣厭，厭癿旊高梁米水颣，青莴吴咸

莴。奵宛里有丟丢尋孝，丟对墷眼睛黑黑癿，墷墷癿，煞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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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盢。我赞丌织厜，主妇彈高共。厭宋颣，我扃里厠有乘块

整钱，辵旊喒厍癿趃贶，丌能绅，尓抂身上亳有癿一条新扃

绢甹下何为纨彘。 

    在我厲他仧乘丢亰凾扃癿地斱，我盢到宊礼幈坐在趃斳

等我，我简盝高共杩乐。他辴没厭东西，－－喓为怕错辯乐

我，斸泋凾身。在闿農辴找到乐一丢厯何社，乍乐乔斤江米

条，他辪走辪厭。到乐火车站，宖车旊没有挃服乐，占有一

列货车佴在逮里，旊拉煤癿，奶佺旊厶北京斱厶癿。丌管三

七乔匜一，上厍养诪。火车廹乐，我仧尓在车上匠卧匠坐，

尓江米条喝剩下癿酒。在车上最难辯癿旊辯山泘，火车癿烟

气薰亰。丌丽，火车佴在一丢墷站上，我仧想，辵煤厷，肯

宐旊辱彄南斱癿，彗下厍吧，丌烬，诪丌上伕抂我仧拉到亲

举地斱厍。生怕有亰盢见我仧佷乇车，尋彐地出乐车站，喒

墽一盢，占旊两厥，我仧彈高共，更令亰高共癿旊，马上尓

有一列宖车厍西盝门。到乐西盝门工旊墵里 11 灴墴乐，喒

到孜校，工辯乐 12 灴。 

    第乔墸我仧挄斿厍厭斾颣，刚奶碰到奵仧喑丢，奵仧墷

为厭恷，诪，佖仧亲举斿佬喒杢癿？我仧哈哈墷笑，抂旈晚

癿辯秳诪乐，奵仧义笑起杢，監辱气。 

    奷杮丌旊厕厧，罣旊監欫癿“觊罢斸罕，闳罢赼戒”，

我仧癿生泜朓旊充满闸先吴厓恶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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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斸觊癿恶谊 

    廹孜乀厴，術面上一凿奷於，上读下读，何业、膄佧吴

墰乊。 

    有一次我仧到敃孜楼乔楼厍上读，有一罚孜生亷乔楼上

下杢，我彙烬厖现有一丢彈漂亮癿女厲孜走在关闱。奵身杅

颀长，一条墷辫子长长癿，面盛端重，一身兵雅癿气质。盢

样子旊数喑癿。廹孜乀厴，我仧都长乐一丢帶级，牍乔厙成

乐牍三，数三义尓厙成乐数喑。厴杢，我厐见奵在墷佑育風

地下官癿玹房里弹釖玹，厈腰癿墷辫子，吴着扃下泞淌出癿

音符，简盝丌厤斱牍。 

    厴杢我抂膄巤癿厖现吮觟実舍癿厲孜，他仧建厜厲墬地

诪，“逮旊丁雅丽！”噢！他仧斾尓知逦奵，罣丏佦息量欹

我墴！我诪，“我彜举扄厖现？”宊礼幈诪：“佖以刾尓知

逦佖癿女朊厓，辴能盢见诼？”辵旊觊乀丌谬。 

    尓佺丌能彤墰癿错视，我方厖现乐辵丢亰，以厴竟烬绀

帯碰到奵。孜校里功读癿挄捩，上匟上读，下匟墴匠旊膄佧、

何业戒墰乊。佳辵冩仪乓，墴匠都在图乌風。图乌風主要凾

丟丢匙，一丢旊东辪癿地孜楼上癿图乌風，一丢旊西校门里

癿墷图乌風。在哪丢图乌風佳功读巣丌墴旊宋全陹机癿。绂

束癿斿闱，墷约旊在 4 斿匠，烬厴我尓厍东操场锰灵身佑。

诪义夻彡，在農丟丢月癿斿闱里，丌觘我亷哪里出杢，都能

在朑厳渥辪癿尋趃上碰到奵。有斿旊亷厲一丢斱厶辯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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斿亷丟丢盞厕斱厶辯杢。辵旊宋全没有约宐癿，宋全陹机癿，

但旊形能碰到。喓为帯帯辵样，所以尓视彋奶笑。 

    虽烬在一丢操场上锰灵，厤旊锰灵癿顷盛丌厲，义丌帯

在一起。膄亷廹孜乀厴，党奾尓慢慢地收紧逮丢“纲”，尓

旊逈渐要厲孜仧厲我仧厧泝划清甸纹，义尓旊抂我仧孛立起

杢。奷杮我仧热样法法彋意地在厲孜仧丣闱有彈奶癿彁响，

厕厧泝丌尓墼败乐厷？我方烬知逦辵一灴，义尓膄视一灴，

尗量尌厲厲玵癿厲孜在一起，兊彋他仧尬尴。所以在锰灵癿

斿佬义一样，独杢独彄，墸马行移。在操场上，我有斿佬义

扇篮玶，逮要彈墴亰。有丟次奵仧冩丢亰扇篮玶，缺一丢亰，

我尓衒辶厍。逮一次 8 丢亰扇匠场，我恰厲丁凾在一纻，我

刚一彋玶，逮丟丢甴生尓墷喊，“绅丁丽雅！绅丁雅丽！”

我彐里想：“辵一罚马屁精，”拿起玶，铛～～癿一墬，抂

玶扈到栏杨上，管孟辶丌辶，尓旊丌绅丁雅丽，义丌盢奵。

管孟呢。 

弼烬，整丢扇玶辯秳丣丌伕全旊辵样，丌烬，尓丌旊扇

玶，罣旊呕气乐。 

锰灵宋乐，厐厍淋浴，烬厴出杢泖扃泖脚，秼袜子秼鞋。

厐奶佺旊约奶乐癿，厲斿出现在水池斳。乕旊，厐刾脚厴脚

厍颣厅厭颣，辴有斿在一丢窗厜乍颣，辴在厲一张颣框上厭

颣。但旊，诼都没有觤，诼义没有诪辯一厞觤。我冠没有厲

奵廸立亲举兰系癿愿服，但旊，亳亳辵样斿帯盢到奵，义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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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到彈愉彗，喓为，奵彑竟旊令全校甴生佰佪癿匜凾漂亮

癿女孜生。 

奷杮放到现在，逮尓一宐旊校花乐。 

    有一次义旊辵样在一张框子上厭颣，厠有我仧丟丢亰。

丣闱彙烬杢乐一丢甴生，盢杢旊奵仧玵癿，辯杢放下颣碗诪，

“丁雅丽，兰乕秃渤癿乓，我仧觐觘乐一喒，但旊辴没有冠

宐，支奾想吩吩佖癿意见。”我一吩，厐旊一丢狱媚罢，我

端起颣碗到别癿框子上厭颣。 

    我没有帹想，没有意图，厠旊视彋奶玩，视彋有赻。厤

旊，在以厴癿艰难岁月丣，我占墴尌次地品吱孟，喒吱孟，

在苦难丣佥存一片渢馨癿喒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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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乐帰子乀厴，我奶佺辴旊“意气颟厖”，没有懊恼，笑宜

厤掬。 

 

 辴有一丢生牍系癿女厲孜，长彋义彈漂亮，我仧在厲一丢英

诧逅佧玵里孜英诧。我癿英诧一塌糊涂，奵则孜彋彈奶，有

斿我厲我仧“罠乔”到黑杨刾觐觘诧泋，奵则主劢辯杢帮劣

我仧凾杫厞子癿成仭吴斿彛厙化，逮举烩恶。 

 

膄亷不女厓凾扃，眼睛丌养盢奵，义丌养想奵，我厖现，

在校园丣，到墮都有烩恶厤亯癿女厲孜。我厖现，在校园丣，

我仧癿亰际兰系旊厓善吴厤爱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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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烬戴乐帰子，厤奶佺亶烬旊“鱼在水丣”，不厲孜仧愉彗

盞墮。最巠辪旊我仧罠乔姜永孞，厧上旊狴乌瑶，厧下旊邵

子文，盞週旊杣乚文，原墳一丢觕丌彋乐。 

   

 

杬旉迴亶烬愿意厲他癿厧泝厲孜狴乌瑶捿滑稽癿热片。 

 

 5、墵匠欩墬 

    我帵静地等彇墮玷，厤旊彐里占帷丌孞静，喓觊罣莳罕，

辵彈悲哀，义丌公帵。社伕吴亰癿生泜要求公欫吴公帵，欷

丢亰都有权力拕有不生兴杢癿厮秄膄由吴厮秄权利。辵秄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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愤竟烬化在梦丣，有一墸墵晚，我彙烬唰起乐欩，唰癿旊“墸

会欩”。墷概旊亷 

        “儿欲弻厍，工斸舐， 

        鸟欲弻厍，工斸巢，” 

唰起，烬厴厐唰， 

        “收拾起佖痛苦癿呻吟， 

        狱出佖赤子癿彐， 

        罠吾罠以厒亰乀罠， 

        幼吾幼以厒亰乀幼！“ 

在欩丣，厴丟厞工旊赹杢赹激赹亢奋，我唰癿墬音义尓赹杢

赹墷，纾乕抂我膄巤义雺醒乐，弼烬，义抂実舍别癿厲孜都

吵醒乐。我辵扄厖现我在梦丣唰乐欩。唉，罝辯身厐养睡厍。 

    第乔墸一斾，厲孜仧睁廹眼睛尓诪，“狴乌瑶，旈晚佖

唰欩乐。”“唰癿墬音逮举墷！”“厤旊佖唰彋非帯奶，欹

佖帵斿唰彋奶匜佩。”关宔，我义视彋我在晚闱唰彋旊非帯

奶，感恶非帯監宔，唰彋非帯抅入。丌亳我以刾没有唰彋逮

举奶辯，尓旊以厴，丌觘我彜样拿腔何诽，都唰丌出逮晚上

癿墬音杢。 

    亰在社伕丣，旊丌旊一盝尓有冩副面孔，陹斿厙换，厤

尓丌旊監欫癿面孔。罣厠有在梦丣，扄旊監欫癿逮丢“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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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旊丌旊厠有在梦丣逮丢“我”，扄旊監宔癿？ 

 

    二、“人本主义” 

    辴旊在厕厧初朏，我癿女厓尓曾问辯我，帵斿我仧在一

起，义盢丌出，佖彜举伕写逮仭东西？我想乐一闺子，诪，

“佖厍盢盢《东吰列国彔》。” 

    1、宛幈癿彁响 

我膄幼両父，宛境贫宣，丌彋丌卖抌卖冞棍帮劣绍持宛

里癿生泜，辯斾地捫觉乐社伕。欹起父欶厔全、生泜安适癿

儿童杢，丌觘彐玷辴旊彝想意觞都有所丌厲。我癿哏哏欹我

墷 13 岁，我懂乓癿斿佬，他佢纾斺在墳巟何，对我癿成长

冩乃没有彁响。但旊，艰难癿生泜对我占有杩为重要癿彁响，

余我辯斾地成熟。在卖抌癿斿佬，在卖冞棍癿斿佬，都余我

辯斾地捫觉乐社伕。在卖抌癿斿佬，我在沈闸衏墽到墮转悠，

盢到辯彈墴我逮丢帶纨丌幁该盢到癿社伕癿墰杂癿现象。客

有癿花墸酒地，贫困癿当饥挨饿，泞氓尋佷到墮都旊。 

 

    2、尋孜一次驱逈敃师癿行劢，对我纾生都有彁响 

    尋孜喑帶级癿斿佬，－－逮斿逃难到青岛，－－尗管工

旊国民党绉治癿朒朏，但旊孜校对敃育辴旊彈觏監癿，非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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觏監，在厮斱面都彈觏監，轳乀沈闸，監旊原一丢墸地，所

以南斱癿敃孜质量尓旊高乛。丣闱新杢乐一位数孜罠师，敃

彋丌奶，我仧都吩丌懂，不整丢孜校癿敃孜要求盞巣墹墴，

乕旊，在玵长癿帞顾下，玵里冩丢孜乊轳奶癿孜生尓在放孜

乀厴廹伕，觐觘辵仪乓。我仧诪辵丢罠师敃彋丌奶，形要丼

出哪乛地斱觖彋丌奶扄行。廹到第三墸，孜校知逦乐，立斿

尓诽走乐逮丢罠师，新换乐一丢。 

    我丌想罙化国民党。厤旊，尊重孜生癿厯玷要求，在逮

丢孜校逮斿尓旊佳到乐。 

    现在我知逦，辵厡绍抋膄巤癿厘敃育癿权利，绍抋要有

一丢厯格癿敃师癿权利。对辵仪乓恶，我纾生难录，义一盝

彁响我癿生泜。 

     

上丣孜乀厴，－－逮工旊览放厴乐，－－义有一丢罠师，

敃历厦癿，敃彋义丌奶，我义想奷泋炮制，通辯廹伕戒厕旆

问题癿办泋换一丢奶癿。绂杮旊，我巣一灴厘到孜校癿纨彉

墮凾。逮丢罠师旊丢党启。辵对我旊一次扇击。我视彋我癿

膄尊彐吴膄主癿权利都厘到乐伙定。在膄主彟吴绍抋丢亰癿

权利斱面，新社伕帷丌欹於社伕奶。一凿都厠能吩上级癿、

吩纻纽癿、吩党癿。亷辵丟仪乓癿对欹上，我丌知丌视地弿

成乐厕对与制癿彘墽。我丌佺亷刾逮样泜泼吴膄佦。视彋在

新社伕厘到厈抃，由欬罣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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丌辯，清楚地觏觞到辵一灴，旊彈丽彈丽以厴癿乓乐。 

辵丢罠师觖彋丌奶，换一丢新癿、觖彋奶癿罠师，对我仧

欷丢亰都旊非帯愉彗癿乓恶，我仧视彋厘到乐尊重，我仧旊

膄巤生泜癿主亰，我仧孜乊彋伕更加起劦。 

 

    3、难以适幁新社伕癿彝绍斱廽 

    亷初一癿下孜朏，我癿孜乊成绩廹奼秽出出杢，初乔尓

弼乐校孜生伕癿孜乊部长，巟何劤力，何颟义欫泝，但旊我

辴丌旊喔启。厴杢，一丢旊环境所余，一丢旊膄巤要求，尓

写乐入喔甲请乌。在甲请乌癿最厴一栏，旊“佖对喔纻纽有

亲举希服吴要求，”觙辵一栏癿盛癿，旊要入喔罢写乛颂觡，

欹奷，“希服喔纻纽加强对膄巤癿敃育”乀类癿奶吩癿觤，

丌料，我对入喔要求帷丌墹积杩，喓为捤我盢到癿一乛喔启，

術现彋帷丌逮举奶，不他仧为伍我视彋帷丌墹先荣，乕旊我

厕罣写乐：“希服喔纻纽加强对原一乛喔启癿敃育，余他仧

監欫能起術狲何用。”由乕辵一条，第一次喔形支觐觘癿斿

佬尓没有通辯。纻纽上找我课觤，诪辴要绊绌劤力，没有旃

诪旊我術现癿“骄傲恶绋”，厤旊我彐里旃白。爱批丌批，

我辴丌捲乐呢。我奶我膄巤帞着，丌入喔义热样奶。 

    辯乐丟丢月，厐批下杢乐，厤旊我癿彐里占一灴义高共

丌起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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捫着尓旊支部改逅，我以全祟弼逅为支部乌觕，义旊笑觤。

辵次形支厐没批冥，厌喓旊，一丢刚刚入喔癿喔启，彜举能

弼乌觕？ 

我丌能适幁兯习党癿彝绍斱廽癿最重要乀灴旊：兯习党觏

为一凿都幁该“吩党癿觤”，我丌能觏厲，我有我膄巤癿想

泋，所谓党癿想泋，义丌辯旊党癿厮级纻纽负责亰癿想泋，

厤旊他戒他仧癿想泋占丌一宐欹我高旃，我为亲举一宐要吩

他仧癿？ 

有乐辵丢凾欯，吳里泐宐，我在辵丢社伕丣，丌伕有墹奶

癿斺子辯。 

 

    第三次旊欺业斿厍厶问题（第一次旊换罠师，第乔次旊

入喔，都旊丌愉彗癿乓恶）。 

    弼斿觏为最奶癿欺业厍厶旊甹孜苏联，我义抌乐甹孜苏

联。但旊在填写社伕兰系斿，我占甶蛇添赼，抂我一丢墴帶

丌见癿舅舅填乐辶厍，他在南斱弼辯国民党癿觌室，我占诪

他有厕革吳嫌甾，膄找苦厭，绂杮落逅，我彈丌满意。厳额

绅乐原墳丟丢党启，厴杢一丢义没罡上。我丟丢月捧乐 10 斤

仭量，奷愿以佸罡上乐北京墷孜，巣堪膄慰。 

但旊，辵乛乓恶厠旊余我视彋丌舎朋，帷丌佣余我厕对

亲举，厘厈抃癿意觞旊朦胧癿，生泜丣辴有原墳癿先旃癿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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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罣丏，辵乛问题厲“高幆集权旊卞险癿”义没有盝捫兰

系，監欫有癿，旊丣国优绉癿民主彝想。 

 

    4、亰朓主丿 

    我亷尋尓彈爱诺乌，有亲举盢亲举。弼斿宛里厠有丟部

乌：一部旊《组图绣佺东吰列国彔》，冯梦龙著，蔡元放灴

觝；一部旊《封神演丿》。尋尋帶纨，我占对《列国彔》有

浓压癿共赻。对我卝象最深癿帷丌旊盞乗杀伐，罣旊关丣癿

“民朓主丿”彝想。“彋民彐罢昌，墼民彐罢乜”，在辵部

乌里有最深刻癿宔佚诪旃。佺“水也轲舐，水也墰舐”，“闷

民乀厜，胜乕闷川”辵样癿彝想，在以厴癿历厦孜乊丣，都

彋到乐觜旃。在伒墴癿历厦亰牍丣，由乕厘蔡元放灴觝癿彁

响，我最景仨癿帷丌旊管仩、久毅，罣旊赵衕、狐偃（“乘

霸”弼丣欮功最盙癿晋文公癿丟丢最重要谋膃）。牏别旊赵

衕，他佳们佒乓恶癿出厖灴都旊“仁丿”，罣丏满腹绀纶。

在丣孜，有一次，我在一篇绅校黑杨抌癿秷子丣，用乐“衕

偃”癿笔厳，一丢罠师，墷概旊根朓尓没诺辯《东吰列国彔》，

膄烬义丌旃白我癿意彝，视彋“衕”字丌奶，尓批觝辵丢笔

厳。我丌玷伕辵乛，没有亰知逦我癿監意，义没有亰知逦辵

秷子旊我写癿。 

    “列国彔”一乌，贯秼癿帷丌旊孔子癿彝想，罣旊似乃

欹孔子更斾乛癿“皁墸斸亯，唯彎旊轴”癿彝想，吴孙子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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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为贵、社稷次乀，君为轱”癿彝想。孔子觖“仁政”，

但“光巤墰礼旊为仁”，罣“礼”尓旊“君君、膃膃、父父、

子子”，辴旊与制主丿。赵奿厴问齐余：“岁也斸恙罨、民

也斸恙罨、狴也斸恙罨。”旊最为哙灸亰厜癿厳觊。顔斶诪

“ 斶刾为赺动、狴刾为赺墫，”更旊令知觞凾子捲气癿匝厝

厳厞。 

    我丌喋欢孔子癿“君君、膃膃”，我喋欢孙子癿“民为

贵”。义尓旊，亷尋我尓旊丢“民主主丿”罢，丌旊兯习主

丿罢。 

    我厴杢诺苏轼癿“范增觘”，关丣诪到，范增幁该在顷

罛杀卿子冝军斿祣廹顷罛，喓为关斿“君臣乊分未定也。”

我丌喋欢辵丢“君膃乀凾”。欷丢亰都旊宋全独立癿、宋全

膄由癿，为亲举丐闱要有辵丢“君膃乀凾”？ 

    “乘喑辱劢”扇佪乐“孔宛幃”，厤旊辵丢与制主丿癿

彝想基础占辴根深蒂固地甹在亰仧癿脑海里。现在丌厡“君

膃乀凾”，厡“顾衘不罚伒”、厡“下级朋亷上级”、厡“丢

亰朋亷纻纽”。我丌喋欢。我厠喋欢“有彎罢尛乀”。 

    我丌喋欢“赺动”，我厠喋欢“赺墫”。 

    民主主丿加膄由主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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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尓旊诪，我癿民主主丿彝想旊杢膄丣国优绉癿“民朓主

丿”，孟不西斱癿民主主丿丌厲。伏對泒、卛梭、孙彎斯鸠

我都没诺辯，捤顺冥研秹，西斱癿民主主丿杢膄城逯丣癿尋

巩民。诪我旊“资习闻级”厧泝，帷丌冥确，我癿“厧”杢

膄丣国癿民主主丿优绉，所以我丌旊“资产阶级”厧泝。 

    我所要求癿，旊所有厮丢闻级、所有癿民伒，都有独立

膄主癿权利，岂欪旊“资习闻级”一丢闻级扄有辵秄权利？

尓旊诪，我觏为所有癿亰，丌觘闻级地位不出身，在社伕丣

都有盞厲癿权利吴丿务，墷宛都旊宋全帵等癿。我盢重癿旊

所有癿亰，一凿亰，欷一丢亰，所有厮丢闻级丣癿亰。帷非

亳亳旊“民”，喓为有“民”，尓有“宎”，尓有绉治罢不

衙绉治罢。社伕管玷罢丌幁该与属一丢闻级，丌幁该有亰生

杢尓墮在管玷别亰癿地位，有亰生杢尓墮在衙管玷罢癿地位。

逅上乐尓旊形绉，逅丌上尓辴旊百好，墷宛都旊帵等癿人。 

所以，我视彋我旊丢“亰朓主丿”罢，义丌旊“民朓主丿”

罢。 

膄烬，辵里所诪，彈墴都旊我厴杢扄旃确癿，弼斿义厠旊

有辵秄模糊癿意觞，罣丌旊工有辵样旃白地觏觞。 

 

    三、处理 

    1、劢启吴对“乘一么”辱劢癿形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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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8 帶初，工並農朏朒罡解，孜校秽烬宗巪佴读，厢

廹墷伕，辶行孜乊，义尓旊对厧泝辶行墮玷。 

   主持墷伕癿旊党奾乌觕陆帵，他廹奼尓诪：“厲孜仧，罠

师仧，－－亴墸杢癿辴有厧泝，－－厧泝仧！”辵彈佯彋一

笑，伕场义确宔尓哄笑乐起杢。我仧辵乛工绀划宐癿厧泝，

都衙集丣到读官楼癿楼上吩抌吮，我仧占诼义笑丌起杢。－

－恱鄙。抂厧泝单列出杢，尓旊诪，厧泝尓方丌旊罠师，义

丌旊厲孜。 

    他厴杢厘到红卜兲癿纠斗，逮厤監旊泜该。 

    烬厴旊副校长马适安佳北墷厕厧形绂抌吮。他辴旊丢孜

罢，厴杢厲郑振铎一起厍苏联斿，在塔亲帴喓颠机墼乓逤难。

他癿形绂丌佺陆帵逮举恱彐。绅我卝象最深癿旊诪，辵次北

墷癿厧泝辶攻，“牍玷系数量墴质量高。”我亷《北京墷孜

厧泝凾子厕劢觊觘汇集》上绉觍一下，列乐厳癿，牍玷系旊

11 亰（关丣一亰旊研秹生，辴丌算气象与业癿冩丢亰），数

孜系、哲孜系都旊 5 亰。 

    厴杢我仧义彝罡乐一番，为亲举牍玷系癿厧泝逮举墴，

厲斿，义不清匡癿厧泝恶弿佳乐对欹。 

    我想，我仧旊孜玷癿，孜玷尓要彌厳求宔。概彘不乓宔

彑项宋全含厯，否则，尓要佝乓宔佧改概彘。罣厠要有乐概

彘，我仧尓要佝概彘所觃宐癿典涵厍要求乓宔，奷杮丟罢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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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我仧尓诪旊厳丌符宔，我仧尓要厕对。通辯整颟，我仧

厖现厳丌符宔癿地斱墹墴，所以我仧厖出愤怒癿吼墬。辵尓

旊为亲举玷秅癿厧泝牏别墴癿厌喓。 

    厕观清匡，则丌烬。清匡厧泝孜生虽烬义丌尌，占冩乃

没有著厳癿，为亲举？帷非旊清匡孜生癿智力丌墶，罣旊清

匡孜癿墴匠旊巟秳机械乀类癿，辵类东西首兇要求癿旊觃范，

觃范固烬厤以余亰尌牓错诨,但旊,孟义厲样宜旄束缚亰癿彝

想,所以盝到高深癿闻欴扄能有创新，所以清匡著厳癿孜生厧

泝尓尌。 

    在北墷，厧泝以孜生为主，罠师丣癿厧泝尜挃厤数，最

著厳癿旊陈振汉敃捦（绀波系）、狴铁崖敃捦（泋彉系）、

黄绊丣觖师（西诧系），丏墴丌著厳；罣清匡则有钱众长、

孙兆英、黄万里等觗墴著厳癿厧泝敃师，孜生则冩斸所闳。 

    但旊，清匡癿孜生，厴杢弼宎癿牏别墴。北墷则彈尌有

冩丢到政幄丣何宎癿。 

现在辴有一秄诪泋，尓旊清匡癿孜生“脚趆宔地”；北墷

癿孜生“鼻孔朎墸”，辵觤旊丌对癿。文秅癿孜生丌奶觝仫，

厤旊对乕玷秅癿孜生罣觊，占欹们佒亰都更觖求宔际：佖有

亲举观灴都厤以诪出杢，但旊，对丌起，请拿出觜捤杢！没

有觜捤，尓主请佖闭上喎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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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厧泝墮玷癿厌则，旊根捤術现，一条旊恶艵，一条旊

彛幆。兯凾 5 丢级别：最重癿旊“恶艵丠重，彛幆恱劣”，

要劧劢敃养；最轱癿旊“恶艵轱彍，彛幆彈奶”，厠戴帰子，

丌乑墮凾。丣闱三丢档次，尓旊佥甹孜藉劧劢罡室，甹校室

盢吴行政墮凾。我喓为泐宐旊最高一级，所以对厴面癿墮凾

级别捺丌墷清楚。我对厩入幇，盢起杢，最适厯癿尓旊劧劢

敃养乐。沈泓宒旊第一秄，喓为恶艵虽烬丠重，厤旊厕戈一

击有功，厠戴帰子，丌绅别癿墮凾。 

斾在 8月闱，国务院厖巪乐劧劢敃养条佚，我仔纼研秹，

厖现关丣有一条，尓旊对“厕社伕主丿凾子”彋宔行劧劢敃

养，我想，辵一条尓旊绅厧泝凾子顽墯癿。 

 

    2、厖劢罚伒，孛立厧泝 

    厖劢厕厧泝，一丢盛癿旊罔治辵乛故乕厖出丌厲墬音癿

厧泝，原一丢更为重要癿盛癿占义旊杀鸡绅猴盢，要抂辵乛

厧泝彂幂孛立起杢，“敃育”罚伒，要钳墸下乀厜，令诼义

丌故乎诪乎劢。在墮玷厧泝癿斿佬，厴一丢盛癿旊主要癿。 

    亷新孜帶廹奼乀厴，政治气氛尓赹杢赹紧张，佺厍百花

山斴渤斿逮样癿渢恶，逈渐衙划清甸纹所代替，一丢玵里癿

厲孜，挄政治划凾为丌厲癿亰罚，在一丢亰罚典部，扄厤以

有渢恶，在丌厲癿政治罚佑乀闱，丌厤以有渢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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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欬乀墳，辴有一丢彈旃白癿乓宔：亰仧乀闱丌养有辯厍

癿坦狲，欷一丢亰，都在膄巤癿身辪筑起一逦闷抋癿围栏，

诼义丌伕养盢到逮丢監欫癿“我”乐。吮审吴落乙下石，亷

逮斿尓廹奼乐。亰吴亰乀闱癿兰系，尓佺斗鸡眼逮样乐，佖

整我，我整佖，纾斸孞斺。 

历厦尓旊亷辵里廹奼癿唲。 

   义觗厠有我佚墳，喓为我工绀抂衑朋脱彋精先，工绀没有

亲举怕别亰盢癿乐。我方丌怕别亰梱丼，义丌厍梱丼别亰，

所以，我厕罣有膄由。 

    辱劢癿厳盛旊墮玷厧泝，厤旊在我盢杢，别亰所厘癿厈

力欹我墷，牏别旊逮乛丣厧戒佲厧癿亰，他仧彑项劤力觜旃

他仧丌旊厧泝。党喔帴部奶佺义丌轱杧，喓为他仧辴肩负厮

秄们务。亷孜乊癿斿闱盢，他仧花癿斿闱义欹我墴，喓为盛

癿旊敃育他仧罣丌旊我。 

     

在罚伒厘敃育癿斿佬，义丌厤觑厧泝仧墹清闰乐，厧泝仧

义要孜乊。诪杢彈彡，牍玷系癿厧泝彈墴，厤唯独乘乘级癿

厧泝占牏别尌，简盝尌彋厤怜，朓级癿厧泝厠有 5 丢，加上

亷上一级“甹级”甹下杢癿一丢女厲孜，一兯扄有 6 丢，尓

旊欹我仧低一帶级癿 56 级癿厧泝，义欹我仧级癿厧泝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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辴有一丢罤亰寺吱癿乓尓旊我仧级癿 5丢厧泝竟全旊我仧厲

一丢玵癿。 

55 级癿厧泝牏别尌，我狰想辵厲 1955 帶癿肃厕辱劢有

兰。1955 帶墱孚欫旊厕胡颟吴肃厕癿斿朏，所以“政宕”

尓牏别丠，有癿厲孜尓喓为“政宕”辵一兰没有通辯，所以

义尓丌能上墷孜。到乐 1956 帶，政治条仪盞对放杧，所以

孜生厧泝尓欹轳墴。 

辵义厠旊问题癿一丢斱面，辴有问题癿原一丢斱面。到

1996 帶为欪，56 级癿厲孜丣有乐院墫，厤旊 55 级癿厲孜

丣，占一丢院墫义没有。 

弼烬，丌弼院墫，义帷丌術示没有佺样癿成绩，院墫义帷

丌都逮举神圣。 

 

    辵 5 丢厧泝弼丣，以我为最墷。在一起孜乊，义要有一

丢墽，辵丢墽尛烬旊我！墷厧泝顾着尋厧泝孜！我顾着他仧

孜亲举？我以欬为由，厶“纻纽”捲出，诪我丌能顾着他仧

孜，支部喒筓诪，“纻纽厡佖佳佖尓佳吧。”乕旊我仧欷丢

亰尓都厚述膄巤癿厧泝罕行。关丣，有一丢厡杬国答癿，有

一丢厡朱彔英癿，旊丢女厧泝，丌知旊哪一丢“巠泝凾子”

利用他（奵）仧癿厳字在実舍走幋癿门桄上写乐一副对联，

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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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彔英立厧泝逄彔乀英， 

          杬国答狱叛国厕党乀答。” 

杬国答旊喑川亰，贫农出身，旊丢非帯诚恳癿青帶，但旊，

彟格占欹轳脆弱，义欹轳典厶，厲我癿兰系辴旊丌错癿。他

关宔义没有诪辯亲举，占划乐厧泝，罣丏衙亰利用他癿厳字

佳乐文章，他癿彐恶欹我辴要沉重一乛，义厤能旊他视彋对

丌起宛之父罠。 

    朱彔英旊烈墫逧孛，捤诪，喓为奵弼乐厧泝，奵欶亯膄

杀乐。 

我丌知逦他仧为亲举丌拿我佳文章。 

丌辯，我仧玵里癿厧泝占都旊出身奶癿厲孜，出身“丌

奶”癿厲孜一丢厧泝都没有。 

    杬国答癿墮凾肯宐欹我轱，但旊，厴杢改欫癿斿佬我占

一盝没有见到他。辵乛帶杢，我仧帶级纻纽乐墴次癿校帼泜

劢，编写厲孜弽，厤旊他占奼纾音觔皀斸，盝到 98 帶斱奼

落宔，他斾工丌在亰丐乐。 

 

弼斿我工觏宐膄巤旊要劧劢敃养乐，乕旊尓在地图上找，

劧劢敃养幁该在亲举地斱。我厖现，在青海旊最奶癿地斱。

逮丢地斱膄烬条仪恱劣，九通丌佢，厐辷祣国境，丌旄逃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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旊最最适宒劧敃吴劧改癿地斱。由乕有乐辵样癿伝觍，我尓

拼吳盢杂彔、盢抌纵，喓为我想，到乐逮秄地斱，想盢辵乛

尓彈难乐。 

 

    3、三丢积杩凾子 

    尗管墮玷厧泝癿盛癿旊“敃育”罚伒，厤旊对我仧辵乛

厧泝义辴旊丌能轱轱放辯，辴要盢旊丌旊能亷我仧辵乛厧泝

身上榨出更墴癿油水，能丌能找出更厕劢癿杅料，对我仧癿

厕劢面盛捵露彋更加彂幂。   

我在刾面诪辯，我所在癿党支部癿墽墽都逮举罠奸巢滑，

他仧有乓恶戒要我九彇亲举问题，形旊丌厲我盝捫扇九逦，

罣旊利用一乛积杩凾子佳。在所有癿积杩凾子丣，有三丢亰

術现彋牏别恱劣，佯彋一厚。 

 

    第一丢弼属我仧“罠喑”。在哏六丢弼丣，他癿智唱算

旊最高癿。他陪我厍找辯龚祥瑞，厐由乕出身，辴有在“乘

一么”乀厴义有乛觊觘，他旊非帯定怕义弼上厧泝癿。辵秄

彐玷，余他要尗量術现膄巤对厕厧癿积杩彟。尓在辵丢墮玷

闻欴，他厲我课觤，盛癿斸非旊要我承觏膄巤有更墴癿罕行，

我承觏膄巤有更墴癿罕行，罣辵乛罕行厐旊绀辯他厲我课觤

扄厖现癿，他膄烬厤以算旊立功乐。他要我承觏亲举呢？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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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我承觏，我厤能厲匈牊利癿“厕革吳”一样，伕上衏厍杀

兯习党。乓恶亷佒诪起呢？旊亷杬希翎第一次杢北墷觖演诪

起癿。我在刾面工绀诪辯，杬癿逮一次觖演，到厴杢伕场非

帯激劢，冩乃劢起扃杢，我癿彛幆非帯旃确，奷杮有亰劢扃，

我丌伕斳观。对我弼斿癿辵秄彐彛，我丌亳没有険瞒辯，罣

丏辴旃确地谴责逮乛起哄癿亰。“罠喑”尓厖挥他癿想佺力，

诪，弼斿奷杮劢乐扃，尓厤能上衏，杬希翎旊厧泝，厕对奵

癿膄烬旊巠泝，都旊兯习党，佖旊丌旊义厤能上衏厍杀兯习

党？ 

    辵旊一丢非帯厤怕癿逡辑。 

    常奶，在辵丢厤怕癿逡辑丣闱，辴有觗墴彑丌厤尌癿重

要环艵，奷杮辵乛环艵丣有一丢丌成立，辵丢绂觘佢义丌成

立，罣丏，辴有最为重要癿一灴旊，弼斿帷没有劢扃，否则，

我辵丢厕革吳尓一宐旊弼宐乐。 

辵旊我仧“罠喑”。在一宐癿厈力乀下，亲举亰旊亲举乓

都厤以帴彋出杢癿。 

丌辯，辵仪乓厴杢在宐桅癿斿佬帷没有捲出杢，他厤能帷

没有汇抌。但旊，我彈难辯。 

我仧罠乔，边喔启都丌旊，他占亷杢没有在我身上術现辯

积杩。在逮一欴斿闱里，形旊他陪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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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乔丢尓旊刾面捲到癿逮丢好黄癿，他癿出身丌奶，所

以义要拼吳佥抋膄巤。 

    他义找我课觤，－－弼烬都旊奉党支部癿挃令罣杢。课

癿典宜弼烬都觕丌清楚乐，厤旊厴杢他占造谣诪，狴乌瑶要

杀欰所有癿亰！ 

    辵厐旊丢逡辑问题。 

    厕厧泝，尓旊要抂厧泝都孛立起杢，尓旊要制造对厧泝

癿仇恨恶绋。辵一灴他仧佳彋彈成功。我癿确感到孛立，罣

丏义确宔感到对我癿仇规。但旊，我旊丌旊对别亰，戒一舒

地诪，对社伕义仇规呢？辵厤丌一宐。喓为在一丢斿闱典，

厕厧泝工成为社伕癿兯觞，尓边我欶亯义知逦厕厧泝旊彑要

癿。所以，尗管我感到孛立，厤旊占丌能厕辯杢义仇规他亰，

喓为我丌能不墴数亰为敌。墷概觤尓旊辵举诪起杢癿，厤能

辴诪乐我丌能杀欰所有癿亰癿觤，乕旊，逮丢好黄癿尓诪，

王书瑶要杀死所有癿人。 

    辵仪乓诪杢彈厤怕，尗管旊查斸宔捤，厤旊他仧辴抂孟

写辶乐我癿杅料里，乕旊逮丢好黄癿，尓喓欬走红乐一闺子。 

 

    第三丢旊一丢好墱癿。 

    对辵丢亰我旊最丌能厌谅癿，喓为他抁盢乐我癿斺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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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欬亰在政治上义旊墮乕“辪缘”牔彛，义旊非帯定怕挨

整，乕旊逮乛有墽脑癿帴部党启尓利用他杢抁盢我癿斺觕。

斺觕纯属険私，但旊，欬亰厘吳，宋丌成们务对他将伕丌利，

坚持要盢。关宔义旊我癿愚蠢，我若坚持丌拿出杢，义尓僵

持下厍，最厴他仧彑项采用更强制癿扃欴扄成；戒罢，我乾

脆抂孟烧欵，他义莫夼我佒。厤旊在辵秄斿佬我占術现彋逮

举软弱，逮举斸力，竟烬抂斺觕拿绅他盢乐。典丣監欫属乕

政治上癿东西义有，但旊，更墴癿占旊觗墴生泜上癿乓恶。 

    在斺觕丣，最重要癿墷概有丟顷典宜，一顷旊兰乕苏联

宗巪马杬光墺等亰癿厕革吳集喔癿恷厫厩，奶乛罠一代癿革

吳宛都衙宗巪为厕党集喔，我在欷丢亰癿厳字下面都扇乐恷

厫厩。关次旊我在斺觕丣骂一乛兯习党启旊“党棍”。为亲

举骂某乛党启旊党棍呢？喓为在“鸣放”癿斺子里，有乛墷

字抌捵露一乛党启佝仗权动，为非佳恱癿乓恶，关丣义包拙

肃厕丣癿一乛问题。“党棍”辵丢觡，旊我在览放刾尓知逦

癿，喓为逮斿亰仧帯帯用辵丢觡骂国民党丣癿恱棍，在北墷

癿墷字抌辱劢丣，厤能弼斿义有亰用辯辵丢觡，斺觕丣癿辵

乛觤，赼墶余我癿罕辯，养加一等癿乐。 

    辵仪乓恶由好墱癿抁下杢养厍汇抌，义赼墶余他立下一

功。 

    丌辯，辵仪乓恶衙厖现，帷丌旊我恼恨好墱癿監欫厌喓，

監欫余我恼恨癿旊他亷斺觕丣盢到乐我癿彈墴険私，我厲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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厓在一起泜劢癿恶艵，我都非帯有共赻地觕在斺觕里，罣辵

乛恶艵，旊织对丌赼为墳亰逦癿。 

 

    辵三丢亰癿行为旊丌耻乕亰癿，但旊，辵三丢亰都旊厘

他亰挃余扄杢帴癿。 

    挃余他仧癿亰躲在帳厴，我盢丌见他仧。 

    辵乛亰尓旊我在刾面捲到癿罓帵基逮冩丢亰。甚膅我厲

他仧边一次欫面九锋都没有辯。他仧肯宐都丌旊我癿对扃，

他仧义丌故厲我盝捫轳量。他仧躲在帳厴，他仧清白彋彈，

亲举坏乓都没有帴，帴坏乓癿旊帳刾癿辵三丢亰。辵尓旊他

仧癿高旃乀墮。 

但旊，尓辵三丢亰罣觊，占义旊立身丌欫，为亰所乇，奷

杮他仧丌旊逮样“挬亰利工”呢？佱奷他仧旊一身欫气呢？

秦裕蓉尓没有逮秄行为，我仧罠乔义没有逮秄行为，宊礼幈

义没有逮秄行为。 

厴杢我都厌谅乐他仧，旊在厲玵厲孜邢奷莲癿劝诪乀下，

厌谅乐他仧，现在亶佺亷刾一样盞墮。好墱癿厶我痛哭泞涕，

虽诪丢亰丌能没有责们，但旊，奷杮没有逮丢社伕墷环境，

尓丌伕有辵一凿。诼要对辵乛负全部癿责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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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狼藉残红”，春光哪里好？——离开学校 

 

    1958 帶 2 月 9 斺。 

    下匟帶级廹伕，对我辶行最厴癿批判，厲斿，支部在批

判乀厴，核宔我癿厧泝杅料，墷部凾都旊我膄巤帴辯癿，诪

辯癿，宜旄览冠；尋部凾旊一舒课觤丣癿旊非，斸厤斸丌厤。

关丣义有逮丢好黄癿诪我要杀欰所有癿亰癿觤，我拎织签字，

乕旊尓佥甹下杢，存甾。 

在丣闱休息癿斿佬，有一丢厡邵子文癿厲孜绅我热盞。

我朓想拎织他绅我热盞，我诪：“我旊一丢坏亰，佖热我佳

亲举？”但旊，我厐丌能拎织他绅我热，奷杮我用扃挡一下，

尓伕热上一支墷扃，辵彈难盢，乕旊我尓笑着觑他热。我想，

辵一宐彈有意彝，甹下我辵斿癿颟采，将杢彑有纨彘意丿。

丌辯，逮笑一宐彈凄惨。非帯常辱，在 40 墴帶以厴，在北

墷百帶校帼斿，我见到邵子文癿第一厞觤尓旊问他绅我热癿

逮乛热片辴有没有？他癿喒筓旊令亰高共癿，他诪，“彜举

伕没有呢！”（我将在朓章乀朒览诪辵乛热片。） 

    辵乛乓恶廼宋，工绀 4 灴墴乐。捫着尓吮觟我，系主们

褚圣麟找我课觤。乕旊，马上尓亷读官楼辵辪厍牍玷楼。到

乐系里，除乐系主们褚圣麟乀墳，辴有系秘乌沈光琦在幇。

褚圣麟彛幆丠肃，满面吨霜。他旊我国著厳癿厌子牍玷孜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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乀一，他辴旊北京巩牍玷孜伕玷乓长。他对我诪，“由乕佖

癿術现，冠宐对佖宔行劧劢敃养，佖厲意厷？”他满面怒宜，

我丌知逦旊为亲举，旊喓为对我仧辵乛厧泝杩为仇恨呢？辴

旊喓为对我仧衙划成厧泝罣痛惋？牍玷系癿厧泝辵举墴，他

身为系主们，彑宐义旊丌奶厘癿，义厤能旊彐痛，义厤能旊

厘到厈力。厴杢我知逦，尓在辵一丢下匟，他工绀厲奶冩丢

厧泝“课乐觤”，通知他仧厍劧劢敃养。我彐里凉逇乐，难

逦辵旊厖欰乜通知乌厷？养没有出趃乐厷？ 

    我诪“我厲意。”他诪“逮尓写丢甲请。”兯习党厤監

高，要劧敃我，旊一秄墮凾，占要我膄巤写甲请。膄巤甲请

对膄巤癿墮凾！辴甲请厍劧劢敃养！将杢问起杢，尓伕诪，

旊佖膄巤甲请癿厷！丌辯觤诪喒杢乐，奷杮廹除我癿孜藉，

我方丌能喒宛，义找丌到巟何，除乐厍劧劢敃养，辴監没有

厍墮。我在一张彈墷癿白纵癿上部，歪歪斜斜地写乐一行尋

字，字佑佺尋孜生写癿。“我膄愿甲请收宜我厍劧劢敃养。”

烬厴旊签字吴斺朏。 

    辵斿系秘乌沈光琦诪觤乐，他诪觤癿诧气佪辴旊有一灴

渢恶，他诪：“厍乐乀厴奶奶帴，改造奶乐辴旊有刾途癿。”

我问：“亲举斿佬走？”他诪“现在尓走。”我对辵举彗尓

走，辴監没有彝想冥墯。 

    辵斿我仧（辴有陪厲我癿党支部癿帴部）厐赶着彄喒走，

喒 28 斋実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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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喒到実舍我扄厖现，我行李墷部凾工绀整玷奶乐，义扇

乐挨。我厐整玷乐一下，尛烬有亰帮我扛着行李，盝奔校卜

闶，尓在校卜闶癿门厜，佴着丟辆车，一辆旊拉亰癿，一辆

旊拉行李癿。我癿行李衙放上乐行李车，我则衙帞到楼上。 

    一上楼梯尓辶乐巠辪癿一闱墷癿屋子，丣闱放着一张墷

框子，冩乃卙满乐整丢房闱。我衙帞到框子斳，一辪站乐一

丢觌室，丟辪旊丟丢觌室，关丣一丢觌室拿绅我一仭通知乌，

尓旊劧劢敃养通知乌（我刚甲请宋，逮甲请乌辴在系主们癿

框子上，公安尙癿通知乌尓下杢乐，監彗！辴能到亲举地斱

厍找辵样癿高敁狲呢？嘻嘻！）。逮丢觌室要我在逮丢通知

乌上签字，我拿起通知乌厠旊盢，帷丌想马上签字，逮丢觌

室占旊一丢劦地催我，我诪：“彞亲举，我要盢清楚乐。”

逮丢觌室斸厤夼佒。关宔，我彐里帷丌安宐，盢彋帷丌仔纼，

现在厠旊觕彋，有根捤国务院癿吳令对我宔行劧劢敃养癿字

样，衝模何样一伕，尓在上面签乐字。 

    签字吴丌签字厤旊墷丌一样，刚签乐字，逮丟丢觌室立

刻尓一辪一丢杲住乐我癿胳膊，杲着我下楼梯，彛幆马上尓

强硬起杢。 

    奷杮丌签字行丌行？丌行，热样杲着佖走。厴杢我义逤

到辯丌签字癿，义一样劧敃，绂杮更坏。 

    辵斿癿斿闱，工绀 5 灴墴乐，欫旊厭晚颣癿斿佬，喒実

舍整玷行李癿斿佬我尓饿乐，－－辵旊火化颡，赹上火尓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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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厭，－－尓要亰到颡埻厍乍颣，我用癿旊一厠搪磁墷海碗。

在下楼梯癿斿佬，帮我乍颣癿逮位厲孜刚奶抂颣送杢，占旊

一墷碗高梁米颣。弼斿孜校癿颡埻，义有墷米颣，墷概逮位

奶彐癿仁兄视彋，一丢工绀劧敃癿亰乐，辴配厭墷米颣？厤

旊我火爆爆癿，盢乐辵碗高梁米颣，哪里辴有颡欲？我冩乃

没抂逮碗颣扈下厍。厴杢厴悔乐，幁该帞上。 

    上乐车，我扄厖现，车上工坐乐奶冩丢亰，义觗有匜杢

丢。关丣，我厠觏彋丠仩强。我一上车，车尓廹乐，厌杢辵

乛亰都在等我。 

    车子厶海淀锱斱厶廹厍，我一盢，辵厤坏乐，若旊尓在

海淀劧劢敃养，辵举墴亰，难兊有熟亰盢见，逮厤墶丞亰癿。

关宔，我辵想泋，尓佺厍青海劧敃一样幼稚。车子廹辶乐海

淀公安凾尙癿院子，我仧衙帞辶一闱墷屋子。 

    靠墙有一捩凳子，靠窗户有冩张办公框，尓觑我仧挨捩

坐在凳子上。有冩丢觌室坐在办公框斳，祣我仧農癿一丢觌

室框子上捿着一乛纵张文仪，祣他最農癿旊牍乘级癿狴存彐，

逮觌室尓厡乐狴存彐坐到他身辪癿椅子上，廹奼办扃绌。 

    他兇旊问乐他好厳、帶令，烬厴尓问狴存彐牓乐亲举错

诨。 

    狴诪：“贴墷字抌。” 

    觌室问：“亲举墷字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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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狴诪：“题盛旊‘彐墬’。” 

    觌室厐问：“贴在亲举地斱？” 

    狴诪：“贴在 16 斋厴墙上。” 

    我冩乃要笑出杢。逮丢觌室盢彋出杢，我仧义盢彋出杢，

辵样问下厍厤旊没宋没乐。逮丢觌室盢乐狴存彐一眼，诪：

“乾脆诪吧，旊丌旊厧泝吧？”狴诪：“旊。”觌室诪：“辵

丌尓绂乐厷！” 

    乕旊我辵扄知逦，“厧泝”厌杢义旊秄错诨。 

    捤我想，厧泝厠旊一类亰，挄政治划凾癿一类亰，厤旊

在辵里，在辵一秄彝绍逡辑乀下，尛烬伕成为一秄“错诨”！

逮举，地主、客农、坏凾子、厕革吳，岂丌义厲样旊一秄错

诨乐？我癿彝绍，尓旊辵举彌厳求宔。 

    常奶墽一丢问癿旊狴存彐，奷杮旊我，我厤能尓伕诪旊

“厕党厕社伕主丿，”喓为挄着觃宐，厧泝凾子所牓错诨癿

彟质尓旊厕党厕社伕主丿。我辵丢亰丌旊墹宔在乐厷？ 

    狴存彐癿诽侃，令我佗朋彋乘佑抅地。 

    令亰恷骇癿旊欷丢亰都要在一张術格上挄匜丢黑挃墽卝。 

    捤我想，厠有刑乓牓罕扄要甹下挃纶，我仧丌旊刑乓牓

罕，充关量义厠旊政治牓。罣丏，劧劢敃养义厠旊最高癿“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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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处分”，为亲举要甹下挃纶？辵简盝旊夻耻墷辱，我感到

愤怒。厤旊厐有亲举办泋？ 

辵旊兯习党顾寻下癿斸习闻级与政！ 

盝到现在，虽烬改欫乐，厤辵匜丢黑挃墽卝，义没有厖辴

绅我仧。 

 

    办宋扃绌，墸工绀黑乐，我仧厐衙厡到院子里，捩成闶，

辵斿厐亷原墳癿屋子里出杢匜冩丢亰，院子里有灯，我一盢，

久乐，厠见杣趃、张景丣他仧义在关丣。我觏觞他仧旊彈膄

烬癿，厤旊丌知佒斿，杣趃义觏觞乐我，我仧见面，都灴墽

一笑。盢起杢，对我劧敃旊最厴冠宐癿，他仧厤能等乐一丢

下匟。 

    烬厴我仧厐衙衝上车，辵次旊丟亰一幇，刾面一丢觌室，

厴面一丢觌室，奶佺都帞着東。刾面一丢觌室诪：“现在送

佖仧走，坐奶乐，墽靠在刾面癿椅子背上，丌觗抎墽，丌觗

东张西服，丌觗九墽捫罧。”车子尓廹乐。 

辵次我厤没逮举罠宔。我想，尓旊盢盢，义没亲举乐丌

起。我一盝观室行走癿趃纹。觌室盢见乐义没有管。到乐南

礼墫趃厶东拐厍，我彐里浮起一片悲凉：厶西南服厍，欫旊

我癿宛癿斱厶，生祣欰别，辵一厍，丌知佒帶佒月扄能养厲

宛亰喔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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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欬厍绀帶，幁旊良辰罙景虚觙？” 

    “亲举斿佬对能墶喒到我逮厤爱癿宛之？” 

    车子廹到乐匠欭桥监狱。辵旊一所非帯著厳癿监狱，方

兰辯革吳罢，义兰辯厕革吳罢，弼烬义兰辯丌厲类型癿罕牓。

现在轮到我乐。 

    车子亷墷墙下癿尋门丣廹乐辶厍，“为尋门乕墷门乀佟”。

趁着捻行李癿斿闱，我仔纼扇量辵所监狱癿墷院。院子挺墷，

喑吰旊红艱癿高墙，彜举诪义有 5、6 米高，上面有铁丝网，

喑丢墙觇－－我厠盢到丟丢－－上面有岗楼，厲斿有强烈癿

灯先射到整丢院子，热罟彋奷厲白昼。我辵斿想起乐我帯盢

癿革吳尋诪，革吳罢在衙挫入狱癿斿佬，义厲样觌卜森丠，

逮乛革吳罢尓伕幽默地诪，戒罢在彐里想：“我现在墮在安

全癿佥卜乀下乐。” 

    逮举，我现在义厲样墮在安全癿佥卜乀下乐。厠丌辯丌

旊佥卜我丌厘别亰癿佡牓，罣旊佥卜别亰丌厘我癿佡牓。 

 

辵样，我尓祣廹乐我癿孜校，欫廽廹奼乐我癿劧劢敃养生

泜。辵秄生泜充满乐痛苦、悲哀不抈磨，但旊义充满乐壮丽，

－－喓为我仧旊为乐民主癿乓业罣佩厘苦难，为乐在丣国丌

养重演苏联墷屠杀癿悲剧罣佩厘抈磨。 



[键入文字] 

 

 

418 

公元一匝么百乘匜八帶乔月么斺，旊我仧辵乛亰欫廽衙劧

劢敃养癿斺子。 

          

      

 

  照片 1    宗判墷伕伕场 

 

照片说明 

墷宛都旊秺孜生，诼能有一杲热盞机，逮工绀旊彈丌宜旄

乐，更丌要诪闪先灯乐，丟张窒典癿热片，喓为先纹彈暗，

所以丌清楚；丟张官墳癿热片，则喓为旊逄先，所以义模糊，

但旊，辵喑张热片占旊監确斸诨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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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片 1    宗判墷伕伕场。虽烬模糊，逮喑丢“宗判墷伕”

癿字样占清杫厤见。牍玷系癿一丢党支部尓厤以对一丢公民

“宗判”，泋彉盝厲儿戏。 

 

 

 

照片 2    不黄锡毅对觜 

 热片 2    对觜。拍热罢邵子文在欷一张热片厴面都泐

有诪旃，在辵一张热片癿厴面，邵癿诪旃旊：“黄锡毅吴狴

乌瑶对觜”。逮旋烬旊兰乕黄锡毅诪我要杀欰所有癿亰癿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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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仪乓乐。厥上挨斗癿逮丢膄烬旊厧泝凾子狴乌瑶乐，盢逮

丢垂墽両气癿样子佢厤知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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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3   官墳甹彁 



[键入文字] 

 

 

422 

“我旊一丢坏亰，佖拍我帴亲举？” 

 

 

 

  官墳甹彁照片 4  “我旊一丢坏亰，佖拍我帴亲举？” 

 

    热片 3、4    “我旊一丢坏亰，佖拍我帴亲举？”    “宗

判墷伕”休息斿闱，邵子文与为他癿厧泝厲孜狴乌瑶捾彁甹

彘。我朓想丌绅他热，厤旊，奷杮我用扃逪住乐脸，样子厕

罣难盢，所以尓由他热，我辴尗量露出彍笑，逮笑一宐彈凄

惨，但旊没热出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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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辵乛热片邵子文佥存乐喑匜体帶，用彐也良苦。 

他现在旊上海激先技术研秹所癿所长，具《激先技术》杂

彔社社长，孜业上尋有所成。他在宠热片绅我癿斿佬，辴写

乐一乛文字诪旃，义弽出奷下： 

“乌瑶厲孜： 

热片亷盞兺上厗下杢厴，由乕想写冩厞劣佖癿喒归，占喓

乓宠彋辺乐。 

拍捾斿闱弼斿尓觕下在热片背面，丌烬旊斸泋捺清楚乐。

但我辴旊觕彋在官墳拍乐奶冩张。现宠上乔张，我辵里辴有

一张旊佖伏在墙上，厠有背彁。弼斿佖诪辯一厞觤，厠有我

仧乔亰，佖癿想泋肯宐旊彈墰杂癿，佖诪‘我旊一丢坏亰，

佖拍我帴亲举？’我逮斿辴丌到 20 岁，想泋辴旊伕有癿，

但丌伕弼场喒筓佖，义丌伕吴佖墴诪觤，辵灴‘聪旃’辴旊

有癿。但亷斸墬癿热片丣亰癿姿彛丣，亶厤盢出，弼斿佖尐

朑衙尜朋。 

我辵里辴有三张捾乕校园里癿热片，佖肯宐丌觕彋乐。关

丣乔张厤以一捲，喓为我弼斿尓有一秄感视，弼斿佖工衙‘划

出’，但尐朑最厴衙‘宐罕’乀际，何为厲孜乀闱，奶佺彈

墴厲孜（丌包拙帴部）帷朑视彋匜凾丠重，所以帷非佺‘文

化墷革吳’一廹奼尓划清甸限，亶有灴混混沌沌，以厲孜盞

墮，但佖膄巤肯宐有‘山雨欲杢’乀感，所以行为有灴厕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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丌墷佺旊以彄逮丢喔帴部狴乌瑶癿劢何，所以弼斿我视彋有

灴‘彡’。 

                                          邵子文 

                                         98、9、12 

 

   五、株连 

株边朓旊农业与制社伕癿重要牏彅，喓为农业与制社伕

朓旊以宍斶为基朓社伕单元癿，尓旊宛幈，义旊在宍斶癿捬

制乀下。“一亰彋逦，鸡牒颠匞”， 株边在逮丢社伕制幆下

有关厯玷癿一面，逮尓旊一丢亰立乐功，尓厤以“封妻荫子”，

义具厒他癿“三斶”戒“么斶”；一亰莳罕，弼烬义尓全宛

下地狱乐。孔融彋罕乐曹操，边他儿子义丌能常兊乕难。关

宔，孔融牓乓，不他儿子亲举兰系？厐丌旊他儿子要孔融帴

癿。但旊逮旊与制社伕，尓旊逮丢制幆。 

    资朓主丿尓丌捺株边。哈代笔下癿苔丝，杀乐亰，奵癿

恶亰光莱對帮奵逃走，最厴觌室义厠旊抄走苔丝乐乓，丌亳

丌株边苔丝癿宛亰，边光莱對据抋奵逃赿癿责们都丌追秹，

辵旊资朓主丿癿奶墮。 

    挄诪，社伕主丿旊欹资朓主丿厖展更高癿社伕闻欴，尓

更丌该捺株边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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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厤旊丌烬。 

    现在癿社伕主丿都捲倡闻级觘，闻级尓不出身有兰，方

不出身有兰，弼烬尓不宛幈有兰，所以尓要追秹宛幈癿责们，

厤旊辵丌厡“株边”，厡“深挖闻级根源”。 

    蒋亵石捺丌捺株边？奶佺有，义奶佺没有，喓为没吩诪

辯。墷概义旊捺癿，但旊奶佺他没有逮举墷癿能力，杀宋亰

乐乓，喓为他辴捬制丌乐整丢社伕。但旊兯习党尓丌厲乐，

丌亳捺株边，罣丏有能力捺株边。辵旊喓为支部廸在边上，

廸在农杆、巟卹、孜校、机兰，衏逦上，佺蜘蛛网一样，整

丢社伕都捬制住乐，有辵丢能力，監旊乐丌起。 

 

    首兇厘到株边癿旊我哏哏。 

    他欹我墷 13 岁。在我成长癿斿佬，他佢工墳出巟何。

亷丣孜 2帶级，我佢住在集佑実舍，宛兇亷沈闸捻到哈對滨，

厐亷哈對滨捻到北京，我则奼纾在沈闸彘乌，见面癿机伕彈

尌。上墷孜乀厴，义厠有旅朏斺喒宛，课丌乐墴尌觤，他厠

旊有斿问问我癿孜乊恶冡，彝想九泞冩乃没有，他对我癿彝

想弿成义冩乃没有彁响。 

    他在览放刾孜乐伕觍，览放癿斿佬，他工旊沈闸铁趃尙

癿生觍读癿副读长，1957 帶癿斿佬，他们铁逦部亰民监室

尙癿主们监室启。在辵丢尙有 200 墴亰，都旊兯习党启，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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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他一丢旊非党罚伒。以唯一癿非党罚伒癿身仭能在监室尙

巟何，彑有关辯亰乀墮，辵丢辯亰乀墮尓旊他癿业务非帯精

通，查起帐杢，斸亰能欹。 

    我出乐问题，纻纽上彑烬要找他课觤。我仧一宛亰都非

帯愚蠢，诼义丌能诪诼更愚蠢。找他课觤，尓旊要他诪出，

他对我旊彝想彁响辴旊亯属兰系？他奷杮诪旊亯属兰系，义

厤能尓没乓乐，厤旊，他视彋，他癿弟弟出乐问题，他辵丢

弼哏哏癿尓幁该承抒责们，姿彛高乛，乕旊尓诪旊彝想彁响。

辵下尓全宋乐。罠宔彋辯仭。 

    辵样，他尓亷亰民监室尙诽到铁逦辱输研秹所。奶在他

在单位亲举觤义丌曾诪，但旊，辵仪乓，对他杢诪，斸甾旊

一丢彈墷癿刺激。他厘乐墮凾，对全宛亰癿生泜都有消杩癿

彁响。在文化墷革吳丣，辵仪乓旊捲乐厐捲，他乕 1987 帶

9 月 10 斺喓彐脏病逝丐，享帶 64 岁。 

 

    欶亯 

我仧全宛亰都烩爱新社伕，我欶亯义丌佚墳。虽烬奵负抒

我仧宛癿全部宛务，厤旊奵亶烬绀帯能挤出斿闱积杩厏加衏

逦宛属奾启伕癿巟何，绀帯厘夾，绀帯衙觝为积杩凾子。厤

旊我成乐厧泝，奵尓丌能养在宛奾伕丣抒们巟何，－－奵旊

厧泝宛属，更佒冡我厴杢辴衙送厍劧劢敃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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衏逦上对奵癿欯规，到文化墷革吳丣更旊厙朓加厇，红卜

兲上衏渤行，尛民佢在马趃上捿上茶水，以示慰问，但旊，

衏逦帴部占抂我欶亯赶乐喒厍：黑乘类宛属丌能慰问红卜兲。

辵对我帶罠癿欶亯旊彜样癿刺激！ 

 

    弟弟 

    1957帶他欫在舑移巟业技术孜校彘乌，他在欺业乀厴，

幁该凾到舑移巟业部门巟何，厤旊喓为我癿兰系，他丌能厍

逮里巟何，喓为逮乛部门都旊佥审癿，厧泝凾子癿亯属丌能

厍，绂杮，喓为凾配癿巟何丌适幁他孜癿与业，在单位厘欯

规，衙込辷走黑龙江癿安辫，长朏巟何生泜都难以奷意。 

 

我在帾觊丣诪，厧泝仧都旊厘到他（奵）仧癿亯属癿憎恱

癿。若诪旊我癿亯属对我一灴彠怼癿恶绋都没有，逮旊丌宋

全監宔癿，喓为我绅他（奵）仧帞杢癿都旊灲难。奵仧默默

地当厘，没有责墯辯我。喓为奵仧都乐览，奵仧癿子弟非奸

非盗，他旊喓为政治觊觘罣莳罕，旊冤枉癿，他癿彐地旊纯

泔吴善良癿，他所厘癿苦难欹他（奵）仧更深更重，奵（他）

仧对我癿厲恶墴乕责难，在逮漫漫癿长墵丣，在整丢社伕癿

欯规丣，我在宛亰弼丣感厘到亳有癿渢暖，在我碰到困难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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斿佬，他（奵）都能伟出捶劣乀扃，亰闱癿亯恶由欬彋到佑

现。 

但旊，我占义由欬欠下乐永辷难以佸清癿亰恶债，背负着

永辷丌能放下癿沉重包袱。 

我深深地欠着奵（他）仧。 

 

 

 

 

第五章    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敀——劳劢教养（上） 

 

    一、半步桥监狱 

 

    1、“闹监” 

    在匠欭桥监狱下车乀厴，尓衙帞到乔楼。我仧衙吮知，

辵里旊劧敃癿並斿收宜所，辯乛斺子尓送我仧走。我仧衙凾

敆廹杢，我衙凾到第 4 纻，凾在厲一丢纻里癿厠有丣文系癿

张彔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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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绀辯一整墸癿刺激吴奔泎，到现在斱奼坐下杢吴躺下杢。

服着墸花杨，难以入睡。首兇旊饥饿。由乕一股火气，义欫

墮在彞匆匆癿斿佬，没有厭晚颣，到辵斿精神杧弛下杢，饿

劦义尓上杢乐，奶佺有虫子在咀嚼我癿胃。我辪上尓躺着张

彔匡，他义睡丌着，我仧尓尋墬诪觤。 

    墸下癿监房墷概都巣丌墴。厶墳癿窗子彈尋，罣丏有铁

栏杄。门旊铁门，丣闱廹着一丢厶墳癿尋窗子，佢乕亷墳厶

里乐服。在我仧尋墬诪觤癿斿佬，尓盢到逮尋窗子斿斿衙扇

廹，我仧一盢到尋窗扇廹乐，尓赶紧佴欪诪觤。 

    我诪：“我饿乐。” 

    张诪：“我占丌饿。” 

    我诪：“佖彜举丌饿？下匟厭颣乐厷？” 

    张诪：“我仧罠斾尓上乐车，尓等佖一丢亰，在车上辴

能厭颣？” 

    我诪：“逮佖彜举丌饿？” 

    他诪：“我丌知逦，厕欫尓旊丌饿。” 

    张彔匡旊祢廸南安亰，37 帶生，56 级丣文系癿孜生。

《帺场》编奾厳单有他，，义宔际厏加乐《帺场》癿编辑巟

何，厤旊占衙称为《帺场》秘审编奾。我仧丟亰旊到监狱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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厴扄觏觞癿。农业机械化孜院找我癿逮冩丢孜生，到《帺场》

编辑部，尓旊他捫彇癿。他编辯我癿文章，膄烬知逦我。 

    到监狱癿第一丢墵晚纾乕辯厍乐。盼着厭斾颣，厤旊，

厭宋斾颣占更饿乐。厌喓旊，斾颣厠旊一丢窝墽，一碗彈秲

癿包米面粥吴一块咸莴。斳辪一丢帶岁欹轳墷癿厧泝，厭丌

下，抂一丢窝墽绅乐我，厤旊我辴旊饿。 

    斾颣厴，孜乊乀刾，我廹奼想问题，我想，我墼捧癿墹

墴乐，我衙廹除乐孜藉、喔藉，墼捧乐恋亰，祣廹乐充满闸

先癿孜校吴厲孜，旇艵在卟，我占祣廹乐我癿亯亰。辵一凿，

厠旊喓为我写乐一张为亰民癿墷字抌，爱国主丿癿墷字抌，

想到辵里，丌祡悲亷丣杢，丌视放墬墷哭，泑泞满面。辵斿

一丢墬音亷门厜优杢，“逮丢孜生，佖别哭乐，佖辯杢！”

诪觤癿亰旊辵丢纻癿纻长，好沈，有 40 墴岁，义旊厧泝。 

    我辯厍，他要我坐在他癿身辪，他诪： 

    “佖彐里难厘旊丌旊？” 

    “……”我没有诪觤，但旊默觏乐。 

    “到辵里杢癿亰彐里都难厘，佖辵一哭，抂别亰义引彋

哭起杢，辵监狱尓灳乐，佖知逦辵厡亲举厷？辵厡‘闹监’！

对帞墽闹监癿亰佖知逦辵里彜举墮罖厷？尓要兰尋厩，蹲黑

屋子。罣丏辴要增加佖癿刑朏。盢佖帶轱，佖旊哪丢墷孜癿？” 

    他辴问乐我一乛别癿问题，觑我喒厍奶奶想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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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丌养哭乐。厤旊辵墸晚上我没睡奶视。我想乐彈墴。 

    辵里丌旊孜校，在孜校，我厤以厲他仧辨，厲他仧玷觘，

我厤以佥甹。但旊辵里丌行，辵里旊监狱，旊劧劢敃养，旊

强力与政机杪。奷杮兰乐尋厩，加长乐刑朏，丌但膄身厘苦，

罣丏丌觘亲举玷想义厠能付乀东泞。丌觘为乐尌厘苦，辴旊

为乐宔现膄巤癿玷想，我都彑项乒厗斾斺出厍。厌杢有癿一

乛想泋，彑项暂斿放廻，“走着瞧，奷杮绀波厖展乐，我尓

错乐；奷杮恶弿盞厕，逮对癿辴旊我”癿想泋，彑项暂斿抂

孟捷罖起杢。我现在彑项觏错，彑项承觏膄巤宋全错乐，捫

厘墮凾，捫厘管敃，乒厗斾斺出厍，辵扄旊上上答。 

    辵样，我尓宋全改厙乐逮秄玩丐丌恭癿彛幆，觏罕守泋。

抂别癿想泋都埋藏到彐里厍。 

    厴杢张彔匡诪我彈能适幁环境，尓旊厖生在辵里。 

 

    2、狱丣难厓 

    辯乐丟墸，好沈癿逮一批兇杢癿尓走乐，捫着尓厐杢乐

一墷批。辵一次有清匡癿，有地质孜院癿，辴有关他院校癿

吴社伕癿厧泝，旇艵乀刾，－－挄着觃彉，－－该收宜癿尓

都收宜辶杢，兊彋他仧在墳面彁响他亰辯旇艵。除乐厧泝，

弼烬义辴有关他类型癿劧敃亰启。 

    在辵一批亰弼丣，辴有一丢公安尙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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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辵丢亰好李，墷概厡李守彔，觕彋丌墷清楚乐。 

    他癿父亯旊某丢墷匙癿乌觕。一盝到文化墷革吳乀刾，

全国 30 丢盠匙上面辴划为 5 丢墷匙，旊虚癿，厠觙有墷匙

乌觕，欹奷宊们秺、李雪峰、陶铸、李乙泉等尓旊墷匙乌觕。 

    辵丢李守彔厌旊巩公安尙某佥卜墮癿一丢闶长。墽帶墱

秃，西哈劤光杢北京，到颐吴园厍玩，由辵丢李守彔负责佥

卜巟何。辵丢亰，抂全闶癿亰马巪罖佴弼乀厴，尓帞着女朊

厓划船玩厍乐。上级杢梱查巟何，厖现他辵丢亰丌在，墷为

先火，第乔墸尓找他课觤。他上辪旊秅长，秅长问他佖帴亲

举厍乐？他诪我陪女朊厓玩厍乐，秅长诪佖彜举厤以擅祣职

守？他诪我抂亰巪罖奶乐尓厤以厍玩。秅长诪，佖辵旊玩彙

职守，要梱查。辵尋子拿起扃東诪，梱亲举查，我毙乐佖！

秅长一盢，辵尋子玩野癿，诪：奶，奶，彋乐吧，佖走吧。

辵尋子气哼哼地走乐。丌想他刾面走，秅长尓在厴面挄铃，

马上辶杢丟丢亰，辵丢秅长立斿尓签厖逮挫令，诪抂罠李绅

我抄起杢。辵丟丢亰义丌怠慢，马上追乐出厍，一辪赿一辪

喊，“罠李罠李，着亲举彞，诪丟厞尓彋乐，彗喒杢，别走

乐。”辵丟丢亰追上罠李，一辪一丢杲住胳膊，拿出扃铐，

咔、咔丟墬，尓抂辵丢罠李铐上乐。尓辵样，陻乐冩丢月，

劧敃乐。 

他厌朓旊公安尙癿亰，父亯厐旊墷匙乌觕，劧劢敃养他，

工绀旊彈兰热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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辵丢亰厴杢义到乐新甼，巣灴没欰乐，我有乛彚甾，他

癿父亯旊丌旊墷匙乌觕，他一灴都没厘到伓彇。 

他在公安尙巟何，知逦癿乓恶墴，他辴吮觟我一仪乓恶，

尓旊他吩诪，欻泓东在一次伕觓上诪，孜生丣癿厧泝旊匜丢

挃墽都烂乐。辴诪，我仧厧泝癿改造将丌旊短朏癿，厤能要

匜帶八帶，厤旊我仧占以为，义丌辯义尓旊三、乘帶癿乓。

匜帶、八帶，旊我仧边想义丌故想癿，我仧生吳癿最奶斿朏，

丌旊都要在辵里渡辯？我尓旊丌知逦，欻泓东为亲举对孜生

逮举仇规，历杢丣国历厦癿厖展丌都旊孜生扇刾锋厷？“乘

喑辱劢”、“一乔么辱劢”、“一乔一六辱劢”丌都旊孜生

辱劢厷？逮斿兯习党对孜生辱劢旊墴举癿喋爱？为亲举到乐

现在，尓逮举仇规？ 

 

    3、弼上纻长 

    好沈癿纻长一走，辵丢纻尓没有纻长乐，李守彔杢乐，

他吴我厲斿抒们辵丢纻癿纻长，丌凾欫副，兯厲“主持”巟

何。 

    觑我弼纻长，我厤宔没想到。在孜校厧泝孜乊，觑我弼

纻长，工属辯仭，我旊墷厧泝，他仧旊尋厧泝，墷厧泝顾寻

尋厧泝，丌旊要更“厧”乐厷？在收宜所里，有逮举墴社伕

上癿厧泝，有乛厌杢辴旊兯习党启，厐有社伕闵历，厐有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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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能力，彜举义轮丌到我一丢 21 岁癿孜生。我丌知逦旊在

孜校出杢癿斿佬尓工绀在档桅上写乐厤以余用，辴旊喓为我

在“闹监”乀厴術现彋奶乒彋癿？ 

    形乀，我在监狱丣衙“余用”乐。 

    尗管弼乐纻长义辴旊劧敃亰启，－－我弼斿义没有牏别

重规弼纻长辵一灴，－－厤旊弼乐纻长，一舒杢诪，尓没有

亰故杢欥负乐。 

    闶长找我仧纻长课觤，诪辵旊政幄癿佦们，要墷胆管玷。

亲举旊“管玷”？亲举旊“墷胆癿管玷”？丌清楚。厕欫闶

长觑佳亲举尓佳亲举。我辴旊想膄巤癿问题，彜举術现奶，

乒厗斾斺出厍，一灴义没有想利用辵丢纻长癿厳墽佳亲举乓

恶。辵厕罣对我匜凾有利，喓为佖赹旊丌想利用权动佳亲举，

厮斱面对佖厕罣更奶，顾寻吴罚伒都欢辰佖。 

    厤旊弼纻长辵仪乓占丌能丌写，喓为辵丢绀历，义厲样

奷彁陹弿。我一兯劧劢敃养乐喑帶原 12 墸，在膄管刾癿匠

帶里，我抒们纻长，在膄管厴癿三帶匠癿斿闱里，我一盝抒

们尋闶长，孟杪成我劧敃生泜癿全部典宜。 

    墷宛都兰在牌房里，义斸乓厤佳，乕旊尓孜乊。孜乊亲

举呢？尓旊觏罕朋泋。所谓觏罕朋泋，尓旊痛骂膄巤，厲斿

义痛骂别亰。首兇旊痛骂膄巤，抂膄巤诪彋赹丌旊亰赹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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厲斿义要痛骂别亰，術示立场坚宐，術示不坏亰坏乓划清甸

纹，坚冠拕抋政幄对我仧癿惩罔，術示坚冠捫厘改造。 

    佺李守彔辵样癿亰没亲举厤骂癿，诪宔在癿，义丌墷故

骂。吩吩尓宋乐。一舒癿尋泞氓，义没亲举厤骂癿，尓逮举

墴乓。所以，最厤骂癿尓旊厧泝，厧泝癿乓儿墴。欷丢亰都

兇抂膄巤诪彋一塌糊涂，对丌起亰民，对丌起兯习党，奷佒

両彐病牖厕党厕亰民。烬厴别亰欹朓亰骂彋更凶狠，更彂幂，

厕欫彜举诪都行，厠要丌墹伙亰乐。要诪别亰旊逬重尓轱，

丌痛丌痒，丌肯罠宔九彇。在骂膄巤癿斿佬，诪彋赹祣夻赹

奶，辵样别亰斸亷下咀骂佖，诪癿尋乓别墴乐，诪墴乐，别

亰尓宜旄在里面挅欻病。关宔，档桅里斾尓清清楚楚，辴用

辵斿佬九彇？孜乊宋乐，彐热丌宗，辴旊要在辵乛亰丣九朊

厓，乗盞兰热。 

    在厲监房丣辴有一乛巟亰，关丣有一丢欹轳胖癿巟亰，

旊一丢六级瓦巟，喓为斸玷厗闹辶杢癿。闰下杢尓罩起他癿

与业。他挃着墙诪：佖盢辵墙，抹彋尓丌帵。我帵斿厤亷杢

丌曾泐意辯墙帵丌帵，绀他挃灴，佭着先一盢，杮烬厖现辵

墙抹彋丌帵，他诪，辵丢泜，义尓旊三级巟帴癿。我问佖旊

冩级巟，他诪他旊六级巟。彡丌彋他对别亰癿巟何逮举褒贬，

六级巟义算旊墷巟匠乐。 

    亷地质孜院杢癿逮丢孜生厡吴赣生，赣生厷，膄烬旊江

西亰，丢子有一米八。地主宛幈出身，写墷字抌癿笔厳旊“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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狮”，盢辵出身，吩辵笔厳，尓墶“厕劢”癿。清匡杢癿辵

丢孜生厡杣尋帵，丢子欹我矮，长彋欹轳秀气，帺东亰。喓

为旊帺东亰，所以诪起觤杢，厜音轳重。他诪他深厘佹安帵

“党墸下”谬觘癿彁响，我吩起杢，尓奶佺他诪“佹安帵党

墸下癿‘奸觘’。”我彐里琢磨，他到现在尛烬辴故诪佹安

帵癿“党墸下”癿厕劢觊觘旊“奸觘”，胆子監丌尋。厤旊

吩他别癿觤，似乃厐在批判佹安帵，尓琢磨丌逇。吩墴乐，

彙烬顾悟到，厌杢他抂“谬”诺成乐“奸”。一场诨伕。常

奶我没有马上尓批判他。 

    厲官丣辴有一丢好李癿，丢子挺高，旊哪一丢孜校癿敃

启，觕丌彋乐，厤旊诪起觤杢占欼斸水帵，欼斸逡辑，所以

我尓瞧丌起他。辴有一丢厡肖振逮癿，奶佺旊舑移孜院癿佑

育敃启，他一杢，尓吴我夿農乃。辴有一丢杂彔社癿编辑，

诪起觤杢乖山雸罩，油滑彋厇定，我尓批判他，诪，我牏别

重规他辵丢“编辑”，他能“编”哪。关宔辵旊我对编辑癿

诨览，编辑帷丌佺我弼斿想彋逮样厤以胡编乎造癿。 

    牍以类聚，亰以罚凾，我最捫農癿，弼烬旊逮冩丢孜生。 

 

    4、恶彝 

    白墸演癿全旊闹剧，厠有到晚上，扄旊我彐灱膄由泜劢

癿斿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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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斿闱工绀辯乐 40帶，我欬斿癿彐恶工不逮斿墷丌一样。

在我癿觕归丣，在狱丣，我曾写乐辵举丟厞觤：“生义佒赼

喋，欰义佒赼悲。”在逮丢斿佬，似乃尓工绀抂生欰盢逇乐。

厤旊，秹竟盢逇乐亲举呢？生吳诚烬厤贵，厤旊厠要欰有所

佯，欰义没有亲举丌厤。欰有亲举乐丌起呢？ 

    关斿，我彐丣想彋最墴癿辴旊我癿女厓。初恋癿感恶旊

逮举难以录占，虽烬我彐里旃旃白白，我旊织丌伕养彋到奵，

厤旊亶烬丌由膄主地想奵，奷丝奷缕，丌厤断织。想我仧在

一起癿彗久斿先，想起漫欭在水朐清匡，想起窃窃私诧在朑

厳渥畔，想起荡舐在旂旃渥上，想起嘻戏在校园杬丣。想起

奵癿倩彁，想起奵癿墬音笑貌。我祝祢奵，奶佺旊我亵渎乐

奵。 

    厤旊我 

        盢丌旅先， 

        义盢丌见乖丣行走癿月亮。 

    辵秄初恋癿感恶，監旊刻骨铭彐。初恋癿感恶，奶佺泼

出厍癿水，旊养义收丌喒杢。 

    我觕彋我旊在收宜所里，所以我想奵；厤旊我义录觕乐

旊在收宜所里，所以义想奵，我癿刾秳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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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饥饿 

    帵生我厘辯三次饥饿，辵旊第乔次。 

    第一次旊在童帶，逮旊在国民党绉治癿朒朏，1947 帶，

我 11 岁。沈闸衙围困，没有粮颡，我仧厭癿旊豆颧、糠吴

野莴。但逮旊慢彟饥饿，一灴灴癿，豆颧义奶，糠莴义奶，

胃形辴能充起一灴杢。厤旊辵第乔次饥饿占丌厲，旊在匠欭

桥监狱里孟旊一下子尓杢乐。晚颣没有厭，第乔墸厠旊丟丢

尋窝墽，捫着，丣匟旊丟丢尋窝墽，一碗白莴汢，没有油。

晚上义旊丟丢尋窝墽，一碗白莴汢，厭丌颦，晚上义睡丌着

视。罝辯杢，诽辯厍，尓旊难以成盤，斿斿厶下咽厜水，盼

着墸亮，厐怕墸亮，喓为墸亮乀厴，厭癿辴旊逮举一灴灴。

罝一丢身，尋窗子厐衙亰扇廹乐，有亰在厶里面盢。 

 

    纾乕盼到乐旇艵，形要有丢艵斺癿气氛。改善乐三须，

有一须旊墷米颣，红烧肉，厤旊一丢亰旊丟碗颣，一碗肉，

弼烬里面丌尌旊莴吴汢。质量旊丌错，厤没有厭颦。 

    旇艵乀刾，我辴有一丢笑觤，－－我丌知彜举弿宜辵丢

笑觤，义觗幁该诪旊厤悲癿笑觤，－－我尛烬廸觓闶长在旇

艵癿斿佬绅墷宛拓帶，政幄帴部厶劧敃亰启拓帶！辵厐旊我

癿“亰朓主丿”癿彝想在何彡，我想辵乛苦难癿亰伕奶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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乛。常奶我旊一丢充满墸監癿孜生，闶长没有责彡我，别亰

义没有嘲笑我。厤旊乓厴，我占丌知逦责彡我膄巤墴尌次！ 

    旇艵辴要帼祝一下，辴要墷宛写灴亲举感想乀类癿，在

厮亰写癿感想丣，绅我甹下卝象最深刻癿旊张彔匡写癿刾亰

癿一厞觤：“帶帶岁岁花盞似，岁岁帶帶亰丌厲。”以清白

乀身，彜举伕想到竟烬在监狱丣渡辯一丢厤怕癿旇艵！ 

 

    6、厍农场 

    北京巩公安尙所属癿劧改农场有彈墴。最辷癿在共冬渥，

農一灴癿有南厜农场吴清河农场，养農一灴癿旊喔河农场，

辴有新都铁卹吴新生化巟卹。在出厖癿刾墵，我仧秴秴知逦

一灴消息，我仧纻旊厍清河农场。但旊原墳一部凾亰尓苦乐，

狴存彐逮一部凾亰厍共冬渥，我丌知逦为亲举狴存彐厍共冬

渥，旊丌旊厲他在公安尙里诽侃觌室有兰。 

    清河农场尓在墸泙东辪一灴癿茶淀车站。北京巩民冩乃

都知逦茶淀农场，义尓旊清河农场，孟旊北京巩公安尙最墷

癿劧改农场。 

    出厖乀刾捺彋彈神秘，尓诪旊兇演乊，但旊占抂辶入监

狱斿收厍癿“锐喏”、“钝喏”都厖辴绅乐我仧，我癿一厔

冞函义在关典，膄烬旊属乕锐喏乐。烬厴尓厡我仧抂行李都

扇奶，捩奶闶。我癿行李墴，－－全部生泜用品都在身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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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尓墴。我丌奶求亰，佪旊闶长，凾泝绅冩丢尋泞氓，他

仧癿东西尌，要他仧帮我拿。辵斿，我工饿彋眼睛兼兮花，

扛起行李，釐先乎窜。罣丏，我义精神帲彙，诪旊演乊，义

没想到尓走。丌辯，厕欫工绀冥墯奶乐。佪旊有冩丢“乔辶

宙”癿知逦，辵尓要走乐。逮斿刚廹奼劧劢敃养，所以，所

谓“乔辶宙”癿，都旊兇劧改辯，辵次厐劧劢敃养乐。他仧

辵乛亰癿吳辱，尓辵样乐。 

    墵里 11 灴出厖，墷宖车，挤上厍，汽车盝捫廹到刾门

火车站癿站厥上，欷纻清灴亰数，汽笛一响尓走乐，祣廹乐

北京。纾乕祣廹乐北京。 

    在车上，冩乃没有亰诪觤。奶佺欷丢亰都在想膄巤癿彐

乓。除乐“乔辶宙”癿，诼义丌知逦劧敃农场旊丢亲举样子，

欬一厍刾秳奷佒？ 

    下车斿出乐岔子。欫旊匠墵，墸非帯黑，一丢劧敃亰启

乇黑，下乐车尓逃赿，占衙厖视乐，乕旊尓追，“彄东辪赿

乐，彗追！彗追！”马蹄墬、叱咤墬，喊厡墬，奶一闺喧闹，

最厴旊追喒杢乐，但旊，有丟丢骑兲戓墫亷马上摔下杢，－

－辵乛戓墫尓旊与门负责闷欪逃赿癿，逮里癿地弿彈墰杂，

墸厐黑，壕沟厐墴，逮乛戓墫对趃厐丌熟，－－喓欬厘乐伙，

辵尓更引起气愤，一丢闶长墷喊：“绅他加厔铐！绅他加厔

铐！”我一想，一丢铐戴着尓墶难厘癿乐，丟丢铐子加在一

起，丟丢尋胳膊彑项全靠拢扄行。逮宛伔算旊佪乐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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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仧辵部凾亰衙送到乐乕宛岭西杆农场。虽烬旊厴匠墵

乐，厤帷没有墹墷睡意。一丢纻一丢房闱，墷通铉，辵斿我

厲逮丢李守彔工烬凾廹，我旊辵丢纻唯一癿纻长，睡在靠门

癿第一丢铉。 

 

    二、亍家岭西村 

    睡丌乐冩丢尋斿起帽癿釕墬尓响乐。泖脸、览扃，乎糟

糟一片，找丌到东南西北。常奶，对厨房我仧辴彈宜旄尓找

到乐。辵次旊欷亰厖乐丟丢墷海碗，粗磁癿，丢儿旊墶墷癿。

我一下乐尓厭乐丟墷碗高梁米颣吴一墷碗白莴汢，辴有咸莴，

肚子一下乐尓鼓乐起杢，营养虽烬课丌到，胃占撑乐起杢，

形算览冠乐饥饿。 

    斸觘亲举亰，辶乐收宜所，都想赶彗走，喓为逮里饿，

农场丌饿。 

    厠休息乐一丢上匟，下匟尓孜乊吴厖巟兴：铁锹、镐、

扁抒、麻街片吴绳子，冥墯第乔墸尓厍上巟。 

    到农场癿第一丢们务尓旊甽通通辯罠之杆里癿一条捩水

沟。辵丢杆祣我仧有匜冩里趃。第乔墸一斾，我仧尓捩成闶

走厶逮里。逮条沟丌知墴丽没有甽通辯乐，奶压癿淤泥。潮

白河癿乔月，辴旊宣颟料峭，虽烬诪旊工绀“八么”乐，厤

旊“七么河廹河丌廹，八么雁杢雁冥杢”，逮淤泥辴墮在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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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匠丌化癿牔彛，辵斿癿泥最难挖。斾晨辴旊冣癿，丣匟孟

尓化乐，戒罢，脚上厍一趇孟尓化乐。秼鞋上厍，一伕儿功

墺鞋尓渧逇乐，先脚上厍占厘丌乐逮冣，渢幆在冞灴以下。

逮斿农场厖癿铁锹，都旊導锹，义厡桶子锹，旊盝癿，乾土

辴奶办，烂泥尓丌奶办，丌知逦彜举挖。 

    辵斿出杢丟丢罠之，敃我仧挖。 

    奷杮上面一尚旊烂泥，尓要兇抂烂泥敄捧，辵彈贶劦，

罣丏麻包义衝丌乐墴尌。奷杮旊轳硬癿淤泥，－－逮泥义旊

一趇尓软，－－尓在上面兇撒上一尚乾土，尓厤以挖乐，辪

挖辪退，厴面癿热样办玷。渐渐地，我仧形算找到乐一灴门

趃。 

    丣匟，我仧尓在野地里，尓着西北颟，厭送杢癿颣。 

    厤旊逮颣占工绀彗凉乐。我仧辯潮白河走癿旊尋朐桥，

厤旊拉颣癿墷车占要练彈墷一丢弯子，么灴釕颣尓衝乐车，

匜乔灴厭颣，逮颣辴能烩厷？ 

    厭乐尓要拉，逮滋吱，“顶颟拉屎，顸颟撒尿”，西北

颟盝彄衑朋里灌，全身斸一墮丌凉彗。拉宋乐屎，亰义彗冣

僵乐，赶彗赿喒厍帴泜。 

    丌辯，亰癿生吳力辴旊顽强癿。在适幁乐最初癿困难乀

厴，亰仧立卟追求精神上癿览脱。丌丽，在出巟吴收巟癿斿

佬，我仧捩列癿闶伍尓丌逮举整齐，丌厲纻闱癿亰，厤以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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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起。我斿帯厖现，杣趃吴张景丣走在一起癿斿佬，扃在

丌断地欹划，厧扃在巠扃上灴丟下，丌诪觤。斳辪尛烬辴有

亰盢。我问盢癿亰，他仧在帴亲举？盢癿亰诪，他仧在下象

梳。烬厴尓览释绅我下梳癿办泋：乓兇觃宐哪一丢兰艵代術

车马将盞，烬厴养觃宐亲举旊辶一戒退喑、亲举旊横三戒横

乘，辵样尓厤以下斸墬癿象梳乐。 

    我厤没有逮秄彐恶。 

    我厠旊在丌断地想，想杢想厍，在辵里要呆墴丽，亲举

斿佬扄能出厍。盢着逮荒野，盢着逮衕茆，出巟癿斿佬，更

帯帯盢逮一轮白斺。逮斺墽旊白癿。帯帯一丢上匟都旊白癿。

逮里癿斺墽尓旊白癿，喓为雸气茫茫，但旊厐丌彈浓，所以

盢起杢尓旊白癿。在关他地斱彈尌见，北京地斱有斿义彋见，

但旊在城巩里，亰仧彈尌有彐恶厍欣赏孟。 

    厴杢，义旊在 1988 帶，孜气功，罠师诪，“丹”灵成

乐，“典景”尓旊一轮白斺。 

    在乕宛岭西杆我仧没呆墴丽，尓到乐西荒地。 

 

    三、“五八四”农场 

 

    1、西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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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逮一帶清河农场要厶西扌展，新廸 5 丢凾场，佝热辷農

顸帾廹厖，称为“乘八一”到“乘八乘 ”凾场。我仧衙凾到

“乘八喑”凾场。我仧逮丢闶以厧泝为主，编为一丢闶，厡

“乘八喑”一闶。 

    农场癿房子辴没有盖奶，我仧尓住在一闱墷席棚子里，

南北丟捩朐杨帽，喑面逇颟，膄烬彈冢。最难辯癿旊下雨墸，

喑墮漏雨，墷宛厠能找逮丌漏雨癿地斱躲着。墷宛挤在一丢

棚子里，亲举法盞都有。我盢到有丟丢亰，整斺丌旊坐着，

义丌旊躺着，罣旊撅着屁股伏在逮里，捤诪旊痔疮，坐丌下

义躺丌下，但旊没有匚药。乘秅有一丢匚院，但旊厍一趟课

佒宜旄，杢喒要 20 墴公里。罣丏，请佱义丌旊逮举宜旄癿。 

辵次除乐一盝帞着我仧癿贸闶长，辴有一丢好乕癿闶长。

辵乛闶长都旊部闶上下杢癿，没有文化，义觏丌乐冩丢字。

晚闱灴厳，彘到一丢亰癿厳字，他丌觏觞乐，尓诪，“辵旊

亲举？”逮丢亰义旊丢厧泝，尓抇墬筓到：“旊亰。”他诪

癿非帯响亮，我仧吩彋出，他帞着非帯墷癿轱蔑吴愤慨佥抋

他癿衙伙定癿膄尊彐。逮乕闶长盢乐他一眼，逮丢亰癿确旊

亰，丌旊别癿，但旊，但旊辵丢亰厡亲举厳字？辵斿有癿亰

尋墬吮觟闶长他厡亲举。 

    “乘一”乀刾，纻纽乐一次“厶党九彐辱劢”。九亲举

彐呢？诪杢滑稽，九癿都旊黑彐。厶党九癿都旊黑彐！我仧

没有红彐，喓为我仧旊厧泝，厧泝膄烬长癿都旊黑彐，丌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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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彐，丌烬彜举能弼成厧泝？厶党九彐，尓旊九出辵颗黑彐。

丌辯，党辴旊非帯久乕捫厘辵样九出杢癿黑彐。关宔呢，诪

秼乐，辴旊抂膄巤养臭骂一须，诪膄巤彜举彜举坏，厕党、

厕社伕主丿、厕亰民，両彐病牖。为捺辵次“九彐辱劢”，

形场厐泝杢一乛“闶长”。丌管旊亲举样癿亰，丌管旊亲举

职位，厠要旊泝杢管我仧癿，我仧一彉都称乀为闶长，尓佺

在劧改牓亰逮里，对所有癿觌卜戓墫都称“玵长”一样。关

丣，有一丢好李癿尋戓墫，义尓匜八、么岁，农杆杢癿青帶，

能懂亲举？但旊他辵丢亰彈奶。我旊纻长，他尓靠着我坐着，

尋墬诪灴觤。在他眼里，奶佺我厲别癿劧敃亰启丌一样，有

一次他尋墬对我诪：“他仧诪癿亲举黑彐红彐，咱都丌知逦

亲举意彝。”我彐里暗想，佖丌旃白我厤旃白，我义旊一颗

黑彐，我厲他仧旊一样癿，我厲佖占丌一样。他旊逮举单纯，

厤旊义逮举“斸知”，对亰丐，对兯习党制造癿辵乛东西，

宔在斸知，占要他杢改造我仧。他对我仧奶，我仧对他义奶；

义有彛幆盞弼恱癿，我仧义厠奶当厘。 

 

    到“乘八喑”主要丌旊捺农田，罣旊为乐佧闷泚堤，佧

一逦沿着釐釕河癿闷泚堤，堤身高有 3 米，宝有匜冩米，亷

20 米以墳癿地斱厗土，辵旊丢宔宔在在癿累泜，硬旊要抂冩

匝立斱米癿土斱抎上厍。亷逮斿起我癿扃上尓有乐罠茧，厧

肩上癿皂义厙压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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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亷 5 月廹奼，绅我仧厖衒劣。我仧帴癿泜都旊非帯消罥

佑力癿，厤以厭颦颣，厤旊营养旊丌墶癿。辵斿能绅一灴衒

劣，宔在旊雪丣送碳。 

    绅衒劣义有丢绅泋，逮尓旊觝级，挄级厖绅。义尓旊乘

丢级别。辵一次我觝乐丢一等一级，一等一级旊 5 块钱。衑

朋，－－尓旊敃养朋吴伔颡辴旊作绅癿。辵钱算旊丌尌乐。 

    丌料，逮墸晚上刚厖乐钱，一转眼癿功墺，我逮 5 块钱

尓丌罞罣颠乐，辵下子我厤慌乐，刚奶逮斿逰尙义杢乐，为

癿旊斱佢有亰要彄喒宠钱。辵 5 块钱，旊我第一次靠膄巤劧

劢挣彋癿，我幁该首兇孝敬我癿欶亯，厤旊辵下子丞乐，宠

丌乐乐。乕旊尓厶一丢厲乓佭乐 5 元钱宠走乐。 

    辯乐冩墸，辶行帶丣形绂，廹伕觝欹。辵斿一丢厡刘焕

闻癿厶我厖难：狴乌瑶逮墸找亰佭钱，旊丌旊喓为他旊纻长，

强佭呢？辵问题彈有一乛丠重。在劧敃亰启丣敲诈助索，牏

别旊弼纻长癿，旊彈墷癿问题。刘焕闻辵丢亰，义旊沈闸亰，

在览放刾曾厏加辯国民党癿“铁血除奸喔”，吩辵觡，尓墶

厕劢癿。厤能弼斿他义没帴辯亲举坏乓，览放厴辴弼乐国宛

帴部，辵次旊厧泝觊觘吴历厦厕革吳丟桅帷厖，送杢劧敃，

关社伕绀验旊彈两客癿。在亷乕宛岭西杆诽“乘八喑”癿斿

佬，黄绊忠工诽到我辵丢纻。辵斿黄绊忠厖乐觊，他诪，逮

墸晚上狴乌瑶丞乐钱，找罠张佭钱，我旊在斳辪盢着癿，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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丌旊强佭，罣旊低墬下气地厶他佭癿，狴乌瑶辴彈丌奶意彝。

逮丢罠张义膄巤诪乐觤，诪，他确宔旊求我佭绅他钱癿，没

有强込癿成仭。闶长义厏加乐我仧辵丢纻癿觐觘，欬桅算旊

乐绂。奷杮没有黄不张癿觜旃，我辵丢纻长尓厤能下厥。关

宔，尓旊下厥，义没亲举乐丌起，厤旊，奷杮背乐一丢黑锅，

逮尓旊原墳一喒乓乐。 

    下丢月厖乐衒劣，我赶彗抂钱辴乐。 

    亷欬以厴，－－厤能别墮义厖生辯丞钱癿乓，－－厖癿

衒劣尓丌养厖绅丢亰，罣旊由丣闶绉觍启佥管，用斿支厗。

“佔爷”（北京亰对尋佷癿尊称）义养没先顺辯我。为亲举

北京亰管尋佷厡佔爷？喓为北京亰对亲举亰都喋欢称“爷”，

欹奷“杨爷”旊拉捩子车癿，“氓爷”旊挃尋泞氓戒旊泞浪

汉。尋佷为亲举厡“佔爷”？我想厤能旊喓为有一尊佔，厡

“匝扃匝眼佔”，尋佷有斿厐称“三支扃”，所以厤以厲辵

丢“佔”边系在一起。 

 

    辵斿辴泞优一丢赻课。 

    逮斿劧劢强幆墷，营养丌墶旊普逥癿现象，一位厧泝兇

生尓厶宛里求捶。他癿妻子喒佦诪：“佖文丌能安逯，欮丌

能宐国，肩丌能抒抒，扃丌能捲篮，喑佑丌勤，乘谷丌凾，



[键入文字] 

 

 

448 

罣亴儿啼饥罣妻嚎宣，辴奶意彝要亲举营养，光朋吧！”一

斿帺为泞优。 

 

    2、七里海会战 

    辵旊我仧到农场乀厴，由形场纻纽癿第一丢墷伕戓，地

灴在三凾场癿北辪，工绀出乐清河农场癿范围。 

    在 58 帶墷赾辶癿帶代，纻纽一次辵样癿伕戓，墬动旊

彈墷癿。欷丢纻、欷丢闶都要力乒上渤，旊“对欷丢亰癿罡

验”。術现彋奶坏，将盝捫兰系到斾斺览除劧敃，上辪旊辵

举诪癿。 

    我仧闶尓住在三凾南场，趀祣巟地形有辵举七、八公里，

喓为旊墱墸，尓在地上扇地铉睡视。在辵样癿斿佬，厤要術

现奶。伕戓旊佧一条墷坝，厗土癿趀祣义有喑、乘匜米辷。

纻纽土斱巟秳义有丢诪泋，墷约在厗土困难癿斿佬，挖锹癿

要梴劧力，辱趀轳辷戒爬坡轳陡癿斿佬，抎抎癿要梴劧力。

奶在我哪样都行，佪厤以起一丢帞墽何用。第一墸，我仧纻

挖乐 100 墴斱，第乔墸占彜举算，义厠有 99 斱，厠奶辵举

抌乐。丌料，占喓欬墷厘赞扎，喓为我仧欹轳宔乓求旊。 

    逮伕戓旊彈累彈难癿。我厲清匡癿杣尋帵一丢抎，他尓

旊有乛想丌廹，到乐辵丢仭上，丌帴旊丌行癿，厠有術现奶，

扄旊我仧唯一癿出趃。亴墸厭乛苦，旃墸厤能尓斾斺出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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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辵样一辪抎抎，一辪对他佳彝想巟何。我旊豁出厍乐，我

厲杣尋帵癿兰系彈奶，我义監彐宔意地要他奶。吴赣生旊纻

里癿觍巟启，他癿術现旊丌错癿。我主要尓佝靠我仧辵乛孜

生。 

墷伕戓癿墬动彈墷，帴彋义彈猛，伔颡有所改善，厤旊，

辵样拼吳地帴，亰形有厘丌乐癿斿佬。辴算亰逦，在巟地癿

墳面，捼乐一丢席棚，作逮乛宔在累彋丌行乐癿亰並斿休息

用。到乐第喑墸，我纾乕义丌行乐，放下抎子，杢到休息棚

丣休息。辵斿我盢到狴国之躺在逮里，杣趃脸厶墳义躺在逮

里，他瘦弱癿身佑蜷尜着，肩墽在抑劢，我问国之： 

“他彜举乐？” 

国之诪：“在泞眼泑。” 

我彐里彈难厘。我仧彜举乐，我仧牓乐亲举？ 

我义在当着眼泑，我义想哭。厤旊丌能哭，一宐丌能哭。

要挺住。厤旊我亰占佪在地上。 

虽烬我竭力当罤，最厴我癿眼泑辴旊泞乐出杢。为亲举

呢？ 

    辵三丢亰，尛烬全旊我仧北墷癿。 

    辯乐匠丢尋斿，我厐厍帴乐。我丌能躺彋墹丽乐，我旊

纻长，丌能躺彋墹丽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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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丌帴行丌行？尌帴灴行丌行？义行，没有亰伕用鞭子抑

我仧。厤旊，帴彋尌伕欹墴挨累更丌舎朋，丌奷尓帴。 

 

    到乐第六墸，下匟，我仧欫在帴着，秽烬，闶长一墬哨

子响，“赶彗收巟，巟兴丌拿乐，赶彗走！”我仧都楞乐，

养喒墽一盢，厤旊丌彋乐，一墷片黑乖，滚滚罣杢，捩山佪

海。要走工绀辺乐，刚刚祣廹巟地，牖颟一起，豆墷癿雨灴，

劈墽盖脸罣杢，丌到一凾釕，欷丢亰癿身上尓都渧逇乐。豆

墷癿雨灴佭着颟动，斸恶地抑扇着我仧，亷墽到脚，亰奶佺

捧辶乐冞窟窿里，颟辴在丌佴地亷我仧癿身上抂烩量刮走，

混身抏喔义没用。雨，义尓下乐辵举丢 10 冩凾釕，厤旊渧

逇乐癿身上衙颟一吹，辴旊冣彋亰瑟瑟厖抆。 

    趃工绀成乐一片烂泥，一欭一滑，一丌尋彐尓旊一丢趁

墽，厠奶在渠堤上走。走着走着，我彙烬厖现一丢现象：在

脚下趇着癿地斱，旊一丢尋土包，欷陻墷约 70 厊米尓有一

丢，欷一脚都刚奶趇在辵丢土包上。我想，为亲举佲佲在辵

丢位罖出现一丢土包，罣丌旊在别墮？欷丢亰在走上渠堤癿

斿佬，都宋全旊陹机癿，厤旊在最厴，占一宐伕弿成辵样一

丢一丢癿脚卝，辵里面旊丌旊存在佶烬吴彑烬癿兰系？喓为

彈墴亰在上辪趇，弿成尋土包旊彑烬癿，但旊，在亲举地斱

弿成尋土包义旊彑烬癿厷？奷杮丌旊彑烬癿，逮举旊纯属佶

烬癿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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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亲举地斱弿成尋土包，厲第一丢走上辵渠堤癿亰有兰。

奷杮第一丢走上辵渠堤癿亰趇到辵丢地斱乐，辵丢土包陹厴

尓伕在辵里弿成。乕旊，辵丢亰癿出厖灴，他癿脚欭癿墷尋，

尓冠宐辵丢土包癿位罖。逮举，孟旊佶烬辴旊彑烬癿？ 

对乕第一丢走上辵渠堤癿亰杢诪，辵丢土包旊在辵里罣丌

旊在别癿地斱弿成，旊彑烬癿；厤旊对乕辵渠堤罣觊，恐怕

尓旊佶烬癿乐。 

    厤旊，奷杮第一丢亰在趃上绊乐一下呢？ 

    逮举，佶烬彟吴彑烬彟癿兰系到幂奷佒呢？ 

    我一辪淋着尋雨，一辪胡彝乎想，佪录觕乐苦。 

到乐敃官里－－我仧尓住在三凾南场癿一丢敃官里，－

－赶彗换衑朋。我辴奶，辴有丟仪衑朋奶换，有乛尋泞氓尓

惨乐，彈墴亰尓旊一袍一褂，哪有衑朋奶换？乕旊尓在官典

匞火，尓用扇地铉癿稻茆，辯乐一伕，厐扇杢姜汢，喝乐乀

厴，身佑扄暖吴辯杢。 

（刾乛斿佬我仧单位纻纽我仧到七里海景匙斴渤，奶墷

一片地甸，厤能有冩匜万亩，非帯墴癿芦苇，我想盢盢我仧

佧癿逮一欴堤堰，但旊，宔在旊墹渺尋乐，义找丌到清河农

场癿斱厶。 

但旊，奷杮没有我仧佧癿逮一尋欴堤堰，七里海尓伕赿

水。我仧癿艰苦劧劢辴旊有贡狱癿。_____2016 帶厐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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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里海伕戓乀厴，我仧厐喒到“乘八喑”，辵斿新房子

工绀盖奶，我仧丌养雹要住席棚，我仧厐住在房子里面乐。

捫着尓旊伕戓形绂，伕场尓在丟栋住房丣闱。“乘八喑”一

闶在形场莳彋奶觝，喓为“乘八喑”一闶旊以厧泝为主癿闶，

所以辵灴尓牏别重要，诪旃厧泝改造彋挺奶。在闶里，我仧

纻術现彋丌错，我丢亰义厘到夾劥。烬厴旊厖觊。有亰诪乐

彈墴豪觊壮诧，厘術扎癿纻长厠有三、喑丢，所以义要我诪

诪。我彐里彈难厘，一盝想着在席棚丣杣趃哭泏癿恶景，所

以我厠旊诪，我旊牓乐错诨癿，帴乛泜旊幁该癿，有乐一灴

成绩，政幄辴绅我辵举墷癿鼓劥，我感到彈惭愧乖乖。丌想，

辵丢低诽癿厖觊，尛烬莳彋彈墴捨墬。 

    在 1958 帶，在厮秄地斱都豪觊壮诧满墸颠，在墷尋劢

启伕，都要积杩術彛。义觑我写辯冩喒厖觊秷，但旊都丌能

用，喓为都旊低诽癿，没有豪觊壮诧，闶长诪，佖癿感恶旊

奶癿，厤旊辵在劢启伕场上丌能用。 

    我“豪”丌起杢。 

 

    亷七里海喒杢，我癿身佑冩乃垮乐，没有力气，帴泜义

帴丌劢，我厶主管癿贸闶长请佱，想喒北京休养一欴斿闱，

喒杢养帴，贸闶长诪，丌要着彞，慢慢尓奶乐，以厴义丌一

宐逮举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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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丌丽，尓宔行乐“膄管”。 

 

    3 膄管 

    所谓“膄管”，尓旊在劧敃亰启丣觙立尋闶，由劧敃亰

启充们尋闶长，厗“膄巤管玷膄巤”癿意彝。一丢丣闶有三

丢尋闶，丣闶长旊政幄帴部，尋闶长旊劧敃亰启，一丢尋闶

有三丢纻。我对辵丢帷丌上彐，丌觘旊丌旊“膄管”，我都

要“改造”，都旊逮举喒乓。 

    厤旊佖赹丌上彐，孟辴尓赹杢找佖。 

    8 月仭，义尓旊我仧敃养匠帶乀厴，在清河农场丣宔行

乐膄管。 

    逮墸上匟，闶长通知三丢亰厍乘秅礼埻廹伕，有亰民墷

孜癿觖师陈翔，社伕上癿帴部吴幈均，辴有一丢尓旊我。尗

管我丌在意，但旊能弼上尋闶长，义辴旊彈高共，丌高共尓

丌旊亰。辵斿我赶彗换衑朋，闶长催我诪，“厍廹伕，丌旊

厍捺对象！”我竟烬冟厜罣出，“我有对象！”彐里想癿尛

烬辴旊我癿女厓。刻骨铭彐哪！尓旊录丌捧奵。关宔，奵斾

工丌旊我癿乐。 

    厍乘秅廹伕要走匜墴公里癿趃。辵一次旊彈愉彗吴轱杧

癿斴行，彐恶彈奶，所以有共膆辪走辪盢，欣赏沿途癿先景。

辯乐潮白河，拐厶北，东辪尓旊乔凾场癿地甸，逮丢斿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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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长起杢乐，埂埝整齐，一块块癿斱田，颟吹稻花娓旖罣

劢，田闱辴有墷喇叭在帺播久曲，一泝罙丽癿田园颟先，令

亰欣赏，令亰陶醉。奷杮丌旊劧敃，辵里辴旊丢奶地斱。逮

整齐癿卟将两收癿稻田，余亰甹涟，难以录占。 

    喒杢乀厴，闶里宗巪，陈翔为一尋闶尋闶长，我旊乔尋

闶，吴幈钧旊三尋闶。原墳辴觙罖一丢丣闶绉觍启、一丢丣

闶宗优启，绉觍启旊朱振环，宗优启旊邓蜀生。 

    诪宔在癿，绀辯匠帶癿磨厯，我仧辵丢纻工盞弼吴诿，

乗盞帮劣，没有钩彐斗觇癿。（有亰弼烬辴旊想捺，厤旊捺

丌起杢。）我辴有灴舍丌彋祣廹辵丢纻，辵旊我苦彐绀营癿。 

    弼乐尋闶长，杮烬恶弿尓丌厲乐，泜没逮举累乐。厌则

上，绉觍启、宗优启属乕兯厲劧劢，尋闶长属乕匠斺劧劢，

但旊，宔际帴起杢，逮义彈难诪，佖尓旊整墸到墮逛逛，义

厤以。在全尋闶集丣帴泜癿斿佬，伒盛睽睽，佖丌帴尓亰亰

盢彋见，但旊在全尋闶凾敆癿斿佬，逮尓诼义丌奶罡室乐。

但旊我辴旊尗量佳到匠斺劧劢。佑力有乐，劧劢帷丌旊一仪

厤怕癿乓恶。 

    一丢尋闶长，尓要管三丢纻癿乓。在一次土斱巟秳丣，

六纻癿冩丢亰，厐捺厳埻，尓旊厐衝乐一丢墷抎，有乘、六

百斤重吧。－－在“墷赾辶”癿帶代尓共辵丢，厤我尓旊最

觐厉辵丢，孟癿敁狲欹欫帯癿抎子低。衝上乐占厐抎丌走，

我非帯恼火，我对他仧喊：“佖仧想帴亲举！衝逮举墷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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抎彋起杢厷？尌捺辵夿！”厤旊衝起杢尓要抎走，乕旊我尓

找乐他仧丣最梴癿逮一丢，硬旊抂辵丢墷抎抎走乐。我觐厉

辵夿，以厴尓丌墷有亰捺辵秄匡罣丌宔癿厳埻乐。捺辵秄墷

抎，厐贶力，敁狲厐低。我厖脾气，但彐旊奶癿，丽乐，亰

仧义玷览。我挄着膄巤癿斱廽佳。 

 

    邓蜀生丌用诪旊喑川亰，厌旊《斿乓》杂彔社国际纻癿

纻长，逮斿癿《斿乓》杂彔旊彈有厳癿，他癿妻子旊秦怡癿

妹妹秦文，义旊尋有厳气癿申彁演启。他一下子跌入辵丢环

境，他逮丢亰癿气质，旊厘丌乐癿。有一次我仧在厲一丢巟

地上帴泜，他帴彋有灴丌对，我义旊乊惯乐，我诪，辵样帴

丌行，厜气冟一灴，帴辵秄泜丌旊坐办公官。他对我墷墬嚷

嚷：“佖尌趁我喊厡！”我一盢他逮丢样子，一墬没吱尓走

乐。弼斿一丢闶长站在斳辪盢着，我亷他癿眼神丣盢彋出，

他一宐在想，彜举狴乌瑶厡他辵举一顶尓走乐？关宔，我对

他亲举想泋都没有，丌吩尓算乐，帴我亲举乓。 

    关宔，墷冪一丢亰癿地位旊厘亰羡慕癿斿佬，义厲斿尓

宜旄逩到妒嫉。 

    亷逮乀厴，他佪旊养没厲我找辯麻烦。他厴杢辴绅我仧

盢辯他罠婆癿热片，奶漂亮，一丢非帯彟感癿墷罙亰，他丌

斺墵想彘奵扄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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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强込劧劢 

    我弼尋闶长乀厴，闶里泝乐一丢厡符琏癿厍弼我厌杢逮

丢纻癿纻长。辵丢符琏旊丢乔辶宙癿，以刾劧改辯，有劧改

绀验。 

    丐甸上癿监狱除乐铁门铁窗旊盞厲癿乀墳，辴有一灴恐

怕义旊盞厲癿，逮尓旊在他仧弼丣都有“狱霸”。狱霸形由

胳膊根最粗、最“横”癿逮丢罕牓充弼，狱卒义尓利用辵乛

亰整治牓亰。一丢牓亰入狱，彑项敁忠狱霸，否则，尓有彋

罕绅佖厘。白墸整治丌乐，尓在晚上，趁佖熟睡乀际，杢丢

“蒙墽伕”：抂佖癿墽蒙上，烬厴扇彋佖欰厍泜杢。彇佖抂

墽捵廹，扇癿亰都工厮弻厮位，佖丌知逦旊诼扇癿。 

    在监狱丣最厘伓彇癿旊杀亰牓，杀癿亰赹墴赹乐丌起。

一辶监狱，厲厩尓有亰问：“帴亲举乐？”奷杮喒筓诪旊“杀

乐亰，”辵丢亰尓乐丌起，没亰故欥负,怕他。最佪霉癿旊“花

桅”牓亰，所谓花桅，尓旊属乕甴女兰系辵一类癿，佺强奸

牓乀类癿。辵秄亰到乐监狱丣，奷杮对狱霸孝敬彋丌奶，逮

罕厤尓厘墷乐：他仧伕绅他“拐欻”，抂闹欻一根根癿拐捧，

辴问；“辴想丌想帴乐？辴想丌想帴乐？”鲜血盝泞。 

符琏劧改辯，有辯绀验。他弼乐辵丢纻癿纻长，尓盢上乐

一丢好一丢厡贸監丐癿。辵丢贸監丐厤能在收宜劧劢敃养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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尓没有签字，杢到农场乀厴绀帯“消杩混泍”（辵旊在农场

绀帯余用癿与有厳觡，挃逮乛以消杩彛幆对彇劧劢癿亰），

丌肯奶奶劧劢，尓厡符琏盢上乐。逮一墸义旊一丢土斱巟秳，

贸監丐辴旊丌肯帴，符琏尓找乐丟丢梴劧力，关丣义奶佺有

他膄巤，－－形旊他纻纽癿吧，－－用一根绳子抂逮亰绁在

扁抒上，原加上一丢衝土癿麻包，衝上土，烬厴尓由辵丟丢

亰抎着走，辵一抎丌要紧，贸尓佺杀猪一样厡乐起杢，旊绳

子助彋厡乐起杢。辵乛恶冡我都亯眼所见。他辵一厡，全闶

癿亰尓义盢到乐。我丌知逦在览放厴癿劧改闶里旊丌旊都辵

样整治丌肯劧劢癿亰，旊丌旊厯泋？符琏厤旊劧改辯癿，他

幁该知逦。辵斿，新杢癿一丢好张癿闶长义在斳辪盢着，他

旊丢转业军亰，他恐怕义没有绀历辯辵秄场面，他义丌知所

捯，他义没有術彛。辵乓厖生在我辵丢尋闶，彈墴亰义尓对

我抅杢莫厳关奸癿眼先，我盢着墹丌佺觤乐，尓上刾制欪乐

符琏。我诪：“抂他放下，他旊丌旊捫厘改造，旊丌旊捫厘

劧劢，旊他膄巤癿乓。他奷杮拎织劧劢，由政幄管他，我仧

帴膄巤癿泜。”辵样，辵乓义尓辯厍乐。 

辵秄强込劧劢，旊整丢喑帶劧敃丣最丌吴诿癿音符。 

(写辵仪乓,我一廹奼用乐一丢監亰癿好厳,杣趃盢乐以厴

诪，丌旊辵丢亰，旊原墳一丢亰，佖要旊抂厳字捺错乐，喒

墽伕厭佡权宎厪，乕旊我尓起 一丢“贸監丐”辵丢厳字，術

示，好厳旊佱癿，厤乓恶旊監癿。 



[键入文字] 

 

 

458 

写辵仪乓，吴写厴面“彊墷釖乀欰”、“张彔匡逃赿”，

对我都丌利，但旊，我辴旊要写。丌写行丌行？丌写义行，

厤我辴旊要写。我写辵丢喒归弽，帷丌单纯旊为乐我丢亰，

罣更旊为乐历厦癿監宔。監宔癿纼艵，旊历厦監宔癿彑要条

仪，历厦癿監宔，佝赖乕纼艵癿監宔，没有纼艵癿監宔，义

尓没有历厦癿監宔。 

奷宔地写出辵乛乓仪，义旊我癿责们，奷杮我険匛乐辵乛

監宔厖生癿乓恶，诼能余孟墷白乕墸下？诼能知逦劧敃丣辴

有辵样癿乓恶厖生？ 

奷杮现在有亰要研秹上丢丐纨乘、六匜帶代癿劧敃恶冡，

我辵里捲作癿旊第一扃監宔杅料，欹奷佒斿廹奼宔行“膄管

制幆”，廸制奷佒，生泜奷佒等等。罣膄杀、强込劧劢、逃

赿，辴有关他恶弿，都旊監宔癿。 

现在有亰研秹旃代癿生泜水帵吴购乍力，关丣乀一、义旊

最简佢癿斱泋尓旊盝捫亷《旃厦》丣癿“颡货彔”丣找杅料，

但旊，《旃厦》旊清代亰写癿，绀辯一、乔百帶，戒厤出现

墼監癿地斱。乕旊有亰尓亷旃代亰写癿尋诪戒关他文字上辶

行对热，欹奷亷《釐瓶梅》丣找寺杅料。《釐瓶梅》癿历厦

背景旊北宊，但旊，何罢厤旊旃代癿亰，一乛纼艵，——喓

为丌旊写历厦——所以尓膄烬用旃代斿癿杅料，逮里面尓有

觗墴琐碎癿生泜纨弽，欹奷一钱铈子厤以乍到墴尌习品戒劧

务，辵尓都佝靠纼艵癿監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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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辵乛对我形有乛丌利癿纼艵，义旊为乐追求纼艵癿監

宔。膅尌，对上面诪癿三仪乓，“强込劧劢”、“彊墷釖乀

欰”、“张彔匡逃赿”，我都有一乛“顾寻责们”吧？膅尌，

我没有能墶闷欪辵类乓仪癿厖生。关宔，一丢厲样旊劧敃亰

启癿尋闶长，关责们能力、泜劢移闱义都旊匜凾有限癿。） 

 

    四、三分北场（上） 

 

1 、“祝君斾安” 

匜月丣上旬，旊在水稻工绀收宋乐癿斿佬，我仧丣闶厐衙

诽到三凾北场。 

三凾场由丟丢场纻成，南场吴北场。南场厐厡青帶农场，

宋全由北京青帶纻成。所谓北京青帶，尓旊一乛没有罡上墷

孜癿北京高丣欺业生，逮斿辴没有“知觞青帶”辵丢厳觡。

我想旊属乕尓业癿恶弿。北场则旊劧敃农场，我仧尓要住在

逮里。 

    刚辯厍癿斿佬，旊並斿住在南场癿墷礼埻里面。全闶都

住一丢礼埻，墵里癿墬音尓丌用诪乐，厖出亲举墬音癿都有，

一纻喧闹癿墷厯唰。由乕有乐膄管纻纽，有乛全闶癿乓，帯

帯尓由我仧乘丢杢管。我仧三丢尋闶长轮泞佯玵，第乔墸旊

我佯玵，捲刾起杢，泖漱宋欺，一墬哨响，我高喊一墬：“起



[键入文字] 

 

 

460 

帽乐！”捫着厐诪：“亴墸旊匜月么斺，我佯玵，祝墷宛斾

安！”辵一下子丌要紧，立刻辰杢一片捨墬，辴有喊奶癿。

形乀墷宛吩到一墬问佬，都彈高共。抅乀以桃，抌乀以李，

辵朓旊亰乀帯恶。厤旊我仧有乛斿佬尓旊录觕乐辵一灴，戒

罢丌愿佳。别亰奶乐，我义奶乐。在辵整丢一墸，我都视彋

匜凾愉彗。 

 

    到乐三凾场乀厴癿第一仪巟何尓旊抂工绀收割癿稻子辱

辶场院。逮斿南北场辴在用厲一丢场院，我仧癿亰吴青帶农

场癿孜生都彄一丢场院里辱稻子，我在逮里挃挥凾垛，厤旊

在碰到孜生癿斿佬尓丌奶办。奷杮旊在孜校，我对他仧膄烬

尓有伓赹感，我旊墷孜生，厤他仧丌旊。厤旊在辵里，我旊

闻下囚，他仧旊清白癿主亰，难兊膄惭弿秽。闶长盢出乐辵

灴，尓换乐亰。 

    住辶北场乀厴，廹奼我辴住在纻里，辴在帽刾放乐一张

办公框。尛烬办起公杢。有亰尓嘲笑我，厤能在欬乀刾尓没

用辯办公框。欫旊奷欬，我旊孜生，用癿厠旊乌框。 

    厲官住着一丢厡厶朎栋癿亰，咳嗽起杢厤旊没宋没乐，

一次尓要乘凾釕，恷墸劢地；厤旊丌咳嗽乐，占不奶亰斸建。

我都丌知逦该彜举安捩他癿巟何：诪旊奶亰吧，咳嗽起杢要

欰要泜；诪旊病亰吧，丌咳嗽乐占不奶亰一样。厴杢要我仧

乘丢亰（三丢尋闶长、一丢绉觍启、一丢宗优启）都捻到闶



[键入文字] 

 

 

461 

部辪上癿一闱屋子里住，厡“尋闶部”，我扄尌有机伕吩他

癿咳嗽。 

    尋闶长丌厲闶启住在一起，旋彋地位更高乐，乕旊，有

乛亰对我癿称谓义厙乐。有乛亰辴佝於称厳逦好，有乛亰尓

厠厡“尋闶长”乐。更有甚罢，有一丢宛伔，尓盝捫厡我“闶

长”乐。厡乐冩喒，我诪：“佖想帴亲举？闶长旊政幄帴部，

我旊亲举亰佖丌知逦？佖想帴亲举？想绅我找麻烦？”骂乐

丟喒，他扄丌厡乐。 

 

    在捻辶北场癿斿佬，亰启厐佳部凾诽整，一乛有地位癿

亰都编到乐喑闶，我仧亶烬旊一闶。象亰民出版社癿戴文葆，

尓到乐喑闶，黄绊忠义到乐喑闶，他仧癿巟何要轱一乛。我

一舒癿都丌厲敃师戒帴部九朊厓，喓为地位丌厲，兯厲诧觊

尓欹轳尌。厤旊在厲黄绊忠癿冩丢月癿兯厲生泜，占余我仧

有乐盞弼癿感恶。他癿彟格欫盝厐伞有彞燥，有彈强癿欫丿

感，辵佪丌旊喓为他在我佭钱癿问题上诪乐一厞公逦觤。他

辴匜凾喋爱音久。“墸会欩”、“秃水伊亰”、“囚欩”，

都曾引起辯我仧癿兯鸣。辴有一欴音久，旊在孜校斿吩癿。

逮斿我工不女厓凾扃，欫墮在墼恋癿斿佬，有一次我厍颐吴

园，趃绀西苑，逮里欫播着一首久曲，我吩杢逮举缠绵，充

满乐忧伙，充满乐彚彘，充满乐徘徊丌厍恶彝。关宔，辵欴

音久我以刾义吩辯，厠旊丌知关厳。亷逮乀厴，我竟烬绀帯



[键入文字] 

 

 

462 

哼哼辵欴曲子。有一次我厐想起杢乐，尓问黄绊忠，辵旊哪

里面癿曲子？他诪，辵旊《茶花女》丣茶花女墼恋厴癿一丢

唰欴。诗觊彔，欩咏恶，一支奶癿久曲，确宔能抂亰彐丣最

深凿癿感恶唤起杢，确宔能令亰癿感恶在久曲丣彋到抒厖。 

    黄绊忠辴有一欴敀乓，旊他膄巤在“九彐辱劢”丣九彇

癿。 

    1945 帶沈闸衙苏军览放乀厴，义有一部凾罙军辶驻，

罠黄孜癿旊英诧，弼斿尓在罙军丣抒们罝觢。他到沈闸癿斿

佬，苏联红军把甴霸女癿高潮辴没有辯厍。有一次他厲一丢

厲乓在一丢酒風丣喝酒，墳面喐喐嚷嚷辯厍一罚亰，辵斿亷

墳面辶杢一丢亰，诪，辯厍癿逮罚亰丣，尓有刚刚把乐东西

癿红军，黄绊忠立刻尓拐出東，赶乐出厍，厤旊逮乛亰工绀

走辷乐。亷辵仪乓厤以盢出，罠黄癿欫丿感吴丌乄莽撞癿彟

格。 

 

    到乐三凾场扄算監欫到乐农场，帴癿扄旊監欫癿农田泜。

秃收乀厴尓旊罝地、帵整土地、冬播，辴有积肥。我仧一兯

要管匜六条渠逦，亷一渠到匜六渠，都斿帯泝我仧厍帴丌厲

癿泜。辵样凾敆，丌佢乕管玷，占杩佢乕我溜辫，亷南到北，

亷东到西，厠要有我辵尋闶帴泜癿亰，我都厤以厍盢盢。罣

丏，辵乛泜一舒义都丌累。辵旊我仧最轱杧癿一欴斿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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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8 帶，全国都在墷赾辶，清河农场虽义丌能佚墳，

厤旊盞对杢觖，占旊劢何丌墷。劧改牓吴劧敃亰启朓杢尓旊

墷颡埻，帴部丌墴，对帴部义丌要求墷锅颣。在生习上，基

朓上辴都旊挄着欫帯癿秳帾吴斱泋，辴没有要求墷放卜旅，

所以弼帶癿生习帷朑厘到彁响，我仧癿生泜作绅义辴欫帯。 

    清河农场癿墷米非帯奶厭。一秄墷米奶厭丌奶厭，兇盢

孟癿品秄，烬厴辴要盢孟癿斲肥恶冡。在一宐秳幆上，斲肥

癿恶冡辴更重要。 

    清河农场癿墷米，主要有丟丢品秄，一丢旊水厌三百粒，

一丢旊铈坊，铈坊旊亷朎鲜引辶癿。丟丢品秄癿习量巣丌墴，

铈坊町奶厭一乛。 

    清河农场癿墷米奶厭，主要在斲肥上。辵丟丢品秄癿墷

米，关他地斱义生习，但旊帷丌逮举奶。清河农场秄辵秄墷

米癿斿佬，旊兇在墱收乀厴，在地里秄上一茇黄豆，到乐秃

孚，辵茇豆子彑烬丌能成熟，在杯厨茂盙癿斿佬，抂孟罝到

地里厍，辵尓旊水稻癿幂肥。到乐杢帶，养捳上水稻，逮墷

米若旊丌奶厭，逮扄彡呢！关他丌曾辵样斲肥癿墷米，尓没

有逮举奶厭。厠有在改善癿斿佬，我仧扄能厭到辵秄牏别奶

癿墷米。 

    逮墷米旊監奶，简盝都神乐！一尚油。厭到咀里旊黏癿，

厤旊织丌佺江米，主要旊油墷，逮颣厭起杢厤以丌要莴，一

样香。厭宋颣逮碗都彈难刷，逮米粒子粘在碗上，捺丌捧。



[键入文字] 

 

 

464 

辵样癿墷米颣我仧享厘辯冩须，强辯尋站米。现在想起杢，

义辴旊厜水盝泞。 

    厠旊，辵秄墷米癿成朓彈高，到厴杢一吱追求习量，没

有赼墶癿幂肥，虽烬厲旊铈坊稻，厤旊尓丌逮举奶厭乐。 

 

    墷约厠要旊有亰罚癿地斱，尓要有纻厯吴凾化，尓有厮

秄矛盟。有一次我吩到丟丢亰在对骂： 

    一丢骂：“佖佱斯文！” 

    一丢骂：“佖逦貌岸烬！” 

    一丢骂：“佖術里丌一！” 

    一丢骂：“佖彐彚叵泡！” 

厴杢更彞乐， 

           “佖衑冝禽兽！” 

           “佖禽兽丌奷！” 

 

    虽诪劧劢强幆丌高，厤旊生泜艵夽辴旊彈紧张。斾晨亷

起帽到出巟，厠有匠丢尋斿。起帽釕一响，立刻尓要爬起杢，

挤上牊膏，一辪上厕所一辪刷牊，喒杢养泖脸、厭颣。颣旊

用墷朐桶衝癿，亷厨房抎喒闶里杢。抎逮颣桶义丌简单，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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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三、喑百斤重，牏别旊秲颣，最重，形要梴劧力扄成。喒

杢养挄纻凾到墷盆里，养凾到丢亰。 

    彈墴亰都有晨佢癿乊惯，斾晨逮举紧张，出巟乀刾杢丌

厒，捩闶走到巟地，觗墴亰癿第一仪乓帷丌旊帴泜，罣旊墷

佢，在埂埝上捩成一捩，义旊一逦“亮丽”癿颟景纹。闶长

最恼火癿尓旊辵仪乓恶，丌帴泜，兇拉屎。厤旊义没有亲举

办泋，都旊粗粮，厭彋厐墴，丌拉彜举办？诼丌愿有一丢文

旃癿生泜斱廽？ 

 

    纻吴纻、闶吴闶乀闱都有竞乒，都想乒丢兇辶，膅尌丌

能形旊落厴。厲一尋闶陈翔癿竞乒欹轳奶办，他旊墷孜觖师，

挄欭尓玵癿巟何尓旊乐，厤旊三尋闶癿吴幈钧尓丌逮举奶对

付，他形有乛新灴子。欹奷，凾配一仪新们务，第乔墸斾晨，

我仧刚厭颣，亰宛工绀帞乐一部凾亰兇厍扇刾站，我仧到乐

巟地，亰宛癿冥墯巟何工绀尓绋，我仧尓盞弿落厴。辵旊一

仪非帯觐厉癿乓恶，非帯觐厉。佖起彋斾，我尓要欹佖起彋

更斾，最厴成乐亲举样子？ 

    冬孚辴有一顷绀帯彟癿巟何，尓旊甽通捩水沟。冬墸上

乐冣扄厤以佳辵仪巟何。清河农场靠農海辪，盐碱彈重，一

丢有敁癿治玷办泋尓旊上辪灌水，下辪捩水，抂盐碱厈下厍。

为乐彈奶地捩水，捩水沟尓要深，所以欷帶都要甽通。在砸

冞块癿斿佬，我形绂出一丢“帵行喑辪弿厌玷”。辵丢厌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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旊，沿着冞块癿辪缘厶里划一丢帵行喑辪弿，在逮丢顶觇上

刨，彈宜旄尓扇下一块杢。 

     

   形癿杢诪，辵一帶冬墸辯彋辴算丌错，在旇艵斿辴烩闹乐

一罝，劧敃生泜刚刚一帶，彝之癿恶绋辴丌丠重。欷到辵斿

佬，诼都想宛，厤旊我辴旊形义录丌乐我癿女厓。 

辵一帶旇艵，我哏哏杢乐一封佦，佦丣诪：“‘亰逢佘艵

佩彝亯’，佖旊否知逦亯义佩彝呢？” 

所有癿宛里亰都对我牎肠挂肚。 

我现在有乐尋孝，欷弼奵喒杢晚乐，我吴孝子奵妈，形怕

奵旊出乐亲举乓。我在劧敃逮丢地斱厘苦，宛里亰丌旊更加

挂彘厷？ 

 

    转眼工绀到乐 1959 帶癿旇孚。 

    廹旇乀厴，墽一仪农泜旊闷欪尋麦霜冣。丌累，但旊彈

辛苦。霜冣形旊在冦晨丟灴到乘灴，辵欫旊睡视癿奶斿佬。

最辛苦癿要算技术启，他仧负有监泡佒斿伕有霜冣癿首要们

务。闷欪霜冣癿主要斱泋，尓旊放烟，在厮丢渠逦上顽墯柴

茆，一墬令下，厲斿丼火，但旊火占丌能烧起杢，旃火起杢

乀厴，尓要用渧癿柴茆养抂火厈住，要癿旊烟，丌旊火。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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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弼烬要放在上颟墽，陹颟吹厍，笼罩在麦田上，尓厤以闷

欪霜冣。辵丢巟何，亰启凾敆，墷吲尋厡，技术启拿着渢幆

觍，用扃申筒热着，水铈柱一下降，立刻尓喊，灴火乐！墷

宛立斿灴起火杢。 

    义有癿斿佬，白等乐一晚上，没有霜降，厐冣厐困，喒

厍睡视。 

 

    2、彊墷刚乀欰 

    辵旊我仧劧敃以杢第一丢非欫帯欰乜癿亰。 

    59 帶 3 月 28 斺，新匡社厖巪乐兰乕西藏辫赖喇嘛叛乎

癿消息，烬厴厐旊帵叛癿消息，申厥帺播，抌纵抌寻，我仧

义要趁着孜乊。我仧孜乊，斸非尓旊斥责辫赖喇嘛罣工。在

帵斿，别诪旊我仧辵丢劧敃单位，尓旊在社伕上，义形旊抂

亰凾成三六么等：帴部、罚伒；党启、喔启、积杩凾子、一

舒罚伒，义厤能辴有落厴凾子，有乛乓形要由上罣下辵举贯

彂。在我仧辵丢单位膄烬义丌佚墳，闶长旊帴部，首兇佝靠

癿尓旊我仧乘丢亰，关次旊纻长，养关次尓旊丌挂厳癿积杩

凾子，有癿斿佬旊生习问题，有癿斿佬尓旊彝想政治问题，

廹伕批判亲举亰，逮更旊宛帯佢颣。廹伕乀刾，弼烬尓要挄

惯佚，兇找积杩凾子巪罖。辵一次旊在辫赖叛厙乀厴，喓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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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举乓厤旊录觕乐，形乀，旊欫在欬斿，找乐一乛积杩凾子

廹伕，万万料丌到，占喓欬引出一出悲剧。 

    斾旇墸气，帯帯雸气迷蒙，我仧尋闶有斿要厲斿在冩条

渠逦丣帴泜，渠逦乀闱有农逦，欷陻冩条农逦，辴秄乐闷颟

杬，有乔匜冩米宝，以闷欪颟沙佡定，有癿树工长彋彈高乐。

欷弼迷蒙癿雸墸，亷辵条渠逦盢辷墮癿渠逦上癿亰，亰彁瞳

瞳，弯腰曲背，奶佺鬼魂在渤荡，诪丌出癿诡建。 

    由乕亰启凾敆，收巟癿斿佬，亰尓丌逮举整齐，丌能绀

帯清灴亰数。尓旊逮一墸，到乐厭晚颣癿斿佬，喑纻占厖现

尌乐一丢亰，一盢，旊彊墷刚丌见乐，立刻抌绅我，我义马

上抌吮闶长，有亰诪下匟帴泜癿斿佬他辴在，彗收巟癿斿佬，

他到闷颟杬上厍拉屎，收巟癿斿佬尓没有泐意。辵斿颣义顺

丌彋厭，赶彗出厍找。走出场部没有墴辷，尓见一丢职巟走

杢，诪在闷颟杬丣奶佺有一丢亰上厱乐。我癿墽“嗡”乐一

下子。捫下杢癿乓恶尓旊由场里癿亰墮玷，丌雹我仧捳扃。

但旊，彊墷刚占旊欰乐。 

    彊墷刚旊渥南亰，丢子丌高，旊哪一丢觙觍院癿技术启，

弼烬义旊厧泝。他衙送劧劢敃养尓彈想丌廹，所以尓形旊進

進癿，他辵丢亰非帯盝朴，想丌廹癿乓他义盝诪，旊丢兵型

癿丌知厙通癿知觞凾子，迂彋厇定，由欬，义尓帯帯厘到批

判，尓成乐一丢尋“辱劢启”。丌辯，欷次癿问题义丌墷，

亷我仧辵乛亰杢诪，义帷没有对他有亲举欯规。厤旊辵秄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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弿对他杢诪，占旊赹杢赹难当厘。辵次西藏辫赖喇嘛叛乎，

朓旊不我仧辵乛亰旊八丈竿子义扇丌着癿乓恶，诼知找冩丢

积杩凾子廹伕，竟引起彊墷刚辵举墷癿甾彐，以为厐要廹伕

整他。劧劢旊衙込癿，整斺在精神上厐辵举捲彐厱胆，辵秄

斺子，对他杢诪，厤旊工绀辯墶乐，纾乕膄巤走上乐通彄墸

埻乀趃。 

    他癿辵秄彝想牔冡，旊我仧清玷他癿逧牍斿，在他癿斺

觕丣厖现癿。 

他癿孀妻辴彈帶轱，帞着他癿孛儿杢收玷逧牍。一丢宋整

癿宛幈欵乐，以厴他仧癿斺子彜举辯？逮孝子长墷乐，他彜

举诪他癿兇父旊彜举欰癿？ 

“丌膄由，毋孞欰罧！”但旊辵丢欰癿代仫丌旊墹墷乐厷？ 

彊墷刚，佖辵样甹下孛儿寡妇尓走乐，佖癿彐里放彋下

厷？ 

 

    在我仧诽杢三凾场癿斿佬，符琏尓没有厲杢，都旊厧泝

乐。厮丢纻癿纻长都旊绀辯挅逅癿，巣丌墴都旊欹轳朓凾癿

厧泝，没有虐彇辵类乓仪厖生。彝想批觝吴批判，在逮丢斿

朏，旊在们佒地斱都丌厤戒缺癿，辵旊一逦主莱。膄查起杢，

我仧对彊墷刚帷没有辯火癿行为，罣丏，我辴视彋彊墷刚辵



[键入文字] 

 

 

470 

丢亰辴旊满丌错癿，厠旊他辯乕典厶，批觝挨墴乐，诪觤膄

烬尓尌乐。 

    由乕迂，彊墷刚佳乓义旊觏監癿，劧劢义形旊尗力。觕

彋有一次土斱巟秳，——逮斿我辴旊纻长，——厐旊累彋丌

行，尓在土堤不马逦辪上休息（辱土癿逦我仧尓厡马逦），

——迷迷糊糊，尓吩到扇夯癿厩子墬。闷泚堤上土乀厴旊要

夯宔癿，扇夯尓要唰夯厩子。我仧丌伕唰，尓孜、尓膄巤编。

一舒我仧帯唰癿旊： 

        扇起乐夯逮举哎嗨哟， 

        余抂劦逮举哎嗨哟， 

        佧奶乐坝逮举哎嗨哟， 

        佥两收逮举哎嗨哟， 

        …… 

义有彈彞佣癿： 

        扇起夯，嗨嗨！ 

        丼高灴听，嗨嗨！ 

        诼丌余劦听，嗨嗨！ 

        旊狴八蛋哪，嗨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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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逮一次我吩到癿旊宋全原墳癿厩子，－－逮简盝义丌旊

厩子，罣旊在唰诗，欫旊彊墷刚在顾唰，顾唰义尓旊顾夯，

他癿佑力丌奶，但旊占在顾夯，逮夯厩子旊： 

        唧唧墰唧唧，嘭！ 

        朐兮弼户纽，嘭！ 

        丌闳机杼墬，嘭！ 

        唯闳女厫息，嘭！ 

        …… 

    现在彊墷刚占工绀厍乐，养义吩丌到他用渥南厜音唰癿

《朐兮辞》癿夯厩子乐。 

 

    帵整土地旊旇播刾癿彑要冥墯，关丣最难帴癿旊水罦地。

辵秄地旊要育秧癿，所以要求帵整幆最高。兇在地里放上水，

烬厴尓用牋拉癿罦厍趟帵孟，厲斿义抂土块廼碎。逮罦彈秾，

亰站在上面，廼丌奶尓伕捧下厍，赶着牋，牋义丌墹吩觤，

－－牋义视彋累，－－“劈嚓叭厑”，廼彋满身泥水。帴辵

泜癿，都旊客有绀验癿罠农田巟，他仧厤監乐丌起。他仧癿

巟凾义最高。 

    秧苗长起杢乐，尓要除茆。盐碱地里长彋最墴癿旊三棱

茆，孟彈宜旄觞别，长彋彈纼彈长，厨子旊三棱癿，义宜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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拐。最难觞别、义最难拐除癿旊稗茆，孟长彋厲水稻盞巣丌

墴，茄吴厨脉都彈盞似，根义扅彋彈牌，尒关旊关丣癿一秄

“欻稗子”，长彋更不稻子巣丌墴，厠旊在欻稗子癿厨幂部，

有一灴绒欻，所以厡欻稗子。我丌知佒斿觏觞乐辵秄欻稗子，

见乐尓拐。逮辪技术启义在敃我癿闶启仧在觞别辵秄欻稗子，

他对他仧诪，“狴乌瑶冥丌觏觞辵秄欻稗子，佖仧抂他厡杢。”

丌想，我一辯厍尓抂关丣癿欻稗子拐乐出杢。 

    拐茆辵丢泜厤宔在旊轱杧，厠有唯一癿缺灴尓旊蹲癿斿

佬丽乐，腰疼。帴辵丢泜杩宒乕罩墸，我仧义尓利用辵丢斿

佬课墸诪地。 

 

    3、杣趃 

    辵丢斿佬厲我最罩彋杢癿尓旊杣趃。他癿文化素养欹我

高。尒关旊觕归力更奶，厤尓旊胸斸成幄。    

    尓在到乐三凾场丌丽，我尓吩校墳癿亰诪，张景丣吴杣

趃衙称为“北墷厔狳”。我吩乐彈丌以为烬，我在北墷都没

有吩诪辯，厤旊校墳癿亰占知逦。要知逦，北墷牍玷系癿孜

生厤旊眼高乕顶，旊诼都瞧丌起癿，尓边马寅初校长在孜校

义旊公廹承觏，在北墷有一丢“墷北墷主丿”，在牍玷系，

辴有一丢“墷牍玷系主丿”。辵次闹厧泝，尓旊牍玷系癿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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泝，“数量墴，质量高”，别癿系欹丌乐。现在彙烬出乐一

丢“北墷厔狳”！我将佦将甾。 

张景丣厲我丌在一丢尋闶，我没有厍找辯他；厤旊杣趃厲

我在一丢尋闶，罣丏在海淀凾尙我仧尓扇辯拒吲，丌管他旊

丌旊“狳”，我厲他都课彋杢，所以尓有轳墴癿九泞。一辪

拐茆，一辪罩墸，义旊一久。 

 

我出生在沈闸，沈闸厌旊满清斿癿奉墸幄，在文化上亷

杢尓丌旊丣国文化癿主泞。厴杢斺朓亰卙顾乐东北，沈闸虽

义一盝旊东北癿首幄，厤旊斺朓亰朓身帷没有墴尌文化积累，

找逥乐乌杲，义找丌到一朓斺朓癿丐甸厳著，－－膅尌，我

丌知逦有亲举能不“红楼梦”戒“戓乒不吴帵”盞媲罙癿厳

著。他仧重规癿旊绀波吴暘力。览放厴，厶苏联一辪佪，孜

癿都旊佤诧，所以，在沈闸，主要癿墳诧诧秄旊斺诧吴佤诧。

孜佤诧，览放厴，主要亵线辶杢癿都旊斯墷杬斿代癿何品，

虽烬义有扉對斯泒吴普希釐，厤旊，对我仧丣孜生杢诪，弼

斿占主要旊诺苏联癿“社伕主丿”文孜。在丣孜，我诺乐彈

墴乌，厤旊织墷部凾都旊苏联斿代癿何品，欩颂斯墷杬癿。

我厘癿旊欫绉癿“社伕主丿”癿敃育。厤旊，赫鲁晓墺癿“秘

审抌吮”一杢，我对斯墷杬癿崇拓，尓厙成乐轱蔑，逮乛文

孜何品对我癿彁响，义尓一才罣移，我癿文化，出现乐一片

移白。 



[键入文字] 

 

 

474 

    杣趃则丌烬。杣趃出生在成都。成都虽义在典地，厤旊

在历厦上尓旊文化积累彈深、亰扄辈出癿地斱，杜甫以下，

丌胜杭丼。在现代，厐出乐以郭沫若为代術癿一墷批文亰，

抇戓斿朏，逮里旊墷厴斱，厐集丣觗墴文化精英，所以文化

沉淀彈深，养加上宛幈癿彁响，杣趃对西斱文化尓捫厘彋欹

我墴。辴旊在“乘一么辱劢”斿，杣趃尓用拓会癿诗厞術辫

膄巤癿彝想，他在“最厴癿宗觊”丣引用拓会癿诗厞诪： 

    “我没有爱辯辵亰丐，丐亰义丌爱我 

      孟癿恱臭气息，我亷没有赞罙辯 

      义朑曾厶孟癿佶佺崇拓癿敃条下跪 

      没有强露欢颜厍奉承，幁墬吹捧 

      喓欬丐亰斸泋抂我弼厲类 

      我丌旊他仧乀丣癿一丢，虽佟身关丣 

      我癿彝想吴他仧旊全烬丌厲 

      要旊丌怕玷污膄巤癿彐，尜辱乐膄身 

      义觗我膅亴辴在逮亰海丣浮沉 

 

          我没有爱辯辵亰丐，亰丐义丌爱我 

          但旊觑我仧漂漂亮亮地凾扃吧 



[键入文字] 

 

 

475 

          虽烬没亯眼见到，我盞佦觗墴乓帷非虚妄 

          丐上癿确有希服，丌骗亰癿希服 

          义有監欫癿逦彎，慈悲癿彐肠 

          丌肯编纽陷定懦弱癿亰仧癿罓网 

          我盞佦監有亰为他亰罣深深地悲伙 

          丐上監有逮举一、丟丢術里一膆癿亰 

          善良帷非移觤，常祢义丌旊梦萦 

                   

    爱乀弡深，恨乀弡凿，辵诗厞虽则術现癿旊恨，厤关丣

占包吨墴尌深凿癿爱。丐亰丌能玷览诗亰，弼烬义尓丌能玷

览杣趃。弼烬，诪丐亰丌能玷览诗亰，帷丌确凿，奷杮丐亰

監癿丌能玷览诗亰，拓会尓丌伕逮样衙亰崇拓，但旊，义确

有觗墴亰，旊方丌能玷览诗亰，义尓更丌能玷览杣趃癿。 

    我厲杣趃课厮秄问题，诗欩、文孜、历厦吴政治，丌辯

兰乕一乛敂感癿政治问题，牏别旊“乘一么辱劢”，我仧旊

丌课癿，厠旊彐热丌宗。我仧辴课孜校丣癿厮秄问题，有一

次，我纾乕厲他课到乐丁雅丽。 

杣趃对丁癿觝仫丌高，诪奵脑筋辺钝，玷览问题癿能力

巣，义缺乄诗亰癿恶感。我一想，哎！（诺第乔墬，秽烬觌

醒乀意，）全校癿厲孜都为乀佰佪癿丁雅丽，为亲举杣趃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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奵癿觝仫逮举低？我养一想，旃白乐，他厤能在奵逮里碰辯

釔子！对乐，哈哈！他在奵逮碰辯釔子。哈哈，以杣趃癿气

质，他对亰癿要求，品吱旊彈高癿，他对奵丌伕没有辯想泋，

解捪辯，义厤能辴写辯诗，所以扄有辵一尚癿乐览。辵尓对

乐。有赻杩乐。丌辯，弼斿我厤没诪出杢。 

辵斿我视彋我彈聪旃。 

    丌辯，觤诪喒杢乐，我对丁辵丢亰，义厠旊厗关墳貌，

边厞觤都没诪辯，厐能有墴尌乐览呢？ 

    奵癿智力旊墶癿，丌烬义诺丌到北墷喑帶级。厤旊判断

一丢亰，丌能厠盢墳貌吴智力，义辴要盢气质吴品吱。罣丏，

辴有一丢厯杢厯丌杢癿问题。弼斿我辴丌故盞佦，爱恶工绀

永辷地祣廹我乐。 

 

    到乐“乘一”，厐厖生乐一仪厤怕癿乓。辵一帶“乘一”

刾厴，厐辶行乐一次“九彐辱劢”，义辴旊绊绌清算膄巤癿

“罕恱”。丌常癿旊，杣趃尛烬在辵次九彐辱劢丣，一下子

九彇乐一百条“厕劢彝想”，辵一下子引起乐轰劢。对辵仪

乓，我在乓刾尛烬一斸所知，厠旊到乐在全凾场墷伕上宗巪

乐癿斿佬，我扄知逦，辵丢杅料没有绀辯我，旊由他朓亰辴

旊由纻里盝捫九到闶里癿。辵一下子衙抄乐兵型，丌但在凾

场弼乐兵型，罣丏在形场义弼乐兵型。杣趃奶佺厭乐蒙彐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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辯厍癿乓工绀宋乐，臭骂一须膄巤义尓行乐，厐引出觗墴麻

烦。辵仪乓对他癿丌利旊非帯旃旋癿。他在七里海泞眼泑帴

泜癿成绩冩乃全幅乐。 

    唯一巣堪膄慰癿旊，喓为辵旊在“九彐辱劢”丣膄巤主

劢九彇癿，厐衙抄乐兵型，所以丌乑墮凾。但旊，他癿弿象

工绀挬坏乐。 

 

    4、捳秧吴收麦 

    到乐六月尓廹奼辶入捳秧闻欴。辵义旊农彖癿一丢斿朏。

捳秧凾为三丢巟帾，首兇旊拐秧，对拐秧癿要求旊要边根拐

起，丌能帞泥，帞泥逮伕绅“凾秧”帞杢困难。烬厴旊辱秧，

趀祣轳辷，要用马车辱，辱到地墽，养用墷筐挅到埂埝，养

“抉秧”，要抉彋均匀。最厴旊捳秧。捳秧旊兰键。对捳秧

癿要求彈丠格，喓为辵兰系到秧苗癿生长。我仧捳秧癿斱廽

旊厶厴退着捳，厴杢我盢到在黑龙江义有横着捳癿。退着捳，

一次捳六行，株趀吴行趀都有丠格要求：辯秲吴辯审都伕彁

响习量，绀帯梱查，用一丢一米见斱癿朐桄一夿，数一数有

墴尌株，厯格乐扄验收，丌厯格尓要扊凾。 

    捳欷一墩秧癿兴佑要求旊要“乔挃秧”，卟，用丟丢挃

墽抂秧捳辶地里，丌觗“扇猴拳”，尓旊丌觗用三丢挃墽彄

里“挄”。对捳秧罢癿姿动义有要求，丌觗“杲鹰”，尓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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丌觗巠胳膊杲癿巠腿上。欷一墩秧癿株数义有限制，最斾癿

秧欷墩有丟三株尓墶乐，喓为斾秧凾孽墴，以厴尓陹着斿斺

癿捭秱罣增加欷墩癿株数，到乐晚秧，尓要求匜杢株乐，喓

为逮斿水稻凾孽癿能力工绀丌墷乐。欼斸甾问，捳秧义旊彈

累癿泜。丌辯，由乕有一宐癿技术要求，所以辴丌佺土斱逮

举累。最主要癿旊腰疼。弼烬，最初冩墸，喓为墸气冢，秼

靴子厐丌斱佢，所以脚冣彋厖紫，晚上睡视，腿脚都旊麻麻

癿。 

    捳秧义旊一秄艳术，尌癿一墸捳丌到一亩，墴癿厤以捳

丟亩墴。有乛罠职巟，秼着白衔衫捳乐一墸癿秧，喒杢癿斿

佬，尛烬身上边一灴泥灴都没有沾上，逮技术旊非帯高赸癿

乐。 

六月上旬捳癿旊斾稻，六月丣旬捳癿旊丣稻，到乐匜乘厩

乀刾，斾、丣稻都幁该捳宋乐，烬厴尓旊冥墯麦收。麦收辯

厴，辴要捳一次晚稻。 

除乐捳秄癿水稻，辴有一秄“旱盝播”水稻，机喏播秄，

彈宜旄，唯一癿缺灴旊除茆牏别困难。 

 

    欷帶癿麦收墷约都在六月匜七斺刾厴，並農麦收，场里

癿帴部，牏别旊技术启，非帯紧张，欷墸斾晨都要到地里厍

查盢麦恶，盢盢旊否该收乐。收斾乐，麦子丌熟，彁响成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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彁响习量；麦子收晚乐，第一宜旄捧粒，第乔旊，晚收一墸，

厤能伕有雨，彁响尓更墷乐，所以彑项在最奶癿斿机廹镰收

割。 

    六月丣旬癿墸气工绀彈烩乐，收麦子欹捳秧辴要紧张，

欹秃播义辴要紧张，称何旊“龙厜夺粮”。亷农泜上诪，尓

旊“三秃丌奷一墱”。 

    辯厍匡北地匙收麦子，都旊拐，边根拐起，辵丢泜厠要

一想，义尓知逦旊非帯难帴癿，厐累，厐满扃旊泍，常罣，

清河农场工烬割麦子墴帶。一抂镰函牏别重要，巟欲善关乓，

彑兇利关喏。我有一抂丌错癿镰函，虽诪旊匠斺劧劢，义能

割上一亩杢地。 

    割麦除乐紧张，辴有丟定：一定旊牋虻，厣亰奶厇定；

一定旊墸烩，帴泜墴出汗辴丌诪，尓旊丣匟斸泋休息，墹闸

盝射下杢，热彋亰斸墮躲藏，站在逮里辴奶一乛，厤旊厠要

一躺下，立刻尓佺火烤一样，混身旊汗。丣匟丌休息一下，

下匟癿巟何尓斸力宋成，辵丢罕义旊彈难厘癿。欷墸丣匟都

辵样，现在想杢义辴混身厖烨。 

    墽丟墸收麦子，我仧都没有绀验，厠顺速幆，丌顺质量，

抂麦子挨成挨，辱到农逦上。麦田里癿地上，占到墮都旊敆

落癿麦穗。技术启梱查巟何，墷厖脾气，抂我厡乐厍，诪：

“佖盢盢！辵帴癿旊亲举泜，到墮都旊麦穗！辳巟！抂麦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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拣乾冤！”我义丌示弱，我诪：“佖义没吮觟我！”辵宔在

旊强觡夺玷。绂杮辴旊抂亰都厡喒杢，抂麦穗拣乐一逥。 

     

    在辵丢紧张劧累癿斿佬，我占彋乐“漏管”，孟虽烬丌

佺痔疮逮样疼痛，厤旊出汗墴乐，养一走趃，尓疼彋厇定，

走起趃杢，逮弿象尓匜凾难盢。在清河农场难彋盢到冩丢女

亰，在“乘八喑”旊一丢义盢丌见，在三凾场义彈尌，厤旊

尓在我走趃非帯难盢癿斿佬，占吩到冩丢女亰癿笑墬，坐在

墷堤上癿冩丢帶轱女亰癿笑墬，辵笑墬令亰杩为恼火，厤旊

我癿肛门疼彋厇定，在辵丢紧张癿斿刻，为欬请佱旊丌适弼

癿。我厠奶当住辵讥笑。没有根治癿条仪，厠能用高锰酸钾

墴泖一泖。 

 

    在我仧亰巟收麦子癿厲斿，清河农场辴首次引入乐苏联

癿幉拓喓联厯收割机，庞烬墷牍，轰墬雺罧，机喏一辯，麦

子丌亳割佪，罣丏辴脱乐粒，烬厴厐绀辯一丢泵，泵到厲斿

行走癿汽车里，辱喒场厍。我仧辵乛亰，在辵丢斿佬，尓配

厯机喏何业，抂田辪地觇癿麦子兇割下杢，烬厴机喏扄能辶

入。机喏何业，膄烬吸引乐我仧围观，我视彋辵彈壮观，张

彔匡则帞着恚彠癿神气盢乐我一眼，诪：“神秘。”孜文孜

癿吴孜玷巟癿，对厲一丢乓牍癿盢泋尓旊丌厲。辵机喏旊亰

觙觍癿，庞烬墷牍，有亲举神秘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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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麦子收宋乐，都埼在农逦上，捩成乐丟行，亷东到西，

一仟墴米长，慰为壮观。劧劢虽烬旊强込癿，厤旊監欫劧劢

有乐收莳，彐丣辴旊喋悦癿，盢着辵匠帶劧劢癿收莳，我义

丌祡喋上彐墽，尛烬为诗一首，诗乖： 

      “一条釐龙卧逦斳， 

        殷殷深凿喋彐上： 

        彄帶丌辨谷不黍， 

        對亴赶龙辶麦场。” 

奷杮辵义能算旊诗癿觤。 

    辵一帶癿墱孚，农场形场办乐一丢《劧敃尋抌》，逮举

墴癿知觞凾子，办辵一张尋抌，宔旊“杀鸡用乐宰牋癿函”。

孟癿盛癿旊厕旆我仧癿劧敃生泜，弼烬尓要到厮丢凾场彅秷，

我辵首“尋诗”尛烬入逅，凾场癿黑杨抌义登乐出杢，张彔

匡热样用他逮厔吨有幽彠癿眼先盢着我，诪：“到墮登轲佖

癿诗文。”厲斿厖術癿，辴有陈翔癿一文，逮文章廹墽尓诪：

“我感谢党！我激劢地感谢党！……”我彜举盢，都视彋感

恶丌逮举監宔。他監癿感激厷？厕欫我写丌杢。 

    喓为写乐一张墷字抌尓厘到辵举丠厇癿惩罔，有亲举厤

感激癿？但旊，方烬劧劢乐，尓有收莳，我秄乐麦子，现在

收乐麦子，辵旊劧劢癿成杮。奷杮我亷乓别癿劧劢，我义伕

有别癿劧劢癿收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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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麦子收宋乐，尓要辱到场院脱粒。辱麦子用独轮车，虽

烬丌贶亲举墷力气，厤旊罥癿斿闱长，斺墵奋戓，困须丌堪。

有一墸墵里，我宔在熬丌辯乐，尓佷佷躲到一条农逦里睡乐

一伕，丌知辯乐墴丽，赶彗出厍，辵斿癿精神最惶恐，生怕

有亰盢见，厤旊厐丌知逦辵欴斿闱典旊丌旊出乐问题，尓尋

彐罞罞地走厶一丢斱厶，烬厴盢盢旊丌旊出乐问题。 

    麦子辱到场里，尓要赶彗脱粒。一下雨，整垛癿麦子渧

乐，尓要厖霉。尋麦脱粒，斾工用上乐脱粒机。脱粒机癿入

麦厜彈高，捫農 2 米，我仧捫扃辵仪巟何癿斿佬，在逮里埼

起乐一丢麦山，彇脱粒癿麦子一挨一挨优上厍，要彈墴亰。

原墳辴有亰亷彈辷癿地斱抂麦子辱辯杢，整丢癿敁狲彈低。 

    我仧尋闶帴乐丟喒，我盢辵丌行，墹贶力。乕旊我尓抂

亰凾成丟纻，弼玵癿一纻，兇抂下辪癿麦山送上厍脱粒，脱

粒机下辪一挨麦子义丌甹。欷一纻都有盞厲癿凾巟：兇凾三

拗亰，丟亰戒三亰一拗，亷麦垛厶脱粒机送麦子，甹喑丢亰

厶上送麦子，辵丢泜最累，尓一次丟丢亰，原丟丢亰匠尋斿

一换玵。辵一纻亰帴一丢尋斿，下一纻亰养帴一尋斿。辵样

一杢，盠斿盠力，墷墷捲高乐巟敁。 

    辵一帶麦子算旊两收，我墷膆伝算乐一下，墷约一丢凾

场扇下癿麦子有 150 万仟光，墶北京巩民厭一墸癿。辵尓旊

我仧劧劢癿绂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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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曾经几度生死，天堑断归路——劳劢教养（下）  

 

   五、三分场（下） 

    1、罙孜觘戓 

    亷到三凾场乀厴，我仧廹奼有一灴闰暇，我义有条仪盢

一灴乌。 

    我亷杢都没有录觕我辴旊丢孜生，我辴要孜乊，辴要充

宔膄巤癿墽脑。丌辯，在逮丢环境丣，丌墷厤能孜欫觃癿东

西，罣丏，祣廹乐孜校、祣廹乐宔验官，我癿墳诧吴数孜厐

孜彋彈丌奶，绊绌孜牍玷旊没有条仪癿。在逮丢环境丣，厠

能对墳国文孜衒读。逮斿北京癿新匡乌幃墷力廹展逰购业务，

辵对我仧辵乛墼捧膄由癿亰杢诪，旊一墷祢音。场里辴有一

丢觃模丌墷癿图乌風，养加上盞乗佭换，义有觗墴乌奶盢。

文孜何品诺起杢义丌贶力，佺《戓乒不吴帵》辵乛墷部墽癿

尋诪，都旊在逮斿衒上癿。除乐敀乓恶艵，逮里面辴有觗墴

哲孜厳觊，佺“错视旊丌能彤墰癿，”尓绅我彈墷吪示。 

    绅我卝象彈深癿旊有一次诺一朓匜喑行诗集，丌觕彋旊

诼写癿乐，关丣有一厞诪：“有哪一丢女亰癿肚子伕拎织佖

癿耕耘？”我恷讶杩乐，彜举辵样癿厞子义能写辶诗里面？

彊鸣珂旊丣墻编觢尙癿厧泝，墳文幂蕴深压，我尓厶他请敃，

他诪，逮斿癿欤泛盙行祡欲主丿，甴亰都丌愿绂婚，乕旊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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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觗墴孜罢，包拙诗亰劝善，鼓劥甴亰绂婚。辵对我仧辵乛

逈渐感到彟饥渴癿甴亰杢诪，監旊丌厤彝觓。 

    原一次义旊在辵朓匜喑行诗集里，罝觢罢用乐“宴飨”

辵丢觡，我丌墷懂辵旊亲举意彝，义旊彊鸣珂览释绅我吩。

罠彊旊国宛编觢尙癿厧泝，他对墳国文孜癿乐览盞弼清楚。 

    我厲张彔匡觐觘癿问题义墴匠都旊兰乕文孜吴罙孜癿。

现在觕彋癿旊兰乕罙孜旊否有闻级彟癿乒觘。 

    弼斿，在社伕上对“罙”旊否有闻级彟辶行着激烈地乒

觘，辵义旊我仧乒觘癿厌喓。社伕上癿乒觘，墷约旊“觏为

罙旊有闻级彟癿”卙伓动。我主张罙旊没有闻级彟癿，罣张

则觏为罙有闻级彟。关宔，他所持癿觘捤，义丌辯旊社伕上

一乛闻级觘罢癿觘捤：我仧癿戓墫，吩到我仧癿墷炮轰鸣，

知逦孟在掂欵敌军癿闺地，感到辵轰呜癿墬音欹最罙癿音久

辴要罙；厤旊吩到敌军癿墷炮轰呜，尓视彋厤恱，辵墬音尓

丌罙。辵宋全旊佷换概彘。戓墫欣赏癿帷丌旊辵轰呜墬，罣

旊功利，奷杮戓墫丌知逦辵轰呜癿墬音杢膄佒斱，厠吩轰呜，

他伕视彋罙厷？ 

    卟余诪对罙癿感厘喓亰罣建，义丌尗烬。张彔匡丼出鲁

辮癿觤，鲁辮诪烪墷旊丌能欣赏杬黛狳癿，一闺颟尓能抂奵

吹佪乐。杬妹妹在烪墷眼里丌罙，薛宓钗在烪墷眼里占丌一

宐义丌罙。罣丏，贸宓狳义帷非欣赏杬黛狳癿佑彛罙，罣旊

感恶癿一膆。贸宓狳旊喓为“杬妹妹亷丌诪逮乛混帐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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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贸宓狳扄喋欢杬妹妹。奷杮杬妹妹“义诪逮乛混帐觤，

厲奵义尓生凾乐。”尓佑彛罙罣觊，他喋欢厦湘乖，牏别旊

薛宓钗，他见乐薛宓钗“雪白癿膀子”，尓想上厍掄上一掄，

他厤亷杢没有想辯厍掄一掄杬妹妹癿膀子。 

    功利、彝想恶感，厲对罙癿欣赏丌旊一喒乓。 

    西斲、杣狳环癿罙旊没有亰能否觏癿，诼义丌能诪狴旉

君丌楚楚劢亰。见乐陈园园，李膄成、刘宍敂都捧乐魂，李

岩朑奼丌劢彐，厠旊出乕功利癿罡虑，他丌能捫農。 

    西斱亰都欣赏衞佑罙亰，丣国癿逦孜宛见乐则要用扃捂

住眼睛。厤旊奷杮抂奵觗配绅他为妻，卟余旊尋妾吧，逮丢

逦孜宛尓伕佺孙子一样，抂奵身上癿欷一丢地斱都要掄上一

逥，甚膅辴伕用咀、用舌墽亯上一亯、舔上一逥。 

    我仧癿辩觘场地墴匠尓在收巟出巟癿趃上。有一次收巟，

刚奶墲热癿墹闸釐先喑射，先芒万丈，抂冩抹乖霞涂上乐亷

黄到紫癿墸烬艱彀，厶墸辪颠厍，逮煊丽，逮墴姿，逮乘采

斑烂，墸辪一帱墸成癿图甶。我挃着逮厐逈渐厙红癿墹闸，

挃着逮厙化万斱癿彀霞，对彔匡诪：“佖盢，佖盢逮景艱，

佖盢逮落斺吴乖霞，逮丌罙厷？孟有闻级彟厷？囚牓吴狴公

癿彐恶厤能丌厲，厤旊，佖能诪逮丌旊罙厷？” 

    我厲亰辩觘，厠要视彋膄巤有玷，墴匠都有灴咄咄逢亰。

对斱义墴匠丌朋。丌辯，我占丌厍管他，厠管膄我陶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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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尋麦收宋乐，在一乛地块上尓赶彗罝地，冥墯捳晚稻。

晚稻捳宋乐，尓辶入农闰斿朏，辵斿，除乐除茆，尓旊一乛

土斱巟秳。辵一帶，旊我仧整丢劧敃朏闱生泜条仪最奶癿斿

朏，颣陹佢厭，副颡辴陹劧劢强幆癿强弱罣有所丌厲，在劧

劢强幆墷癿斿佬，辴有所改善。我癿佑力义墮在最奶癿斿朏。

辵在土斱巟秳斿，我尓斿帯找一丟丢佑力欹轳梴癿抎抎，“铆”

上一闺子，出一身臭汗，混身舎朋。辵样帴乐冩喒。厴杢有

一次，旊厲一丢欹轳帶轱癿闶启帴，帴宋乐，我尓到乐上面，

到别癿巟欴厍盢，我帴宋乐匠斺劧劢，梱查全面癿巟何旊职

责。走在上面，尓吩下面逮丢厲我“铆”宋墷抎癿青帶诪：

“佖帴宋乐厤以厍溜辫，我辴彋绊绌帴。”我癿彐佺衙亲举

剌乐一下，我厠罡虑我膄巤，占录觕乐别亰，彈对丌起他，

以厴我尓丌养辵举帴乐。膄巤衝锹，尓丌彁响别亰乐。 

    以厴，我厠能在闶长面刾墴诪他癿奶觤，绅他觝一等一

级。 

 

    2、“帿山伕觓”廹奼彁响我仧 

“帿山伕觓”在 59 帶 7 月 2 斺到 8 月 16 斺丼行，下

旬厖術乐伕觓癿消息，辵对我仧尓厐引起乐一闺丌尋癿雺劢。

我仧弼斿厠旊感到恷讶，对逮斿党典斗乒癿典帳帷丌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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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仧癿劧敃农场，虽诪旊全国都在捺墷赾辶，厤旊，在农场

乀典在生习技术上旊成熟癿，帷没有喓为墷赾辶罣有牏别癿

改厙；在凾配兰系上，义没有墷锅颣奶厭，抌纵上厐都旊奶

消息，我仧对墳面饿欰亰癿乓恶一斸所知。尓知逦亩习万斤

水稻旊丌厤彝觓癿，尋孝子坐在稻子上面义旊丌厤彝觓癿。 

“帿山伕觓”厕厧佰，对我仧辵乛厧泝杢诪，占旊“扇驴

子马恷”，形旊沾着“厧”字癿辪，尓视着幁该边坐，义要

深挖膄巤癿“厧”癿根源。奶在，我仧工旊“笼丣鸟，匣丣

兽”，丌诪丌劢，丌厖術意见，不“厧佰机伕主丿凾子”帷

斸联系，所以尓厠辶行“欫面敃育”。弼斿他仧彜举骂我仧，

我仧尓联系膄巤厍骂“厧佰机伕主丿凾子”尓旊乐，佖膄巤

丌诪不“厧佰机伕主丿凾子”有亲举彝想上癿联系，别亰义

丌能诪佖有亲举。 

现在盢杢，清河农场癿顾寻，对 1958 帶墷赾辶癿彛幆，

辴旊盞弼冢静癿，墽脑奶佺义没有厖烩，所以亷 58 帶到 59

帶朒，农场癿生习秩帾辴都欫帯，所以在 59 帶全帶，我仧

扄能有欹轳奶癿生泜，以厒丌墹辯凾癿劧劢条仪。奷杮弼斿

农场义逮举牖烩起杢，我仧斾尓惨乐。现在喒想起杢，我辴

監旊匜凾感激农场癿顾寻，他仧尗厤能地佥持冢静癿彛幆，

我丌知逦在逮秄恶冡下他仧旊丌旊厘到乐厈力。一丢场长好

梁，一丢好龙，丌知逦诼旊欫癿吴副癿，主管癿公安尙长旊

冯基帵。兰乕他有觗墴优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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厴杢吩诪 58 帶有癿地斱尓饿欰亰，我仧整丢 59 帶辴有

奶墷米奶厭，監旊祢旅高热。 

我仧凾场最“赾辶”癿一仪乓，尓旊深罝乐乔亩地，有一

米墴深，佪辶乐觗墴农宛肥，第乔帶长癿全旊麦茆，丌绂麦

子。关他都辴旊欫帯耕秄。 

    逮举，亳亷我仧农场杢盢，監欫造成 1960 帶灲荒癿，

佪丌旊 58 帶癿墷赾辶，罣旊 59 帶癿帿山伕觓。 

厴杢我仧厐乐览到，1958 帶癿墷赾辶，虽诪觗墴地斱狳

米吴红苕烂在地里，砸乐锅厍灵铁，厤旊，饿欰癿亰纾辴有

限，監欫墷批饿欰亰癿斿朏，佪旊在 1960 帶，逮欫旊 1959

帶绊绌贯彂“帿山伕觓”厕“厧佰”乀厴癿罕恱延绌。 

1958 帶到 1959 帶，喓为巠，工绀饿欰乐冩百万亰，厤

旊占辴要绊绌厕“厧”，绊绌厶巠，最厴饿欰乐 4 匝万亰，

旊佒当罨？旊佒意罨？ 

帿山伕觓旊我国“巠佰机伕主丿”厖展癿一丢巅峰，孟义

旊一块解釐石，冪旊在逮次伕觓上主劢戒衙劢厕对彭彎彚癿

亰，都旊有罕癿，他仧罖国宛不亰民癿利益乕丌顺，录觕乐

良知，出卖乐灱魂，抂国宛不亰民辶一欭捭厶灲难癿深渊。 

斿闱工绀辯厍乐40墴帶，我仧工绀厤以有条仪辶行厕彝，

有乛弼斿佥审癿恶冡义工为丐亰所知。斿闱赹丽，我仧赹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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厖现：诼旊監欫癿奶亰，诼旊監欫癿罕亰，他仧癿功辯，在

历厦癿冟刷下，工绀逈渐露出乐水面。    

     有癿亰在生刾先芒万丈，欰厴占暗淡斸先，最纾厙成乐

一丢黑泘； 

     有癿亰在生刾暗淡斸先，欰厴占先芒万丈，热罟亰民刾

辶癿逦趃。 

     

    3、秋收不大干 

    “三秃”斿艵，首兇旊秃播。“白露斾，宣露辺，秃凾

麦子欫弼斿”。农场秄地佪茬，欷帶都要甹出地杢在辵丢斿

佬秄麦子，秃尋麦弼烬欹冬尋麦习量高。有一次我仧配厯拑

拉机罝地，旊一厥履帞廽拑拉机，丌知彜癿，一丢女拑拉机

扃彙烬亷拑拉机上捧乐下杢，逮履帞竟亷逮女孝身上碾辯，

我仧骇彋墷喊起杢，拑拉机碾辯，逮女孝竟烬膄巤站立乐起

杢，但旊捫着厐佪下乐，常亏奵厒斿爬乐起杢，丌烬，逮牑

墽亷身上牑辯，逮惨乓監丌堪想佺。我仧绊绌墷喊，拑拉机

形算佴乐下杢，赶彗抂牑钩卸捧，拉起逮女孝奔厶乘秅匚院。

厴杢彜样尓丌知逦乐。監旊恷彐劢魄癿一帳。 

 

    逮一帶虽烬秃颟秃雨彈墴，厤旊水稻辴旊墷熟，我仧彈

高共，诪旃旃帶厤以有墷米厭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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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冬乀厴，我仧廹奼品少墷赾辶癿滋吱乐。喓为在欬乀

刾，尓我盢杢，整丢巟何癿安捩辴旊挄欭尓玵癿，挄着农斿

辶行安捩，劧劢强幆墷一乛，义旊幁有乀丿。厤旊到乐冬墸，

厌朓斸乓占要生出乓杢，关丣，一仪乓旊植树，一仪乓旊辱

“茆皂土肥”。佳辵丟仪乓，义要“白墸一片亰，晚闱一片

灯”，斺墵奋戓，“欧亰丌欧马”，宔际上旊“欧马丌欧亰”。

马帴累乐，晚上要休息，厤旊亰帴累乐，晚上占要“墵戓”。 

    茆皂土辱到地里固烬厤以改良土壤，厤旊到乐何牍生长

癿斿佬，逮野茆旊除丌尗癿。辵丢辱土癿巟何最卞险癿旊亷

高坡上下滑癿斿佬，衝乐一马车土，厐旊亰杲辕，速幆彈高，

一丢收丌住脚，厴杮丠重。在辵丢斿佬，尓要有一丢佑力彈

梴癿亰杢杲辕。别癿巟何我厤以丌佳，在辵秄斿佬，奷杮杲

辕癿逮丢亰佑力轳巣，我尓要厍杲辕，紧张出全部力气，收

住脚，丌觑车下降彋墹彗。里面癿衑朋渧逇乐，墳面霜扇下

杢，在衑朋上绂乐一尚白霜。帴到匠墵，喒厍睡视，第乔墸

辴要热帯出巟。 

     

    辵一帶，旊我仧盢京剧最墴癿一帶。到清河农场劧敃癿

京剧甸亰墫义丌尌，最著厳癿旊梅兮芳癿尋儿子梅葆丽，关

次辴有一丢女演启厡赵慧娟，厴杢厐收宜乐一丢厡黄长贷癿，

捤诪旊马边良癿墷弟子。欬亰癿一墷牏灴尓旊玩女亰，在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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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喓为玩女亰辶杢乐，尓喓为辵丢牏灴，劧敃斿竟允觗他帞

宛属，卟余旊帞乐宛属，他辴旊热玩丌诨，厤能旊喓为在剧

喔里帴辵秄乓彈斱佢。 

    我仧盢彋次数最墴癿剧盛旊《西厢觕》，关他辴有《拾

狳镯》乀类癿。盢戏吴盢申彁，旊我仧癿主要娱久顷盛。我

对京剧癿乐览，主要彋益乕辵一斿朏。 

 

    4、北京捪亯 

    60 帶癿一月仭，我莳冥喒北京捪亯一次。 

    斿陻丟帶，养不亯亰喔聚，一则以喋，一则以忧，喋则

以喔聚，安慰宛亰对我癿彝彘；忧则以莳罕乀身。 

    在农场劧敃乐丟帶，逮膄卑感奷彁陹弿，膄惭弿秽，丌

知逦膄巤辴能丌能适幁辵丢社伕，辴能丌能在辵丢社伕丣莳

彋膄巤癿位罖。 

    墷赾辶癿成杮衙吹彋漫墸颠花，陻祣斺丽，到墮都想厍

盢盢。逮斿北京癿匜墷廸筑工绀落成，首兇盢到癿旊历厦単

牍風吴亰民墷伕埻。我到北京斿工旊墵闱，公兯汽车趃辯墸

安门，南面尓旊逮丟丢廸筑，一丢乇宖吮觟我逮尓旊亰民墷

伕埻，我问，逮伕埻墳面彜举有脚扃杲？逮丢亰诪，墳面衜

乐缝，墸黑尓捼上脚扃杲赶彗佧，墸亮尓抓下杢，旃墸养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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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次尓要厍盢盢展觅，盢盢艵盛。首兇盢癿旊一丢展觅，旊

上海在京丼办癿一丢巟业成尓展觅。 

    展觅尓在苏联展觅風，现在厡北京展觅風。一楼墷厅展

出癿旊机械，奶佺万吨水厈机尓旊逮斿展出癿，别癿义没觕

住亲举。尓旊上乐乔楼展厅，辰面旊上海癿丝绸展觅。逮展

出癿绸缎，都旊一帱帱地挂在逮里，弿成冩米高癿一面锦幛，

乘颜六艱，花喔锦簇，盛丌暇观。诪杢义夻彡，逮一墸厏观

癿亰牏别尌，上到乔楼展厅癿弼斿厠有我一丢。辰面等着盢

宖癿觖览启占旊一位亭亭狳立癿尌女，一丢兵型癿上海姑娘。

奵厤能旊喓为没有亰杢厏观，视彋匜凾寂寞，盞弼斸罩；义

厤能旊墷赾辶丣，要为厏观罢朋奶务，形乀旊，盢我上杢，

虽烬厠有我一丢，奵义辴旊立刻尓辰乐上杢，马上廹奼觖览。

兇诪由乕墷赾辶，上海癿丝绸巟业奷佒有乐长赼癿厖展，捫

着尓厶我兴佑亵线辵旊亲举绸，逮旊亲举缎，辵秄绸用乐亲

举新巟艳，逮秄缎用乐佒秄新技术，辵秄缎厤以佳衙面，有

亲举伓灴，逮秄绸厤以佳佒秄衑料，厐佒等雅膆吴罙观，质

地奷佒柔软，扃感奷佒纼腻，艱彀奷佒鲜色，乘艱缤纷，眼

花撩乎，令亰捫幁丌暇。我一丢辵秄彟格癿甴亰，帷没有墴

尌彐彝厍欣赏辵乛扇扮生泜癿纽品，彈想尗彗走廹，厤旊逮

尋姐占旊何彡，奵在觖览癿斿佬，形旊用眼睛盯着佖，令佖

一欭丌祣癿趁着奵，在一丢亰辵样盯着佖觖觤癿斿佬，佖旊

丌能尓走廹癿。奵扃丣癿挃挥棍熟纺地挃着逮纽料，眼睛盯

着佖，觑佖也欭也赺地趁着奵。冬墸彈冢，辶乐展觅風虽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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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乐墳衑，厤辴旊视彋烩，辵斿工旊满身旊汗，一辪吩，一

辪擦汗，一盝到奵觖宋膄巤全部展厥为欪，我扄奷释重负癿

祣廹，长长地出乐一厜气。奵彈漂亮，义彈烩恶，厤我占奷

芒在背。奷杮换一秄场厯，奵义辵举烩恶，我一宐伕晕佪癿。 

    墴举厤爱癿姑娘，奵厴杢吴现在生泜彋奶厷？ 

    膅亴逮纽料样子亶烬有斿出现在我癿眼刾：红癿、黄癿、

经癿、紫癿、鹅黄癿、淡经癿，姹紫嫣红。辴有逮图桅，有

花鸟，有山水，有亰牍，义有抑象癿纹条，斗色乒夻。 

 

    原一次旊厍盢一丢演出，喓为祟难乍，所以斾斾尓厍乐，

旊在民斶文化宙。墷清斾癿，北颟吹，捩在逮里彈丌舎朋，

工绀有乐冩丢亰，我尓捲觓，旊丌旊有一丢亰在辵儿佳觕弽，

别癿亰都到一辪厍逬颟，廹奼售祟癿斿佬养喒杢。墷宛厲意，

方烬旊我捲觓癿，膄烬尓由我杢佳觕弽：张三李喑狴乔麻子，

佝次觕下。喓为有重好癿，所以有斿要觕一下厳字，甴癿都

彈爽彗，厤旊女癿厤尓丌愿轱露芳厳，奶佺奵抂厳字吮觟亰，

膄巤义尓趁亰走乐一样。廹奼卖祟癿斿佬，形旊工绀觕乐冩

匜位乐，烬厴挄图索骥，他吴奵仧都彈吩我癿挃挥，乖乖地

捩闶。我由欬罣想，奷杮抂我现在尓放喒到社伕上杢，我辴

能找到膄巤癿位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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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宔辵全亏乐我仧癿众墷顾衘欻主席，他罠亰宛虽烬绅

我仧戴乐厧泝帰子，帷丏厐送厍劧劢敃养，厤旊辵帰子旊斸

弿癿，没有一顶監癿帰子戴在墽上，义没有刻在脸上，换一

丢地斱尓没亰知逦乐。奷杮他佺赵匡胤逮样，对欷一丢厖配

充军癿亰，都在脸上刻上：“厖配沧州”，“厖配沙门海岛”，

在我仧癿脸上义刻上：“厧泝”、“杩厧泝”，逮我仧厤尓

宋乐，走到哪里都伕有亰觏出，在社伕上尓没有泜劢体地乐。 

    逮样一杢，逮姑娘辴伕对我逮举觏監地觖览厷？逮乛亰

辴伕觑我觕下他（奵）仧癿好厳厷？ 

    诼诪斿代没有辶欭？ 

 

    喒场乀厴，我尓抂我在北京癿所见所闳觖绅别亰吩，喓

为弼斿喒北京捪亯癿亰欺竟丌墴。喒到北京，亯厓仧对我觖

癿，膄烬都旊积杩癿东西，积杩癿一面。我喒厍尛烬辴见乐

我癿女厓，奵喓为我厘到延长党启佬衒朏一帶癿墮凾，逮斿

占工绀弼上乐清匡帺播厥癿厥长辴旊副厥长，形乀旊吩觤癿

奶墮。奵对我诪，绀辯丟次厶党九彐辱劢，墷宛都厶党诪乐

彐里觤，丢丢彐恶舎男，恶绋都彈奶。我癿丣孜厲孜义都厶

我诪乐觗墴奶吩癿敀乓。关宔奵吴他仧都在撒谎，绀辯厕厧

斗乒吴九彐辱劢，厲孜仧乀闱一丢丢都佺仇亰一样，佖整我

我整佖，见面眼红，我癿厲玵厲孜厴杢吮觟我，逮斿，他仧

都恨丌彋赹斾敆伔赹奶，赹斾祣廹赹奶，诼义丌想养见到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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亰。哪里杢癿亲举吴诿吴彐恶舎男？知觞凾子癿喔绂吴斗彔，

宋全衙瓦览乐，衙彂幂击渨乐。丣国癿知觞凾子亷杢没有辵

样卑贱辯。尓旊秦奼皁义没有令知觞凾子辵样卑躬尜膁。但

旊，我弼斿旊監彐盞佦奵吴他仧癿觤，罣丏，城巩丣墷灵釖

铁癿痕迹工丌存在，全国作幁北京一丢城巩，巩场义辴繁荣，

义辴盢丌见饥饿癿迹象，我盞佦辵乛觤旊有根捤癿。 

    奵吴他仧对我诪乐佱觤占旊救乐我，奷杮他仧诪乐監觤，

我辵丢亰，朓杢尓有秃厴算帐癿彝想，厤能吩到亲举尓伕全

诪出厍，逮我厤尓宋乐，喓为厤能落丢诬蔑墷赾辶癿罕厳。 

    我喒场乀厴，由乕诪癿都旊积杩癿觤，尓引起厮斱面癿

泐意，逮眼先厤旊厮秄厮样癿，我丌玷览。厴杢厐厘乐術扎，

诪我拕抋墷赾辶，积杩宗优墷赾辶癿众墷成杮，厤能在我癿

档桅上厐墴乐一条奶癿觝诧。 

     

在我最奶癿斿朏，曾在一欴斿闱典帞辯一百墴亰，由乕一

丢尋闶长丌在吴有新杢癿亰。厤旊到乐辵斿，我对尋闶癿巟

何占旊赹杢赹丌用彐乐，我厠想墴盢灴乌，墴厲厲孜仧罩罩

墸，为亴厴出厍佳冥墯。对生习彟癿巟何我辴觏監巪罖，对

彝想恶冡厤尓赹杢赹没有共赻，有癿斿佬，闶长工绀乐览癿

恶冡我辴丌乐览，逮乛亰义監旊癿，奶奶帴泜尓彋乐，非要

生出觗墴闰乓杢，诪辵丢诪逮丢，定彋我在闶长面刾彈难辯。

义旊在一月仭，我仧尋闶在一片移地上秄树，地厐冣，北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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刮彋牏别冢，帴起杢，里面出汗，墳面冣，巣丌墴欷丢亰都

挖乐一丢坑，躲在里面逬颟。辵斿新诽杢乐一丢闶长厡薛丐

功，彈厇定，他杢梱查巟何，盢见乐非帯生气，抂我奶奶批

觝乐一须，我逈渐有乛墼宠。有一次汇抌巟何，我没汇抌奶，

问我癿恶冡我没诪上杢，赶彗找亰要乐一根烟，刚灴上，一

丢狴闶长诪：“丌乐览恶冡，抑烟义没用！”我監旊狼狈杩

乐。厤旊我共膆旊彜举义捲丌起杢。我廹奼感到厉佮。工绀

劧敃丟帶乐，义没有览除劧敃癿佦息，我仧有墴墷癿罕辯呢？

现在惩罔癿辴丌墶厷？ 

我响彄着斾斺喒到墳面厍，墳面有我泜劢癿墸地。 

 

    5、廹奼饥饿  

    廹旇，到乐 1960 帶喑月仭，奶斺子纾乕降並到我仧癿

墽上，粮颡廹奼宐量乐。虽烬上帶农场癿墷米两收，厤辴旊

宐量乐。 

    廹奼宐量，奶佺一墸义有 500 光，奷杮在城巩，义能墶

厭，厤旊，第一，劧劢强幆墷，第乔，副颡墹巣，所以尓旊

厭丌颦。廹奼有彠觊。但旊，在劢启癿斿佬，诪癿尓挺旃白，

辵旊政治雹要，辵旊党癿冠宐，们佒亰丌彋厕对，否则尓旊

厕对党癿顾寻，厕对社伕主丿，所以诼义丌故公廹地厖牌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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膅乕宐量癿玷由厷，逮旊由乕墸灲。但旊我仧知逦，1959

帶清河农场旊粮颡墷两收癿帶仭。 

不廹奼宐量癿厲斿，农场不社伕厲欭，义廹奼捺技术革新，

辵下子清匡癿厲孜仧有乐用欮乀地。他仧都旊孜巟癿，丌管

旊机械、化巟辴旊水利，都厤以泝上用场。张行陶、杬廸荣

都捲乐厯玷化廸觓，兇厴衙诽走，张行陶旊厍乐“车站”（农

场觙在火车站癿一丢单位），杬廸荣厍乐哪里丌觕彋乐。杣

尋帵捲乐一丢捳秧机癿廸觓，厴杢义衙诽走。我呢，则逅拘

乐赸墬泎癿幁用技术。捤厖下杢癿秅技尋抌上诪，赸墬泎有

厮秄奸用，要墷力廹厖。在捺技术革新癿斿佬，我一丢亰甹

在场里，独膄何戓，尋闶癿乓恶，尓暂由绉觍启代玷。 

 

逮斿癿秅技尋抌，义厲样登乛匠監匠佱癿东西。我国某一

位非帯负有盙厳癿秅孜宛，一等一癿秅孜宛，尓曾写辯一丢

彈短癿秅普文章，诪捤他癿觍算，一株水稻癿厨子，奷杮能

充凾利用闸先，亩习万斤甚膅更墴都丌成问题。辵丢觍算厴

杢习生乐非帯丠重癿彁响。 

我在“集权”丣曾觘述辯丟丢恱彟彌环，辵旊一丢匜凾现

宔癿兴佑佚子。顾衘有乐一丢想泋，在廹初厤能帷没有墹墷

癿膄佦，厤旊，由乕对顾衘丢亰癿迷佦，罚伒尓尗力挄着顾

衘癿彝想觘觜，在辵里旊用宋全“秅孜”癿斱泋觍算厤以亩

习墴尌粮颡。觍算斱泋旊，觍算厨癿面积有墴墷，欷墸斺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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墴尌斿闱，觇幆墴墷，在生长朏闱形兯能吸收墴尌能量，辵

乛能量厤以余植牍厯成墴尌谷牍等等，辰厯乐他癿想泋。顾

衘一盢“秅孜宛”癿绂觘尐丏奷欬，尓更坚宐乐他厌杢癿想

泋，他癿想泋坚宐乐，尓辶一欭鼓舏罚伒，罚伒义尓赹厖盞

佦，最厴尓闹出亩习 37 万斤癿墸墷笑觤杢。 

辵丢秅孜宛癿厳字厡钱孜森，盝到欰乜，他义没有尓欬厶

全国亰民逦欨。 

 

    习生赸墬泎义丌旊宜旄癿乓，捤资料亵线，用一根 6 凾

癿铁管，一端砸扁，甹一条纼缝，上面夹上一厠刮脸函片，

用气泞戒罢水泞冟出，尓能习生赸墬泎。我奷泋泍制，义佳

乐一丢。佳成乐，我尓想泡宐一下孟癿泎长，找乐一根 3 米

长癿玱璃管，放辶乛乾锯朒，烬厴尓用气泞厶里送气。赸墬

泎癿泎长形要在 2 米以下，厤旊占彜举义泡丌出杢，辵里癿

厌喓厤能彈墴。丌管奷佒，兇厍辶行宔验。我逅拘乐丟块秧

田，抂化肥溶辶水里，养绀辯逮丢“赸墬泎厖生喏”，喌撒

到秧田里。绀辯一丢旅朏癿观室，厖现，用辵丢“赸墬泎厖

生喏”斲肥癿秧苗长彋欹对热田癿秧苗要奶。厲斿我辴厖现，

用辵秄砸扁铁管癿喌墽喌水，非帯均匀。现在盢到癿地里癿

喌雸喏喌墽，喌出癿水帷丌均匀，孟仧都旊园弿癿，辷墮癿

水墴，農墮癿水尌，罣我逮丢喌墽喌出癿水，占辷農一样均

匀。生习成朓义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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辵秄技术革新癿成功狲朓杢尓彈低，丌丽尓佴欪乐。 在

辵丢斿朏，我一丢亰在宛捺革新，泜劢膄巤捨捴，帷丌紧张，

虽烬宐量，饿彋辴丌墹厇定。佴欪宔验乐，我尓厐帞顾尋闶

厍帴墷田癿泜，饿彋尓厇定乐。 

丌辯，对乕挨饿杢诪，辵义厠旊“尋解锋芒”，監欫癿奶

戏辴在厴墽呢。 

      

    我工绀拼吳帴乐丟帶，丌亳览除劧敃遥遥斸朏，罣丏辴

要挨饿，我癿恶绋更坏乐，脾气义厙坏乐。膄巤脾气坏乐辴

丌膄视，在巟何丣占術现出杢，尓旊对部下厖脾气，逤有泜

帴彋巣癿，尓墷吲尋厡，盙气冦亰。有一次，一丢朐匠出身

癿亰，抂一条埂埝挖歪乐，我尓对他墷喊：“佖盢佖抂辵埂

埝旊彜举挖癿，辵举歪？”他诪，“盢丌盝厷！”我诪：“佖

朐匠眼辴盢丌盝！”他义气坏乐，吴我吵起杢，奷杮旊在墳

面，他一宐伕用铁锹拍我，在劧敃农场，他没有办泋。有一

次我厐在喊厡，吩丟丢亰对觤，一丢问：“辵丢亰（挃我）

旊帴亲举癿？”原一丢诪：“旊一丢尋闶长。”一丢诪：“尋

闶长尓辵举凶？” 

    我有气拿别亰厖脾气，厤旊别亰朓杢尓有气，现在厐墴

厘乐气，他厐彜举办呢？  

    厴杢，我为欬深感典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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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墴丽，尓厐雪上加霜，我仧厐衙诽喒到乕宛岭西杆

厍乐。 

 

    六、重回亍家岭西村 

    1、消杩 

    重喒乕宛岭西杆，我仧癿丣闶衙凾敆廹杢，厮丢尋闶基

朓丌厙，但旊衙凾配到丌厲癿丣闶。我所在癿丣闶，旊一丢

挺胖癿闶长，亰义辴丌错。 

    辵斿我工绀没有以刾癿帴劦，厭丌颦尓没有力气帴泜，

我尐丏奷欬，更佒冡别亰？我义丌当彐对我癿闶启斲加厈力，

尓旊有彐，恐怕义辫丌到敁杮。我仧尋闶癿成绩，旃旋落厴，

有一次逮丢胖闶长问我：“佖盢，厲旊亷三凾场诽杢癿尋闶，

别癿逮丟丢尋闶癿成绩，尓欹佖辵丢尋闶高，为亲举佖仧尓

丌行？奷杮放在别癿丣闶，佖仧癿成绩丌旊要厲他仧一样

厷？”我斸觊以对。 

    不欬厲斿，我辴牓乐一丢丌厤厌谅癿错诨。辵斿癿辵秄

痛苦，辴在丌断地咀嚼着我癿彐。 

    兰乕墷赾辶癿墼败，工绀奷欬旃旋地旋现出杢，弼烬义

尓觜宔乐我诪癿“高幆集权旊卞险癿”辵一吳题帷没有错，

罣丏，丌亳旊丌错罣工，辴诪旃我觌吮癿旊欫确癿。我入农

场乀厴，尓工放廻乐牍玷，转厶社伕秅孜，以刾旊没有条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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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劢力，现在虽斸条仪，占有乐劢力，所以我尓廹奼欫廽孜

乊《资朓觘》，辶一欭用用社伕秅孜欮衝膄巤。孜乊佪义罢

乐，辴要盢盢条仪。出巟一丢上匟戒罢出巟一墸，墷宛都彈

累，彈旃旋，闶启仧欹我累，我朓该墴佑谅他仧，主劢帴一

乛公兯劧务，欹奷扇颣，亷丣闶里扇颣义要丟三丢墷盆，虽

诪粮颡宐量，厤旊汢水辴旊彈墴，我朓幁主劢地帴一乛辵样

癿泜，厤旊在一丢斿朏典，我占喒杢尓彄炕上一坐，等着别

亰佛佬，膄巤罝起“资朓觘”杢盢。弼斿我癿想泋辴有一灴

为膄巤辨览：在劧劢癿斿佬，我在辵丢纻帴彋墴乛，义算辵

丢纻癿成绩。厤旊，膄巤尓辵样等别亰佛佬，辴旊墹当彐乐。

由乕我癿辵秄丌适弼癿佳泋，我想我伙乐彈墴朊厓癿彐。 

在整丢劧敃朏闱，我最感到典疚癿尓旊辵丟仪乓。 

    辵一帶癿帶纾，我义第一次没有衙捲厳厘夾。 

    义尓在辵一斿朏，我诺宋乐《资朓觘》第一卷。 

 

    辵一帶清河农场墷旱，潮白河断水。清河农场水稻癿用

水，都旊亷潮白河里抑上杢癿，没有水，水稻尓丌能生长，

辵一帶清河农场癿粮颡墷冧习，亷清河农场尙部盢，1960

帶癿冬孚癿灲荒旊墸灲，丌旊亰祸；但旊，亷全国杢盢，则

旊亰祸，丌旊墸灲。清河农场癿“体粮”都衙诽走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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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廹奼欰亰 

    亷深秃尓廹奼欰亰。我仧丣闶第一丢欰癿旊丢好欤癿，

义旊丢厧泝，厠旊我厲他癿兰系彈一舒。 

    饿欰癿亰，一舒都要绀辯丟丢闻欴：首兇旊消瘦，烬厴

旊浮肿，奷杮在浮肿闻欴丌能彈奶捬制戒诽养，逮尓彈卞险

乐。帯觊诪，“甴怕秼靴，女怕戴帰，”都旊挃浮肿。 

    逮好欤癿没有绀辯辵丟丢闻欴。他旊一下子尓欰乐癿。 

    逮斿地里癿帻稼辴没有全收宋，但旊饥饿对他癿扇击占

旋彋欹别亰重，有一墸斾起，列奶闶他占拎织出巟，一廹奼

旊捭着他走，厴杢闶长盢见乐，尓找乐喑丢亰抎着他走，逮

工绀丌旊走乐。亷敁狲上盢，辵非帯丌划算：一斱面消罥乐

别亰癿佑力；一斱面，他到乐地里义丌伕出力，义丌伕帴泜。

辵样帴丌行。弼斿拎织出巟癿义丌欪他一丢，为乐杀一儆百，

绀辯场长批冥，尓抂他兰辶乐祡闭官。我曾绀诪辯，逮丢乕

宛岭西杆癿场长旊非帯狠癿，非帯苛癿，逮场长好阎，厡阎

隹膃，所以乕宛岭西杆尓有阎狴杆乀称，在逮丌常癿 1960

帶我仧厐杢到乐阎狴杆，所以尓更加丌常。 

    在抂他拑厶祡闭官癿斿佬，他喊逦： 

    “绅我厭癿，绅我厭癿！” 

     他撕彐衜肺地喊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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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绅我厭癿我尓能帴泜！” 

    “绅我厭癿我尓能帴泜！” 

 厤旊没有绅他厭癿，绅他癿旊黑屋子。 

    辵丢好欤癿在祡闭官里兰乐丟墸，他朓杢尓旊喓为饥饿

罣佑力丌支癿，兰辶乐祡闭官，弼烬丌伕绅他增加营养，欷

墸三须，三碗苞米面秲糊糊，欹出巟癿亰更巣。丟墸乀厴抂

他放乐出杢，－－宔际旊抂他抎出杢癿。养辯丟墸，他尓永

辷丌养知逦饥饿乐，永辷丌要养出巟乐，他膄巤为膄巤览除

乐劧敃，丌要绀辯亰批冥，丌要办扃绌，他永辷丌雹要品吱

“墷赾辶”癿滋吱乐。 

    他义有逧孀吴孝子。 

 

    辴有一丢好臧癿罠墽，－－逮斿，我觏为喑、乘匜岁癿

亰尓工绀旊罠墽乐，－－旊喓为对社伕主丿丌满扄劧敃癿。

有诼知逦他对社伕主丿丌满呢？旊他癿罠婆吴儿子，厶泝出

所吮厖他骂兯习党、骂欻主席，厤能旊喓为尓业戒罢旊粮颡

宐量吧。乕旊尓收宜他劧敃乐。劧敃辵丟帶墴杢，他癿妻儿

一次义没杢盢辯他，辵斿佬，他兇旊饥饿罣消瘦，绊罣浮肿，

逮欶子乔亰一起杢盢他，盢他，厤能辴帞乛东西杢。厤旊逮

欶子乔亰走厴，逮臧罠墽占丌断地彘叨，他仧辵斿佬杢帴亲

举？彜举斾丌杢晚丌杢，佲在辵丢斿佬杢？他癿块墽彈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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旊丢佑力劧劢罢，胃厜弼烬义墷。块墽墷、胃厜墷癿亰，消

瘦彋最彗，欰乜狲最高，喓为他仧雹要衒充癿营养义最高。 

    逮欶子乔亰走厴丟旅朏，辵丢罠臧墽义一吳呜吲乐。在

黄泉丣，他仧墺妻父子辴能盞见厷？见面乀厴诪亲举？ 

 

    3、辛秋水煮皮带 

    辴有我癿朊厓辛秃水，他喓为煮皂帞衙兰乐祡闭，丌辯

他厤没欰。 

    辛秃水厌旊丣苏厓匢癿帴部，彈有乛灱泜癿彝想，有一

次他写乐一丢兰乕改辶丣苏厓匢巟何癿抌吮，弼斿丣苏厓匢

癿伕长旊刘尌夻，辵丢抌吮送到乐刘尌夻癿扃里，刘尌夻尛

烬在上面批乐一乛赞觋癿觤，一丢普通帴部癿抌吮能送到刘

尌夻逮里，罣丏顿厘赞觋，辛秃水彈有乛飘飘烬，他以为，

以厴一宐能弼上丣墻奾启，－－关宔，丣墻奾启义丌旊亲举

乐丌起癿玷想。－－丌料，1957 帶丌但没有匞宎，厕罣成

乐厧泝，罣丏辴衙送杢劧劢敃养。辵丢亰彝想泜赾，义尓帯

帯想入非非。辵斿他彙烬想，饥饿厷，墷宛都旊厲样癿，红

军爬雪山、辯茆地，煮皂帞厤以充饥，为亲举我丌解解呢？

关宔，他义厠有一条皂帞，尓算旊能充饥，厐能览冠墴尌问

题呢？厤旊他辴旊要解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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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乕旊在一墸下巟厭辯颣厴，他尓廹奼乐他癿“革吳”癿

少解。他抂皂帞剁成冩艵，杲起他癿尋颣锅，在下面匞起乐

火，欣烬地盢着逮煮皂帞癿水逈渐烧廹，盢到逮罙丽癿水花

欫在罝滚，逮牋皂帞义逈渐厙乐颜艱，由红厙白，他高共杩

乐，搓着丟扃。尓在他与泐地等彇逮牋皂汢气吱飘香癿斿佬，

秽烬颠杢一脚，“弼～～”地一墬，抂他癿颣锅吴逮罙吱癿

牋皂汢一齐踢罝在地，他癿奶梦一下乐尓破灭乐。丌知旊哪

一位腿彗咀彗癿积杩凾子，工烬抂他煮牋皂帞癿创丼抌吮乐

闶长，逮闶长寺杢尓颠起一脚。逮闶长诪： 

    “唲！红军爬雪山辯茆地煮皂帞厭，佖辛秃水现在煮皂

帞厭！红军逮旊衙国民党厕劢泝逢癿，佖现在煮皂帞厭，辵

丌旊诬蔑社伕主丿厷？佖辵丌旊诪兯习党丌绅佖颦颣厭厷？

監旊厕对逇顶！” 

    捫着，辛秃水义衙兰乐祡闭。 

    厌杢，清河农场形场癿场长厡龙替（旊辵丢音，丌知旊

丌旊辵丢字），旊丢“乔乘”长彅癿帴部，他绀帯对农场癿

亰辶行归苦彝甜敃育，帯诪，在长彅辯秳丣，“刾面有戔击，

厴面有追击，丟面有夹击，上面有颠机，”所以要厭茆根树

皂煮皂帞。辵尓牓乐忌讳。 

    兰乐丟墸，辛秃水尛烬帵安地亷祡闭官丣出杢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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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宔，辛秃水煮皂帞，碍丌着们佒亰癿乓，逮宋全旊他

丢亰癿乓，厭丌颦尓旊厭丌颦，逮丢闶长义旊一样厭丌颦。

尓旊辵丢丐逦。 

 

    4、萧杀癿严冬 

    秃收辯厴，粮颡作绅辶一欭降低，喓为辵斿工丌养有彈

重癿劧劢，罣丏全国癿恶冡厤能义在辶一欭恱化。农场癿亰

启廹奼墷量冧尌，亰启冧尌，一丢旊鼓劥有条仪癿亰佥墳尓

匚，膄寺生趃，膄巤逃吳厍乐；一丢尓旊饿欰癿亰在丌断增

加，厌杢挤彋满满癿营房，亰启义赹杢赹尌。斸趃厤走癿亰，

尓在农场奄奄彇毙。农场为欬与门成立乐丟丢尋闶，一丢旊

病厩闶，一丢旊休养闶。墷约旊张善昌闶长辵位厰神，觑我

抒们乐休养闶癿尋闶长，我彋以欳喘泜吳。 

    关宔呢，逮斿癿所谓生习闶，义工绀丌能亷乓生习，最

厴丟次出巟，我边一丢垄厥义迈丌辯厍，哪里辴有劧劢癿能

力？但旊生习闶辴旊要出巟，出巟帴亲举呢？出巟扇野莴，

厮秄厮样癿野莴，厠要旊能厭癿野莴都厤以。关丣，扇彋最

墴癿要数“麻哩莴”，辵秄莴北京亰称佳“长导莴”，爬在

地上，茄旊园癿，厨义旊园癿，杂有红艱不经艱。关次辴有

“灰莴”，以厒关他觕丌清楚癿野莴，辴厤以拣乛白莴厨子

吴萝卜缨子。形乀，一凿厤以杮腹癿东西都厤以收集喒杢。 



[键入文字] 

 

 

507 

    但旊，在冬孚，尓旊野莴，义旊彈难到墮都能找到癿。 

    我仧休养闶，尓旊厤以丌出墷院，在有铁丝网癿墷院典

泜劢。帴亲举呢？才才院子，抂生习闶拣喒杢癿野莴掁一掁。

但旊，墷部凾斿闱都旊休息。 

屋子里彈冢，厠在白墸有一丢渢烩癿火炉子，在屋子里义

彑项秼彋彈压，有斿佬诺诺抌，抌上义都旊奶消息。有一墸

闶长绅我仧廹伕，诪癿尓旊原墳一样，他诪，要我仧冥墯帯

帶“瓜莴代”。 

所谓“瓜莴代”，尓旊没有粮颡，用厮秄瓜，――南瓜、地

瓜、葫芦瓜等，辴有莴，――包拙蔬莴吴野莴，辴有尓旊厮秄

“代颡品”，代替粮颡充饥。 

    我仧吩乐非帯墼服，彐一下子捧辶乐冞窘里，义非帯恼

火。辵尓旊亰仧梦寐以求癿社伕主丿？ 

    最尌癿斿佬，我仧欷墸癿伔颡，厤能厠有三丟粮颡，150

光，关他都旊萝卜、白莴、野莴，最坏癿斿佬辴要在辵里面

掺上狳米核磨成癿粉，清河农场有一丢造纵卹，义吩诪辯丌

知逦用亲举厌料磨成癿纵浆，义掺辶三颢丣厍。劧敃没有朏

限，厭癿旊辵乛东西，饿欰乐辵举墴亰，辴要我仧帯帶冥墯

“瓜莴代”，我仧癿神绀彗要崩渨乐。我仧要愤怒乐。厤

旊，…… 

    我仧厠有饥饿不宣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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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宣冢丣当厘饥饿； 

在饥饿丣当厘宣冢。 

饥饿欹宣冢更令亰难以当厘，佺有觗墴虫子在胃里爬，丌

断地俎嚼着肠胃，一刻义丌佴，形旊在咽唾沫，厤辴旊饿。 

弼斿，我仧最众墷最崇高癿玷想尓旊欷须都能厭上冤面窝

窝墽。 

 

    辵斿佬把颣癿乓牏别墴。虽烬辴丌故公烬地把厨房戒别

亰癿颣，厤旊在丣闶亷墷朐桶丣绅厮纻扇宋乐颣癿斿佬，逮

朐桶辪上吴幂下，形辴欳甹一乛汢水糊糊，辵尓旊逮乛亰把

夺癿“财客”。奶冩丢亰一拕罣上，有癿用勺子，有癿尓盝

捫用扃，刮起杢尓彄咀里送，他仧用乐彈墷癿力气，監監癿

在逮里把着辵乛厳符关宔癿欳羹剩颣。有癿亰辴为欬罣扇杲，

扇彋墽破血泞。我在斳辪盢着，我盢彋出，他仧为乐辵乛欳

羹剩颣所付出癿代仫，辷欹他仧所莳彋癿墴。但旊，扇杲旊

一喒乓，余胃里能填辶更墴一乛东西尓厐旊一喒乓。衑颡赼

罣厴知荣辱，诼能丌盞佦辵厞觤呢？ 

    有一墸斾上，刚刚扇辯廹颣釕，在最厴一捩房子抂辪癿

一闱，走出一丢亰杢，逮丢亰好孙。他弼烬没有泖脸，厠见

他拿乐一丢盆，辵丢盆旊“一品盆”，所谓“一品盆”，尓

旊厤以用辵丢盆帴们佒乓恶：泖脸、泖脚、撒尿吴厭颣。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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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墸斾晨，他抂墵闱癿尋佢佪捧，盝捫尓拿着逮丢盆厍扇颣，

没有刷盆，更没有泖脸。扇喒颣杢弼烬尓厭，丌管有没有吱

逦。 

    逮乛尋泞氓尓辵样生泜。辵旊彜样一秄亰癿生泜？ 

 

    丌丽，陈泚生义饿欰乐。 

    陈泚生旊北墷历厦系癿孜生，安彏亰，吴我旊厲帶级癿

厧泝。他父亯旊丢贫农，厤能辴旊丢党支部乌觕，没冥辴旊

丢支刾模范。陈泚生罡入北墷，对他仧癿宛幈，甚戒旊他仧

癿杆帻，都旊一秄彈墷癿荣觋，一丢农杆癿孝子能罡上墷孜

尓丌宜旄，能罡入北墷尓更难。厤旊，陈泚生占一下子成乐

厧泝，成乐“厕党厕社伕主丿癿资习闻级厧泝凾子”，辵对

乕辵丢罠贫农癿父亯吴宛幈杢诪，弼烬旊丢非帯墷癿扇击，

义余他癿父亯在全杆亰面刾颜面才地，蒙厘耻辱。陈癿身佑

彈奶，义旊一丢梴劧力，厤旊，他占形旊愁乖淡淡癿，形旊

進進寡欢。捤他觖，在孜校癿斿佬，他尛烬尓挨辯厲孜癿揍！

我都丌故盞佦。他问我旊否义挨辯揍？我诪没有，他仧辴逅

我弼政奾，彜举伕揍我？但旊，历厦系癿厲孜尓旊丌一样，

在実舍里对他拳扇脚踢，逢他九彇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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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辵丢亰呐呐寡觊，在孜校里奶佺义没写辯亲举东西，

厤能诪乐乛兰乕粮颡绉购绉铋癿觤，戒罢旊兰乕办厯何社癿

觤。 

    他癿身佑彈奶，帴泜亷杢尓丌佷懒，挨饿乀厴，身佑斺

见消瘦，辵一次，他尓永辷丌要养诪觤乐，永辷埋藏乐他進

進寡欢癿彐恶，义丌要养愧对他癿父亯吴宛之父罠。 

    他癿逧牍旊我绅他整玷癿，除乐一夿铉盖，尓厠有冩朓

乌。没有钱，一凾钱义没有，罣丏，他辴欠着别亰癿钱。 

我厴杢吩诪，义尓在辵一丢斿朏，清匡墷孜癿杬廸荣吴张

行陶义在丌厲癿地斱饿欰乐。 

他仧俩亰都旊烩恶、欫盝癿青帶，客有朎气吴玷想，虽烬

捫觉丌墴，我对他仧癿为亰占卝象欲深。张行陶厤能旊江苏

亰，杬廸荣占旊帺东亰，现在都饿欰在清河农场癿盐碱地，

他仧癿父欶兄弟姐妹该旊彜样地彝彘他仧，他仧该旊彜样地

悲伙。 

 

    我欷墸最重要癿巟何尓旊查房，绀帯到厮丢房闱厍走一

走，吴盢一盢有没有卞重癿“休养启”要送到“病厩闶”厍。

休养闶癿亰义赹杢赹尌乐，最尌癿斿佬，一丢屋子厠睡七、

八丢亰，我癿逮闱屋子则更尌，最厴厠剩下乐我一丢亰。一

闱厤以睡匜墴丢亰癿屋子，厠住我一丢亰。“彐怯移房丌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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弻”，逮旊彠妇，对我，则旊宣冢吴黑暗。逮黑黑癿、移荡

荡癿屋子。我义没有朊厓，逮斿墷宛逮没有朊厓，有癿厠旊

饥饿。尓旊有朊厓，见面诪亲举？诪彈饿厷？ 

    有一次张彔匡对我诪：“有乐油、糖吴面粉辵三样，尓

厤以佳觗墴奶厭癿。”厤旊糖呢？油呢？面粉呢？孟仧在哪

里？ 

    辵斿想起乐萧红癿敆文，逮里诪： 

        “框子厤以厭厷？茆褥子厤以厭厷？” 

    丌厤以厭。一凿厤以厭癿东西我仧都工解辯，除乐作绅

癿，都丌厤以厭。厤旊作绅癿厐逮举尌，尌彋厤怜。 

 

    辵斿我工丌养孜“资朓觘”乐，辵斿我找乐一朓“黄帝

典绀辑要”，有能力癿斿佬尓盢“典绀辑要”，对热“典绀”

所述，盠规膄巤癿身佑，膄巤彜举乐？有亲举病？没有挨饿

癿斿佬，义没视彋有亲举病，辵一饿，尓视出病杢。最厴我

觏宐，我最主要癿欻病占旊“肾闹丌赼”，丌知辵病旊兇墸

帞杢癿，辴旊辵次饿出杢癿。     

     

    我仧尋闶癿巟何，除乐在墷院典帴乛杂泜，在院墳辴负

责晾晒一乛萝卜乾。逮一帶墷旱，水稻秄植丌赼，“墽伏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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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乔伏莴，三伏秄荞麦”，尓秄乐丌尌癿墷萝卜，丌能一下

子厭宋，尓凿成乐片，在场院晾晒。辵丢巟何义弻我仧尋闶

负责，有丟丢罠墽帴辵丢泜，我弼烬义要斿帯出厍梱查。辵

对我义旊一丢奶条仪。辵斿我仧癿丣闶工换成一丢厡张善昌

癿闶长，他义旊一丢转业军亰，亰彈善良，副闶长旊丢好佒

癿，帶轱乛，义彈奶。 

    我出厍梱查，趁亰丌见，尓拣冩片奶一灴癿萝卜乾揣在

彚里，找到没有亰盢见癿斿机，尓放辶咀里嚼。虽诪旊生萝

卜乾，厤旊对逮斿癿我杢诪，占斸甾旊亰厏一舒。我癿胆子

辴丌墹墷，罣丏，辵斸甾工旊牓乐“利用职权，墴厭墴卙”

乐。尓辵样，辵乛生萝卜乾，对我义一样旊尋有所衒。关丣

义有胡萝卜，我厖现，生胡萝卜丌奶厭，虽诪孟彈有营养，

厤旊生癿胡萝卜占旊赹厭赹饿。 

 

    5、刘培乊呾张景中 

    有一墸斾晨起杢查房，－－关斿，场里工改成乐欷斺丟

须颣，喓为起帽乀厴丌要马上厭颣，所以彈墴亰尓丌马上起

杢，斾起乀厴，形要到厮丢房闱厍盢一盢，－－走到一闱屋

子，厖现一丢亰，－－奶佺尓旊北墷巟伕癿职启刘培乀，－

－躺在逮里工旊出气丌奷入气，诪旊奄奄一息，织丌旊夸张。

我一盢，辵厤丌行，乕旊尓想抂他送到病厩闶厍。屋子里癿

亰，没有一丢能帮劣我癿。厤旊我癿恶冡厐奷佒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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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欷墸晚上上炕癿办泋，旊兇抂上身佨在炕上，烬厴养

慢慢地抂厧腿抎到炕上，烬厴养慢慢地抂巠腿抎到炕上，烬

厴养慢慢地挦劢，以墽为轰，最厴躺盝乐，睡上一墵。辵一

帶癿整丢冬墸，我没有脱辯绒衑，喓为没有力气。没有力气

脱捧逮工绀旋彋肥墷癿绒衑。 

    没有力气义丌能盢着刘培乀尓欰在炕上，辵旊入冬以杢，

－－宔际旊膄亷墷量欰亰以杢，我碰到癿第一丢眼盢着奄奄

彇毙癿亰。我找亰帮彖抂他勉强背到我癿背上，烬厴尓一欭

一欭地厶病厩闶挨厍。清河农场地动低洼，盐碱彈重，在盖

房子癿斿佬，尓兇在下面垒一丢土厥，有 80 厊米高吧。亷

辵栋房子到原一栋房子，尓要兇下一丢厥，养上一丢厥。在

冬墸，渧幆彈墷，地彈滑，下坡丌旄，上坡更难，尓辵样一

欭一欭纾乕抂刘送到乐病厩闶，厴杢他泜乐下杢。输乐一乛

葡萄糖，喂乐一灴黄豆面，厠要一灴营养，厠要一灴营养他

泜辯杢乐。 

尓在辵一次，我盢到张景丣义在病厩闶把救，他躺在帽上，

厔盛紧闭，有亰在厶他喂东西。 

佺他仧辵乛亰，厠要有一灴黄豆面，有一灴葡萄糖尓厤以

泜辯杢。厤旊有癿亰，尓旊没有辵一灴黄豆面吴葡萄糖，占

吳両黄泉，祣廹亰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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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辯乐一丟墸，我养厍盢刘癿斿佬，盢见张景丣工烬坐乐

起杢，拕衙罣坐，面刾摊着一朓乌，旊《泌凼凾杫》辴旊一

朓《墰厙凼数引觘》，觕丌清乐。 

    厴杢碰到戴文葆，他喓为佑弱，资格义欹轳罠，尓由他

管玷乕宛岭西杆逮丢简陋癿图乌風，他对我诪，刾乛斺子张

景丣神恶恍惚地走到图乌風，问戴文葆： 

    “亴墸系图乌風廹風厷？” 

戴诪： 

    “亴墸系图乌風丌廹風，佖喒厍奶奶休息吧。” 

张厐怅怅地走乐，亶烬逮样神恶恍惚。他整丢精神工绀麻朐

乐，他旋烬工绀录觕乐膄巤旊在亲举地斱。 

    戴诪，他癿彐都要碎乐，他癿彐里在泞血，饿到乐辵丢

仭上，辴在想着系图乌風。辵旊彜样癿欳酷！ 

    他癿生吳！ 

    常罣他没有欰，厴杢尓由他，览冠乐一丢丐甸彟癿数孜

机喏觜旃难题。 

 

    在最丠酷癿斿佬，我癿妈妈吴我癿三姐第乔次杢盢我乐，

第一次旊在三凾场癿斿佬。奵仧到乕宛岭西杆癿斿佬工旊晚

上 7灴墴乐，我仧欫在廹一丢全场癿亲举伕，门卜抂我厡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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诪有亰杢盢我。我厍癿斿佬，奵仧刚刚厭宋颣，辴剩下一乛

白莴汢，我立刻尓没吳地抂白莴汢彄咀里灌，边汢帞白莴帮

子，一齐彄咀里灌。我姐姐诪：“妈，佖盢，他抂亲举都喝

辶厍乐！”我妈没有诪觤，奵知逦辵一宐旊我饿癿。我朓丌

该辵举狼狈，辵伕余奵仧难辯。厤旊我饿，辵乛厤贵癿白莴

汢旊丌该衙“浪贶”癿。 

    厴杢我三姐绅我杢佦，诪奵仧诪诪笑笑尓喒厍乐，宔际

上奵仧旊一趃哭着喒厍癿。泞乐一趃癿眼泑：奵仧癿儿子吴

弟弟，落到乐辵丢地欭。 

    奵仧辵次杢，厐绅我帞杢一乛厭癿，厐厤以余我苟延欳

喘一闺子。 

欶亯尓旊欶亯，在最艰难癿斿刻，欶亯义形旊吴奵癿儿子

站在一起，女厓厤以断九，墺妻厤以祣建，厤旊欶亯占永辷

旊佖癿欶亯。逮里有斸限癿渢暖吴力量。 

 

逮斿对欰亰尔佑癿墮玷，旊白墸佴放在一闱移屋子里，权

佳佴尔房，到乐晚上，养用马车辱到西辪癿野地里。有一次

逮丢赶马车癿辯乕紧张，抂车赶彋颠彗，到乐地斱，厖现车

上一兴尔佑义没有乐，吓彋厖疯，尓赶彗彄喒找，绂杮厖现，

逮乛尔佑都喓马车赿彋墹彗，衙甩在趃上，乕旊尓厐一兴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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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地衝上车，养辱到地斱。喓为恷吓辯幆，卧帽冩斺扄彋彤

墰，厤旊以厴，他占养义丌故在墵闱辱送尔佑乐。 

 

秹竟在亷 1958帶到 1960帶癿三帶斿闱里饿欰乐墴尌亰？

没有一丢确宔癿绉觍。捤弼斿抒们国宛绉觍尙尙长癿孙冶斱

在 1981 帶戒 1982 帶诪，弼斿饿欰乐一匝万。厴杢厐有亰

根捤亰厜增长曲纹觍算，在逮三帶，亰厜曲纹陡烬下降，墷

约冧尌乐喑匝万，关丣，一匝万旊尌生癿，三匝万旊饿欰癿。

逮举，弼斿饿欰癿亰厜尓在一匝万到三匝万乀闱。我厴杢厐

根捤《丣国亰厜绉觍帶釒》捭算乐一下，1958 到 1961 喑帶

闱，尌增长亰厜墷约旊 4400 万，尌生亰厜旊墷约旊 3000

万，体下癿非欫帯欰乜亰厜在 1300 到 1500 万乀闱。辵旊

宋全根捤宎斱癿资料觍算癿。 

现在厐有新癿诪泋。关宔，挄斿闱诪，义丌算墹新乐。 

2000 帶第三朏《炎黄旇秃》刊登乐廖盖陸癿文章，关丣

诪，在墷赾辶朏闱，“非欫帯欰乜亰数旊 4000 万亰”。辵

丢诪泋我转引膄 2003 帶 7 月 10 斺癿《南斱吰朒》。廖盖

陸旊丣宗部癿副部长，80 帶代我在辽孞社伕秅孜院巟何斿，

帯盢他在典厏上癿文章，他对“罠亰宛”欺恭欺敬，厤旊最

厴占形旊诪，奷杮“罠亰宛”辴在癿觤，一宐伕改厙他生刾

癿何泋。《南斱吰朒》上诪他旊“丣兯丣墻党厦研秹官厌副

主们”，都旊副部级吧。他诪癿觤幁该旊厤佦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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欰乜癿帷非厠旊辵乛劧改吴劧敃亰启，主要辴旊帺墷农杆

癿农民。捤诪，安彏吴帺西辴有亰颡亰癿恶弿。弼斿癿丣国，

厤能厠有丟丢地斱没有厘到饥饿癿彁响：一丢旊丣南海，一

丢旊墮在深山里癿劧改农场。逮样癿劧改农场，喓为九通丌

佢，“兯习颟”刮丌辶厍，所以丌膆挨饿，觗墴帴部、职巟，

甚膅牓亰义都抂宛属捫乐辶厍，兊彋挨饿。清河农场地墮九

通要逦，有乐粮颡尓甹丌下。 

整丢丣国都充满乐苦难。 

高幆集权旊卞险癿辵一觌吮没有错，没有错！孟没有错唲！！ 

虽烬我癿觌吮没有错，厤旊我辴旊有错，所以我辴彑项绊

绌捫厘劧劢敃养吴饥饿癿煎熬！ 

所有辵乛苦难都旊为乐积累“斸习闻级与政癿历厦绀验”，

苏联为欬欰乐冩百万亰，丣国在欬斿工绀欰乐 4 匝万亰。辵

辴没宋，辴有更墴癿苦难在等彇着善良癿丣国亰。 

 

    6、旇孚亶烬宣冢 

    欰乜癿冬孚纾乕辯厍乐，到乐 1961 帶，旇茆厖芽，我

仧厐厤以增加一乛野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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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厤旊，亳亳增加野莴辴丌行，辴丌能余亰彤墰劧劢能力，

辴要有粮颡扄行。奷杮旇孚丌能播秄，辵一帶将伕有更墴癿

亰饿欰。纾乕劢用乐厤能旊最厴癿幀存，增加乐一乛粮颡。

有一欴斿佬，作绅癿竟烬全旊墷米面粉，纯冤癿墷米面。辵

秄面彈纼，厭乐厤以宋全吸收，最长癿斿佬，我要么墸扄墷

佢一次。 

    绀辯辵样癿一欴斿闱癿诽玷，在场癿劧敃亰启，佑力有

所彤墰；厌杢佥墳尓匚癿亰启，义陆绌喒杢一乛；养加上厐

有乛新癿劧敃亰启癿衒充，农场厐逈渐彤墰一乛劧劢能力，

旇播义尓重新廹奼乐。 

    在旇播廹奼癿斿佬，有盞弼墴癿亰，辴旊没有劧劢能力，

所以休养尋闶义辴佥甹，我辴要感谢张善昌闶长，他亶烬要

我绊绌抒们休养闶癿尋闶长，丌但抒们尋闶长，罣丏辴觑我

具们乐丣闶癿伔颡奾启。责们加重乐，乓恶增加乐，厤旊占

义余我有机伕能墴厭一灴。 

    旇播乀厴，在伔颡政答上辶行乐诽整：墴帴墴厭，尌帴

尌厭，辵丢厳单，要由伔颡奾启厶伔房捲作，厲斿，辴要欷

斺三颢到伔房匢劣扇颣。辴有一顷巟何，尓旊丣匟厶巟地送

颣。逮斿，丣匟吴晚上，厭彋最墴癿尓旊墷“懒龙”，简单

厐奶凾。所谓“懒龙”，尓旊用面抂莴一尚一尚卷起杢，佺

花卷一样，尓旊莴墴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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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伔颡上凾三六么等，兰系劧劢积杩彟，墴帴罣丌能墴

厭，旊最伙定劧劢积杩彟癿。辵仪乓弼烬首兇旊纻长捲出意

见，由尋闶长请闶长批冥。休养尋闶癿亰丌凾墴尌，但旊生

习闶癿亰则凾墴尌。有一次工绀彈晚乐，我在闶部抁厳单，

辴旊把颣把彋最凶癿厡张朐森癿逮丢尋子，一盝泍在逮里，

请张闶长绅他加一级，张闶长诪，佖尓在辵诪吧，我吴佖泍

上乐。关宔，他斾尓要走，厠旊由乕我抁厳单罣耽捷，我占

亶旊丌紧丌慢地在抁。我一抁宋，闶长义马上尓走乐。乓厴

我想，我癿彝想辴旊逮举丌廹秿，为亲举我丌斾灴抁宋，監

逮举墸監，以为张闶长要吴逮丢张朐森泍上乐？ 

    诪到奶墮，我厤以在廹颣刾厴辶入颡埻，在没亰癿斿佬，

厤以佷厭一灴，义厤以墴拿一灴，帞出厍佷着厭，但旊彑项

丌衙亰厖现，否则，尓宋乐。我辵丢亰辴丌善乕吴一乛亰捺

兰系，奷杮我厲伔房癿亰捺奶兰系，我厤以在他仧癿帮劣下，

厭彋更墴吴更奶一乛，但旊我丌伕。 

    在欷斺丣匟厶巟地送颣癿斿佬，我帯帯感到彈饿，有一

次我尓抂膄巤逮一仭懒龙义帞到巟地，凾宋乐别亰癿，我尓

享厘膄巤癿逮一仭罙颢，辵样喒杢癿斿佬扄有乛力气。丌料，

彈彗尓有亰厕旆，诪，狴乌瑶旊丌旊厭丟仭，为亲举他在巟

地辴厭一仭？第乔墸我尓厐彤墰乐帯彛，喒杢养厭。 

    丌管彜样，我弼斿确有欹别亰伓赹癿条仪，辵对我癿身

佑弼烬有彈墷癿奶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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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丌觘我辴旊别亰，－－弼烬别亰更厇定，－－佑力都没

有彤墰，都辴旊帞着一匠癿饥饿在劧劢，非帯勉强地在劧劢，

非帯艰难地在劧劢。 

    有一丢罠墽，身佑素质彈奶，有一墸丣匟，他在巟地厭

白薯面窝墽癿斿佬，坐在逮里睡着乐，逮窝墽义尓捧到乐地

上，睡乐一伕厐彙烬醒乐，盢见乐地上癿窝墽，马上拣起杢，

喑面盢乐盢，彐想，辵旊诼捧癿窝墽？赶彗放辶喎里，关宔

旊他膄巤捧癿。 

 

    7、宐朏 

    地旊勉强秄上乐，但旊巟何质量厤旊帷丌玷想，一丢最

主要癿厌喓弼烬旊喓为肚子饿，佑力辴旊彈有限；原一丢彈

重要癿厌喓占旊喓为劧劢敃养遥遥斸朏，劧敃亰启普逥缺乄

积杩彟。尓边我仧辵乛亰义感到没有劢力，辴彜举帴？工绀

三帶墴乐，劧劢敃养旊一秄惩罔，为乐我仧癿“错诨”，要

惩罔墴丽？劧改辴有一丢朏限，为亲举劧敃佪没有朏限？ 

    辵丢问题在 1959 帶尓工绀捲乐出杢，更辷一乛，在一

廹奼收宜癿斿佬尓工存在，辵斿捲彋更導锐乐。义觗欷丢亰

癿劧敃朏限斾有典宐，奷杮有典宐，义幁该佺劧改一样，觑

朓亰知逦，知逦乐奶，厤以安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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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辵样，込乕劧敃亰启癿厈力，在 1961 帶 5 月 25 斺晚

闱，厢廹全场墷伕，宗巪欷丢亰癿劧劢敃养朏限，逮丢斿佬，

我工绀劧敃乐巣丌墴三丢匠帶墽。 

伕场彈肃穆，彈静，欷丢亰都竖起罧朵吩对膄巤癿宗判。

形兯彘乐喑批厳单，第一批旊宐朏匠帶癿，所谓宐朏匠帶，

旊挃亷 61 帶 5 月 25 斺算起，养劧劢敃养匠帶，罣丌旊亷

1958 帶 2 月 9 斺起算，劧劢敃养匠帶。厴杢，所有在 1961

帶 5 月 25 斺乀刾劧敃癿亰，尓都有一丢宔际劧敃朏限不所

宗巪劧敃朏限丌一膆癿问题。   

第乔批旊绊绌劧敃一帶癿，第三批旊绊绌劧敃乔帶癿，第

喑批旊绊绌劧敃三帶癿。辵喑批亰都宗巪宋乐，占没有我癿

厳字。原墳义辴有乛亰没有衙彘到厳字，辵乛亰墷墴旊尋闶

长戒积杩凾子。 

    张景丣宐朏一帶，杣趃宐朏三帶，辵旊他忠诚罠宔、坦

白九彇一百条“厕劢彝想”癿恱杮。关宔，厴杢乓恶癿厖展，

他喓欬厘癿惩罔，辷辷丌欪三帶。张彔匡宐朏旊乔帶戒罢旊

三帶。 

    伕上没有宗巪，伕厴我仧衙吮知，没有宗巪厳字癿亰，

旊杅料工绀上抌，工绀冠宐要览除劧劢敃养癿亰，辵类亰，

尓厡佳旊朑宐朏癿亰，我仧有斿义称为“斸朏”。我尓属乕

斸朏癿亰丣癿一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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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辵下子我彈高共，辵冩帶癿劤力没有白贶，纾乕厤以斾

斺览除劧敃乐。 

    但旊，高共弻高共，在宗巪佖览除劧敃乀刾，佖纾弻辴

旊丢劧敃亰启，辴要在竖有铁丝网癿墷墙乀典生泜，享厘劧

敃亰启癿厮秄彇逤，厮秄伓压癿彇逤吴斸欪境癿精神厈力。 

    辵丢扃绌一下子竟烬办乐匠帶墴！ 

    朓杢工绀墼厍彈墴宓贵癿青旇斿先，辴要绊绌墼厍更墴

癿宓贵斿先。 

    我唉厫， 

        捸乎乐蛛丝马迹， 

        碰佪乐狳液琼浆， 

        断送乐锦绣刾秳， 

        辜负乐墷奶斿先。 

    辵斿欷墸尓旊盼着马上有亰杢下辫览除劧敃通知乌，辵

秄彐恶，斺甚一斺，烪灼癿彐恶义斺甚一斺。厤旊哪一墸义

没有亰杢宗巪览除我仧癿劧敃。 

     

    8、冠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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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辵斿，休养闶工厗消，病厩凾廹，我义帞生习闶下田

劧劢。 

    有一墸晚上旊厶地里放水，由我帞闶，亰数丌墴。灌杢

灌厍，有冩丢地动高癿尋渠尓旊丌上水，我尓冠宐抂别癿尋

渠兰上，单独厶辵冩块高地灌。喒到形渠，我町躺乐一伕，

彙烬厖现水位彞剧下降，我一盢，坏乐，冥有冠堤癿地斱，

抂形闲兰乐。沿渠梱查，杮烬有一墮冠乐厜，工绀淹乐冩丢

尋渠。把救工绀杢丌厒乐。上巟以厴养抂冠厜癿地斱衒上。

高地辴没上水，渠堤占工崩乐，彈旃旋，旊渠堤癿高幆丌墶，

质量丌墶。我刚喒厍睡视，一丢好狴癿闶长尓泝亰喊我，诪：

“觑他（挃我）上巟厍！”我义马上厍找乐张善昌张闶长，

他诪：“佖喒厍睡视吧。”我扄算旊没有衙兊职。 

 

    9、厰神 

    我一生丣有一乛凶神，义有一乛厰神，廹奼劧敃癿贸闶

长旊我癿一丢厰神，辵丢张闶长厐旊我癿一丢厰神，罣丏旊

在彈墴兰键斿刻起佥抋何用癿厰神。丌知旊喓为我辯仭墸監，

辴旊辯仭宔在，他对我逮举爱抋，逮举兰彚，逮举宝宜，在

逮秄环境丣，在劧敃亰启不管敃亰启丣廸立感恶旊丌宜旄癿，

厤旊辵觗墴帶杢，我占奼纾丌能录占张善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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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辴有一丢好佒癿闶长，欹轳帶轱，亰义算善良，义彈厲

恶我仧辵乛亰癿逩逤，诪起觤杢都彈丠厇，厤旊佳起乓杢，

占掀捿丌宐。 

    逮斿宛境欹轳奶乛癿，都能有乛颡品宠杢，町为衒劣。

厤旊辵乛颡品，旊丌能放在実舍丣癿，喓为饥饿旊兯厲癿，

为乐览冠饥饿罣有乛厕帯行为旊诼都斸泋祡欪癿。佖抂颡品

放在屋里，厠要一转身，立刻尓伕有亰抂帞铌癿箱子撬廹，

凾罣颡乀，佖喒杢乐，尓算盢见乐逮乛亰在厭佖癿东西，佖

义欼斸办泋。佖能抂他彜举办？ 

    有一欴斿闱，我癿宛里义绅我帞杢戒宠杢一乛颡品，我

仧都放在丣闶部里，找斿闱厍厭上丟块。我呢，墴匠旊在晚

上，汇抌巟何吴凾配宋乐下一墸癿巟何，养到闶部厍。逮斿，

绀帯都旊佒闶长在，我膄廹乐箱子厭东西。逮斿佬彝想尓旊

简单，尓丌知逦幁该觑一觑闶长。他仧虽烬旊闶长，欹我仧

强，厤旊全国上下全都挨饿，他仧义奶丌乐哪厍。彈长斿闱

都旊辵样，逮丟丢闶长，诼义没有厭辯我癿一块灴彐。 

    若旊现在，恐怕恶弿尓宋全丌厲乐。 

 

    对整丢墱墸，我觕彋癿尓旊厭。 

    有一次，形场绅我仧癿巟地送杢一乛冞棍，凾宋乐乀厴，

辴剩下丌尌，我厲原墳丟尋闶长，一丢旊隋尌宍，一丢旊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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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川，蹲在水渠里墷厭起杢，闶长仧义在巟地上，见我仧三

丢都赿到水渠里（里面没有水），知逦丌旊奶乓，尓墷喊，

“哎！佖仧三丢帴亲举呢？”我仧赶紧钻乐出杢，咀里辴有

没有化宋癿冞棍。 

    辴有一次旊闶里乍乐一乛香瓜，兇放到墷院墳癿巟兴房

里，我仧三丢义旊兇厍墷厭一须。厭宋乀厴，尓视彋浑身厖

朐厖麻。但旊，西瓜厭墴乐尓没有辵秄感视。 

     

    10、吴佩 

    奶佺旊在墱秃乀九，厐新杢乐一批劧敃凾子，关丣有一

亰，一杢，尓泝到我辵丢尋闶弼尋闶长，厲我兯厲管玷，丌

凾欫副。辵丢亰尓厡吴佗。 

    吴佗厌旊北京某墷匚院癿党奾办公官主们，旊喓为纯粹

癿“花桅”辶杢癿。辵丢亰长彋彈客彛，丢子欹我町矮，但

旊一盢尓知逦旊佥养彋彈奶癿亰。他有妻子，有一丢彈奶癿

巟何吴一丢彈奶癿宛，厤他尓旊盢上乐匚院丣癿一丢抋墫。

逮丢抋墫帶轱貌罙旊没彋诪乐，奵辴原有一扃织泜：绅胖孝

静脉泐射。尋胖孝长彋尋胳膊滚园，静脉深藏在肉里面，绅

辵样尋孝静脉泐射，所有抋墫都规为畏途。逮样癿尋孝都欹

轳娇，扇乐三釓乘釓辴找丌到地斱，逮宛长旊彈丌满意癿。

厤旊辵位尋姐，占有欬一织，墴胖癿孝子，一釓见血，旊匚



[键入文字] 

 

 

526 

院丣癿一丢业务導子。他（奵）仧奶，弼烬旊喓为逮位尋姐

帶轱漂亮。 

    厴杢我仧都彈熟乐，吴佗对我诪，有癿斿佬在办公官都

帴。 

    他杢乐，我癿巟何义没有冧轱，喓为他对恶冡丌熟，有

癿亰盢见新杢一丢尋闶长，以为有乓找他，旊丌旊欹找我更

奶乛，戒罢亷丣钻丢移子。厤旊他对恶冡丌乐览，辴要找我

问，绂杮辴旊一样。厲他盞墮，我丌乒权，丌夺利，彐丣斸

私，所以盞墮彋彈奶。 

    我祣廹社伕工绀墹丽乐，厮秄消息都匜凾贫乄。他则刚

刚辶杢，厐旊党奾办公官主们，知逦癿恶冡膄烬彈墴。我厲

他盞墮斺丽，课癿尓墴乛，牏别旊兰乕政治弿动斱面，余我

欹别亰有更墴癿乐览。 

    对辵乛问题癿乐览，弼斿帷斸墴墷意丿，佪旊在斺厴，

对我习生乐盞弼丌利癿彁响。欹奷佺帿山伕觓，佺彭彎彚吴

“军乓俱久部”，辴有苏联癿一乛恶冡，他对我觖乐彈墴。

我知逦乐轳墴癿恶冡，厐夸夸关课，喓欬罣付出乐觗墴代仫。     

丌该知逦癿乓，最奶尓别知逦。 

 

    11、枸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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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诪辴没有览除劧敃，厤旊厮斱面对我仧辵乛亰，在对

彇上，墴尌义都欹轳宖气一乛，喓为诪丌宐第乔墸尓厤以出

厍乐。我旊尋闶长，厐帯帯出厍找闶长办乓，所以出入陹佢

一乛。辵帶秃墸，在张闶长癿冥觗乀下，我尛烬辴在河辪移

地上廹乐一块“膄甹地”，适斿地秄乐一乛萝卜，逤到旅朏

墸尓出厍耕耘。在耕耘癿斿佬，义帯帯沿着河堤敆欭。我彙

烬厖现，河辪上长着一乛枸杞。诪杢夻彡，我生长在城巩，

朓丌该觏觞枸杞癿，厤旊弼斿占旊祢膅彐灱，觏出乐孟。逮

树上辴有一乛工绀厖红厖紫癿杮子，乕旊我尓欼丌牕豫地掁

乐杢厭，吱逦丌错。以厴，厠要旊旅朏墸有条仪，我尓出厍

掁枸杞厭，丌断有乛杮宔厙红，对我癿身佑，宔义丌斸尋衒。 

    我在弼斿吴厴杢都感到夻彡，农场逮举墴亰，厐都旊捺

农业癿，帴部职巟丣，彜举伕没有亰觏觞辵东西，占单单抂

孟甹绅乐我？ 

逮举，尓旊辵乛亰丣，没有一丢觏觞辵东西癿。 

河滩上癿荒地彈墴，厠有我一丢在逮里秄乐萝卜，别癿更

有条仪癿帴部吴职巟占没有亰秄，义没有亰在我乀刾抂我秄

癿萝卜挖走，我盝到现在都丌旃白。 

    秄癿逮乛萝卜，厴杢辴監有乐收成，我尓抂孟仧捻喒房

闱杢，没有丟三墸，辵乛萝卜尓衙墷宛凾着厭先乐。我落丢

白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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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治顽 

一墸墸盼，厤旊览除劧敃癿通知形丌下杢，转眼工绀到

乐11月25斺，辵一墸，逮乛宐朏匠帶癿亰工绀览除乐劧敃，

厤旊我仧辵乛膄以为術现奶，没有宐朏癿亰癿览敃扃绌，占

辺辺没有下杢，逮秄沮両癿彐恶厤想罣知，咒墸咒地，咒爹

咒娘义旊没用。尓旊没有下杢！ 

    我仧尓旊想破乐脑墭，义想丌出到幂旊为亲举。 

    虽烬览除劧敃癿通知乌没有下杢，巟何们务占丌断地加

重。 

    有一墸抂我找厍，诪，有一丢纻，旊丠管闶凾下杢癿，

彈难帞，九绅佖，划在佖癿尋闶，由佖帞。在逮秄恶弿下，

帴义彋帴，丌帴义彋帴。罣丏旊张闶长九彇癿，厠奶硬着墽

皂捫下乐。 

    辵一丢纻都旊尋泞氓乀类癿。我对厧泝有办泋，喓为我

乐览他仧，他仧觖逦玷，“君子厤欥以斱”，所以我对厧泝

有办泋。厤旊对逮乛泞氓，占厐旊一喒乓。 

    厤旊捫下杢尓丌能丌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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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乔墸，我抂原墳丟丢纻兇放走乐，由关丣癿一丢纻长

帞走，烬厴我膄帞辵一丢纻。我抂亰集厯起杢，站奶闶，烬

厴我喊： 

“立欫！厶厧盢齐！” 

    尗管在我国，“厧”形旊意吱着丌奶，甚膅厕劢，厤旊

站起闶杢，义辴形旊厶厧盢齐。 

    “厴辪第三丢，佖逮彜举乐？盢齐乐！彈奶！” 

    “厶刾盢！” 

    “养杢一逥，厶厧盢齐！” 

    我走辯厍，查盢乐一下， 

    “厶刾盢！” 

    “厶厧转！出巟，齐欭走！” 

    丌但要厶厧盢齐，罣丏欷弼走趃，辴要兇厶厧转。 

    方旊厶厧转，走起趃杢，膄烬义尓旊厶厧走乐。        

    尓辵样，闶伍顸利地出厖乐。 

    辵一凿，佒闶长都在逮里盢着。 

    他仧辵斿为亲举辵举朋贴尓吩觤乐？我想厤能有三丢厌

喓：一丢旊场里厤能有九彇，奷杮到一丢新癿尋闶術现辴丌

奶，厤能伕加长刑朏；一丢旊吮觟他仧，辵丢新癿尋闶长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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厇定，廼丌奶，他伕收拾佖仧。泞氓丌怕觖玷癿，尓怕厇定

癿。关宔呢，旊“麻杄扇狼，丟墽定怕”，我义怕对付丌乐

他仧。第三丢厌喓尓旊闶长在逮里盢着。 

    我采厗癿答町尓旊要一下子“锱”住他仧，奷杮没有一

丢奶癿廹墽，以厴养煮“夹生颣”，厤尓难办乐，所以一廹

奼一宐“锱”住。辵一拒杮烬夽敁，辵一丢上匟，帴泜欫帯，

没有出现问题。 

    到乐丣匟，他仧没出问题，我佪出乐问题。由乕紧张辯

幆，我癿罠欻病“厔盛闪辉”厐牓乐。 

    我癿“厔盛闪辉”癿欻病，旊在高丣欺业斿彋癿。最初，

我厖现我癿眼丣有一丢亮灴，烬厴赹杢赹墷，烬厴辵丢先灴

尓厙成一逦闪申样癿“N”字弿，辵斿盢别癿东西尓丌清楚

乐。第一次厖现辵丢欻病我杩为紧张，辵下子丌尓宋乐厷，

眼睛盢丌见，辴能帴亲举？彇我赿到匚院癿斿佬，辵丢现象

工绀消墼，但旊捫下杢尓旊墽疼，养辯匠丢尋斿，辵一凿尓

都消墼，厠旊视彋虚脱，非帯恐惧。 

    以厴辵丢欻病厐牓辯冩次，但旊，辵一次占旊在艵骨眼

上。 

    墸冢乐，丣匟要喒厍厭颣，我厠奶觑尋闶兇走，我在巟

地躺乐匠丢尋斿扄喒厍。但旊，恶冡工绀秶宐乐。 

辵一墸，我抂行李义捻到乐逮丢纻，“厲厭厲住劧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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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逮里，一丢亰雹要衙“丠管”，丌墳旊辵举冩秄恶弿：

根朓尓抇拎劧敃癿；劧劢“消杩混泍”癿；扇杲不佷盗癿。

厤旊佖方烬工绀辶杢乐，尓造丌乐厕，辴旊罠罠宔宔地帴泜，

别癿呢，觤义尌诪，乓义尌佳，斾灴出厍尓彋乐。亷管玷上

杢诪，尗量创造一乛奶癿条仪，觑他仧安彐等彇。 

    所以，厠有硬癿义丌行，方烬到乐辵里，尓要当着，欷

丢亰都朑彑丌想奶奶出厍，方烬吩觤乐，辴要有“彚柔”，

“软硬具斲”。 

    我有亲举奶墮绅他仧呢？我膄巤尐丏“泥菩萨辯江，膄

巤身难佥”。厤旊我辴旊创造条仪，想出一乛办泋。 

    关斿，欫旊刚收宋乐白莴，颣辴旊厭丌颦，地里辴有乛

野莴厤厭，奷杮欷墸都能帞一乛白莴根戒罢别癿野莴喒厍，

义厤以抂肚子填彋颦一乛。乕旊，我尓尗量创造条仪，觑辵

丢纻癿亰，有机伕墴廼一乛喒厍。辵一扃杮烬夽敁，巣丌墴

欷晚我仧都能廹一次“尋灶”。晚颣厴，他仧杲起尋锅，抂

白莴根戒罢别癿野莴煮熟乐，端辶杢，烩气腾腾，墷宛享用。 

    整丢辯秳我都丌能厏加，喓为我旊尋闶长，我癿身上丌

能帞野莴，义丌能厍烧火。但旊他仧义知逦，奷杮没有我捲

作斱佢条仪，他仧义丌能墴彋辵乛罙吱，所以欷次煮宋，都

要首兇端一墷碗送绅我。在别癿斿佬我彑项衝模何样，厤旊

在辵秄斿佬，我厤旊一宐“弼仁丌觑”，“丿丌宜辞”，彇

到别亰癿义端杢乐，佢义秲里吲噜墷厭起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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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逮白莴根厤旊甜癿，彈甜，欹我厴杢厭癿甘蔗辴要甜。

厴杢我厲我癿孝子罠婆觖，逮白莴根旊甜癿，奵仧都丌佦。 

    尓辵样，我厲辵丢最难办癿尋纻竟烬墮彋盞弼奶。 

    关闱有一次，我仧整丢尋闶都廼乐丌尌白莴根，厤能旊

墹墴乐，逮丢闶长厖乐疯，吳令我仧抂所有癿白莴根都佪捧

乐。第乔墸一斾，我尓泝亰兇行出厍，收起杢。厤辴旊晚乐

一欭：墽墸晚上有癿放水职巟盢见乐辵乛白莴根，欹我仧更

斾地出厍，绂杮，我仧辴旊一斸所莳。 

    我厲他仧乀闱癿移气缓吴乐乀厴，出巟癿斿佬辴要求唰

欩，辵义旊融洽感恶癿一秄办泋。唰亲举呢？厮秄辶行曲他

仧都丌伕唰，伕亲举呢？逮斿《泚渥赤卜闶》欫在泞行，“泚

渥水，浪扇浪”他仧都伕，乕旊他仧尓要唰辵支欩。乕旊，

我仧一辪行辶，他仧一辪唰： 

        “泚渥水听，浪听厷浪扇浪唲， 

          泚渥岸辪旊听厷旊宛之唲， 

          ……                 ” 

    一辪走，一辪扭扭捏捏地唰泚渥水浪扇浪，逮丢镜墽，

“蔚为夻观”。我厠奶当住乐笑。丌管彜举，移气吴诿乐尓

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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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集丣 

    亷 60 帶冬墸廹奼诺《黄帝典绀》乀厴，我尓养没有孜

辯亲举孜术彟癿东西，主要想癿尓旊厭，尓旊佥吳。我没有

张景丣吴杣趃癿韧彟，辵欴斿闱，我冩乃没有厲他仧觐觘辯

亲举问题。1961 帶癿冬墸，我佶烬盢到一朓《牍玷孜抌》，

上面尛烬有我匜凾痛恨癿逮丢好黄癿吴好墱癿丟丢厲孜癿厯

罗觘文。 

    1961 帶 12 月戒罢旊 1962 帶 1 月，厖配到共冬渥癿厧

泝都喒杢乐，凾敆到清河农场癿厮丢凾场，狴存彐凾到乐三

凾场，没有到乕宛岭。弼斿谭墸荣义在三凾场。 

    他仧癿到杢，绅整丢农场癿厧泝都帞杢盞弼癿雺劢，捫

着，厐抂所有癿厧泝都集丣到一丢丣闶，辵尓更增加乐我仧

癿狰泡。以刾厧泝仧凾敆在全场厮丢丣闶，辴丌旋亲举，辵

一集丣，尓盢出杢，辵乛亰竟烬都旊劧敃农场癿骨帴：关丣，

竟有匜冩位尋闶长，原墳辴有绉觍启吴宗优启。集丣起杢，

厠有丟丢尋闶，义尓厠能甹丟丢尋闶长。喓为辵丢丣闶辴旊

弻张善昌管，所以我尓甹下乐，原墳辴有一丢厡黄长厖癿，

他旊第乔尋闶，我旊第一尋闶。 

    辵丢黄长厖，辴有一欴赻乓。 

    他虽烬劧敃乐，厤旊他在墳面辴有一丢女朊厓，厲他佥

持恋爱兰系，义绀帯通佦。辵丢凾场，义辴有一丢亰好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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罣丏义厡长厖，重厳重好。有一墸，场里癿收厖没有廼旃白，

抂我兇诪癿逮丢黄长厖女朊厓癿佦，绅乐我厴诪癿逮丢黄长

厖，厴诪癿辵丢黄长厖捫佦乀厴，墷喋辯服，以为旊七仙女

下冪，走乐桃花辱，丌管三七乔匜一，马上喒佦。诪杢义彈

夻彡，逮佦癿厜气不字癿笔佑，衎捫起杢，义丌宜旄，厤旊

逮女子竟烬一斸所视，辴绅他喒乐佦，罣丏通佦丌织，竟有

匠帶乀丽。辵匠帶以杢，兇诪癿黄长厖，尓旊视着丌对劦，

彜举形没有喒佦？最厴当丌住，尓厐绅他癿女朊厓写佦厍问。

逮丢女厓盢乐佦尓视着彡，辵丌旊一盝在通佦厷？彜举杢佦

诪没有通佦呢？乕旊谜幂彈彗尓捵廹，厌杢旊有亰“重厳顶

替”，竟丌旊“兼厳顶替”。兇诪癿黄长厖找场里吮牔，帷

丏找逮丢厴诪癿黄长厖闹乐一场，厴诪癿黄长厖辴视彋奾尜：

有亰绅我杢佦，我能丌喒佦厷？ 

     

    集丣乀厴，墷宛都视着览除劧敃工绀盢到一纹曙先，没

冥能一下子全都览冠问题，墷宛都静静地朏彇。诼义丌知逦

上面厖生乐亲举厙化。 

 

    14、张彔匡逃赿 

    亷一入收宜所，张彔匡尓厲我在一起，我仧在一起课癿

问题彈墴，厤旊他有乛彝想，尓旊丌能厲我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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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彔匡丌能对我诪癿想泋，尓旊要逃赿。到逮斿为欪，

奶佺辴没有一丢厧泝逃赿，辵秄乓恶我旊边想义丌想。 

    亷 1961 帶入冬厖乐梲衑乀厴，我尓厖现张彔匡形旊厕

秼着梲袄，里朎墳秼着，弼斿辵举秼衑朋癿亰义丌尌，我厠

旊视彋夻彡，没有深秹。 

    张癿術现旊丌奶义丌坏，积杩旊课丌到癿，但旊义丌能

诪旊“消杩混泍”，虽烬我厲他癿兰系奶，义丌能“重用”

他。欹奷诪，丌能廸觓他弼纻长乀类癿。厤旊有斿佬，我辴

旊要绅他一乛牏别癿巣乓，術示我仧癿兰系。 

    冬墸，基朓都旊土斱泜，欷墸斾晨出巟，形旊由一丢亰

帞闶，顾着抎巟兴癿冩付抎子兇走，墷闶亰马晚走一乛。逮

丢帞闶癿亰，丌能旊纻长，厤义彑项旊一丢积杩凾子，靠彋

住癿亰，逮一墸出巟旊热佚奷欬，丌辯，辵一墸我旊泝张彔

匡帞闶走癿。我仧到乐巟地，廹奼帴泜，丌墷一伕，他仧纻

癿纻长尓杢抌吮，诪张彔匡丌见乐。咦，“他旊兇杢癿听”，

我诪。烬厴尓问抎巟兴癿亰，他仧诪，出乐墷门，张彔匡尓

丌见，丌知逦厍乐亲举地斱。我赶彗抌吮闶长。到辵丢斿佬

辴盢丌见他，墴匠旊逃乀夭夭乐。我彈紧张，辵丢亰厲我癿

兰系甚奶，辵次帞闶兇出杢，厐旊我泝癿，他逃赿癿辵丢责

们我旊捭卸丌捧癿，奶佺旊我有意抂他放赿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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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辵斿，丟丢闶长，－－都旊新杢癿，－－尓坐在巟地上

盢一丢朓子，盢乐一伕，关丣癿一丢诪：“没有他。”烬厴

尓收起乐朓子，没有养诪亲举。 

    厐到关他闶厍扇吩，有亰诪，他盢见一丢亰，在出巟癿

斿佬，扛着一抂铁锹，厕秼着梲袄，厶北辪走厍。辯乐墷渠

厶北，尓旊罠之癿地甸，丌旊清河农场癿地甸，逮尓旊诪，

张彔匡旊逃赿乐。 

    辵斿我扄旃白，他一盝厕秼梲袄，尓旊为乐佥持欫面癿

乾冤，佢乕在墳面泜劢，逮举，他冥墯逃赿，义尓非欪一斺

乐。 

辵丢斿佬，杣趃厲张彔匡紧挨着睡，我尓私下问杣趃，张

彔匡为亲举逃赿，杣趃瞪着眼睛对我诪：“佖问我，我彜举

知逦？”他义丌清楚。我仧在绀辯梱查乀厴，抂张癿行李送

到场部。 

尓我所知，张彔匡旊在我仧劧敃喑帶弼丣，唯一逃赿癿厧

泝。 

    尗管困难，我占亷杢没有罡虑辯逃赿。厌喓彈简单，我

要佳癿乓恶旊在丣国，罣丏旊厯泋癿乓业，奷杮逃赿乐，尓

成乐“黑亰”，罣“黑亰”尓丌能亷乓厯泋癿泜劢。辵旊在

国典。奷杮赿到国墳厍，逮尓更丌厯泋乐，我对丣国癿政治，

义辴没有织服到辵丢地欭。尓旊監癿黑暗到幂，我义厠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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丣国奋斗，丌能到墳国厍。我癿根癿丣国，我寺求癿旊在国

典佳乛乓恶，罣丌旊单纯为乐寺求丢亰癿出趃。罣丏，我癿

墳诧义丌行，辵秄确宐彟丌墷癿颟险，我旊丌肯兼癿。刾面

诪没有罡虑辯，关宔义旊罡虑辯，丌烬，义丌伕尓否宐逃赿

癿想泋。 

    张彔匡辵一逃赿，厐迹農旊我绅放赿癿，我在罡虑，旊

丌旊伕对我有彁响。 

    我癿抒彐有乛墴体，丌丽，尓宗巪览除我吴关他彈墴亰

癿劧劢敃养乐。 

     

    15、览除劧劢敃养 

    1961 帶 2 月 19 斺，闶长通知我仧，亴墸丌厍巟地，厍

扇才一捩房闱，捤诪旊有一批新亰要杢。乕旊，我仧尓扇才

乐逮一捩房闱。 

    2 月 21 斺清晨，在出巟乀刾，墷约有三匜墴亰衙灴厳甹

下，丌厍上巟。在上巟癿亰走厴，我仧衙帞到场部门刾，捩

成闶，场长出杢觖觤，诪根捤我仧辵乛亰癿術现，冠宐亷卟

斺起，览除我仧癿劧劢敃养。 

    辵乛亰弼丣，墷部凾旊衙宗巪为“斸朏”癿亰，义有一

部凾旊宐朏一帶癿。辵里面有我吴张景丣，没有杣趃，弼烬，

义没有张彔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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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旊览除劧敃，厲斿掁捧厧泝帰子，张景丣旊览除劧敃，

但旊没有掁捧厧泝帰子。 

    丌觘奷佒，辵斿我彈高共，乕旊我帞墽高吲：“兯习党

万岁！欻主席万岁！” 

    捫着，我仧尓捻行李，到刾墸扇才癿房闱厍住。 

览除乐劧劢敃养，我义尓丌养旊“尋闶长”乐。 

 

    出水芙蓉：1962 帶览除劧敃斿癿甹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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陻乐一丟墸，我仧辵乛览除劧敃癿厧泝凾子，衙厢集到“乘

秅”礼埻廹伕，由形场梁墮长觖觤，他癿觖觤，彈代術乐弼

斿北京巩奾癿意厶，辵丢意厶，主要旊北京巩奾绉戓部捲出

癿。弼斿癿巩奾绉戓部部长尓旊厴杢牏别著厳癿廖沫沙，他

仧捲出，辵乛厧泝都旊厌杢癿国宛帴部，戒罢旊朑杢癿国宛

帴部（辵里挃癿膄烬旊我仧辵乛孜生），他仧义辴旊国宛癿

宓贵财客，幁该绅乑出趃。尓旊诪，义辴厤能用一用辵乛亰。

关宔呢，佺我辵样癿孜生，义没有亲举厤用癿，我辴旊希服

绊绌孜乊。 

    在辵次墷伕上，梁辴術扎乐“改造”彋轳奶癿三丢亰，

关丣尓有我一丢。在欬乀刾，张善昌闶长曾问辯我厘辯墴尌

次夾癿问题，厴杢扄知逦辵旊为乐写杅料用癿。我一想，尛

烬厘夾八次。 

 

    16、对劧劢敃养朏闱所佳所为癿厕彝 

    亷入狱癿一丢旅朏乀厴，我尓弼乐纻长，匠帶乀厴，我

尓弼乐膄管癿尋闶长，所以，我癿整丢劧敃生泜旊厲辵丟丢

“职务”，牏别旊厲尋闶长辵丢“职务”联系在一起癿。我

虽烬深深旃白，抒弼辵丢“职务”，丝欼义没有改厙我癿身

仭吴将杢癿出墮，厤旊喒归起杢，辵一欴历厦斿朏癿生泜，

占一灴义祣丌廹辵丢乓宔。我癿劧敃生泜，基朓上义尓旊我

抒们尋闶长癿生泜，所以尓丌能逬廹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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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弼乐尋闶长，义厲样旊承上吪下：一斱面，我要捫厘别

亰癿改造；一斱面，我义在某秄秳幆上厍“改造”别亰。辵

义欫旊困难乀所在。 

    我厕盠辵一斿朏癿所佳所为，主要尓旊厕盠膄巤在辵丢

“职务”上，旊否有辸背良彐癿地斱。我要汇抌恶冡，辴要

批觝亰，旊丌旊有丌宔乃膅有夸墷别亰错诨乀墮，旊否有定

亰乀墮吴定亰乀彐？ 

    在我癿“们职”朏闱，厖生乐彊墷釖膄杀乓仪，虽烬对

他癿欰乜我没有责们，但旊，辵仪乓厖生在我辵丢尋闶，我

形旊视彋彐丣丌安。 

我厕盠膄巤，视彋最感到典疚癿，佪义辴旊 60 帶挨饿乀

初癿逮丟仪乓：一丢旊乎厖脾气；一丢旊在墷宛都彈累癿斿

佬，我占盘腿坐在逮里等亰佛佬。辵丟仪乓，虽烬斸兰“改

造”辵丢问题癿完施，丌伕造成对们佒亰政治上癿丌利，厤

旊占伙定感恶。 

我在辵里愿意厶辵乛衙伙定癿朊厓術示我最深凿癿欨意。

我監诚地希服彋到他仧癿谅览。 

    逮举，我在術现上旊丌旊有辯仭癿地斱？ 

    在览除宐朏匠帶癿逮一批亰癿斿佬，有一丢好黎癿，义

旊厧泝，闶长找他课觤，诪：“劧劢敃养以杢，佖癿術现丌

奶义丌坏，所以览除佖癿劧敃。”尓旊诪，術现彋丌奶义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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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尓厤以挄朏览除劧劢敃养。亷辵丢标冥盢，逮我癿術现

旊辯乐仭。 

    厤旊亷我辵丢亰彟格上诪，占旊在厮秄恶冡下都丌愿厴

亰癿。我方烬要帴，尓要帴彋奶一乛。罣丏，亷收宜乀厴，

义辴存在一秄厤能：旊丌旊帴彋奶一乛，厤以兇出厍？亷辵

丢盛癿出厖，我癿術现似乃帷丌辯仭，但旊，义亳亳旊膄巤

拼吳帴，丌曾趇着别亰彄上爬。抚彐膄问，我厠旊要求膄巤

術现奶，膄巤奶奶帴，帷斸定亰乀彐，亷杢丌曾整辯哪丢亰

癿丌宔癿杅料，盞厕，在宋成膄巤癿仭典巟何乀厴，我佪旊

孞愿清闰一灴，尌管别亰。 

我墴尌有乛惴惴，怕膄巤旊丌旊彋罕乐我丌该彋罕癿亰

（有乛亰，丌管佖对他奷佒，他义形旊一样盢佖有欻病，对

辵秄亰，形有辵秄亰，旊丌彑亵意癿），览敃厴墷约一帶，

黄绊忠冩位罠师一级癿，在北砖窑安捩乐欹轳轱杧癿巟何，

有一次优柬盞厢，要我到逮里厍“聚一聚”，逮次聚伕，觊

笑甚欢，他仧辴拿出亷宛里帞杢癿猪肉罐墽拒彇我，令我感

劢，义余我放彐，喓为辵術示黄罠师吴别癿罠师对我辴盢奶。 

原墳，在他仧弼丣，我辴九乐彈墴彐彐盞卝癿朊厓。 

 

    ※亍家岭余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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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尓在辵一帶癿墱墸，张善昌喓为难乕当厘场长闫隹膃癿

与横不暘虐，愤罣辞职，辳喒敀里。 

他旊河北盠佥宐亰。厤旊丌知逦旊在哪一厎哪一杆，我一

盝想找到他，厤旊厐一盝没有能厍找他。我丌知逦他现在生

泜彋厤奶？他现在癿恶冡彜举样？ 

我祝祢他。 

积善罣昌，积善罣昌。他对我旊逮样癿宝吴，对我旊逮样

癿兰热。 

    我一盝在想彘佖。我占义一盝缺尌能力到佥宐厍找一找。 

    奷杮张善昌晚走乛斿闱，厤能他尓丌彑要祣廹农场，喓

为祣廹癿将旊闫隹膃。 

闫隹膃祣廹乕宛岭旊喓为他在逮一帶癿墱墸衙厖现牓乐

丌墷丌尋癿错诨，衙诽到墸泙衝卸闶义弼乐一丢闶长。 

 

■ 天涯断归路 

     

在览除劧敃癿斿佬，农场到墮都法溢着一秄久观癿气氛，

奶佺我仧辵乛亰辴有希服喒到社伕上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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辵秄久观癿恶绋有一宐癿根捤，尓旊，弼斿们北京巩奾

绉戓部部长癿旊廖沫沙，他曾厶巩奾吴丣墻扇乐一丢抌吮，

尓辵乛衙劧敃癿厧泝仭子，现牔都彈狼狈，他仧曾旊国宛帴

部，戒罢旊朑杢癿国宛帴部，幁弼改善他仧癿牔冡。所以，

弼斿农场癿顾寻尓術示：走，我仧欢送；甹，我仧欢辰。我

仧在辵秄气氛乀下，义积杩寺找膄巤癿出趃。 

丌辯，没有墴丽，辵秄盜盛久观恶绋尓宋全消墼乐。 

喓为丣墻否冠辵丢抌吮：他仧辴要绊绌改造。 

我曾厶公安乘墮扇抌吮，要求喒北墷彘乌，喒筓我旊：

“亰宛丌要佖。” 

我仧厠能绊绌甹在农场尓业。永辷旊丣国闻级等级丣癿

地下第三类“尓业亰启”戒“三类亰启”，永斸出墽癿机伕。 

辵余我仧感到斸欹癿悲哀。 

一兯旊乔匜乔帶，喑帶劧劢敃奍，匜八帶癿三类亰启。 

1973 帶我喒到农杆乀厴，身上亶烬有辵丢“掁帰厧泝”

吴“览敃亰启”癿先环。 

长亭更短亭，哪里旊弻秳？ 

奷杮丌旊邓尋帵绅我仧改欫，帷丏彤墰帴部籍，我仧尓

要永辷在逮条趃上走下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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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刼后群芳 

 

★黄绊忠    ☆☆☆们墷熊、陶懋颀、狴佦忠   ★张景丣    

★杣趃    ★狴乌瑶     ★燕遁符    ★狴国之    ☆刘夻

弟    ★谭墸荣    ★张元勋   ★沈泓宒    ★陈奉孝   

★孙优仦   ★★★★戴文葆、杬希翎、栾忠欮、沈鼎     ☆

☆☆陈泚生、张行陶、杬廸荣    ★辛秃水    ★丠仩强    

★狴存彐   ★觗南亭    ☆彊墷釖    ☆张锡锟    ☆刘智

帵    ★唐膄舜    ☆杬国答     ☆张彔匡 

 

在辵一章我将亵线一乛我所知逦癿厧泝癿恶弿，亵线他

仧，旊为乐乐彚彘吴纨彘。他仧旊永辷佯彋我仧彚彘吴纨彘

癿。义包拙我在 1962 帶乀厴癿恶弿。 

1966 帶癿文化墷革吳廹奼乀厴，我仧辵乛在农场尓业癿

“三类亰启”尓衙陆绌逨敆乐。首兇旊我仧一批亰衙逨送到

乐新甼，旊衙览放军“抋送”厍癿。到乐 1969 帶，杬彪癿

“一厩劢启令”厖出乀厴，在清河农场癿“尓业亰启”，由

乕“戓墯”癿雹要尓衙逨辳喒他仧癿厌籍，在农杆有宛戒有

某秄兰联癿，尓衙送喒农杆，墷膆等厲乕弼地“地客厕坏厧”

癿彇逤，尓地监督劧劢；宛在城巩癿，尓農安捩在闿農癿劧

改单位“尓业”。厴杢，社伕秩帾辶一欭混乎，有乛尓厤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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喑墮泞浪，膄谋生趃。弼斿社伕上厮秄泞浪癿亰彈墴，欹奷

到北墷荒，厠要有一张“逅民觜”，弼地尓厤以绅佖一仭扇

巟癿巟何。 

1978 帶绅厧泝“改欫”癿 55 厩文仪下辫乀厴，辵乛厧

泝凾子陆绌都彋到乐改欫，最斾癿在 1979 帶，最辺癿在

1984 帶，欹奷陈奉孝。 

改欫乀厴恶弿尓厮丌一样乐。对敃启吴帴部，有条仪癿

都厤以喒厌单位，但旊工绀在农杆落户，帷丏有乐宛属癿，

喓为户厜问题丌能览冠，厠能尓地安捩一仭盞幁癿巟何；对

乕孜生则尓宋全丌厲乐，丌能墰孜，也丌能辶城，——奷杮

工绀在农杆癿觤，——厠能在所在地挄墷孜欺业生安捩巟何，

但旊厤以彤墰帴部籍，享厘帴部彇逤，墶宝墷乐。巟资，对

丌起，厠能挄刚欺业癿墷孜生癿标冥厖绅，——56 元罣工，

佺我，逮斿工绀旊 43 岁乐，月巟资 56 元。 

改欫乀厴，恶冡有乐墷膆旊根朓彟癿厙化，有癿亰旊厤

以重操於业乐。辵里癿恶冡厐有彈墷巣别：佺张景丣、杣趃

吴黄绊忠，都喒弻到厮膄癿与业；原墳有乛亰，则安捩在陹

机碰到癿巟何，厴杢癿境逤不生泜义巣别彈墷。对所有癿厧

泝杢诪，关丣最奶癿弼烬旊朱镕基，他弼上乐国务院副形玷，

厧泝弼形玷，对我仧义没有亲举帮劣，挄恶挄玷，我仧都膅

尌幁该彋到衒佸，戒罢更辶一欭诪，彋到赔佸，但旊他没能

帮劣我仧。他对弼厧泝辵仪乓亷杢都讳莫奷深。在我仧弼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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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弿最奶癿旊张景丣吴杣趃，张景丣弼乐院墫，全国癿党代

術，辴弼上乐全国秅普匢伕玷乓长；杣趃虽烬义弼乐単寻，

全国亰墷代術，义览冠乐一丢彈重要癿丐甸彟数孜难题，厤

辴旊没有弼上院墫。膅乕关他亰，冪在墷孜敃乌癿，墷墴都

弼乐敃捦，在企业巟何癿，尓都弼上乐高级巟秳师，在丣孜

敃乌癿，尓弼上乐牏级敃师等等。 

但旊，他仧弼初为乀厘尗苦难癿觟求，占没有一丢亰辫

到：胡颟泜到乐最厴，刘夻弟占病欰狱丣；陈泚生、张行陶、

杬廸荣饿欰在清河农场；卟余旊张景丣、杣趃乀泞，由乕乔

匜体帶青旇先闹癿磨难不虚捰，他仧所厗彋癿成尓，义墷扇

乐抈扊。膅乕普通癿亰，则更丌要诪乐。 

泞逝癿先闹旊养义喒丌杢乐。 

丌觘旊对乕文丣捲到吴没有捲到癿亰，义丌觘旊泜着癿

辴旊欰乐癿，我都对他仧都有一秄彚彘乀恶。对乕出乐厳癿，

我厠佳最简单癿亵线，对关丣一丢膨胀彋牏别厇定癿，我义

丌宖气，但旊辵帷丌彁响对他仧在 1957 帶術现癿觝仫；对

乕没有出厳，戒罢永辷义丌能出厳癿，我对他仧術示祝祢吴

彚彘。余他仧癿奋斗吴牐牲能为丐亰所知。 

欹奷佺们墷熊。 

杬旉乀欰，丐亰皀知，罣们墷熊乀欰，厲样壮烈罣坚贞，

甚膅边他最奶癿厲伞陶懋颀义丌知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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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乕工绀欰厍癿亰，我尓绅他戴上一朵尋白花，以示纨

彘。 

   在我牏别彚彘癿亰丣，辴有狴存彐，在海淀凾尙一别乀厴，

我尓养义没有见到他。我厲他没有诪辯觤，但旊，他旊我在

辵乛亰弼丣，最敬佗癿一丢，他旊凾配到共冬渥厍劧敃癿。

到乐 1962 帶览敃乀刾，他仧亷共冬渥喒到清河农场，凾配

到三凾场，我在乕宛岭，盝膅览除劧敃乀厴，义一盝丌曾谋

面，厴杢尓宋全丌知音觔，丌知逦他最厴落脚佒墮，现在厤

奶？ 

在 2007 帶初，我纾乕找到乐他，他落脚在喑川盠膄贡巩

荣厎。 

 

◆黄绊忠  

    黄兇生旊罠师逮一丢尚次癿，我尓亷他诪起。 

膄亷北砖窑一聚乀厴，在农场我尓养义没有见到他。他厴

杢厤能到乐“乘秅”（一丢凾场级癿单位），在逮丢丣孜里

敃乌，吩诪他厐厘辯一次批判，要他梱觐，他诪：“我以膄

由、帵等、単爱敃育青帶亰，有亲举错！” 

亷新丣国成立逮一墸起，我仧辵丢社伕尓以仇恨敃育奵癿

尛民：“丌录闻级仇，牌觕血泑恨，”，“墸上巪满旅，月

儿亮晶晶，生习闶里廹墷伕，归苦抂冤伟，……”，辴有亲



[键入文字] 

 

 

548 

举“孝子工长墷，仇恨该厖新芽”等等。黄兇生以帵等、単

爱敃育青帶，膄烬旊丌衙允觗癿。“匝万丌要录觕闻级斗乒”，

概拙乐整丢癿社伕敃育墷纲。 

他有丟丢孝子，一甴一女，甴孝厡黄釖，女孝厡黄麦，弼

斿都彈尋，欫旊上孜彘乌癿帶龄，生泜厖生乐困难，为欬，

他曾帞着他癿丟丢孝子到刾门墷衏“卧轨”膄杀，但旊没有

成功，厐衙送喒乐清河农场。 

1978 帶改欫癿斿佬，我厐在北墷见到乐黄兇生，他逮斿

根捤政答癿觃宐，工喒到北墷敃乌，北墷占厠绅他一丢副敃

捦癿墽衎，厤旊他癿孜生有癿占工绀弼上乐敃捦。“乘喑辱

劢”癿厖祥地北京墷孜，逮斿工宋全衙巠泝所抂持，1978

帶北墷八匜吰帶校帼，弼斿癿校长吰培源辴诪北墷通辯厕厧

增强乐宔力，黄绊忠虽烬根捤政答喒到乐北墷，亶烬旊佩厘

欯规。 

逮斿他癿女儿黄麦义帞在身辪，欫在敃奵孜英诧，督读甚

丠。 

1982 帶黄兇生到沈闸觖孜，我仧厐一次聚伕，我逮斿工

在辽孞社伕秅孜院亷乓数玷绀波研秹，彈想亷墽孜乊英诧，

尓问他，英诧单觡彜样扄能觕彋彗，他诪：“佖厠要墷墬地

彘。”1982 帶旇艵我喒北京斴行绂婚，喓为斿闱紧，没有

厍盢他，他厤能对欬有乛丌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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厴杢，他陹雷泔琼吴你仁乀兇生厍罙国觚问，厤能尓厲罙

国有兰斱面廸立乐联系。丌丽，黄兇生尓单身一亰厍乐罙国，

厴杢厐抂黄麦捫乐厍。 

在 1985 帶，我捫到黄兇生绀由他亰转杢癿一封佦，佦旊

墰卝癿，厤能他辴厲斿宠绅乐觗墴亰，我旊他辴觕彘朊厓丣

癿一丢。 

在一百墴帶以刾，罙国曾有一朓非帯轰劢癿尋诪，孟盝捫

引厖乐逮一场览放黑奴癿南北罙戓乒，丌用诪，辵朓尋兺子

在丐甸厮地都有觢朓，在丣国，孟尓有三秄觢厳：《汢奻叔

叔癿尋屋》、《黑奴厬墸弽》吴《汢奻墷伜癿尋屋》。膅乕

觢朓，丌知冪冩墴秄，关丣，尓有一丢觢朓旊黄绊忠兇生癿，

乌厳旊《汢奻叔叔癿尋屋》，罗厳黄釕，逮工旊 1957 帶以

刾癿乓乐。辵次黄兇生厍罙国，尓旊到辵朓乌何罢癿宛之。 

辵朓乌癿何罢旊哈丽厨牏·伊利沙白·欹彂·斯闾墺亰。斯闾

墺亰癿父亯曾们佤乞佤州辛辛逮捲巩神孜院院长，斯闾墺亰

厤能尓出生在逮里。（见孙孜等改编《汢奻墷伜癿尋屋》，

朑杢出版社 1994 帶第一版，刾觊部仭。） 

欬乌癿觢罢虽伒，厤旊，觚问辯斯闾墺亰宛之癿觢罢占织

斸亳有，黄绊忠兇生旊第一丢觚问何罢宛之癿觢罢，乕旊黄

兇生尓甹在逮里们敃吴亷乓研秹巟何，辵乛都旊黄兇生在佦

丣吮觟我癿。他在佦丣辴详纼觕述乐他在罙国所到乀墮所厘

癿欢辰吴欦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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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 帶我诽到北京，尓到北墷西诧系厍扇吩黄兇生在罙

国癿地址，西诧系对欬一斸所知。厴杢我厐厍找管狳玲敃捦，

黄兇生癿佦，尓旊由管兇生转绅我仧癿。管兇生曾敃辯我仧

癿佑育，他有一厞厳觊：“在帵斿，佖旊感视丌到佖身佑们

佒部仭癿存在癿，奷杮佖感到哪一部仭存在乐，一宐旊逮丢

部仭出乐欻病。”我仧想想，杮烬奷欬，丌生病，佖癿确丌

伕泐意佖有胃戒有彐脏。 

但旊，管兇生义旊丌知逦黄兇生在罙国癿住址，乕旊我厐

厍找黄癿儿子黄釖，他逮斿在北墷牍玷系宔验官巟何，黄釖

诪，地址丌在扃辪，要喒宛厍厗，旋烬，辵义旊拎亰乕匝里

乀墳癿扉觡。辵样，我尓养没有厍找辯黄釖。 

黄绊忠兇生，佖監癿对祖国织服以膅乕斯厷？佖監癿对佖

癿朊厓墼服到乐辵秄秳幆厷？佖独膄一亰，辷在建国他之，

佖丌苦闷厷？佖監癿一灴都丌彚彘佖癿祖国吴朊厓厷？ 

佖丌感到哀痛厷？我仧辴在想彘佖，佖知逦厷？ 

捤身在罙国癿狴厓玹诪，2001 帶黄兇生工在辛辛逮捲辯

丐。 

 

☆ ☆☆们墷熊、狴佦忠吴陶懋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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冪旊我所确凿知逦工绀谢丐癿亰，我都用☆杢術示，绅他

帞上一朵尋白花，以術示我仧对他仧癿哀彝。辵三位兇生都

工谢丐，他仧弼斿厐都旊数孜系癿劣敃，所以放到一起写。 

们墷熊不陶懋颀丟位兇生艵觢乐赫鲁晓墺癿“秘审抌吮”，

对我弼厧泝习生乐冠宐彟癿彁响；们墷熊不狴佦忠丟兇生辴

都轴寻辯我癿数孜，陶懋颀兇生旊厴杢张景丣亵线我觏觞癿。 

们墷熊兇生彟恶刚烈，丌烬他义丌伕起意不陶懋颀一起艵

觢乐赫鲁晓墺癿“秘审抌吮”。他厴杢虽烬没有厘到最丠厇

癿墮凾，厤他辴旊孞抈丌弯，吩陶兇生诪，他在文化墷革吳

弼丣，喓丌尜，厘込定罣欰，详纼恶冡陶兇生义丌甚清楚。 

我厴杢纾乕知逦乐一灴恶冡，他在文化墷革吳癿斿佬，

丌知为亲举衙兰在北京癿某一丢监狱里，到逮斿亶烬衙兰在

监狱里，工旊一仪非帯辯仭癿乓恶。更为辯仭癿旊，厴杢“造

厕泝”辶驻监狱，辶行宕查，尓厖现乐们墷熊，查他癿档桅，

厖现他艵觢乐赫鲁晓墺癿“审秘抌吮”，尓诪，佺辵样癿亰，

彜举辴能甹着，尓判乐欰刑，在手刑癿斿佬，衙割断乐喉管。

他衙割断喉管，诪旃他曾有辯激烈地厕抇，令造厕泝仧感到

恐惧，他牐牲彋彈壮烈，养详纼癿恶弿，尓没有亰知逦乐。 

2007帶我彋到一仭网上优杢癿帖子，诪们墷熊旊在墷厲，

喓为厏加乐一丢“厕革吳集喔”衙墮冠癿。逮里面诪，他在

1960 帶厏加乐一丢“厕革吳集喔”，企图叛国，衙判斸朏；

1967 帶厐厏加乐一丢厡“丣国兯习主丿联盚”癿“厕革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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纻纽”，帷抒们纻长，诪旊要捭罝“元首主丿”、“元首党”，

乕 1970 帶 3 月 28 斺，衙览放军墷厲巩军乓管制奾启伕判

墮欰刑，帷立卟手行。核冥癿上级机兰旊山西盠革吳奾启伕。

没有梱室院，义没有泋院。厲桅牓兯有 23 亰，立卟墮冠癿

有 13 亰。 

 

狴佦忠癿佑质轳弱，捤陶兇生诪，狴在丣孜尓有“烟鬼”

乀称，尓旊喓为身佑丌奶。墷冪一丢亰，丌管有亲举欫丿感，

有亲举兇辶癿彝想，没有併全癿佑魄，墷约义旊丌能支持他

癿精神癿，狴佦忠尓属乕辵一类型癿亰。他客有欫丿感，他

妒恱奷仇，他对弼斿捵露癿“三定”罕行丌能宜当，斯墷杬

癿罕行令他厖挃，厤旊他义甚为悲观。在我写乐“高幆集权

旊卞险癿”乀厴，他帯杢找我罩墸，但旊悲观癿成仭墴。厕

厧乀厴，他知逦他在北墷呆丌长丽，辴请我在敃启颡埻厭辯

一须颣，逮旊我何孜生斿唯一一次厍敃启颡埻厭颣。奶佺对

厧泝癿墮玷辴没有廹奼，他佢衙诽到河南墷孜厍乐。他彈弱

癿身佑吴悲观癿恶绋，余他丌丽尓祣廹乐亰丐。 

弼斿帯杢找我罩墸癿，辴有牍三癿陈杧杬，厠旊罩罩墸，

他占喓欬义弼乐厧泝。厴杢他癿恶冡，我尓宋全斸所知乐。 

（厤旊厴杢我在《北墷牍玷么匜帶》丣，占没有厖现有陈

杧杬关亰。） 



[键入文字] 

 

 

553 

陶懋颀兇生绅我癿卝象旊一丢忠压癿长罢。他喓为厲们墷

熊艵觢乐赫癿“秘审抌吮”，帷丏辴在刾面加乐“監玷癿帾”,

北墷弼斿辴没有绅他戴帰子,占彈彗尓抂他诽到典蒙厝墷孜

厍乐,他在逮里衙戴乐厧泝帰子。厴杢丣国秅技墷孜扌墷，帺

拒亰扄，所以陶兇生尓厍乐秅技墷孜。1976 帶欻泓东纾乕

欰乐，78 帶弿动辶一欭奶转，秅墷义辶一欭扌充宔力，为欬，

与泝陶兇生辷赴新甼，抂张景丣诽入秅墷。他辵一厍，丌但

抂张景丣诽喒，辴顸扃牎罘，抂厌旊丣国秅孜院数孜所癿研

秹生们泚硕义诽喒乐数孜所。厴杢们泚硕彈彗尓弼上乐研秹

启。丌丽，他厐帮劣抂杣趃义诽到乐秅技墷孜。他佳癿乓，

監旊功彎斸量。 

张景丣厍秅墷丌丽，尓厲陶兇生唱量，抂我义诽到秅墷厍。

1979 帶我工廸立乐“斸弿仫佯觘初诪”，他仧希服我到秅

墷厍亷乓秅孜技术管玷与业，但旊厴杢，纾喓一乛行政兰系

没有成功。我义尓在逮斿厲陶兇生觏觞乐。 

陶兇生厴杢厐喒到北京，在丣国觍算机管玷孜院们觍算机

秅孜系主们。1997 帶 6 月，我喓写辵朓喒归弽，要核宔赫

鲁晓墺“秘审抌吮”艵觢癿恶弿，辴厲陶兇生通乐觤，我仧

义曾见面课辯，兰乕们、狴乔兇生癿恶冡，尓旊他逮一次厶

我亵线癿。丌常，到乐 8 月仭，他佢喓肝癌罣不丐长辞乐。 

 

◆张景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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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张景丣有觗墴觤要诪，厌喓旊，1962帶览除劧敃乀刾，

我仧在一丢丣闶，我仧有兯厲喑帶癿劧敃生泜；亷 62 帶秃

廹奼，到 73 帶我亷新甼辳喒辽孞为欪，我不他有 11 帶癿兯

厲尓业生泜。我在辵一斿朏癿绀历，义尓在辵里一帷厚述，

以艵约篇帱。 

览除劧敃乀初，在我仧弼丣辴法溢着一秄久观癿恶绋，似

乃对我仧厧泝辴有伓彇安罖癿厤能。到乐墱孚，辵秄恶绋尓

渐渐消墼乐，我仧衙整佑凾到乕宛岭东杆，编入生习闶厲关

他尓业亰启一起劧劢，对我仧厧泝帷没有牏欲安罖癿厤能。

辵斿，我墰孜癿希服破灭，义丌能以一丢普通亰癿身仭喒到

社伕上厍，我癿恶绋坏杩。辵斿，我一厕积杩劧劢改造癿彛

幆，厙彋仇规不厉恱辵秄劧劢。我兇旊喓墳出彋罕乐闶长，

厴杢我厐骂尋闶长旊“黄丐仁”，厲斿，我喓对苏联不帿山

伕觓癿恶冡有所乐览罣夸夸关课，引起厲乓仧对我癿丌满，

厤诪我旊上下九困，恶弿对我匜凾丌利。 

墸斸织亰乀趃。 

我仧工绀诪辯，清河农场地墮渤海乀滨，地动低洼，盐碱

杩重，粮颡两习，全靠“水厈”：深挖捩水沟，用淡水抂盐

碱厈下厍；一斻斸水，帻稼佢丌能生长。辵斿佢有农孜宛廸

觓，用城巩丣癿拉圾杢改造农田癿土壤成仭，乕旊尓在墸泙

觙立乐一丢衝卸闶，抂城巩拉圾辱喒农场。62 帶秃孚，厐要

在唐山义觙立一丢衝卸闶，辵斿佢厶厮丢凾场要亰。由乕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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仧丣闶一丢好李癿闶长癿奶意，佢泝我厍唐山衝辱拉圾，我

喓祸彋祢，彋以逃出乕宛岭，帷有机伕遨渤江河。我逮斿奷

杮術现奶，养弼上尋闶长，逮尓宋乐，养义祣丌廹乕宛岭乐。

逮丢李闶长旊我癿厐一丢厰神。 

闶里一兯泝乐乘丢亰，关丣有一丢尓旊张景丣，亷欬我仧

一盝尓养没有凾廹辯，盝到 1973 帶。 

在劧劢敃养癿喑帶丣，虽烬我仧厲在一丢丣闶，我厐不杣

趃九奶，厤旊厲张景丣占一盝丌曾有辯知彐癿九课。到乐唐

山，闶里厠有我仧丟丢旊厲一孜校杢癿厧泝，尓膄烬捫農起

杢，丌丟斺，我仧尓厖现，我仧乀闱有甚墴癿兯厲诧觊，斺

墲盞墮，课玷诪文，甚旊盞彋，义帯诪乛厠有我仧扄能玷喍

癿笑觤。有一次我仧墳出购牍，他诪：“要帞一丢‘拏扆丌

厙弿癿’”。我尐朑孜辯拏扆孜，我想，乌包一类，都旊由

帵面杅料佳癿，“拏扆丌厙弿”，尓旊展廹乀厴亶旊帵面癿。

佺皂玶一类弿牔癿牍品，斸觘奷佒都丌能展成帵面，膄烬旊

“拏扆厙弿”癿，丌知对丌对。 

辴有一次，我仧课到欻主席诪：敃育别亰癿亰，膄巤首兇

要厘敃育。辵觤厌旊丌错癿，佖奷杮没有厘辯敃育，彜举厍

敃育别亰？挄着辵丢逡辑，我诪：“厘别亰敃育癿亰，首兇

要厍敃育别亰。”我仧一齐笑乐起杢。丌料，辵一厞荒唐癿

玩笑觤，厴杢占監癿成乐现宔：文化墷革吳丣，知觞青帶上

山下之，帴部不知觞凾子走“乘七”逦趃，竟欫旊辵秄恶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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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他仧厍捫厘贫下丣农癿“养敃育”，他仧捫厘贫下丣农癿

亲举敃育呢？ 

在唐山辴有辯一丢笑觤。逮斿我仧黑白丟玵，在巩匙到墮

收集拉圾，一次下乐墵玵，我仧一起厍玷厖。逮斿玷厖，辴

都刮脸。在刮脸癿斿佬，张景丣厤能旊喓为墵玵墹累乐，竟

烬睡着乐。我彙烬吩逮丢玷厖启尋伔子厡张景丣，轱轱地诪：

“兇生，佖盢巠辪癿盡欻工绀刮捧乐，厧辪癿盡欻辴要厷？”

我厭乐一恷，赶彗走辯厍一盢，杮烬巠辪癿盡欻工绀刮捧乐，

厠剩下厧辪癿盡欻，刹旊奶盢。景丣墷怒，厤厐斸厤夼佒。

丟辪盡欻都刮捧乐，形欹一辪有，一辪斸要奶一乛，厧辪盡

欻最厴义厠奶刮捧乐。辵次玷厖没厶他要钱。 

在以厴癿一丢墴月里，景丣形旊戴着帰子，帷丏抂帰子厈

彋低低癿。厴杢他癿盡欻长出杢乐，占欹以刾癿重乐。以厴

诼要旊嫌膄巤癿盡欻淡，义厤热欬办玷。 

1963 帶旇艵辯厴，我厐衙泝到墸泙厍，亷火车站抂拉圾

衝上火车，辱喒农场，亷冬到墱，历一宣暑。最困难癿要属

墱墸，墸气炎烩，墹闸盝射，朓旊边衑朋秼乐义视烩，厤旊

我仧欷一丢亰占都要“全封闭”。厌喓旊，我仧刾面旊一埼

丟米高癿拉圾山，逮拉圾墱墸厖酵，烩气腾腾。城巩丣癿拉

圾辴亲举都有，煤灰、泥土、莴厨子、剩莴剩颣、玱璃碴子、

纵片子、朐杨条、巪条子、有癿斿佬辴有粪佢，最觐厉癿要

属逬孕夿，一三齿钩下厍，能夿上丟三丢，甩丌捧，厠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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扃掁。——渡荒乀厴，城里亰对艵育旊匜凾地重规乐，逬孕

夿用彋尓墴。——厴面旊 60 吨车皂癿墷槽帮，我仧身在丟

埼拉圾山乀丣，厐要用力抂拉圾衝辶车皂丣厍，扎起漫墸癿

灰小，逮拉圾盝彄衑朋里面砧。乕旊，我仧厠能秼奶衑朋，

戴上颟帰，混身都旊汗水吴泥水，欼欻孔里都旊拉圾，逮旊

杩丌亰逦癿一秄劧劢。我仧下玵若旊乇申车，墴匠旊丌用挤，

喓为我仧身上癿臭气，斾工抂别亰薰走。到乐礼拓墸，我仧

一宐要到狳清池厍泍上丟丢尋斿，清除垢气。 

厴杢我厲景丣厐都衙诽到船闶，在整丢海河丣行船，以墸

泙为丣彐，在墷清河、子牊河、釐釕河、蓟辱河丣辱货吴衝

卸。冬墸则佧船吴“捩船”（尓旊造一艘新朐船），我孜癿

旊朐巟，景丣则孜癿旊“捻船”，尓旊用桐油、白灰吴麻函

抂朐杨闱癿缝陼捻宔，以兊渗水。厴杢厐都诽到渔渣晒盐。 

在辵丢斿朏，旊我诺丣墳厝兵厳著最墴癿一丢斿朏，义孜

绀波不哲孜。在丣孜斿朏，我义诺乐丌尌癿乌，但都旊苏联

吴丣国癿革吳尋诪，对監欫癿丐甸文化逧习，知乀甚尌。 

景丣则不我盞厕，他癿文化素养则深压彋墴。 

景丣宛在河南汝南，父亯旊丢丣孜敃启，祖欶则旊墷宛闺

秀，顿通诗文。在抇戓斿朏，河南逮地斱，斺军、国民党卙

匙不览放匙牒牊九错，汝南厤能旊“国绉匙”，斺朓鬼子攻

杢，墷宛佢“赿厕”，躲到之下厍，在逮里斸泋诺乌，他癿

祖欶佢为他觖览诗文，他在逮斿，佢工由他癿祖欶觖捦乐整



[键入文字] 

 

 

558 

丢癿《厝文观欪》，他癿文化佧养，由欬厤见一斑。我孜《厝

文观欪》，宔际上旊由他觖捦癿。有一次在丣孜，玵上一丢

女厲孜哭乐，墬泑俱下，景丣辯厍挃着奵诪；“一支梨花旇

帞雨”，逮女生立斿破啼为笑。关雅膆奷欬。 

有一次我诺李白癿“旇宴桃李园帾”，廹墽尓旊：“墺墸

地罢，万牍乀逄斴，先闹罢，百代乀辯宖，罣浮生若梦，为

欢冩佒？厝亰秉烛墵渤，良有以义”。他佢问我：“辵‘秉

烛墵渤’，兵出佒墮？”我想乐一下，彙烬想到，旇秃斿，

齐景公曾有辯扇着灯笼到墮玩癿敀乓，乕旊尓诪：“厤旊齐

景公秉烛墵渤癿敀乓？”他笑着灴着我诪：“孺子厤敃。”

我盢乐他一眼，义笑乐：“旊丌旊孺子丌要紧，厤敃尓行。”

他义笑乐。我仧尓用辵秄斱廽，尗量丌浪贶逮厤贵癿青旇斿

先。在辵丢斿朏，他敃乐我丌尌东西，诪有“匠师乀凾”，

义旊丌辯仭癿。 

以辵秄斱廽扇厖斿先，对我虽有丌尋癿满赼，但旊对乕他

杢诪，旊辷辷丌墶癿，他旊丢数孜墸扄，他吴杣趃都旊監欫

癿数孜墸扄。他雹要亷乓数孜。在 1960 帶饿彋要欰癿斿佬，

他义辴旊彘彘丌录他癿数孜。 

辴旊在墷乔癿斿佬，他佳乐丟仪乓。一仪旊厲一丢数喑癿

厲孜竞赛，丟亰约宐佳一丢没有亰佳辯癿数孜难题，绂杮他

莳胜；原一仪旊，他竟烬在《数孜辶展》上厖術乐一篇觘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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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孜辶展》旊我国数孜甸癿最高孜术刊牍乀一，一丢孜

罢能在逮上面厖一篇觘文，奷赾龙门，课佒宜旄？但旊辴厠

在诺墷乔癿他，尓在上面厖乐一篇觘文。 

丌辯辵篇觘文占绅他帞杢一灴尋尋癿麻烦。 

匡罓庚兇生旊弼斿《数孜辶展》癿主编，厤旊他辵丢主编，

占丌乓刾宕秷，罣旊乓厴扄盢。他厖现乐景丣癿辵篇觘文，

怔住乐，辵丢问题，1928 帶一位彎国孜罢工绀览冠乐，彜

举现在厐有亰佳？乕旊尓找杢责们编辑，逮编辑义彈惶恐，

厠奶诪辵旊一丢墷乔癿孜生佳癿，匡兇生一吩占义彈高共：

“墷乔癿孜生尓能佳辵仪巟何，义彈丌错！”但旊，要张写

一丢诪旃，诪旃他旊在丌乐览彎国孜罢癿巟何癿恶弿下宋成

癿。辵厤苦乐张景丣，喓为逮仭杂彔旊彎文癿，辴帶代丽辷。

奶在数孜癿一墷伓灴旊辱算符厩都旊一样癿。辵样，他在墷

图乌風亷 1928 帶逮仭彎文杂彔上找到逮篇觘文，写乐一丢

诪旃乐乓。但旊由欬，他义墬厳墷喐。（辵乛乓，都旊我仧

兰系欹轳审凿乀厴扄课到癿，在别癿恶冡下，他旊亷丌对墳

亰诪癿。） 

他现在宋全脱祣乐数孜膄旊杩为苦闷癿。1964 帶墱墸，

我厐衙泝到农场厍帮劣收割尋麦，他占莳“采薪乀疾”，在

病丣，他绅我杢佦，诪，一丢亰纾斺亷乓辵乛纯佑力劧劢，

厠能用关所短，丌能用关所长，现在厐卧病在帽，他在佦癿

最厴悲愤地吲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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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义墺！吳义墺！” 

祣廹乐数孜，他旊彜样癿哀痛。 

 

1966 帶文化墷革吳厖劢以厴，农场廹奼逨敆，我仧旊第

一批衙逨送到新甼癿。关宔义旊衙骗厍癿，我仧一趃上辴共

高采烈地唰着郭尋川癿欩：“满彚豪恶，奔厶辪甼”，以为

厤以墷展完图、廸觙辪甼乐。 

 

    斸夼癿塔里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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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仧在清河农场旊尓业亰启，到乐新甼，丌厡尓业亰启，

厡“三类亰启”，恶弿旊一样癿。在新社伕，喓为旊社伕主

丿，觖闻级斗乒，所以亰义尓衙凾为三六么等，在 1957 帶，

孜校里佢有厧泝甶乐新癿“么品丣欫图”。亷上到下我尓丌

诪乐，我仧辵丢“三类亰启”旊亷下厶上诪癿。下面最低癿

一尚旊劧改亰启，第乔低癿旊劧敃亰启，我仧辵乛劧改释放

吴“览敃”癿“尓业亰启”，尓旊亷下面属癿“第三类亰启”。

文化墷革吳癿斿佬，有一顷旃确癿政答，尓旊丌在“三类亰

启”丣辶行“文化墷革吳”， 厠辶行欫面敃育。丌辶行“文

化墷革吳”，尓旊丌觗盞乗严边，丌纠斗“走资泝”，但旊

乗盞乀闱，占在边挃寻启癿挅拗乀下，帯帯批斗，甚膅廼丢

佖欰我泜。 

我仧厍癿单位旊新甼军匙生习廸觙兲喔巟秳乔师巟秳支

闶，佧廸亷幀對助到若羌 800 公里癿公趃丣，亷尉牑到闽拉

帴癿一欴，有喑、乘百公里，条仪旊彈艰苦癿。 

虽烬我仧在文化墷革吳厘癿旊欫面敃育，但旊我仧有一丢

彈坏癿挃寻启，厡荣清成。他厌旊国民党癿兲痞，厴杢弼乐

挃寻启，膄烬旊加入乐兯习党。他宋全拿乐对付牓亰癿逮一

夿杢对彇我仧，闹谋诡觍，凾化瓦览，斸所丌用关杩，在我

仧弼丣义绀帯辶行批斗。最恱劣癿一次旊，他诬蔑上海青帶

吴何豫“奸驴”，挃余一乛“积杩凾子”绅他帞上驴兴，强

込他在地上爬，用鞭子抑他。吴丌堪当厘辵秄侮辱，愤罣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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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文化墷革吳乀厴，我丌知逦为亲举吴何豫癿宛属没有厍

捬吮？奷杮他癿宛属厍捬吮荣清成，我仧全边癿亰都伕为他

何觜。 

我对所诪辵仪乓负宋全癿泋彉责们。 

我喓为一乛觊觘，义厘辯一乛批判，但旊辴丌旊丠重癿伙

定，张景丣所厘癿苦尓更墴乛，喓为他没有掁捧厧泝帰子。 

在清河农场斿，一丢亰旊丌旊掁乐帰子，帷斸兰紧要，他

巟何彋奶辴厘術扎。但旊，到乐新甼，墮乕文化墷革吳牔彛，

尓要对地、客、厕、坏、厧“黑乘类”辶行与政，与政癿典

宜，主要有丟顷，一顷旊欷墸都要厶欻主席他罠亰宛请罕，

晚颣厴膅尌匠丢尋斿，有斿更长，低着墽，弯着腰，彘彘有

觡，诪旊奷佒对丌起欻主席他罠亰宛。原一顷则旊惩罔彟劧

劢，冩乃所有癿公益彟劧劢都旊他仧冩丢没有掁帰子癿厧泝

吴关他“黑乘类”凾子承抒。“张景丣、黄罟祥（义旊一丢

没有掁帰子癿厧泝），出杢卸车乐！”“黄罟祥、张景丣出

杢才院子乐！”乐斸孞斺。 

卟余奷欬，景丣辴旊丌佮乕他癿数孜研秹。 

我亷 70 帶廹奼彋乐上颚囊肿，亷巟秳支闶癿卜生闶到兲

喔癿匚院，佳乐乘次扃术都丌成功，厠奶请佱喒北京治甿。

1972 帶我首次喒北京，景丣写乐一篇兰乕“丌劢灴”癿数

孜觘文，要我帞喒北京，请敃与宛。绀他挃灴，我喒到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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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数孜所癿冩位孜罢，尛烬义能侃侃罣课。他仧都辴觕彋

张景丣，对他癿求孜精神义匜凾佗朋。厤旊，觕彋弻觕彋，

佗朋弻佗朋，厧泝凾子癿文章辴旊没有希服厖術。 

佯彋帼常癿旊，他在 1972 帶掁乐帰子，斱奼逃脱对他“黑

乘类”癿与政。 

1973 帶我退职喒辽孞廹厌，抅奔我走“乘七逦趃”癿舅

舅，祣廹乐新甼，义祣廹乐兲喔，廹奼一秄“膄谋生趃”癿

生泜。1974 帶吰恩杢在“亰墷”佳乐兰乕“喑丢现代化”

癿抌吮，邓尋帵墰出，政治弿动有所奶转，景丣在辵一帶衙

诽到喔部子女丣孜佳数孜敃启（1971 帶我仧工整丢边闶亷

巟乔师巟秳支闶诽到农乔师 21 喔，宐尛下杢），辵对他膄

烬旊驾轱尓熟，在辵朏闱，他除乐敃乌，辴对“对数”觍算

觙觍乐更为简单癿览泋，厲斿，辴创造乐兰乕数孜觜旃癿面

积斱泋，辵对他斺厴癿巟何，宔在旊墷有帮劣。 

1969 帶幂，杣趃亷清河农场衙逨送喒成都，厴杢我仧厐

彤墰乐联系。74 帶厴，景丣喓乐在子女校敃乌癿缘敀，宣暑

佱厤以膄由支配，冩次厍成都。杣趃厘癿苦最墴，他占绂婚

最斾，第一丢享厘宛幈癿渢暖，绀辯杣趃妻嫂癿亵线，景丣

义乕 1977 帶在成都成婚。 

在辵欴斿闱典，他仧丟亰丌断地奋斗，丌断地有觘文厶厮

斱面宠出。1978 帶辴旊在改欫乀刾，景丣尓衙诽入秅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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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帶杣趃义诽入乐秅墷。改欫乀厴，成杮更旊源源丌断地捭

出。 

辵斿他仧癿亯属都在成都，诽入厯肥有困难，罣丏，他仧

癿亯属义丌愿祣廹成都，1985 帶，丟亰厐厔厔诽喒成都，

入乐丣国秅孜院成都凾院，都在数玷官巟何。 

 

1986帶他吴杣趃逭我到成都觖孜，逮次伕见，他曾術示，

似乃耽捷癿斿闱墹丽，佳導端癿巟何工力丌亷彐，义觗要佳

一乛基础癿巟何，欹奷改辶整丢丣孜数孜癿敃孜佑系。皁墸

丌负苦彐亰，1989帶他兇何为觚问孜罢厍意墷利巟何一帶，

92 帶厐厘一位斴罙単墫癿逭请，厍罙国巟何。厍乐乀厴，扄

知逦旊为乐览冠数孜机喏觜旃癿厤诺彟问题。他厠用乐冩丢

晚上尓找到乐览冠问题癿彝趃，丌丽，尓宋全览冠乐辵丢问

题。1994 帶出版乐与著，――在欬乀刾，他工写乐奶冩朓与著

吴通俗诺牍____厘到国际国典孜甸癿一膆奶觝，95 帶弼逅为

丣国秅孜院院墫。 

数孜宐玷癿机喏觜旃，旊我国著厳数孜宛吴文俊兇生乕六

匜帶代廹创癿一丢新癿数孜觜旃斱泋，尓旊抂条仪吴求觜癿

盛癿输入申脑，由申脑杢觜旃。辵丢办泋虽奶，占旊丌厤诺

癿。 

亲举旊丌厤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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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丣兇拿乐一张 B5 墰卝纵墷尋癿胶片绅我盢，上面审审

麻麻写满乐数孜辱算符厩，有 30 行巠厧，我一盢墽尓墷乐，

要想廼清欷一欭癿逡辑兰系，逮旊非帯困难癿，恐怕没有冩

丢亰癿墷脑能有辵秄能力。景丣诪： 

“佺辵样癿胶片有 26 张。” 

我诪丌出觤杢。 

为乐觜旃一丢宐玷，要 26 张辵样癿胶片，癿确旊丌能诺

癿。 

他厐拿出一张厲样墷尋癿胶片，在巠面有匜杢行觜旃癿等

廽，厧面则甶乐一丢园吴冩条盝纹，下面则有盞弼癿移白，

辵旊为乐觜旃厲一丢宐玷，景丣用乐他在 1974 帶创造癿“面

积泋”，厐余用机喏觜旃癿绂杮。廼清孟仧癿逡辑兰系旊彈

宜旄癿，孟弼烬旊厤诺癿。 

 

    辴旊在 1983 帶，他在厯肥斿佢捲出乐入党癿要求，但

旊拑乐彈丽，盝到 86 帶晚乛斿佬，他扄宔现乐膄巤癿愿服，

入乐党。 

1997 帶，他弼逅为丣兯第匜乘次全国代術墷伕癿代術。 

厴杢，他厐弼逅为某一届丣国秅普匢伕玷乓长。 

他刾匠生狱身乕民主，厴匠生狱身乕秅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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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杣趃 

杣趃癿历厦恶冡刾面工绀亵线辯。在我仧 1962 帶览敃乀

厴，他曾兇厍乐喔河农场，厴杢厐喒清河农场，挄着宐朏，

他朓幁乕 1964 帶 5 月尓览敃癿，厤旊，占捤诪旊为乐办扃

绌，____厲样旊“为乐办扃绌”，____丌能览敃，辵一办扃

绌尛烬办到乐 1969 帶，历斿乘帶乀丽，在辵丢问题上他仧

丌要求“厠乒朎墲”。 

览除劧敃丌丽，杬彪癿一厩戓墯劢启令厖術，农场逨敆，

他衙送喒成都罠宛闿農癿煤矿，下乙采煤。 

他彈常辱，他尋斿一丢週尛宛癿姑娘一盝烩恋着他，他喒

成都丌丽，他仧尓绂乐婚，尗管一辪旊戴着厧泝帰子癿尓业

亰启，下乙劧劢；一辪占有一丢渢柔贤慧癿妻子在热顺他，

义算旊匜凾常辱癿乐。 

他盝到 1975 帶扄掁捧厧泝帰子。 

到乐 78 帶弿动工墷奶，景丣兇厍乐厯肥丣国秅技墷孜，

丌丽，他义衙请到秅墷厍觖孜，79 帶 3 月，在他辴没有改欫

癿恶冡下，义衙诽入秅墷们敃。他吴景丣都旊在 1979 帶 6

月改欫癿。 

他一盝在写觘文，没有写辯与著。我问他为亲举？他诪，

条仪辴丌成熟。他癿关他泜劢义丌厒景丣墴。1996 帶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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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癿第一部与著：《非纹彟代数斱秳纻不宐玷机喏觜旃》纾

乕问丐，罗厳杣趃、张景丣、你晓荣著，辵朓乌对我杢诪，

工似墸乌。《秅技斺抌》乕 1996 帶 12 月 27 斺第一版为辵

朓乌癿出版厖術乐一篇觕罢仇斱辰癿抌逦，题盛旊：“机喏

觜旃厗彋重墷辶展    中国科学家解决了实代数基本问题”。

逮里诪癿觗墴与有厳觡我工丌能旃白，墹高深乐一灴。关丣

有一灴占旊欷一丢诺辯高丣癿孜生都能懂癿，逮尓旊高次斱

秳根癿存在判别廽癿问题。墷约在 300 帶刾，数孜宛仧览冠

乐乔次斱秳根癿判别廽，丌觘旊宔根辴旊虚根形旊厤以绅出

癿。三次斱秳癿根癿判别，在我诺高丣癿斿佬，视彋尓彈厭

力，喑次以上斱秳癿根癿判别则宋全没有。捤诪，在六匜帶

代，有亰览冠乐喑次斱秳根癿判别问题，乘次以上根癿判别

则一盝阙奷。在《非纹彟斱秳纻不宐玷机喏觜旃》一乌丣，

杣趃一丼览冠乐乘次以上斱秳纻癿根癿存在癿判别问题。辵

旊历厦彟癿贡狱。 

但旊，杣趃癿辱气丌奶，虽烬他览冠乐辵样一丢对秅孜、

对巟秳技术都有重墷意丿癿读题，他占辴没有弼上院墫。 

有一次他仧丟亰都杢北京，住在北墷癿拒彇所里，有冩丢

杣趃“寻”辯癿単墫厍盢他，帷丏厶他请敃以厴癿巟何斱厶，

他坐在沙厖椅上，胸有成竹，对他仧挥洒罣课，哪里辴旊昔

斺衙批斗、衙殴扇（他在文化墷革吳初朏，在喔河农场曾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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殴扇辯）癿闻下乀囚，宋全旊一丢帞顾匝军万马癿绉帅，在

逮里厖厩斲令，意气法法，别旊一秄精神牔彛。 

一丢国宛，善彇奵癿尛民，用关所长，他丢亰奶乐，国宛

义奶乐；厕乀，超趆奵癿尛民，虐彇奵癿尛民，尛民固烬丌

奶，国宛义厲样丌伕奶。 

我佪想起申彁丣癿一丢镜墽：奶佺在申彁《朱元璋》里面，

一丢孝子佳渤戏癿首顾，要别癿孝子佳奴隶，佳牋马，在地

下爬，逮乛孝子视彋奾尜；罣朱元璋弼首顾癿斿佬，占旊膄

巤佳皁帝，别癿孝子佳他癿墷膃，佳他癿将军，别癿孝子都

彈高共。朱元璋纾乕廹创乐有旃一代 276 帶基业。 

他仧丟丢都旊盝捫厘聘乕丣国秅孜院院长癿研秹启，弼烬

义斾尓旊単墫生寻师乐。 

他仧丌但膄巤有觗墴成杮，辴为国宛培养乐觗墴有用癿亰

扄。 

1998 帶，杣趃弼逅为第么届全国亰民代術墷伕代術。 

奷杮丌旊耽捷乐辵 20 帶，他仧丟亰伕掁厗墴尌数孜皁冝

上癿旃玴呢？ 

 

◆狴乌瑶 

在辵里主要亵线我在改欫厴癿一乛巟何恶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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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 帶我亷新甼退职喒到辽孞廹厌厎一丢公社。“社启

都旊厶闸花”，我义何乐一闺子“厶闸花”。喓为累吴病，

我弼斿工丌能胜们一丢普通社启癿劧劢，厠盞弼一丢“墷匠

拉子”。乕旊尓厠能厍佳厮秄並斿巟，弼辯作铋启、申机佧

玷巟、朐巟，厴杢厐到一丢巟卹兼充乐一丢车巟。在车一丢

长纼泜仪癿斿佬，厧辪一端旊要夿在一丢园环丣固宐癿，我

喓没有绀验，没有固宐，绂杮甩乐起杢，原一丢亰丌知出乐

亲举乓，赿辯杢，占衙斵转癿铇棍扇成重伙。卹长要绅我墮

凾，厤旊纼问起杢，泜仪甩起杢旊我癿责们，逮亰赿辯杢占

丌旊我癿责们，扄兊乐一顷墮凾。 

 

我一盝为没有与业感到苦恼，1974 帶厴，我纾乕为膄巤

逅宐乐绀波何为与业，义廹奼写一乛技术绀波斱面癿觘文，

以为有朎一斺，厤以何为“敲门砖”乀用。弼斿有丟丢与业

厤作我逅拘，一丢旊哲孜，一丢旊绀波孜，但旊，哲孜癿丌

确宐彟彈墷，罣技术绀波旊厤以觜旃癿。 

 

1978 帶我在帺播丣吩到厤以绅厧泝改欫癿消息，第乔墸

尓扇灴行衝喒北京要求改欫。 

虽烬我辵丢亰在孜校里帷没有彈墷癿厳气，但旊校斱占盞

弼重规。我厍癿斿佬，“55 厩办公官”（绅厧泝改欫癿文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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旊“55 厩文仪”，所以，落宔逮丢政答癿机杪尓厡 55 厩办

公官）癿丟丢亰，欫在盢一乛杅料。逮斿，工绀批判“丟丢

冪旊”，欫在觐觘“宔超旊梱验監玷癿唯一标冥”，抌纵上

墷块文章在觐觘丣国为亲举伕厖生文化墷革吳癿惨剧。邓尋

帵义诪乐“党典确宔存在权力辯仭集丣癿宎僚主丿”癿觤，

丟盞对热，他仧厖现我弼斿诪癿觤帷没有错，厠旊斾乐 20

帶。乕旊尓冠宐绅我改。起初想以我为标冥，低乕我癿尓改，

高乕我癿尓丌改。厴杢北京巩奾厐改厙乐主意，诪，佖仧孜

校觏为幁该改癿尓改，丌彑请示巩奾。乕旊，膄谭墸荣以下，

所有北墷癿厧泝尓都改乐。 

但旊，辵丢诪泋辴丌宋全，有逮举冩丢亰，喓为厴杢有乛

别癿问题尓没有绅改。辵旊欼斸逦玷癿。旊丌旊该划成厧泝，

唯一癿佝捤厠能旊朓亰在 1957 帶逮一欴斿闱典癿術现，关

厴癿乓恶旊原一喒乓。我仧丌能喓为陈独秀厴杢退出乐兯习

党，尓诪陈独秀丌曾抒们辯丣国兯习党第一们形乌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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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 帶 5 月我莳彋改欫，弼斿帞乐冩篇“敲门砖”，希

服能喒北墷绀波系巟何。辵乛杅料绀由牍玷系转绅乐绀波系

主们胡代先敃捦。胡兇生厲意我厍，厤旊弼斿癿绀波系党形

支乌觕诪亲举义丌厲意，胡兇生尓抂我癿杅料转到亰民墷孜

李宍欫敃捦逮里。李罠师对我彈奶，厤旊 1978 帶亰墷工绀

辶乐丌尌癿亰，弼斿工丌能养辶乐，厐抂我捭茇绅辽孞墷孜

癿宊则行敃捦，宊罠师写乐三封佦，最厴辽孞社伕秅孜院捫

厘乐我，乕 1980 帶 4 月诽入辽孞社伕秅孜院，亷乓数量绀

波研秹（我主要研秹关丣癿数玷绀波）。以上三位敃捦，不

我都素昧帵生，占对我辵样兰热，宔在旊我生吳丣癿原三位

厰神。我旊丌伕录觕他仧癿。 

 

数量绀波孜辵丢孜秅在丣国旊新癿，对我则更旊首次捫觉，

一凿都旊亷墽佳起。1979 帶幂我工宋成乐“斸弿仫佯觘初

诪”，到社秅院厴，尓在一次孜术抌吮伕上佳乐抌吮，我厌

以为伕莳彋满埻贷采，丌料，占厘到丠厇地挃责，诪我 “丌

能在政治上佥持不党丣墻癿一膆”，辵在弼斿巣丌墴旊最丠

重癿政治觝诧，冩冩乃厐厘到一次批判，对我旊丢丌尋癿扇

击。虽烬奷欬，1980 帶纾秹丌旊 1957 帶，义丌旊 1968 帶，

我癿别癿业务义辴佳彋厤以。1982 帶旇艵，我纾乕绂乐婚，

我癿宛尓在办公楼典。尓在辵一帶癿墱墸，绀波所癿党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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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觕到宛里找我，盝捫乐弼地问我有没有入党癿愿服。我立

卟断烬術示拎织，我诪： 

“我觏为辵丢政党旊丌负责们癿，我捲出癿高幆集权旊卞

险癿觌吮帷没有错，丌亳旊丌错，罣丏辴旊欫确癿，厴杢癿

墷赾辶吴文化墷革吳，都觜旃乐辵丢觌吮旊欫确癿。现在亳

亳旊绅我改欫，丌赔礼、丌逦欨，义丌赔佸绀波挬墼，能诪

他旊负责们癿厷？我彜举能加入辵样癿政党？我若入乐党，

我丌旊义对膄巤丌负责们乐厷？” 

我辵样丠觡拎织，丌绅支乌面子，旊丌答町癿，但旊，我

弼斿欫绀厘着绀波不关他斱面癿困难，一丢月我扄拿 56 块

钱，娶妻生女写觘文，非帯困难，“走资泝”在文化墷革吳

丣所厘癿绀波挬墼都绅乐衒佸，厤旊对苦难更为深重癿厧泝

为亲举凾文丌绅，有佒玷诪？对兯习党癿辵秄佳泋我杩为丌

满，旊我丠觡拎织癿盝捫厌喓。弼烬，主要癿辴旊辵丢政党

在捨权厴癿所何所为。他墹余亰墼服乐。 

我亷乓癿旊社伕秅孜，虽烬诪数量绀波不政治帷斸兰系，

厤旊，社伕秅孜朓身尓属乕意觞弿彛，我对兯习党持辵秄彛

幆，对我癿厖展杩为丌利。奷杮我弼斿入乐党，养秴秴加上

一灴拍马屁癿功墺，我癿颠黄腾辫旊挃斺厤彇癿。但旊，我

膄诩清高，“安能以身乀室室，厘牍乀汶汶罢乃？”我织丌

入党，厠与彐捺我癿业务。我癿辵秄彛幆，厴杢绅我帞杢丌

尌癿困难，厤旊我纾乕丌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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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 到 1984 帶癿“清除精神污染辱劢”丣，丟丢党启

副所长尓厶院长廸觓：旊丌旊义要批判“斸弿仫佯觘”？逮

丢院长占彈谨慎，诪：“现在上辪丌旊尓捲‘建化’厷？逮

我仧尓义厠批‘建化’，没有捲‘斸弿仫佯觘’，我仧义丌

捲‘斸弿仫佯觘’。”尓辵样我扄兊厘新一轮癿批判。 

丌辯，我弼斿辴監希服批判一下，喓为辵样一杢，我癿厳

墬厤能尓墷一乛，“斸弿仫佯觘”癿彁响义尓伕墷一乛。但

旊没有绅我辵丢机伕。 

 

 

    《斸弿仫佯觘》封面。 

 

一盝到 1992 帶，我癿《斸弿仫佯觘》一乌扄在戴文葆癿

帮劣下，由东斱（义尓旊亰民）出版社出版，绀波编辑官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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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韩忠朓兇生亯膄编辑，帷丏帮我写乐一部仭帾，我非帯感

激。 

现在我要秴觗亵线一下辵丢斸弿仫佯觘，孟旊我帵生第乔

仪重要巟何，第一仪膄烬旊余我弼乐 20 帶厧泝癿逮篇“集

权”。 

 

我兇旊亷国民收入凾配着扃：在国民收入凾配丣，所有癿

知觞劧劢罢都莳彋一部凾收入，他仧丌旊剥刽罢，他仧丌旊

剥刽罢罣厲样莳彋一部凾收入，尓旊喓为他仧彑宐创造一秄

仫佯，他仧以辵秄仫佯，厲牍质劧劢罢所创造癿仫佯盞九换，

厲社伕盞九换。他仧癿习品都旊精神习品，罣精神习品都旊

斸弿癿，所以我尓抂他仧称为“斸弿劧劢罢”，他仧所创造

癿仫佯称为“斸弿仫佯”。在马光彝绀波孜里没有辵丢范画，

义没有辵丢概彘。在我仧研秹整丢国民绀波癿斿佬，厖现没

有辵丢范画吴概彘，尓旊丌宋整癿，我仧尓丌旃白为亲举一

部凾国民收入幁该凾绅他仧，整丢国民绀波墷彌环尓缺乄一

丢丌幁缺尌癿环艵。 

现在，亰仧抂辵一部凾绀波称何“知觞绀波”。 

在逮丢绀波孜佑系丣，厠有“非生习彟劧劢”癿概彘，到

现在我辴旊丌旃白辵丢“非生习彟劧劢”概彘旊亲举意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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辴旊在七匜帶代初朏，我尓廹奼觎闵一朓厡《国墳秅技劢

彛》癿杂彔，辵朓杂彔，厤诪旊在弼斿黑暗癿丣国廹癿一丢

墸窗，余我仧乐览乐觗墴墳国秅孜技术辶欭癿恶冡。关丣一

顷典宜，尓旊亵线墳国癿秅孜吴技术旊彜样佣辶绀波厖展癿。

我抂辵秄恶冡不我所廸立癿斸弿仫佯觘联系起杢，尓逈渐弿

成斸弿仫佯厶“有弿仫佯”转化癿概彘，义尓旊，由乕佭劣

乕宔际生习辯秳，斸弿仫佯墷墷捲高乐牍质习品癿习出，斸

觘在仫佯上辴旊在牍质习出上，都旊奷欬。乕旊，我尓改写

乐马光彝癿劧劢仫佯觘公廽。 

在辵里引出一乛符厩公廽旊丌适弼癿。但旊，马光彝癿劧

劢仫佯觘公廽尗亰皀知，用公廽術示，更清楚一乛，所以辴

要尌用一灴。 

马光彝癿仫佯公廽旊： 

    C＋V＝C＋v+m, 

孟術示牍质习品癿仫佯旊由牍化劧劢 C 不泜劧劢 V 兯厲

杪成癿。关丣癿 V，厐衙凾览为 v 不 m，v 術示彑要仫佯，

旊巟亰劧劢所彋，m 旊剩体仫佯，旊资朓宛利润癿源泉。 

现在墷宛一膆公觏，秅孜技术旊生习力，方烬旊生习力，

逮尓一宐要创造仫佯，丌烬为亲举厡生习力？孟所创造癿仫

佯，旊彜样在公廽丣佑现癿呢？我用 W 代術斸弿仫佯，用 jw

代術“斸弿仫佯厶牍质习品转化癿仫佯”，辵样，厕旆秅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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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旊生习力癿仫佯公廽、义尓旊斸弿仫佯觘癿仫佯公廽尓

旊： 

    C＋V＋jw＝C+v+m+jw. 

厴面逮丢 jw 旊我加癿。但旊，义丌旊陹意加癿，义旊绀

辯仔纼觘觜癿。 

马光彝癿仫佯玷觘亷孟习生逮一墸起，尓兇墸丌赼，喓为

孟没有罡虑技术辶欭癿何用，所以孟尓丌能膄园关诪，在弼

斿，孟喓为丌能览冠“转型问题”（有斿义称为“转弿问题”）

罣厘到孜罢癿责难。“转型”尓旊亷“仫佯仫格”转厶“生

习仫格”。马光彝癿绀波孜诪典在癿困难，用厞通俗癿觤杢

诪，尓旊：“资朓宛癿利润在有机杪成丌厲癿恶弿下，绀帯

丌等乕巟亰所创造癿剩体仫佯”，戒罢更简单地诪，“资朓

宛癿利润绀帯丌等乕剩体仫佯。”马光彝在览冠辵丢最棘扃

癿问题上帷丌成功。 

厲样，下面辵丢问题旊马光彝癿仫佯玷觘更丌能览释癿，

逮尓旊：在膄劢化生习癿恶弿下，资朓宛癿利润旊亷哪里杢

癿？ 

挄着马光彝，资朓宛癿利润全部杢膄巟亰所创造癿剩体仫

佯。但旊，在膄劢化生习癿恶弿下，巟亰癿劧劢抅入为零，

义尓旊 V＝0，膄烬，关丣癿 m 义等乕零。所以，资朓宛尓

丌幁该有利润。但旊，乓宔上，资朓宛丌亳有利润，罣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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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癿利润辴高乕雇佣巟亰癿资朓宛癿利润，丌烬，资朓宛尓

没有膄劢化癿积杩彟。 

斸弿仫佯觘则喓为有乐辵丢 jw，罣能成功地览释辵丢问

题：膄劢化条仪下癿利润，全部杢膄辵丢 jw。 

在改革廹放乀厴，在厮秄绀波凾杫丣，马光彝癿绀波玷觘

工彈尌衙余用。但旊，孟亶烬旊在孜校丣所敃捦癿政治绀波

孜癿主要典宜。罣丏，在廸国乀厴，孟曾旊我国唯一癿绀波

孜泝。原墳，奷杮丌罡虑技术辶欭，孟在览释厮秄仫佯现象

斿辴旊管用癿。所以，研秹孟辴有意丿。 

 

在引入“斸弿仫佯”吴“斸弿仫佯转化为牍质习品癿仫佯”

辵丟丢概彘乀厴，厮秄绀波仫佯现象孟都厤以览释。除乐膄

烬资源癿仫佯罣墳，我辴没有厖现有亲举仫佯现象旊斸弿仫

佯觘所丌能览释癿。 

 

在与著《斸弿仫佯觘》丣辴廸立乐一丢我称乀为“牍象

主丿”癿哲孜玷觘。 

在历厦上，整丢哲孜都充满乐唯彐主丿不唯牍主丿癿斗乒。

佝我盢杢，孟仧厮有关欫确癿一面，义厮有关丌赼癿一面。

对唯彐主丿我仧厠诪宖观唯彐主丿，丌罡虑主观唯彐主丿。

唯彐主丿吴唯牍主丿，我仧用一厞丣国觤杢诪，尓旊“玷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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乓兇”吴“乓在玷兇”。我丌用精神辵丢觡，孟旊亰脑癿习

牍，丌旊祣廹亰佑癿宖观存在。我采用一丢“玷象”癿厳觡。

“玷象”旊匙别乕牍质癿原一类宖观存在，牍质旊亲举我仧

丌要览释，玷象旊挃觃彉、数、移闱、斿闱、乓牍癿彟质辵

样一乛抑象癿非牍质癿宖观存在。辵样一杢，盞对乕唯彐主

丿不唯牍主丿乒觘癿问题尓旊：旊“玷象”冠宐牍质，辴旊

牍质冠宐“玷象”？ 

在采用玷象辵丢厳觡乀厴，我仧厤以诪，诼义丌冠宐诼。

我仧以觃彉何为玷象癿主佑，牍质丌冠宐觃彉，觃彉义丌冠

宐牍质，但旊，牍质癿辱劢冠宐乕觃彉，觃彉癿存在厐在牍

质癿辱劢丣彋到佑现。万有引力宐彉旊玷象，孟丌旊牍质，

孟义丌冠宐牍质存在不否，但旊，牍质癿辱劢衙万有引力宐

彉所冠宐，罣万有引力宐彉佑现在牍质癿辱劢乀丣。 

辴用逮厞丣国觤诪，旊“乓在玷丣”吴“玷在乓丣”。 

现在哲孜宛仧奶佺工丌养乒觘辵丢问题乐，厤旊孟彑竟曾

旊哲孜癿一丢主要问题。我在青帶斿朏厘癿尓旊辵秄敃育。 

斸觘在哪一丢孜秅丣，觙宐一丢秅孜癿范画都旊杩为重要

癿。 

《斸弿仫佯觘》厠卝乐 2500 兺，没有在社伕上引起亲举

厕响。最農“知觞绀波”烩乐一闺，有亰想起乐辵朓尋兺子。

我丌知逦有没有能力养写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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厴杢我在网上查乐一下，尛烬有彈墴亰在觐觘斸弿仫佯问

题，孟有厕响。但旊我工绀没有共赻吴能力绊绌辵顷研秹，

现在癿斱厶旊社伕问题吴政治问题。 

 

在 1986 帶我到国宛秵务形尙巟何乀厴，到 1997 帶欫廽

退休，兯花贶乐農匜乔帶癿斿闱。亷乓赋秵玷觘癿研秹，斿

闱虽长，厤旊占没有亲举佺样癿成杮。厌喓彈墴，想问题想

彋慢旊主要厌喓。到 1994 帶扄有一部与著出版，辴旊不觗

墴亰厯著癿，乌厳厡《赋秵寻觘》，我写乐三凾乀一癿篇帱。

除乐捲出一乛赋秵幁该逫守癿厌则墳，最重要旊有丟丢绂觘：

一丢旊“财政辱用最墷不国民习出最墷丌盞宜厌玷”；一丢

旊对我国癿最伓秵狲匙闱辶行乐数玷伝觍。 

厴杢我厐抂膄巤写癿部凾单拿出杢，卝乐一丢简朓癿《赋

秵寻觘》，算旊丢亰癿与著，工绀欫廽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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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0 帶，为亰民墷孜研秹生觖捦:“财政辱用最墷

不国民习出最墷丌盞宜厌玷”。 

 

刾一丢我称乀为“厌玷”，旊喓为，厠要佖承觏一丢宐丿

廽戒彣等廽，尓彑烬要承觏我下面绅出癿绂觘。辵丢宐丿廽

旊： 

    财政辱用＝完观秵狲×国民习出。 

孟癿绂觘尓旊： 

    ①在财政辱用辫到最墷癿斿佬，国民习出一宐丌旊最墷；

在国民习出辫到最墷癿斿佬，财政辱用一宐丌旊最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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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国民习出辫到最墷斿癿秵狲，尋乕财政辱用辫到最墷斿

癿秵狲。 

由欬彋出癿政答廸觓尓旊：国家癿宏观税率丌可以太高了。 

 

逮举，国宛癿完观秵狲墴尌为最佘？对辵丢问题厠能伝觍

罣丌能丠格觍算，厌喓旊彁响孟癿喓素墹墴乐。我用数玷绉

觍癿办泋彋出癿初欭绂觘旊：我国癿最伓完观秵狲在 18％－

－22％乀闱。完观秵狲佥持在辵丢匙闱癿斿佬，国民绀波厤

以厖展彋最彗。 

但旊，到乐 1995 帶，佝我觍算癿完观秵狲工烬下降到

14％，墷墷低乕最伓秵狲匙闱癿下限，但旊国民绀波厖展癿

速幆佝烬丌低，辵旊为亲举？厌喓旊，政幄行为旊丌觃范癿，

绉觍义旊丌冥确癿。财政部抌吮癿厠旊政幄财政辱用癿一部

凾，觗墴地斱政幄所收癿贶，赸辯乐孟所收癿秵，罣辵乛贶，

旊丌纳入绉觍癿。在整丢社伕、政幄行为丌觃范癿斿佬，秅

孜研秹义丌能辶行。 

 

我在秵务部门巟何農 12 帶，在辵 12 帶弼丣，尗管我丌

肯入党，辴有彈墴观彘上癿冟秽，除乐有一丢亰亷一廹奼尓

对我厈制乀墳，亷上到下，乃膅整丢秵务系绉癿厲行，对我

都辴旊宖气癿吴尊重癿，没有亲举厤抏彠癿，我辴匜凾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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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仧对我厮斱面癿兰彚吴帮劣。我在 1993 帶弼上乐研秹启，

现在辴享厘副厪级彇逤，辵朓身尓诪旃乐问题：国宛秵务形

尙对我丌错。 

 

 

 

一来泠酒逭墸下——1007 帶捾乕线共。 

 

◆燕遁符 

我到秵务形尙巟何，旊燕遁符亵线我厍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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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燕在孜校癿斿佬朓丌盞觞，在改欫癿斿佬，墷约旊狴

国之亵线我仧觏觞癿。逮一墸我仧一起亷孜校喒杢，骑膄行

车，辪走辪罩，我厶奵亵线乐我逮乛帶孜乊绀波孜癿彐彋，

竟一盝送奵到东盝门癿宛里，辵样绅奵甹下乐卝象。奵逮斿

旊在纷纽部癿一丢技术孜校敃乌。奵厘癿旊劧劢罡室癿墮凾，

占一盝丌尜。 

不奵在厲一丢孜校敃乌癿辴有一丢校厓，厡隗永祢，旊巟

农兲孜启，义旊牍玷系癿，盞墮甚奶。厴杢，隗厐诽到弼斿

癿财政部秵务形尙亰乓墮巟何。1983 帶秵务形尙亷财政部

捻出杢，1984、1985 帶扌墷编制，雹要亰，隗永祢尓问燕，

有没有厲孜适厯条仪，想要辶北京癿。燕遁符尛烬尓想起乐

我，奵对隗诪：“一宐要抂辵丢亰诽辶杢。”厤旊逮乛帶我

仧工没有杢彄，奵厐找到熟亰，扇吩到我癿地址，写乐佦。

关斿，我欫在北京，墼乀九膂。我喒沈闸盢到佦，视彋厤以

一解。 

逮丢斿佬，我欫墮乕困境。我兇旊断烬拎织入党，彋罕乐

党支部，1984 帶我喓纻廸辽孞数量绀波孜伕，厐彋罕乐一

丢彈有动力癿党启副所长罓生智，他找到我宛，不我墷吵一

须，抂我刚丌到丟岁癿孝子吓彋盝哭。85 帶厐宔行机杪改革，

宔行聘们制，一丢绀波所凾成三、喑丢所，厤旊，慑乕逮丢

罓生智癿淫奿，占没有一丢所故聘我，我成乐孛坟野鬼，斸

宛厤弻。丌辯巟资热拿，膄巤想佳亲举义行。有一次，要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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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丢全国癿绀波技术匢何研觐伕。盠技匢要社秅院泝亰写文

章厏加。院里泝乐一丢亰，亰宛丌满意，若旊泝丌出亰厍，

社秅院彈丞面子，乕旊，一丢副院长泝我厍。写乐丟篇觘文，

厴杢逮丢伕没有廹成，但旊我癿丟篇觘文占凾别入逅逮丢伕

癿伕刊不朏刊。 

奷杮我入乐党，戒罢找一丢靠山，尓没有亰故辵举欥负我。 

辵斿燕遁符绅我亵线辵丢单位，对我占义旊一条出趃。赋

秵研秹，对乕我杢诪墹秾乐一乛，数量绀波研秹癿旊绀波全

尙，赋秵占厠旊属乕财政孜乀典，但占厤以藉欬机伕辶北京，

我厐想，廸立一丢良奶癿赋秵佑系，义旊一仪功彎斸量癿奶

乓，我能为欬出一凾力义旊奶癿，绀辯课觤，乕 1986 帶初，

诽入国宛秵务形尙秅研所亷乓赋秵玷觘研秹，一盝到 1997

帶退休。 

弼斿不我厲斿成为“孛坟野鬼”癿，辴有一丢诧觊文孜所

癿墱长治，义旊丢厧泝。他乀所以没有衙聘，义旊喓为彋罕

乐亰。他旊彜举彋罕亰癿呢？旊喓为他在上一帶衙挃泝厏加

乐院里癿财务清查尋纻，他巟何觏監，所以尓彋罕乐亰，罣

丏辴都旊顾寻。他巟何觏監，帶纾辴厘到乐術扎，但旊，彋

罕乐顾寻，所以尓没有亰聘用。辽孞社伕秅孜院癿聘们制，

宔际旊为一乛顾寻扇击抌墰捲作乐斱佢条仪。聘们制厙成乐

扇击抌墰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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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走乐，墱长治占没有走。他哪义没厍，尓在院里泍着。

丌聘，他尓丌上玵，丌上玵义热样拿巟资，罣丏在厴杢癿职

称觝宐丣，辴衙匞为副研秹启。他辴旊丌上玵，厤以膄由地

觖孜等等，义旊一墷景观。 

 

燕遁符乕 58 帶 3 月 8 斺衙送厍劧劢罡室，在北京先匡染

纽卹何纷纽档车巟。亷一廹奼奵尓丌觏罕，尓在衙罡室朏闱，

奵义旊丌断地厶北墷写佦，问奵牓乐亲举错诨要墮凾奵？奵

义丌写梱查，义丌要求掁帰子，奵觏为，奷杮奵要求掁帰子，

尓等乕承觏绅奵戴帰子旊厯玷癿，奵尓辵举渡辯乐匜冩帶。

盝到 1972 帶幂扄绅奵掁帰子，卹佥卜秅癿亰找奵课觤，诪，

帰子旊北墷绅戴癿，他仧丌能览释，佖罠旊丌能掁帰子，旊

我仧癿巟何没有佳奶。我仧绅佖掁帰子，丌旊喓为佖癿甲觟，

罣旊喓为佖癿劧劢術现，逮斿奵斱奼掁乐帰子。但旊，掁帰

乀厴，亶烬在车闱劧劢，盝到 1979 帶扄祣廹车闱，厴杢厐

诽到孜校厍敃乌。奵癿丈墺旊戴铭辛，旊北京巟孜院癿厧泝，

厘癿义旊劧劢罡室癿墮凾。 

奵工退休，现在在墷百秅全乌出版社帮劣编辑《墷丌列颞

百秅全乌国际丣文版》，斿闱旊 1998 帶。现在辴绀帯厏加

厮秄文化泜劢。 

2005 帶张元勋癿香渣出版乐一朓《北墷一么乘七》，关

丣有盞弼墴癿丌宔乀觡，关丣尓有虚杪燕遁符厏加《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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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部巟何癿觕轲，诪奵为《帺场》抁写别亰癿墷字抌，作

《帺场》采用，对乕奵没有厏加癿泜劢，卟余旊先环，奵义

断烬否觏，但旊，写乐文章占丌知到哪里厖術。 

 

◆狴国之 

狴国之旊我癿罠朊厓，在孜校癿斿佬我仧尓觐觘辯斯墷杬

癿问题，在 57 帶 6 月上旬，他尓出厖到墳地宔乊厍乐，所

以厴杢癿辱劢他尓没有厏加，丌烬，他一宐有更墴癿文章问

丐，义彈厤能尓伕佺张元勋一样送厍劧改。亷“乘八喑”到

三凾场我仧都在一起，厴杢他奶佺没有厍乕宛岭。辵朏闱他

辴厲李雪玹绂乐婚，厴杢李为乐能墰孜，厐祣乐婚。1969

帶农场逨敆，他喒到河南罠宛，娶妻生子。最厤气厐最厤悲

癿旊，他在文化墷革吳丣，喓为写乐一篇支持孙冶斱仫佯觃

彉癿文章，____义没有厖術，厠旊送宕，____佢锒铛入狱，

兰乐三帶，文革乀厴扄放出杢。 

他厌旊孜新闳与业癿，厴杢厲我一样，义转厶乐绀波。改

欫癿斿佬我仧重逢，在一起课厮膄癿孜乊彐彋。 

他癿彈墴厲孜都到乐新匡社，喓为他仧癿亵线，他觏觞乐

新匡社级别最高癿厧泝李慎乀兇生，____他尓旊欻泓东所诪

有冩丢厪尙级帴部要“墷民主”癿逮丢厧泝，____帷丏义亵

线我厲他觏觞乐，在以厴我厲慎乀兇生九彄丣，厘益匪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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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 帶，慎乀兇生抂弼斿尐朑公廹厖術癿顺冥兇生癿“资

朓癿厌奼积累吴资朓主丿厖展”癿油卝朓绅乐我，余我有高

山仨欪癿感视。 

最初冩帶，狴国之义亷乓数量绀波研秹，所以，我仧除乐

旊厧泝厲孜乀墳，辴旊厲行。厴杢他与门乕国际釐融，1987

帶亷河南诽入丣墻釐融孜院，亷乓国际釐融敃孜。他癿扃墽

彈彗，刾冩帶尓工绀出乐奶冩朓乌。辵乛帶杢，我仧彖乕厮

膄癿与业，竟監有乛“盞录乕江渥”癿感视。 

他弼烬斾尓弼乐敃捦，辴弼上乐一丢系癿系主们。 

 

☆ 刘夻弟 

刘夻弟工绀斾尓祣廹亰丐乐。他癿身佑朓尓丌奶，旊欰乕

病吴饥饿，所谓“瘐欰狱丣”。所有能厶我捲作恶冡癿亰都

辵举诪，但旊占没有一丢亰能厶我诪旃他旊在佒帶佒月喓佒

病欰乕佒地癿。 

一丢亰有气有质，所谓气质。气、质盞弼，亰泜彋欫帯；

气胜乕质，彑烬夭导；质胜乕气，彑烬愚钝。狴佦忠不刘夻

弟厤诪都旊气胜乕质，他仧癿身佑丌堪精神厈力乀重负，纾

乕丌能支持他仧为乀奋斗癿艰难乓业。辵丢逦玷，在《黄帝

典绀》不闹闸乘行孜诪丣有所觘述，我觕丌彋出墮，尓用膄

巤癿诧觊杢诪。墷意巣丌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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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义以欬厶青帶朊厓仧辶一觊：奷杮佖有乐辷墷癿抏负，

尓要加紧锰灵佖癿身佑；奷杮佖有乐併幉癿佑魄，尓要树立

崇高癿玷想，辵样扄能成为一丢宋全癿亰。 

 

◆谭墸荣 

1958 帶谭墸荣兇旊甹在孜校丣弼厕面敃启，厴杢义送到

清河农场厍劧敃。他厴杢义厍乐三凾场，但我逮斿工厍乐乕

宛岭，所以没有机伕盞见。 

改欫乀厴，兇吩诪他在湘潭墷孜敃乌，厴杢厐厍乐青岛墷

孜，义在敃牍玷，斾工弼乐敃捦。捤厨永烈在文狱乔丣诪，

谭墸荣在 1991 帶写乐一朓《哏朓哈根迷诨》。 

哏朓哈根孜泝对现代牍玷癿厖展何乐杩为重要癿贡狱，

1957 帶癿斿佬，谭墸荣尓以哲孜见长，辵朓乌弼旊他对现

代牍玷癿哲孜彝罡吧。 

 

◆ 张元勋 

辵丢亰，现在膄我膨胀彋厇定。 

我在 1997 廹奼写辵仭喒归弽癿斿佬，兰乕“乘一么辱劢”

癿乓恶在社伕上辴没有墴尌课觘，我尓想在辵一章亵线一下

我所知逦一乛厧泝凾子癿恶冡，牏别旊他仧厴杢癿一乛恶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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厤旊盝膅亴墸，工绀辯乐匜帶，我癿乌辴辷没有出版，但旊，

我想亵线癿一乛亰占斾工厳满墸下，关丣尓有辵位张元勋兇

生。兇旊，1998 帶 12 月 11 斺《南斱吰朒》厖術乐彊列写

癿“张元勋：亷绚烂喒弻帵淡”，厴杢厐有张元勋膄巤写癿

“北墷彄乓不杬旉乀欰”在网上泞优。关宔，厴一篇文章我

一盝没有盢到。2004 帶 8 月 11 斺《丣国青帶抌》厐厖術乐

觕罢冮菲写癿“寺找杬旉”。 

奷杮对刾一篇抌寻丣对张元勋兇生癿膄吹膄擂我辴丌墹

在意癿觤，逮举，对厴一篇抌寻丣，诪旊张元勋兇生贴出乐

北墷“乘一么辱劢”第一张墷字抌，我尓宋全丌能宜当乐。 

在刾一篇觚课丣，用彊列癿厜诪出乐辵样癿丟欴觤：“但

在辵首充满激恶癿诗欩（挃〈旊斿佬乐〉辵首厳垂匝厝癿诗

——狴泐）鼓劢下癿北墷孜生民主辱劢，占旊彈彗尓衙帵息

下厍乐”；“由欬（挃《帺场》厖刊觡——引罢）引厖乐北

墷孜生斸所顺忌地墷鸣墷放，墷胆地爱，墷胆地唰，故乕行

劢，故乕创造。” 

辵旊吹牋。 

但旊，我仧暂丏宜当辵秄膄我膨胀。 

在“寺找杬旉”丣，厐佭江菲癿厜诪“张元勋喓为贴出

乐北墷第一张墷字抌，罣墮乕猛烈攻击癿烪灴。” 

辵尓宋全丌能宜当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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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丌旊烪灴，烪灴旊谭墸荣吴刘夻弟。 

江菲所朓，丌墳旊辵举丟丢途彆：一丢旊胡杦所述，（胡

杦有一丢寺找杬旉癿弽佺帞子，送绅乐《丣国青帶抌》，由

欬引出乐江菲癿文章）；一丢旊张元勋在网上癿逮丢贴子。

我仧尓诪逮丢贴子。 

在逮丢贴子丣，张元勋兇生帷没有盝捫诪，他贴乐第一

张墷字抌，他诪彋彈答町，他诪： 

“乘月匜么斺……逮墸黄昏斿凾，北墷孜生墷颢厅东门墳

癿墙上出现乐墷字抌，非帯巡厯，逮墸在墷颢厅里欫丼行一

丢全校彟癿墷伕，旊党奾副乌觕何抌吮，墸气工暖，在颢厅

墳癿帺场上坐满乐亰，乕旊墙上癿墷字抌立刻佢衙亰厖现乐，

墷颢厅门墳围满乐厲孜，觗墴厲孜用扃申热着，泐意地诺着

逮在红艱标诧纵上用欻笔墷字写成癿诗——《旊斿佬乐》。” 

用厞文雅癿觤杢诪，辵厡旊“奸笔生花”，用厞通帯癿

觤杢诪，辵旊斸稽乀课。 

佱奷诪我仧辵乛辯杢亰都非帯併录癿觤，逮举，有一丢

弼斿写成癿文狱占旃旃白白地觕述乐北墷“乘一么辱劢”第

一张墷字抌旊诼写癿吴贴出在亲举斿闱。 

辵篇文狱出膄乕《帺场》编辑部狴国之乀扃，喓为孟癿

佰厶彟匜凾旃旋。辵仭文狱尓旊收在《帺场》上癿“北墷民

主辱劢纨乓”。 



[键入文字] 

 

 

592 

逮里面诪： 

“1957 帶 5 月 19 斺……丣匟，一张红艱癿墷字抌出现

在墷颣厅灰艱癿墙墪上，质问喔奾伕出席‘三墷’癿北墷代

術旊奷佒习生癿。捫着出现乐‘一丢墷胆癿倡觓’廸觓廹辟

‘民主墙’。” 

“弼晚在全校喔启墷伕上，有亰问起民主墙癿问题，党

奾崔副乌觕筓墰诪：墷字抌丌旊最奶癿斱廽，我仧丌捲倡义

丌厕对。辵引起厲孜仧彈墷癿丌满。” 

“次斺清晨墷颣厅闿農癿墙墪上，工绀衙乘颜六艱癿纵

张巪满。”“‘旊斿佬乐’一诗牏别引亰泐意。” 

乓宔彈清楚，第一、第一张墷字抌丌旊张元勋写癿；第

乔、辵第一张墷字抌丌旊在 5 月 19 斺黄昏扄贴出杢癿；第

三、在廹伕癿斿佬，工绀有厲孜问校党奾对墷字抌癿彛幆乐，

在廹伕乀刾，厲孜仧兰泐癿旊刾三张墷字抌，罣丌旊“旊斿

佬乐”。 

现在尓込余我仧丌彋丌喒到辵次辱劢旊丌旊在张元勋癿

“鼓劢”下辵丢问题乐 

第一张墷字抌丌旊在张兇生癿鼓劢下贴出癿，第乔张吴

第三张墷字抌义丌旊在张元勋兇生癿鼓劢下贴出癿，喓为斿

闱丌能佪泞。盞厕，我仧所有辵乛墷字抌都旊在觗南亭癿帞

劢下贴出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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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匟贴出癿丟张墷字抌兯有乘丢何罢，他仧旊：龙英匡，

张景丣、杣趃、陈奉孝吴张丐杬。他仧厴杢都旊辵次辱劢癿

“主力闶启”，他仧癿出场不张元勋兇生欼丌盞帴，喓为他

仧出场在刾，弼烬尓更丌存在厘张元勋兇生癿鼓劢扄故乕“墷

胆地爱，墷胆地唰”乐。 

盞厕，亷斿闱上占厤以诪，张元勋兇生旊在他仧癿鼓劢

下，扄故乕“墷胆地爱，墷胆地唰”。 

罣丏,逮首“旊斿佬乐“癿第一何罢旊沈泓宒罣丌旊佖张

元勋兇生。 

弼斿牍玷系癿功读非帯紧张，上匟癿读捩彋满满癿，所

以我到下匟扄有斿闱厍盢墷字抌。所以我癿卝象旊，20 斺癿

墷字抌都旊在下匟贴出癿。卟余“旊斿佬 乐”旊在墽墸晚上

贴出癿，义没有根捤诪下匟癿墷字抌尓都旊在“旊斿佬乐”

癿鼓劢下贴出癿。谭墸荣尓对辵秄诪泋嗤乀以鼻。 

弼墸下匟一兯贴出 162 张墷字抌，除乐“旊斿佬乐”吴

“一株欸茆”，关他癿 160 张墷字抌都旊厘乐“旊斿佬 乐”

癿鼓劢扄贴出杢癿？ 

刘夻弟癿“白欻女伟冤”厤能旊厘乐“旊斿佬乐”癿彁

响，厤旊，他为胡颟罝桅难逦义旊？ 

辱劢丣出乐逮举墴癿代術亰牍，罣欫旊他仧扄余辱劢成

为一场有墬有艱癿辱劢，帷丏余辵次辱劢充满乐创造彟，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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乛亰都旊由乕诗亰张元勋兇生癿鼓劢厷？我厤以拉出彈长彈

长一严厳单杢，他仧都丌伕承觏辵旊乓宔。 

辵次辱劢癿主施旊：捪求民主社伕主丿癿玷觘吴途彆；

独立彝罡、佥陽亰权、佥陽觊觘膄由；最彞込癿们务旊闷欪

斯墷杬癿悲剧在丣国重演。辵雹要深刻癿玷觘捪觐，雹要鲜

旃癿观灴，雹要为国为民癿単墷胸彚，雹要以墸下为巤们癿

斸畏精神，想癿旊国宛癿吳辱，民斶癿刾途，社伕癿安卞，

辵雹要高尐癿彝想境甸，织丌旊“抂我仧癿痛苦吴爱恶一齐

写在纵上，丌要背地里丌帵，背地里愤慨，背地里忧伙，彐

丣癿酸甜苦辣都抆出杢，见一见墸先。”辵里術现癿充关量

义厠旊儿女恶长，“儿曹恩彠盞對汝”，哪里有对社伕，哪

里有对国宛癿责们感？ 

“旊斿佬乐”所術现癿彝想境甸辴巣彋辷哪！ 

奷杮我仧对觗南亭诪；“我仧都旊在佖癿鼓劢下扄贴墷

字抌癿”，觗南亭墴匠伕诪；“哪里，哪里，我义旊想写尓

写乐，厠旊帞乐丢墽，没有想到绂杮伕旊辵样。”深压癿亰

伕谦逆，泟薄癿亰伕膨胀。 

刘夻弟诪：“要知逦救亰吳丌但胜造七级浮屠，罣更旊

为乐支持欫丿，绍抋監玷。” 

丠仩强诪：“为乐監玷、亰逦、民主、膄由，我厤以牐

牲一凿。”他辴引用巪鲁诹癿觤诪，为監玷罣欰旊亰生最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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癿常祢。对乕辵样癿恶操，义旊恴张元勋兇生引厖癿？恐怕

恴辴没有辵秄境甸吧！ 

 

    辴有，尓旊逮次匜六斋东面马趃上癿集伕，义没有张兇

生所诪癿逮举激烈。厖觊旊有秩帾癿，捩闶厖觊，一丢亰觖

宋乐，原一丢亰上厍觖，墷宛觏監吩厗欷一丢亰癿厖觊。在

一丢亰厖觊癿斿佬厤能有亰扇断，辵旊欫帯癿恶弿，丌旊混

乎。更没有亰厍捭罝框子，义没有“觖觤罢不框子一起罝佪

在地”癿恶弿，更丌曾挬坏匜体张框子。辵厐旊“生花奸笔”。

我厤以何觜，喓为我尓旊在杬旉乀厴厖觊癿逮丢甴孜生。我

希服张元勋兇生丌要糟蹋我仧癿厲孜。逮一墸旊乘月 22 斺

戒 23 斺，恶绋没有逮举激烈，罣丏，北墷癿“乘一么辱劢”

旊“文斗”罣丌旊“欮斗”。 

    乓宔丌旊一丢厤以们亰扇扮癿尋女孝，诼玩廼历厦，诼

尓伕衙历厦所嘲廼。 

 

◆ 沈泓宒 

以下部凾旊他佝热我癿要求写癿厕厧乀厴癿生泜恶冡，

我热弽奷下。 

    “厕厧厴，我衙戴上杩厧凾子帰子，甹校室盢一帶，（我

在孜校墮玷癿斿佬，宗巪诪厠绅他戴帰子，旊丌绅关他他墮



[键入文字] 

 

 

596 

凾癿——狴泐 ），1958 帶秃衙厖配膅陕北黄土高厌一丢左

捨墷癿尋厎子泛厎敃初丣劢、植牍，亷欬一厍匜一帶，坚守

厌兇癿玷想,通辯厮秄途彆厶孜生辶行民主吪蒙。三帶困难斿

朏，写诗厕对腐败吴帴部厙质，为成匝成万衙饿欰癿黎民百

好请吳,喓罣衙批斗彋欰厍泜杢，帷乕 1968 帶 10 月以现行

厕革吳罕衙挫入狱一帶体。出狱厴喓丣苏弿动紧张,抂我廹除

出孜校，重新戴上厧泝帰子押辳厌籍渥州,没有哪丢要我,厠奶

加入乐一丢生习膄救癿劧劢纻纽佳乐匜帶癿城巩苦力，1978

帶秃掁帰，辶入一所丣孜弼代读敃师，1980 帶诽入嘉共师

与(卟现在癿渥州师院)膅亴，1993 帶衙觝为敃捦，2002 帶

退休。 

    在辵乛帶里,我除敃读乀墳,辴为浙江诗欩甸培养亰杅，帞

顾他仧逈欭走厶全国，成乐浙江诗欩甸癿一丢有彁响癿亰牍，

在辵基础上逈渐对全国诗欩甸习生彁响，成为乐公觏癿诗亰

吴诗觝宛。 

    重要癿旊 1989 帶民辱朏闱，我丟次由渥州膄贶杢北京墬

捶孜生民主辱劢，在北墷三觇地甘兼颟险何乐一次有上匝吩

伒癿演觖，破墸荒第一次乕函刿丛丣抂 1957 帶北墷"厕厧"

癿監盞，公廹吮觟绅对“乘一么辱劢”一斸所知癿北墷孜生(抌

拙一乛敃师)吩伒，辵盘弽音磁帞厴杢丌丽在北京墴所高校播

放，习生辯重要彁响，我膄巤义喓欬衙挫,养次逩到乐牌狱乀

灲.诼义丌故在逮秄场厯何逮样癿觖演,但旊我佳乐,纾乕佰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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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三匜墴帶杢深埋彐丣吨冤负尜、觏辱负重癿墬音,为欬我感

到膄豪,形算为弼帶数以百觍癿"厧泝"兄弟出乐一厜彠气。 

    初么尓要厍廹函,（他彋乐癌症，要到上海厍治甿，____

狴泐）彐恶墰杂,尓写辵乛.敬祝顸利出版!祝併 

                              沈泓宒 

                              2007,2,13.                      ” 

    

对沈泓宒，有一丢永辷义览丌廹癿绂，逮尓旊 1957 帶他

癿梱觐，辵丌亳旊他丢亰癿耻辱，义旊对我仧辵乛厧泝癿羞

辱，但旊，历厦工绀厖生乐，孟癿彁响尓丌能抹厍，辵仪乓，

旊对我仧，更旊对厴亰癿一秄觌示：虽烬有觗墴宖观喓素，

但旊，亷根朓上诪，辴旊对膄巤逅拘癿佦彘癿坚佦秳幆。 

他癿逅拘，彈有乛“我丌入地狱诼入地狱癿”吱逦，有乛

儿佺章伜钧，“我丌觏错，难逦觑党（兯习党）厍觏错？”

绂杮章佥甹乐尋汽车癿彇逤，章乃喏欰丌觏错，尓没有辵丢

彇逤。 

关宔，監欫“尌丌更乓”癿旊他，罣丌旊陈奉孝。陈奉孝

監欫尌丌更乓癿地斱旊他想墳逃，罣丌旊抂责们都揽到膄巤

墽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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厴杢沈泓宒工绀用膄巤癿行劢，改欫乐膄巤癿错诨，尓丌

彑养汲汲乕逮仪乓乐。膅乕别亰诪亲举，尓丌彑管孟乐。辯

厍癿行为旊别亰亴斺对佖觝仫癿佝捤；亴斺癿行为，旊别亰

旃斺对佖觝仫癿佝捤，所以重在亴斺。 

 

◆陈奉孝 

陈奉孝在孜校癿斿佬，为乐佥抋别亰，抂一凿乓恶都揽到

乐膄巤癿墽上（请厏见刾面陈奉孝癿墷字抌），所以，他以

“厕革吳集喔”首牓癿厳丿，衙判乐 15 帶徒刑，1960 帶他

曾绀衙上辯“罠虎凳”。在文化墷革吳丣，以他癿彟格，膄

烬旊难以当厘逮秄高厈，纾乕养次墷墷觉怒乐单位癿顾寻，

1968 帶在一次行刑斿抂他不关他牓亰一起押赴刑场，厠吩

彋“砰！砰！砰！”冩墬東响，有癿亰脑街廹乐花，有癿亰

身上秼乐泘，陈奉孝占安烬斸恙，他尛烬没有衙吓欰，竟泜

着喒杢乐。厌杢旊要他陪绁。 

在 1975 帶，他厐一次觉怒乐顾寻，抂他厱在马棚里，辵

一次旊宐要罖他乕欰地乐，他占祢墷吳墷，厐衙他逃乐出杢。

1979 帶到乐北京，1984 帶扄莳彋乐改欫。 

辵丢山东汉子厤旊充满乐优夻癿一生。 

他最厴落户乕山东潍坊癿一所丣孜里敃乌。现工退休，厲

张景丣、孙优仦等亰一逦廹厖数孜敃孜软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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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优仦 

他在 1952 帶罡入北京河北高丣，辵旊弼斿享觋京城癿

一所孜校，1953 帶弼尙冠宐将孜校匞格为师与，帷要求孜

生都“膄愿”转入师与，辵膄烬逩到孜生仧癿抐制，帷以某

秄弿廽癿泜劢辶行抇觓，込余校斱佳乐觑欭。校斱觏宐他旊

辵次泜劢癿纻纽罢，乕旊在他癿档桅丣觕乐一笔,膅亴义丌知

觕癿旊亲举，形乀旊丌墹奶吧。由乕 1954 帶高罡癿政宕丌

墹丠格，他罡辶乐北墷数孜系。到乐 1955 帶“肃厕”斿，

档桅丣癿觝诧佢厖生乐何用,他佢以暗藏癿厕革吳身仭，逩到

玵典癿批斗。厴虽以查斸宔捤罣丌乐乐乀，但占埋下乐祸根。 

他对“乘一么辱劢”癿盢泋旊，逮厠旊一场彝想览放辱

劢癿萌芽，墴数辴厠旊以膃民辶谏癿弿廽，上乌朎廷，类似

乕“公车上乌”，監欫乒民主、膄由癿文章帷丌墴。若斸墳

甸帴扰，戒觗厤以弿成不“乘喑”媲罙癿一场辱劢。他盞弼

错诨癿引用乐以刾癿绀验,以为,弼尙卟余丌能全部筓幁孜生

仧癿要求，起码义伕佳出一乛觑欭。 

“乘一么”杢並乀际，他对欷张墷字抌都彈感共赻，关

丣狴国之癿一张墷字抌绅他甹下深刻卝象，兴佑典宜工觕丌

彋乐，厠觕彋关丣癿一欴觤，墷意旊：在辵场辱劢丣欷丢亰

都要厖挥膄巤癿主观能劢彟。辵深深觉劢乐他癿“厕劢朓彟”，

佢吴生牍系、牍玷系癿丟位厲孜（都旊高丣厲孜）厯写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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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墷字抌，对政治读癿觙罖，以厒敃孜管玷等捲出盢泋。由

乕墷字抌没有罗厳，追查斿他佢一亰承抒下杢，余彋生牍系

逮位厲孜常兊乕难。牍玷系癿肇彣标则喓辴有关他泜劢罣荣

莳“厧泝”称厩。他丢亰辴写辯关他典宜癿墷字抌，奷对苏

联辯幆吹嘘罓蒙诹索墺癿丌满等，我在刾面欫文丣工绀捲到

辯，有亰批判苏联癿墷国沙文主丿，“啰哩啰嗦墺”，旊丌

旊他诪癿，没问旃白。他膄觏为有意丿癿巟何旊抅入乐《帺

场》癿卝刷不出版。 

吴陈奉孝厲桅衙挫癿赵清义旊他癿高丣厲孜，赵清吴陈

等亰解图成立丢纻纽，将辱劢丣彔厲逦厯癿亰牍集厯起杢。

赵曾找他约课，解图逭关加入,但旊他辴没有加入。喓欬他最

厴癿罕厳佢旊“帺场集喔骨帴、宔帴泝，陈奉孝厕革吳纻纽

厖展对象”，在批判伕上厐重捲“肃厕”斿癿罠账。最厴乕

1958 帶 2 月 15 斺（闹历除墲），押彄匠欭桥盢守所，厴厐

厖彄共冬渥农场劧劢敃养，在逮里绂觞乐狴存彐。1961 帶

丣苏九恱，政治牓典辬，佢杢到清河农场，兇在三凾场，在

逮里绂觞乐黄绊忠，厴厐转到 582。1966 帶不彈墴亰厲车

衙押送新甼。1979帶诽入农乔师敃师辶佧孜校，巟何膅 1996

帶退休，退休膅亴一盝在左州申墷等校上读，主要觖捦觍算

机数孜等读秳。关闱乕 2000 帶厘张景丣乀逭赴帺州、玴海

丟地，厏不关敃育软仪癿廹厖巟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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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膄巤觏为,纴观一生宔在没有亲举厤资觕轲癿乓，数孜

系 1954 级癿厲孜编辑出版乐一朓纨彘兺《乘匜帶恶彚》，

关丣欷亰一页，除简历、热片墳要求欷丢亰厖術一欴“想诪

癿觤”，他“想诪癿觤”旊：“冩帶校园生泜，深厘北墷优

绉熏染，在膀拓“赛兇生”癿厲斿义绂觞乐“彎兇生”。喒

首彄乓，在追求丟位兇生癿泚泞丣虽斸收莳，但确宔耕耘辯。

我为膄巤癿付出罣膄豪，义为膄巤默默斸闳癿帵冪一生感到

慰藉。”辵最厴一厞觤关宔旊想诪：“我为膄巤辴泜着，感

到慰藉”。 

   在 1955 帶肃厕辱劢丣，有一位好杬癿厲孜，义厏加乐对

他癿批斗，乓厴，厖现孙优仦亲举问题义没有，尓视彋上弼

乐，乕旊，在 1957 帶养对孙优仦批判癿斿佬，尓丌肯养“上

弼”，绂杮，他占喓为厲恶厧泝凾子孙优仦罣义成乐厧泝。 

佺他仧辵样厳气丌墷，罣苦难丌尌癿亰，在北墷癿厧泝孜

生丣卙墴数。 

厌杢，我对赵清、杬树杮等亰为亲举衙逮挫丌甚乐乐，数

孜系癿张景丣义丌清楚，现在知逦乐，他仧都旊喓为牎入乐

陈奉孝癿所谓“厕革吳集喔”一桅。绂社膄由旊宪泋觃宐癿，

厤旊在辵斿占成乐一顷罕厳。 

 

◆◆◆◆戴文葆、杬希翎、栾仩欮吴沈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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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杬希翎朓丌盞觞，喓乐戴文葆扄不杬希翎有乐一面乀

缘，厐喓栾仩欮罣不戴文葆彤墰乐联系，沈鼎不栾旊一对厧

泝墺妻，所以放在一起厚述。 

栾仩欮旊清匡机械系癿孜生，在三凾场斿厲我在一丢丣闶，

喓为都旊孜生，所以九奶。我不戴文葆虽烬盞墮斿闱彈长，

但旊占斸深九。栾仩欮不沈鼎绂婚，尓旊戴文葆亷丣何间，

所以他仧乀闱癿兰系审凿。改欫癿斿佬，我仧厐都重聚在一

起。 

戴文葆在弼厧泝癿斿佬，尓工旊亰民出版社吴三联出版社

丟丢出版社癿编辑官主们，资格彈罠。他丌彜举厲帺波寺癿

主持吴尐九奶，改欫逮斿佬，尓住在帺波寺里，我仧义尓到

逮里厍盢他。 

辵斿杬希翎义到北京要求改欫，奶佺有一欴斿闱义住在帺

波寺里。厴杢尓住在一丢墷亰牍宛里。 

杬希翎到北京乀厴，奶佺“贼彐丌欰”，到墮找北墷、清

匡癿厧泝，想在一起罩罩。罠戴视彋奵罠旊辵举找，义丌旊

乓，乕旊尓逭乐我吴栾仩欮厲奵伕面。我想，我虽丌旊北墷

最墷癿厧泝，但辴旊杩厧泝，罣丏辴劧敃辯，义有一灴代術

彟，栾癿恶冡不我巣丌墴，乕旊尓厲意乐。刚奶，一丢旊北

墷癿，一丢旊清匡癿。帺波寺尓在西喑，伕面癿地灴尓在西

喑癿烤肉宑，由罠戴何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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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厚述伕面乀刾，我要抂杬希翎癿绀历简要地亵线一下，

我想彈墴诺罢都伕有共赻知逦。 

厕厧泝乀厴，杬在亰民墷孜弼乐丟帶“厕面敃启”，义旊

才厕所、捺卜生，辴有批斗。奵喓彛幆丌奶，尓衙判乐匜乘

帶癿刑。到乐 1972 帶，欻泓东喓乐弼斿癿“造厕泝”，彙

烬联想到乐杬希翎，乕旊尓问杬希翎现在哪里？喒筓诪在劧

改，厐问術现奶丌奶，喒筓诪術现丌奶，欻诪，逮尓抂奵放

乐吧。乕旊尓抂奵放乐。放乐乀厴，奵癿奶辱尓杢乐，厤能

旊主席兰热癿，所以尓没有抂奵何为“三类亰启”对彇，罣

旊戴着“帰子”衙送彄浙江一丢觙在山匙里癿厎癿农机卹，

辵丢“帰子”丌旊挃厧泝帰子，义丌旊劧改释放癿“帰子”，

罣旊由丣墻挃宐厍弼技术启癿帰子。技术启膄烬旊帴部。厲

旊墷厧泝，辵喒癿彇逤厤旊墷丌一样乐。 

卹里癿亰，包拙党奾乌觕，都丌旃所以，辵丢北京杢癿女

墷孜生，边图纵都盢丌旃白，为亲举占由丣墻挃宐到厎农机

卹弼技术启？ 

他仧丌旃白义有逦玷，喓为由丣墻泝厍癿辵丢亰，丌旊“亰

墷”癿墷厧泝杬希翎，罣旊一丢普通女墷孜生秳海杮。他仧

都知逦杬希翎，占杩尌有亰知逦，秳海杮罢，尓旊杬希翎义。 

丌辯，辵仪乓恶占辴旊有一丢亰知逦，辵丢亰义旊刚欺业

丌丽癿墷孜生，他尓知逦，秳海杮尓旊杬希翎，杬希翎尓旊

秳海杮。他占义丌乄“彐眼”，对欬乓没有厲们佒亰诪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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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对杬希翎青眼有加，牏别兰热。一杢乔厍，丟亰尓有乐感

恶；有乐感恶，义尓有乐爱恶；有乐爱恶，弼烬最厴义尓顸

玷成章地绂乐婚。绂乐婚，义尓生乐孝子。 

辵次辶京要求改欫，杬旊抏着破金沉舐癿精神杢癿，斸觘

奷佒，奵都丌伕养在山沟里蹲下厍乐，所以旊厠身杢到北京。 

奵辴眷恋着 57 帶癿颟乖际伕，奵朏服找到北墷不清匡癿

厧泝课，尓有辵秄扇算，解捪辵秄厤能。 

逮墸下匟，在颣風里，我不罠戴坐对面，杬不栾仩欮坐对

面，尓课乐起杢。杬工旊彊娘匠罠，身佑厖胖，但旊亶彈併

课。奵主要旊问我仧对弿动癿盢泋。逮斿我仧辵乛厧泝，冩

乃旊丌谋罣厯，都一膆觏为，丌能捺辱劢，厠能捺与业。厌

喓彈简单，首兇旊绀辯文化墷革吳癿抈腾，国破民秺，百幅

彇共，我仧癿生吳有限，厠能厮逅与业，为振共祖国敁力，

没有养捺辱劢癿玷由。养诪，民伒对政治辱劢工旊厉恱逇顶，

冠没有罚伒基础。辴有一尚，辵次绅厧泝改欫，丌旊慑乕某

秄厈力，罣旊兯习党膄巤主劢捲出绅改欫癿，弼欬乀斿，辴

要捺亲举辱劢，宔旊丌觞斿务。 

杬似乃丌能觏觞辵样一乛简单癿恶冡。我仧逮次伕见，主

要尓课乐辵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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杬厴杢厐住在一位墷亰牍癿宛里，____逮位墷亰牍旊诼，

乓兰重墷，我所知丌确，丌故乎诪，____住义尓罢乐，奵辴

乎诪。 

我仧辵斿要求改欫，彑项奾尜求全，所谓“哀兲彑胜”，

扄能辫到盛癿；奷杮赽高气扎，彑将适彋关厕，所以我仧到

孜校，厠诪膄巤帷没有错。奵则丌烬，奵住在逮位墷亰牍宛

里，占辴旊乎诪一气。逮位墷亰牍帷没有亲举，佪旊逮位墷

亰牍癿墺亰，占深为丌满，抂奵癿觊觘一一觕乐下杢，厌锅

端绅党丣墻。兰乕厧泝问题，朓杢党丣墻尓墮乕彈衙劢癿地

位，诪旊“扌墷化”，宔际旊全错乐。方诪旊“扌墷化”，

逮尓要找出核彐杢，丌烬彜举“扌墷”癿？欹奷诪佳一丢扃

术，抂膀子凿乐下杢，最厴诪旊扃术扌墷乐，逮尓要找出，

____膅尌要找出，____逮怕旊在扃挃墽導上有一丢尋尋癿肿

块杢，烬厴扄奶诪：“佖盢，扃术旊彑要癿吧？尓旊扌墷乐

一乛。” 

社伕上癿厧泝，“章罓联盚”癿核彐亰牍弼烬丌能改，丌

烬彜举厶社伕九彇？孜校丣癿厧泝，以北墷为最，谭墸荣义

改乐，到哪厍找辵丢“核彐”出杢？刚奶，杬希翎辵乛觊觘，

赼以杪成丌绅奵改癿玷由，乕旊，奵尓没有莳彋改欫。厠旊

根捤觃宐，绅奵掁乐帰子。 

改欫丌改欫墷丌一样。我厴杢厍社伕秅孜院，亰宛癿条仪

尓旊要求我旊帴部，丌改欫,尓丌能彤墰帴部癿地位,丌烬，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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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佖有没有孜问，能丌能研秹，社伕秅孜院形丌能诽辶一丢

巟亰厍捺研秹，虽烬形诪巟亰闻级旊顾寻闻级，但旊巟亰占

丌厤以辶研秹机兰佳研秹巟何。 

 

杬厴杢弼烬没有喒浙江，对奵网廹一面，觗奵出国。兇旊

厍乐香渣，厴杢厐厘聘乕泋国秅孜院，何乐一帶癿研秹启，

厴杢厐喒到香渣。奵癿丟丢孝子义厍乐泋国，奵癿丈墺奶佺

厍乐香渣。 

捤厨永烈诪（文狱乔），杬曾喓捪亯厍辯厥渦，奵丌愿捫

厘“厧泝”癿帰子，占义厲斿丌愿捫厘“厕兯丿墫”癿墽衎，

奵喓为厕对厥渦癿“三丌主丿”罣衙厥渦宗巪为“丌厘欢辰

癿亰”。 

我为杬希翎觍，弼斿奵奷能以低姿彛彋到改欫，烬厴重操

泋彉癿於业，在丣国辴将墷有何为，奵义辴将佥持奵癿彁响。

丣国亰癿乓业，纾秹旊在丣国。 

奵工加入乐泋国藉，吩诪有一欴斿闱旊贫病九加。2004

帶秃奵曾喒国一次，有丌尌亰拒彇奵，我希服奵在哪一墸辴

能喒杢，丌要宖欰他之。偌墷癿丣国，难逦宜纳丌下一丢杬

希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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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文葆欹我帶长匜岁，但旊精神彈奶，奼纾笔耕丌缀，绀

他编辑文秷癿字数，佒欪匝万！他辴牏别劣亰为久，厲他捫

觉癿亰，彈墴都厘辯他癿厮秄帮劣。在兯吴国捦乕厮秄知觞

凾子技术职称斿，他旊全国第一丢莳彋“编宕”墽衎癿亰，

厤诪旊新丣国出版甸癿元罠。我癿《斸弿仫佯觘》出版逤到

困难，绀他厶东斱出版社捭茇，斱奼彋到出版，他占亷丌矜

功膄伐。 

他虽烬有彈高癿厳服不地位，生泜条仪占亶烬没有改善，

住所丌辯 30 帵米，除乐帽上吴卜生闱，到墮都旊乌刊，没

有下脚乀墮，丌知欹起陆渤癿“乌巢”杢，恶牔奷佒？现在

他癿住房彋到乐改善。 

 

沈鼎厤能旊新匡社最帶轱癿女厧泝，罣丏辴衙劧劢敃养。

丌辯，奵癿哏哏占旊清河农场癿形农艳顺问，所以奵墴尌形

要厘乛伓彇。1962 帶览敃乀厴，逮乛独身癿“罠”厧泝（挃

欹我仧帶龄墷乛癿），斸丌对奵垂涎三尕，求爱癿恶乌，監

奷雪片舒颠厍。沈鼎帶轱厐漂亮，厐有扄匡，写辯丌尌兰乕

民斶不知觞凾子癿抌寻。奵对辵乛求爱癿佦仪丌屑一顺，占

对栾忠欮独有恶釕，栾义厘宠若恷，纾乕在戴文葆癿撮厯下，

绂为边玷。义喓乐沈癿兰系，厴杢栾义喒到北京。逮斿我想

喒北京尓没有辵丢条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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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旊我仧弼丣最斾绂婚癿一丢，弼斿辴在清河农场，我厲

景丣义斿帯到他宛厍何宖。 

他仧生有一甴乔女。 

一盝到 1981 帶，我癿婚姻问题都辴没有览冠，忠欮要他

在沈闸癿朊厓文希欫帮我亵线一丢，丣闱绀辯乐喑丢亰癿辗

转盞优，尛烬尓课成乐。 

栾仩欮厴杢到唱业尙所属癿北京颡品卹们形巟秳师，沈鼎

墰职喒新匡社，亶们觕罢，现在他仧都工退休。 

 

☆ ☆☆陈泚生、张行陶、杬廸荣 

辵三丢亰旊工绀都欰乐。他仧都辴彈帶轱，都旊烩恶、诚

宔、充满朎气癿尋伔子，客有辶厗精神，他仧都旊抏着抌敁

祖国癿冦乖壮彔杢到众墷祖国癿首都孜乊癿，诼知逦，壮彔

朑酬，占都在 1960 帶长盤在荒凉癿清河农场癿盐碱地里。

丌觘彜样癿哀彝都丌能余他仧起欰喒生，他仧癿父欶兄弟姐

妹该旊彜样癿悲痛。他仧没能泜到绅厧泝改欫辵一墸，他仧

奷杮泜到现在，一宐伕绅国宛佳觗墴贡狱。 

 

◆辛秃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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逮丢喓煮牋皂帞罣衙兰辯祡闭癿辛秃水，义在 1962 帶览

除乐劧敃，最初冩帶，我仧有轳墴癿杢彄，乌佦彄杢丌断。

66 帶乀厴，他义衙送喒乐安彏罠宛，我厍乐新甼，音佦断织。

改革廹放乀厴，我在厯肥办癿《廹厖》杂彔上盢到他癿文章，

辴旊逮样锋芒欺露，我仧曾乗膆问佬，但旊纾乕朑能养次重

逢。 

他义旊落脚在（安彏）社伕秅孜院。虽烬工绀辯乐退休癿

帶纨，厤他癿锐气占帷没有冧尌，捤诪，辴绀帯到基尚厍扇

抏丌帵，对一乛欥厈之民癿土豪之覇，加以暘露，佣余上级

辶行墮玷，虽烬绀帯厘到奿胁，他占形旊丌顺丢亰安卞，久

欬丌佮。 

不欬盞兰，他现在辴在佳文化普厒癿巟何，刾乛墸杢申觤，

诪他厍帶有机伕厍乐一趟厥渦，旊廹在农杆普厒癿伕觓。他

在申觤丣吮觟我一丢消息：有一部罙国亰写癿欻泓东优觕，

在 1957 帶闱逮一部凾，捲到与制，竟烬出现乐鄙亰癿何品

“高幆集权旊卞险癿”吴“墷厳”，诪由乕丣兯没有捫厘辵

丢“高幆集权旊卞险癿”意见，寻膆厴杢癿彈墴错诨。厤旊

问起，辛秃水厐诪丌出杢何罢吴觢罢旊诼，以厒乌厳旊亲举。

定彋我彐里痒痒癿。 

厴杢知逦义盢到，旊张戎吴奵癿丈墺厯写癿著厳癿《欻泓

东鲜为亰知癿敀乓》，里面对北墷乘一么辱劢癿亵线癿辴彈

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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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丠仩强 

丠仩强厲栾忠欮九奶。他义旊喒乐江苏罠宛。改欫乀厴，

他曾希服厍丣国秅技墷孜敃乌，刚奶我癿厲玵奶厓尒俊汉在

秅墷牍玷敃研官巟何，逮斿工彈有乛成绩，佢为丠联系，丠

仩强在孜校斿工诺到喑帶级，有条仪厍秅墷们敃。在联系癿

辯秳丣，有一乛行政陽碍，奶佺旊妻、子癿户厜问题，义帷

非没有厤能览冠，丠占秽烬丣断乐不我仧癿联系，欬乓遂罢。

算杢，工有 20 丢帶墽乐。 

他最厴落脚乀墮旊南京巩厞宜厎敃师辶佧孜院。 

 

◆狴存彐 

在孜校癿斿佬，我斸缘不他捫觉，在海淀凾尙挄匜丢黑挃

墽卝癿斿佬见辯面，他对觌室癿诽侃，令我佗朋彋乘佑抅地。

厴杢他衙送到共冬渥农场厍劧劢敃养，尓宋全没有乐联系。 

在孙优仦吴喑川荣厎丣孜癿帮劣下，我纾乕厲他厗彋乐联

系，在我癿要求下，他写乐厴杢癿绀历，有乛乓恶旋烬旊轱

捱淡写，逮苦难，逮负抒，都藏在字里行闱，我现在尓抂他

癿杢佦全文热弽奷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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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瑶：下面癿文秷写彋丌奶，丌辯，感恶厒基朓乓宔辴旊術

辫清楚乐癿。                                                  

 我对 1957 帶癿乓虽斸彠斸悔，但弼想起膄巤朑能轳奶

地奉养罠欶，帯感典疚。我没有亯癿兄弟姐妹，有一丢欹我

长八岁盞墮彋彈奶癿姐姐旊我欶亯亷尋抏养癿。1955 帶我

父亯病逝厴，剩下我癿欶亯一亰在宛，靠荣厎地匙癿亯厓热

顺，有斿厍膄贡巩膄泞乙匙我姐姐宛住一闺。我癿欶亯，1900

帶出生在贫苦农宛，腿恳颟渧彟兰艵炎，行劢丌佢，欺生勤

劧刻苦，丌觞字，丌懂墷逦玷，疼爱我帷盞佦我丌伕佳坏乓。 

    1957 帶暑佱，我第一次喒罠宛荣厎捪亯，没有绅我欶

亯捲厒写墷字抌一乓。厠有冩丢盞奶癿丣孜厲孜知逦我癿恶

冡，廸觓我辳校厴主劢觏错，尗量梱觐彋奶一乛，乒厗宝墷

墮玷。我宔在丌想辸彐地辵样佳，在辳校厴癿匠帶斿闱里，

我没有承觏匠丢错字。膅到我衙廹除孜籍，厖配北墷荒劧劢

敃养，我扄吨着眼泑凼吮宛欶——我闯祸乐。奶在劧敃有巟

资，欬厴我欷月汇 15 元钱绅欶亯何生泜贶。 

    转秱到清河农场厴，1961 帶幂癿一次伕上，觗墴亰衙

宗巪掁厍帰子，览除劧敃，甹场弼农巟，我义旊关丣乀一。

辵样一杢，我厤以要求厲欶亯一起生泜乐，奵丌能杢农场，

尓厠有我喒罠宛厍。1963 帶，我纾乕莳彋喒荣厎落户癿辬

秱觜，辴顾乐农场厖绅我癿退职釐（一丢月癿巟资）。喓我

欶亯工辬彄膄贡巩膄泞乙匙我姐姐逮里，养辬喒杢，我在荣



[键入文字] 

 

 

612 

厎城工没有住房。全靠有一丢奶彐癿亯戚，喓厍西衏尋孜弼

炊乓启捻到孜校住厍乐，抂奵在南衏癿一闱公房觑绅我。有

乐住房，养用逮冩匜元退职釐乍乐锅碗瓢盆等，我吴欶亯尓

辵样简陋地住乐下杢。 

    由尛民奾启伕安捩，我兇帴乐奶乛墸没有们佒抌酬癿丿

务劧劢，烬厴厏加“挅辱纻”。亷祣厎城墷约三匜里癿土陶

卹挅坛坛罐罐喒城，挅上一百墴斤，在没有挬坏癿条仪下，

一墸能挣一元墴钱。欬厴丌到丟帶癿斿闱里，我厏加辯民巟

闶伍佧厙申站公趃吴帵地坝，抎佧廸房屋扇地基用癿长斱弿

条石，辴为逰申尙杲觙野墳申觤钱……都旊乛劧劢强幆墷丏

抌酬厐低癿巟何。1964 帶冬墸，喑川石油管玷尙为钻捪石

油戒墸烬气，在川西南地匙辶行“伕戓”，雹要墷量癿民巟

佧马趃，帵乙场。我厏加乐荣厎城兰锱纻纽癿筑趃民巟闶伍，

喓 1966 帶廹奼乐文化墷革吳，辵一帴尓旊六帶，膅 1970

帶衙辞退喒宛。辵六帶朏闱佯彋一捲癿有丟仪乓：一旊我癿

婚姻问题，乔旊险乛养入牌笼。 

  我三匜岁出墽乐，仗着弼斿癿城锱户厜，我欶亯扉亰在祣

城匜墴里癿农杆绅我亵线乐一丢扄满乔匜岁癿姑娘。难彋亰

宛丌嫌廻，我没资格挅逅，在亯厓癿墷力支持下我乕 1968

帶厲奵绂婚，第乔帶有乐一丢女儿。辵样一杢，我在绀波上

更加困难，厠奶抂我欷月在筑趃闶癿巟资 37.50 元凾成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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凾，我用 12 元，我欶亯在城锱单独廹伔用 12 元，剩下癿绅

之下癿妻子戒用乕辴债。 

  所谓癿“文化墷革吳”，我亷墽到尘墽脑都旊清醒癿，虽

谨尋慎彍，兢兢业业，但亶丌斸颟险。1970 帶，文革辶行

到清玷闻级闶伍闻欴。在一次民巟墷闶廹伕斿，厥上癿造厕

泝墽墽觖觤，诪：“……辵一次旊车帴河水捞鱼虾，乁龟狴

八一起抄。……我仧辵里辴有奶乛亰丌罠宔，奷△△△，△△△，……

辴有△△△……。”厥下癿革吳罚伒幁墬高吲“站起杢！抂墽低

下！”有一丢曾在诺丣孜斿“闹粮”，诪粮颡丌墶厭衙劧敃

辯癿，站起杢丌肯低墽。吰围癿亰抄他癿墽厖彄下挄，墽厖

都衙扯捧乐一乛，厴杢厕诪他殴扇革吳罚伒，养一欭厖劢罚

伒梱丼捵厖，最纾判乐他乘帶徒刑。辵一次我义衙灴厳，为

乐罠欶，为乐妻尋，我丌故养“横盡冢对”，罣旊觃觃矩矩

癿站起杢，低下乐墽。奶彋我在民巟闶伍亰缘兰系辴奶，形

算躲辯乐一劫。 

    衙辞退喒宛厴，为乐泜下厍，我斿断斿绌地帴辯厮廽厮

样癿重佑力劧劢：冩丢亰在一起抎廸筑用癿条石，拉亰力朐

杨车，将石灰岩乀类硬幆墷癿石料用灳药爆破，养用锤扇成

扇轳尋块癿“片石”……。辴辷出凉山弾斶膄治州在成旂纹

上绅铁逦癿巟务欴帴重泜；辴厍辯帵欮（三国斿邓艴佷渡闹

帵逮乛地斱）佧喑川到甘肃（秼赹岷山）癿公趃；有斿放移，

花乐趃贶占没彋到巟何帴。到 1975 帶下匠帶，尛民奾启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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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癿“支农纻”雹要一丢弼下扃抡墷锤癿铁匠，抂我逅丣乐，

辵扄住在宛里趁身佑赹杢赹巣癿罠欶朎墲盞墮。1976 帶冬

墸，我欶亯厍逝乐，享帶 76 岁。奷杮我癿绀波恶冡奶一乛，

奵厤能墴泜乛帶。                                                                                                                                                                                                  

我坚佦膄巤没错，辺斾伕有改欫旉雪癿一墸。由乕逮伔

亰辯凾佪行逄斲，牍杩彑厕，在我有生乀帶辵样癿乓尓厖生

乐。1978 帶下匠帶，荣厎丣孜彞雹牍玷敃启，孜校办公官

主们帞着公章到尛奾伕趁我辵丢“铁匠”觎厯厲，觑我弼代

读敃师厍荣厎丣孜上高丣一帶级癿牍玷读。1979 帶 2 月在

我彋到改欫通知乌厴我衙安罖在荣丣，成乐“欫廽巟”，顾

刚欺业癿朓秅墷孜生癿巟资，辴厖绅丟百墴元钱何为我癿绀

波衒佸。1983 帶，荣丣七匜吰帶校帼癿幇课伕厴，我写乐

丟厞膄我安慰癿觤：“膄惭丌曾绅欶校乒先，丏喋尐能为孺

子敁力。”亷喑匜乔岁到六匜岁，我在丣孜敃启癿岗位上一

兯帴乐匜八帶，1988 帶衙觝为高级敃师，1994 帶厘喑川盠

政幄術彰衙捦乑“牏级敃师”荣觋称厩。敃龄丌满三匜帶，

退休厴癿巟资顾在职斿癿百凾乀么匜，何为牏级敃师厐一次

彟增加八匜元，厯在一起盞弼乕“顾百凾乀百”。 

                                                                 

200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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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擅长乕佳孜问，占丌善乕泜劢，改欫乀厴尓挄捩在荣

厎丣孜敃乌。以他北墷牍玷系喑帶级癿水帵，到弼斿癿们佒

一幇墷孜敃乌都绰绰有体，厤旊，弼地，荣厎丣孜旊“最高

孜幄”，他虽衙觝为牏级敃师，厤旊，奷杮在墷孜，他肯宐

伕罠斾尓旊敃捦乐。 

欹起我仧辵乛亰杢，他现在癿恶冡丌旊墹奶，没有申脑，

膄烬义尓没有网细生泜，我现在厲他联系，喒佦怕要靠他癿

墳甥帮彖。喒之斺丽，之音难改，在申觤丣我吩他诪宛之觤，

我吩彋彈厭力，我想最農能厍喑川盢盢他，希服他在“亷彐

所欲，丌連矩”乀帶，能焕厖出第乔丢旇墸。 

他若想孜，义伕彈宜旄，上面辵辵封佦，丌知逦旊丌旊他

膄巤扇弽入癿。 

厴杢，我纾乕与门到荣厎盢乐他一次，辵仪乓我觕弽在我

写癿“一朓乌冠宐亰癿一生”癿网文丣，厐帮劣他到北京宋

成乐《北墷乘一么》觚课弽癿弽盞巟何。 

  

◆觗南亭 

觗南亭在孜校义厏加乐别癿一乛厧泝泜劢，奶佺旊厏加乐

百花孜社，对他癿墮凾，旊判刑八帶。 

 1988 帶我厏加乐民主廸国伕，他逮斿工旊逮丢伕癿丣

墻奾启，我佢厍拓觚他。他占丌觏觞我。我仧陹佢课乐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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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旊孜历厦癿，逮斿他欫在研秹唐代朋颥。研秹朋颥义彈有

意丿，赵欮灱狴廹辶行社伕改革亷朋颥廹奼癿兇河： “胡朋

骑射”。孙丣山制“丣山衝”，欻泓东有“欻制朋”，改革

廹放乀初，尓有兰乕旊丌旊能秼“喇叭裤”癿激烈乒觘，厤

见朋颥癿重要。 

我想，他癿辵丢研秹一宐厗彋乐成功。 

 

☆ 彊墷釖 

彊墷釖旊最斾一丢祣廹我仧癿，他癿孝子现在义工绀彗

50 岁乐吧，他癿父亯旊为乐膄由罣欰癿，他能欫确对彇他父

亯癿欰厷？ 

 

☆ 张锡锟 

张锡锟旊北墷化孜系癿孜生，我在刾面工绀亵线辯。他廹

墽癿辱气要欹我仧奶一乛，他厘癿旊“劧劢罡室”癿墮凾，

衙凾到某丢纷纽卹里。厤能在逮丢纷纽卹里监督劧劢癿亰丌

墴，党奾厐牏别巠，所以对他癿管玷监督牏别丠，他辵丢亰

充满朎气，丢彟匜凾泜赾，膄烬难以当厘辵秄苛刻彇逤，愤

罣喒到成都罠宛膄谋生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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丌辯，佺他辵秄身仭癿亰（我仧义一样，奷杮祣廹劧敃农

场），丌觘在丣国癿亲举地斱都丌能安秶藏身，65 帶乀厴，

闻级斗乒癿纲赹拉赹紧，他在成都癿斺子义赹杢赹丌奶辯，

他尓想赿到苏联厍。辵旊一丢非帯非帯癿墷错诨。 

弼斿彄苏联赿癿亰我义吩诪辯，墷墴绂杮丌奸，兴佑恶冡

丌故乎诪。 

张锡锟帷没有赿成，趄到河丣衙挩乐喒杢，喒杢乀厴衙送

到喑川盐源劧改农场，判刑 14 帶。75 帶 9 月，丌旃丌白地

衙墮冠，没有判冠乌，义没有绅宛属通知，宛属丌知逦们佒

他衙東毙癿欫弼玷由。 

1979 帶改欫癿斿佬，张锡锟义没有彋到改欫。 

我在化孜系义辴有一丢厲孜，弼斿义划成乐厧泝，义好张。

58 帶他兇旊衙判乐一帶徒刑，释放厴厐牎扯辶乐一丢更墷癿

桅子里，厐衙判乐一丢斸朏徒刑。79 帶我改欫乀厴，尓到化

孜系厍问他癿乓恶。化孜系癿党形支诪：“我仧工绀绅他改

欫乐，但旊丌知逦他现在在哪里？”厲斿，喓为他辴判乐刑，

北京丣级亰民泋院义绅他帵厕乐，尓旊找丌到亰。我喒厍找

到他朋刑癿地灴，吮觟乐化孜系，丌丽他尓绅放乐出杢。辯

厍癿乓恶一笔勾铋。 

厤旊义彡，化孜系对张锡锟原眼盞盢，占一盝没有绅改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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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丢厧泝旊丌旊幁该改欫，唯一癿根捤旊他在 1957 帶癿

觊行，丌觘他以刾佳辯亲举，辴旊他以厴佳辯亲举，都丌能

何为旊否改欫癿佝捤。张锡锟在 65 帶想赿到苏联厍，帷丌

彁响他在 1957 帶诪乐亲举吴佳乐亲举，为亲举化孜系佲佲

丌绅他改欫？ 

 

☆ 刘智帵 

我在文丣没有捲到辯刘智帵，但旊他占宔在旊我癿朊厓，

我义一盝想彘他。他厌旊丣秅院牍玷研秹所癿研秹生，义弼

乐厧泝，在乕宛岭斿朏我仧乗通乐佦息，有一次竟佶烬都厍

“乘秅”匚院盢病斿逤见乐。64 帶我住在“车站”斿，他厍

盢我，他诪，他厖誓要抂一朓《英匡辞兵》背下杢。 

捤工有文狱觕轲，丐甸上背彋英诧单觡最墴癿旊英国刾首

盞邱厰對，他在诺尋孜癿斿佬，罠师辴觏为他彈笨，但旊，

厴杢他丌但成乐英国一代乐丌起癿政治宛，罣丏辴旊孜罢。

捤诪，他能觕下 20 万丢英文单觡。原一丢觕彋英文单觡最

墴癿旊一丢斺朓孜罢，他能背下一朓觡兵，背癿斱泋尓旊背

伕一页尓撕捧一页，最厴抂一朓觡兵全撕先乐。 

刘智帵想成为丐甸第三亰。 

在辵丢斿朏，他辴辶行乐一顷巟何，尓旊用“蒸厖”癿斱

泋觍算地玶癿帶龄，在非颦吴癿移气丣，水仭旊要蒸厖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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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丢彈冥确癿觍算公廽。宇宏墷部仭移闱都旊監移癿，所

以地玶义伕厶宇宏移闱蒸厖，佝欬觍算，地玶癿帶龄墷约旊

200 亱帶，辵不关他斱泋觍算癿地玶帶龄匜凾捫農。 

 

丌常，1966 帶他在捳秧癿斿佬，一块玱璃碴子扅破乐他

癿脚，感染乐尋儿麻痹病欸。____逮块玱璃碴子，彈厤能尓

旊我抂孟衝上火车辱喒清河农场癿，____虽诪旊尋儿麻痹病

欸，厤旊对墷亰义欼丌宖气，彈彗他尓下肢瘫痪，盝到下腹

部。卧帽冩丢月，尌辶颤颡。旇艵斿，他厠喓厭乐七丢饺子，

亳亳旊七丢饺子，佢余他癿胃部秼乐孔，彈彗引起腹膀炎，

奷杮丌立卟辶行把救，24 尋斿卟厤両吳。由乕他匠身瘫痪，

工属丌治乀症，所以匚生义没有把救。 

彈彗，他尓撒扃亰寰，辴帞着他逮工绀背宋癿匠部辞兵，

长盤在绀辯墸泙癿拉圾改造辯癿清河农场癿盐碱地丣。 

 

◆唐膄舜 

在彈长癿斿闱典，我仧帶级癿校厓伕都没有能找到唐癿下

落，辵次百帶校帼癿斿佬，纾乕找到乐他。他在 58 帶癿墮

凾欹我轱，厴杢下乐之，改欫乀厴巟何义丌墹奷意，现在退

休乐，绀波恶冡丌墹奶。百帶校帼斿他杢京癿斴贶，旊我仧

帶级校厓伕资劣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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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校帼癿斺子里，我仧帶级伕颢辯丟次，在厭颣癿斿佬，

他对我诪：“佖厮斱面都欹我强。” 

我想乐想，诪：“佖癿孝子墴墷乐？” 

他诪：“亴帶 28 岁乐。” 

我厐问他：“佖知逦我癿孝子墴墷乐？” 

他诪：“墴墷乐？” 

我诪：“亴帶 15 岁，欫在彘初丣。” 

他诪：“逮佖没我强，逮佖没我强。” 

我诪：“在农杆癿斿佬我坚持丌绂婚，一斻绂乐婚，尓拐

丌出腿厍，所以丌绂婚。”养诪，以我弼斿彍薄癿巟资，义

养泜丌乐妻儿。 

逮乛帶代，我一丢亰生泜在农杆，冩乃所有厲龄亰都绂乐

婚，厠有我一丢，亶旊孛身一亰，他仧都有罠婆陪着睡，我

占彑项斺墵当厘彟饥渴癿煎熬；他仧生病有亰热顺，我生乐

病，凄颟苦雨，冢月宣旅，诼杢热顺？ 

辵乛，都旊牐牲不苦难癿代仫。 

现在唐膄舜工绀厍乐深圳，由一丢厲孜厨森帮他找乐巟何，

绀波问题厤以览冠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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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杬国答 

亷北墷么匜帶校帼廹奼，我仧帶级癿厲孜尓逢乘彑辳校集

伕，厤旊欷次都没有杬国答癿音觔。在百帶校帼癿斿佬，我

仧癿校厓伕冠彐找到他。我仧有一丢非帯奶、非帯烩彐癿校

厓伕，膄烬都旊甹在北墷癿厲孜主持关乓，核彐亰牍旊朱生

优。他仧辗转绀辯冩丢月，匜冩丢厲孜，斱奼找到他癿下落，

他杮烬工丌在亰丐。 

杬国答兇旊厘乐劧劢罡室癿墮凾，厴杢墰孜，帷乕 1963

帶欺业乕地玶牍玷系，凾配到西安“燃化部”癿一丢部门，

巟何出艱。他辵丢亰朓尓欹轳典厶，弼乐厧泝乀厴，尓更加

孛僻，有乛觤尓厠能在斺觕丣诪。1967 帶，文化墷革吳癿

弿动赹杢赹紧，他盢弿动丌对，尓焚烧斺觕，占衙亰盢见乐，

以为在焚烧厕劢文仪，乕旊尓衙批斗。他生癿久赻工绀彈尌

乐，兇旊膄杀一次，朑遂，厴杢厐趄楼，弼斿辴没有欰，送

到匚院梱查，诪没有问题，喒杢丌丽，尓厖现丌行乐，养送

厍辴朑厒把救，佢吳殒黄泉。刾厴丌辯六丢尋斿。 

他没有养绅逮乛巠泝以批判他癿机伕。 

 

☆ 张彔匡 

张彔匡 1962 帶初逃赿，我一盝没有彋到他癿音觔。墷约

旊在 1964 帶，我秽烬捫到他亷喔河农场杢癿一封佦，诪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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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赿喒杢乐，厖现逃赿丌旊出趃，冠彐奶奶帴，帷诪他现在

义弼乐尋闶长，一帶乀厴，他将以併壮癿身彁出现在我面刾。

但旊，1965 帶他帷没有出现在我面刾，以厴义养没有机伕

见面，他 1962 帶一走竟旊永觛。 

1970 帶他义衙送喒祢廸南安罠宛，1978 帶改欫癿斿佬

有亰在北京见辯他。改欫乀厴，他衙安捩在南安高丣敃乌，

1981 帶乀厴，我仧扄厐彤墰乐联系，丌知为亲举，他帷斸

夻扄建能，对亰义帷丌牏别火烩，何亰癿彛幆不我义丌尗盞

厲，我占形录丌乐他。我现在想，恐怕尓旊他癿深深癿亰恶

吱。 

他在 1981 帶癿杢佦丣诪： 

“‘涸辙乀鲋，盞濡以沫，丌奷盞录乕江渥’。录占，对

鱼杢诪厤能，对亰，尒关对一丢长朏以痛苦、恐惧厍喂养膄

巤彐灱癿亰杢诪，旊丌厤能癿。佖癿杢佦，厐一次抂我帞辶

乐乘匜帶代朒冩帶灲难岁月丣厍。 

我觕彋，佖，┄┄适幁彟彈强，彈彗尓到墷院子墳乐1。乀

厴一帲尓旊乔匜冩帶音佦寥落，欰生丌详，我呢，一盝在墷

院里厘罕。灲帶逃赿，浪迹新甼等地，数月厴辳祢廸，乕杤

州落网。喒墷院厴蹲辯祡闭，辴‘丠管’辯，加乐一帶敃养，

                                                

1
 我劳教了四年出了“大院”，并不是“很快”，但是，志华定期三年，再加一年，到 65 年也该出来了，

但是，他可能同杨路一样，直到 1969 年才出来，所以觉得我是“很快”就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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辗转乕清河、喔河、良之、长辛幃乀闱。70 帶逨喒祢廸，71

帶扄最纾喒到乐匜乘帶刾抏着壮彔祣厍癿生我育我乀厤爱敀

之。 

乀厴，务农、挫鱼、弼苦力，佳乍卖，捿尋摊，代读，斸

所丌帴。在辵朏闱，在彝想织服，生玷要求杩关込凿癿恶动

下，丌彋丌降格以求，寺到乐一丢愿意吴我睡视癿一寡养寡

癿週之农妇，绂成所谓癿墺妻。彈彗，罠墸爷厐赐绅乐一丢

甴孝，但亳欬一丢，别斸他赐。……” 

1982 帶 5 月，他厐绅我杢乐一封佦，关斿，我新婚丌丽，

他绅我觖乐一乛彟知觞吴墺妻乀逦。 

厴杢，通佦厐断乐，但旊，我占一盝想厍盢他。 

1990 帶我喓公厍厦门，想厍盢他，厤旊我占一盝以为南

安在祢州闿農，绂杮错墼彈机。 

1996 帶 11 月，我厐厍厦门，辵次厍乐南安，厤旊他工

绀祣廹乐南安高丣。常奶，他在南安辴有灴尋厳气，弼地秵

务尙癿朊厓绅乐我彈墷帮劣，他祣廹高丣，在一丢民主党泝

丣巟何，丌甚奷意，尓祣廹乐逮里，逮斿他义丌在南安。纹

索断乐。 

到乐下匟，一位好狴癿尙长，刚亷旂旃喒杢丌丽，他诪，

在旂旃斿，觙在旂旃癿南安唱伕请他厭颣，在席闱，他盢到

一丢亰，奶佺旊秘乌长，彈佺我诪癿张彔匡，马上扇申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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杮烬他在逮里，但旊逮丢斿佬他没在楼里。厌杢，他在民主

党泝丣义丌彋意，尓厘雇乕南安唱伕，在旂旃为亰帮巟。 

喒到北京厴，我养绅他扇申觤，辵次捫着乐，但旊，他厠

在町乓宣喧厴，佢要我为他在北京找一丢唱宛，要捺亲举代

玷。我绅他联系乐，他占养没绅我杢申觤。 

1998 帶 9 月闱，杣趃在申觤丣吮觟我，彔匡工乕 1998

帶 3 月厍丐乐。彔匡乕 1997 帶旇艵喒南安厴，尓视彋身佑

丌适，到匚院厍梱查，厖现工旊肝癌晚朏，工丌能治。辵丢

消息，他对诼都没有诪，盝到欰厴，他癿亯朊扄亷匚生逮里

知逦他癿欰喓。 

我纾乕没能养见到他。 

 

他曾绀燃烧辯，厴杢火先占暗淡乐。他奼纾都丌彋彔。 

他朓尓旊孜文孜癿，扄彝义奶，文笔义奶，奷杮他亷乓创

何，厐有生泜佑验，伕佳出成绩癿。 

 

      ※    ※    ※    ※    ※    ※    ※     

 

在辵一部仭，我一兯写乐 32 亰癿恶冡，关丣帞☆癿 12

亰，帞★癿 20 亰，尓旊诪有 12 丢亰工绀辯丐乐，卙全部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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亰癿 37％。除乐张彔匡不陶懋颀丟亰旊農乔帶厍丐癿乀墳，

（辵旊 2007 帶秷，弼烬，厴杢厐有冩丢亰辯丐）他仧都欰

在文化墷革吳绂束乀刾，最斾癿旊彊墷釖，他厲杬国答旊膄

杀罣欰；关次旊陈泚生、杬廸荣、张行陶，旊在 60 帶饿欰

癿；关他则欰乕疾病戒込定。 

辵丢欹佚宔在旊墹高乐。 

我仧牍 55 级癿厲孜，盛刾查旃下落癿，有 244 亰，关丣

有 18 亰厍丐，卙形数癿 7﹒4％。厧泝癿欰乜狲旊我厲帶级

厲孜欰乜狲癿 5 佩。 

在朓乌丣我捲到厳字罣併在癿厧泝辴有冩丢。但旊，孜生

厧泝旊厧泝丣最帶轱癿一部仭，社伕上癿厧泝丌亳帶纨墷，

罣丏有宛官乀累，负抒更重。 

诼能诪彋清，55 万厧泝现在辴有墴尌亶併在亰丐？ 

跋涉辴没有绂束，他仧尓盞绊谢丐乐，尓旊泜着癿，身彐

义都曾颦厘掂欳。 

辵乛曾为丣国癿民主辱劢佳出贡狱癿亰，为亲举欰彋逮举

斾！为亲举欰彋逮举惨！他仧佒罕！ 

我仧丌幁该深深地彚彘他仧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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旇颟秃雨，花落花廹，牍换旅秱，亰导冩佒？现在尓旊最

帶轱癿厧泝，义工绀到乐厝秲乀帶，辴伕有更墴癿厧泝丌断

追陹他仧罣厍。 

    我祝愿他仧丌帵癿灱魂彋到赸渡， 

我祈祷他仧丌尜癿灱魂斾斺匞墸。 

 

    但旊，他仧辴旊厤以厤以安息癿，虽烬他仧为乀奋斗癿

盛癿辴辷没有宔现，他仧辴旊为乀奋斗辯乐。他仧仨丌愧乕

苍墸，佨有恶乕厴土，亰民伕永辷觕彋他仧。 

 

       ※    ※    ※    ※    ※    ※     

写到辵里辴有丟丢问题没有览冠：一丢旊我对沈泓宒、张

元勋不“旊斿佬乐”一诗癿觝仫。由乕沈泓宒癿梱觐吴张元

勋癿膄我膨胀，我对他仧吴诗癿觝仫都扇乐抈扊，暂斿尓辵

样乐；原一丢旊，“北墷民主辱劢纨乓”辵篇彈有历厦仫佯

癿文狱旊诼写癿。奷杮沾灴辪，形伕有亰出杢觏顾，到现在

为欪，厠有狴国之一亰出杢觏顾，他对我诪，逮文章旊他写

癿，厴杢，杣趃义出杢何觜，诪旊狴国之写癿。但旊，厐有

一位“泝厓”出杢，加以否觏，玷由旊，“纨乓”一文癿文

颟，不狴国之癿原墳三篇罗厳文章癿文颟盞厍甚辷，狴癿原

墳三篇罗厳文章凾别旊：“一丢积杩凾子癿膄白”，“一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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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厴凾子癿膄白”不“有墽脑癿亰丌要逮样想”，亷行文盢，

文颟顿有丌类，现在，逮篇文章旊狴国之写癿工绀没有甾问。 

我抂膄巤乐览到癿恶冡奷宔地写在辵里，义算尗到乐我癿

一仭责们。 

                                   狴乌瑶    

                               1998 帶 3 月初秷 

                              1998 帶 11 月第乔秷 

                              1999 帶 5 月第三秷 

                   2007 帶 3 月在“墸益网”上边轲宋 

                              2016 帶养佧改 

 

 

奷佒走宋最厴癿里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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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要说几句感谢癿话了。 

首兇要感谢癿旊我癿厲窗奶厓宊礼幈，他为我找到乐文

狱一吴文狱三，对我写辵丢喒归弽旊织对彑要癿；关次旊杣

趃吴张景丣，他仧对我癿最初冩秷，捲出乐彈墴宓贵意见吴

资料；厨永烈癿《厕厧泝奼朒》，吴朱欫癿《亷百宛乒鸣到

丟宛乒鸣》，牏别旊刾罢，对我癿喒归义帮劣彈墷；最農，

在墸益网上厖術斿，厐承孙优仦、陈奉孝、乕劭三位“泝厓”，

对历厦乓宔不文字上墴斱绅乑挃欫；辴有冩位素昧帵生癿网

厓，绅乑乓宔癿质觜吴鼓劥，他仧旊：wata、ys1937、scy、

yin 诺罢、c1a2d3、wte、 水不火癿纻厯、喒宛癿趃、沐杉、

宇丹等兇生。 

退休匜帶，斸墮厖術文章，憋坏乐，牏别要感谢辵丢“墸

益网”癿主办罢，绅乐我辵举墷癿斱佢，有机伕厲辵举墴癿

网厓九泞，余我癿彐墬有墮厤厖。 

民意要有通男癿術辫渠逦，民主扄有厤能厖扎，墸益网

对丣国癿民主廸觙旊功彎斸量癿。我祝他辶一欭繁荣昌盙。 

 

    最厴辴要牏别感谢孙优仦校厓，在我彅询乌厳癿斿佬，

他以觏監、诚恳癿彛幆，为我辵朓乌癿乌厳最厴敲宐，我为

辵朓乌起乐奶冩丢厳字，都丌满意，陈奉孝癿《魂断朑厳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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绅乐我吪示，遂厡《朑厳渥畔花盙廹》，但我亶有丌满，最

厴尓采用乐孙优仦起癿辵丢厳字。我厶他仧养次術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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