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打老师和打同学之间 
            

——文革中的暴力迫害研究之一 

 

               王友琴 

 

         一．题目和方法：事实描述与因果分析 

 

  在《１９６６：学生打老师的革命》①一文中，我描述和分析了１９６６年夏 

天在７６所学校中发生的学生对老师的暴力迫害。这场迫害普遍、残酷，而且在历 

史上绝无仅有。现在的人很难想象曾经发生那样的故事。于是，这篇文章引来了一 

个疑问：学生怎么可能作出这种大规模打老师甚至打死老师的事情？也就是说，对 

迫害性事实的逼近的关注，自然引起了对受迫害者和迫害人者的进一步关注。 

 

  本文试图部分地回答这一问题。事实上，回答的方法可能有多种。本文不打算 

运用现有的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等理论来作出解释。如同前文一样，笔者首先 

利用多年来和几百名文革经历者的谈话，其次，参阅当时正式或非正式发表的文字 

材料，查核和纪录那些未被写出的文革事件。不同于前文的是，本文不仅着重事实 

的描述，而且更强调事实之间的相互关系。通过这种相互关系的分析，我们可能对 

那一时期的总体图景有更深入全面的把握，并对为什么发生这些事件有进一步的了 

解。 

 

  １９６６夏天，当学校发生大规模打老师事件的同时，也普遍出现了迫害同学 

的事情②。事实上这些学生受迫害的原因，不是因为他们自己做了什么妨碍革命的 

事情，而是因为他们的父母，即他们的“家庭出身”。曾被称为“红八月”的１９ 

６６年夏天的文革运动，并不能笼统称为一代年轻人的运动。在某种程度上，它也 

是同代人迫害同代人的运动。 

 

  本文试图回答：部分青年学生遭受歧视和迫害，究竟与当时的打老师事件有什 

么关系？也就是说，在两种事件之间，有什么联系？ 

 

             二．发生时间的重合 

 

  １９６６年８月４日上午，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今北京师范大学附属 

实验中学）初二（四）班的红卫兵在教室里召开了斗争班里“家庭出身不好”同学 

的斗争会。教室墙上贴了大标语：“打倒狗崽子！”在１９６６年夏天，“狗崽子 

”的意思非常明确，即这些学生的父母是“狗”，而这些学生因为是“狗”的孩子 

（生物性的），所以也成为“狗”（政治性的）。“狗崽子”一词未曾出现在当时 

的报纸上，但实际上非常流行，大量用在大字报、传单和人们的谈话中。 

 



  这个班有４０多名学生，其中１０人出身于“有问题”的家庭，属于“狗崽

子”；有１０人来自“革命家庭”，大多为高级干部的孩子，是“红卫兵”成员；

另外２０多人的家庭属于“不红不黑”，当时填在表格上属于“职员”之类。开斗

争会的时候，１０名“红卫兵”坐在椅子上，２０多名既非“红卫兵”又非“狗崽

子”的学生坐在地上，１０名“狗崽子”则站在教室前面挨斗。有人拿一根长绳子

绕过这１０个挨斗者的脖子，把她们栓成一串。有人动手打她们，往她们身上洒墨

水，并强迫每个挨斗者“交代反动思想”及“父母的罪行”，“交代”完了还必须

说：“我是狗崽子。我是混蛋。我该死。” 

 

  “混蛋”一词，来自当时贴得到处都是的一副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 

反动儿混蛋。”那时初二的学生１５岁。其中一位挨斗者后来说，这个斗争会对她 

的刺激非常大：从那一天以后，生活对她来说好像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在同一天 

里，不仅仅是她的班，这所学校的其他班中也发生了类似的斗争会。 

 

  就在同一天，该校的老师也遭到了暴力“斗争”。副校长胡志涛在一篇文章中 

追述说： 

 

  ８月４日下午，我们几个领导干部集中在办公室“学习”。突然闯进来七、八 

个学生，气势汹汹地骂道：“黑帮！不许动！”有的拿棍，有的拿皮带，狠狠地抽 

打我们……晚上，我爱人看见我身上被抽打的伤痕说：“你们学校怎么这样乱？” 

我说：“工作组走了，没有人管，有什么办法？”③ 

 

  ８月４日，这所学校的另一副校长卞仲耘被打伤后回到家中说：他们打死 

我这样一个人，“不过像打死一条狗。”她有预感，可是第二天早上还是不能 

不到学校去。结果，８月５日下午，高中一年级的一些学生首先开始“打黑帮”，

打斗了５个校级领导人，包括卞仲耘、胡志涛、刘致平三位副校长（当时正校长

缺）和正副教导主任梅树民和汪玉冰。他们被戴高帽子、挂黑牌子、游街、被带钉

子的木棒打、被开水烫、被迫用手抠厕所的脏东西、被罚挑重担子……。这所学校

当时有１，６００多个学生，虽然参加打人的只是一部分，但是人数已经不少，而

且手段十分凶狠。经过两三个小时的折磨之后，卞仲耘老师带着满身伤痕死在学校

操场边的学生宿舍楼门口。其他四位也都被打成重伤。 

 

  尽管卞仲耘老师被打死的消息马上就直接报告到高层领导人那里，但是未见他 

们派人或采取措施制止这种暴力杀害。相反，随着文革领导人物及报纸广播对“红 

卫兵”运动的大力支持和赞美，暴力迫害继续扩散升级。 

 

  卞仲耘老师的死，对她和她的家庭是永远无法弥补的惨痛伤害，在文革历史上 

也应是历史学者应该关注的重要事件。卞仲耘老师是北京第一个在文革中被打死的 

老师，也是文革中第一个被群众暴力杀害的人。在她被打死后，北京又有一批老师 

被学生打死，还有一批老师在被打被侮辱后自杀，死者总数至今不详。另外，也有 

一些“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被打甚至被打死。制造、纵容、默认这些无辜者的死 



亡，是社会道义和良心的大丧失。按照北京市的统计，在１９６６年８、９两个月 

中，北京有１，７７２人被红卫兵打死。卞仲耘老师是１，７７２人中的第一个。 

她的死，标志了文革中一个允许用群众暴力来处死人的黑暗时期的开始。 

 

  大规模迫害同学和打老师的事件同时发生，并从北京蔓延到全国。据现有资

料，我还没有找到一所学校是没有发生打老师也没有迫害“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 

的。当时有两首由北京学生新作的歌曲，可以分别代表或者说明这两种对象同时所 

受到的迫害。一首是《牛鬼蛇神歌》又称《嚎歌》④，用来强迫老师长唱，强迫他

们自我诅咒：“我是牛鬼蛇神，我是牛鬼蛇神。”另一首是《对联歌》⑤，宣扬对

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尽管当时的电台并未广播这两首“歌

曲”，但是它们却流传全国，甚至在远离北京的地方也为人熟知。 

 

            三．共同的暴力虐待性质 

 

  １９６６年夏天，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的常务副校长、化学教师刘美德一次又一 

次被打斗。数位当时的学生和老师都讲述出一致的情景：她的头发被剪掉，被逼在 

地上爬，被逼顶着烈日在学校操场的４００米跑道上跑，被逼吃地上的脏东西，等 

等。而且，刘美德当时怀孕，学生也是知道的。有一天，《北京日报》摄影记者到 

北京大学附属中学要拍摄这所学校开展文革的照片，因为该校的学生组织“红旗战 

斗小组”及其负责人彭小蒙曾经得到毛泽东写于８月１日的一封信⑥的热烈的直接

的支持。那天，刘美德被逼爬上一张方桌跪下，一个红卫兵学生站在她身后，把一

只脚踏在她背上，如此摆出姿势，由记者照了下来。这一姿势是仿效毛泽东在１９

２７年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所说的“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记

者拍完照片后，这个红卫兵把刘美德一脚踢下桌子。后来，刘美德的孩子出生后不

久就由于先天性受伤而死亡。 

 

  数位被访者也讲述了这所学校中一些学生被打的情景。高三的男学生朱彤，父 

亲是“右派份子”，他因此被毒打，还被关在厕所旁边的一间小屋里。小屋里遍地 

是水，水上漂浮着垃圾。一些学生在窗户上嘻嘻哈哈地看他，好像围看动物园里的 

动物。这所学校初一（四）班的女学生万红，父亲是“右派份子”。当班里的“家 

庭出身好”的男生要打她时，她躲进女厕所，并在那里哀求彭小蒙说：“你见过 

毛主席，你知道政策，求你告诉他们别打我。”可是万红还是被揪到教室里斗。斗 

她的时候，有同学用皮带抽打她。她还被命令站在一张凳子上，有同学突然把她脚 

下的凳子抽走，使她重重地摔到水泥地上，摔得鼻青脸肿。 

 

  在打刘美德老师和打万红同学这两个事件中，有一个相同的细节：故意使她们 

从高处摔下受伤，显示这完全是一种暴力虐待。施用于教师和施用于学生的暴力虐 

待性质是一样的，不同的只是教师被打的比例和程度都远高于学生。在我发表的两 

篇文章⑦中可以看到，在调查所及的７６所学校中，在１９６６年夏天，被打死的 

老师是１１名，被打死的学生是１名。 

 



  这些事件的暴力迫害的性质是如此明显，以至无法用“革命热情”和“理想主 

义”来解释其起因。现在有人甚至会怀疑这些事实的真实性：在处于文化中心的北 

京大学附属中学，学生怎么可能如此折磨怀孕的女校长呢？又怎么可能如此折磨他 

们的同班同学？ 

 

  这种对文革史实的不了解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当时报纸上从未报道这些暴力故 

事。那时，所有的人都要仔细阅读《人民日报》，但却是当作关于文革的指示而非 

事实报道来阅读。当时的报纸用慷慨激昂的词语支持“红卫兵小将”的行动，为他 

们叫好，但并不描写他们具体做了什么。 

 

  除了报纸以外，我们还可阅读当时非正式出版的文字材料。比如，北京大学附 

属中学“红旗战斗小组”写过一篇《自来红们站起来了》，文中说： 

 

  我们到这个世界上来，就是为了造资产阶级的反，接无产阶级的革命大旗，老 

子拿下了政权，儿子就要接过来，这叫一代一代往下传。有人污蔑我们是“自来

红”，崽子们：你们的污蔑是我们的光荣！你们说对了！要问老子是哪一个，大名

就叫“自来红”。 

 

  文中的“自来红”是指“革命干部”的子女。他们自称“老子”，而把另一部 

份学生称作“崽子”。从这一类未在当时正式报纸上出现过的词语，我们可以看到 

当时运用的语言的粗暴性。同时，这篇文章也表现了明确的权力意向。文章说，为 

了权力，要和“资产阶级的权威”以及其“王八羔子”（文中原话）斗。他们也实 

际这样作了，即不但斗了所谓“牛鬼蛇神”，也斗了他们的孩子。从这样的材料， 

可以比从正式报纸上较多了解到一些当时的时代风尚和真实情景。但是，即使仔 

细阅读这篇文章，也难看出本节所描述的折磨刘美德老师和万红同学的事件。 

 

  这些暴力虐待事件在当时未被记载。对受虐者来说，记载这样的经历如被发

现，一定会招来更大的灾祸，他们只有逆来顺受，忍气吞声。对施虐者来说，他们

认为这是“革命行动”，无可非议。当《北京日报》记者拍“再踏上一只脚”的照

片的时候，斗人的学生还异常兴奋，说是照片马上就会见报，将此当作莫大荣誉。

这张照片后来未被登载。文革结束后，施虐者不愿意提这些事情，受虐者无处诉说

这些事情。甚至对历史研究者来说，也可能会回避这些事实。这不但是因为发现事

实相当费功夫，而且因为写出之后还必须面对随之而来的问题：怎么解释这些暴力

虐待？解释事实的难度可能会消灭发现事实的动力。于是，在文革历史被湮没、遗

忘、掩盖和浪漫化的同时，文革的暴力虐待性质也在记忆的含混中模糊了。 

 

            四．两种暴力迫害的相互助长 

 

  １９６６年８月中旬，北京第六中学的红卫兵把学校的音乐教室小院改成一座 

监狱。他们在屋顶上搭了一个岗楼，安装上一盏彻夜长明的大功率电灯。第六中学 

距离天安门广场只有几百米远，和中南海只有一街之隔，它的地理位置就使其影响 



非同小可。当时有不少外校红卫兵前往六中参观学习。 

 

  这座监狱存在了一百多天，有九名第六中学的老师从头到尾被关在那里。他们 

不但失去人身自由，而且挨打挨骂，并受到跪煤渣、跪板凳等体罚。有一位老师被 

打坏了骨头。有一位老师被学生拉来作练拳的活靶子打，以至引起胃出血。一位教 

导处副主任被关押了三个多月，放出来一个月后就死了。还有一些人时间长短不等 

地被关在那里。第六中学的一个老校工徐霈田，学校附近的一个房产主何汉成以及 

一个学生王光华被打死在这个监狱中。 

 

  并不是每一个学生都有资格参加这种暴力虐待行动的。有一部份学生甚至像老 

师一样被关进这座监狱殴打折磨。监狱墙上先就用红色油漆写了“红色恐怖万岁” 

的标语。后来有一次这所学校高中三年级有两个“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被抓进监 

狱毒打，血流遍地。打他们的人就用毛笔蘸了他们的血，重描了“红色恐怖万岁” 

六个字。 

 

  第六中学高三学生王光华，“家庭出身”是“小业主”，在文革时又被说成

“资本家”。文革前王光华曾经当过班长。文革开始后他曾经批评对联“老子英雄

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后来，他未得到红卫兵的批准就到外地“大串连”。

1９６６年９月２７日，王光华从外地刚回到北京，就被绑架进学校的监狱。一群

同学拿军训用的木枪和桌椅板凳腿毒打他，打得他失去知觉昏厥过去。当天晚上，

他被关在监狱中，伤势沉重，气息奄奄。第二天早上，王光华又被毒打。９月２８

日晚上，王光华死了，时年１９岁。 

 

  几个被关在监狱中的老师把王光华的尸体抬出了监狱。据当年抬过王光华尸体 

的老师说，他们在黑夜中把尸体搬出了监狱小院，又抬着尸体走过六中的校园，一 

点也不觉得害怕。他们已经被关在这个监狱里一个多月，眼见身受了大量恐怖的事 

情，那时好像连害怕的心情都不会有了，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但是， 

他们感觉到尸体很重，死去的人的身体似乎比活人的沉重得多。 

 

  这些被囚禁在监狱里的老师，目击了学生如何分裂成三个等级。一个等级是所 

谓“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他们被歧视，被侮辱，被打，甚至被打死。王光华是 

其中之一。另一个等级是出身于“不好也不坏”的家庭的学生，他们不被准许参加 

“红卫兵”，只可以参加一个叫“红联军”的组织。这个组织的名字的意思是 

红卫兵的联合对象。到了１９６６年１１月，“红卫兵”成员都到各地“大串连”

去了，在夜里值班看守监狱就成了“红联军”成员的差使。最高等级是“红卫兵”

成员。他们掌管狱中人的生杀予夺，还把被关在狱中的老师的工资拿去花掉。 

 

一位被关在这里的老师记得，有一天，是毛泽东将在天安门广场又一次接见来自全

国各地的红卫兵之前，一个红卫兵在监狱的院子里高声大气地说：“老子他妈的上

天安门城楼都上腻了。”原来，第六中学的红卫兵是“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

（当时简称“西纠”）的主力之一。毛泽东接见红卫兵时，“西纠”担任纠察，能



上天安门城楼。这样说话方式显露出说话人的骄狂得意，也显示他们当时所享有的

相对于其他学生来说巨大无比的恩宠。 

 

  逼近观察迫害老师和迫害同学这两种同时发生的暴力迫害，可以看到二者之间 

实际上是互相助长的。如上文所说，８月５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卞仲 

耘老师成为学生暴力的第一位受难者。但是打死人者并未受到任何惩罚或警告，甚 

至连批评也没有。当时领导文革的“首长”常到群众集会上讲话。查阅当时编印的 

各种“首长讲话集”，在这些首长们的讲话记录中，顶多能找到三言两语的对打人 

情况的极其温和并且间接的劝告，而且从未具体提到老师被打死的事。接着，在北 

京１０１中学（８月１７日），北京第三女子中学（８月２２日），北京师范大学 

第二附属中学（８月２５日）等学校，老师被学生打死的事件又再发生。在第六中 

学，十多位老师被关进私设的监狱。９月２７日，学生王光华在第六中学的监狱中 

被打得失去知觉之后，被关在监狱中的一位女老师上去给他做人工呼吸，也被打断 

了手臂。第二天王光华继续被打，终于被打死。如果打死老师的事情先受到管束， 

如果老师的生命当时不那样被视为草芥，那些打死王光华的人可能还不敢那么肆无 

忌惮。如果他们稍有收敛，王光华或许不至于被打死。对老师的暴力虐待带来了对 

同学施行暴力虐待的环境。打老师的残酷程度助长了打同学的残酷程度。 

 

  另一方面，禁止一部份同学参加当时打老师打牛鬼蛇神的“革命行动”甚至把 

一部份学生也当作施虐对象，使得从事文革变成了同代人中一种明显而且巨大的特 

权。这种少数人拥有的特权具有更大的诱惑力，不但使这些人感激给予特权的人， 

而且刺激增长这些人的激烈和疯狂。１９６６年夏天在北京的中学里，红卫兵成员 

不过占学生的２０％左右。但是这小部份学生拥有的前所未有的特权使他们控制主 

导了大局。我们也许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打老师的暴力行动是全体学生可以平等参 

加的，学生对打老师的兴趣可能不会有那么狂热，另外，学生中的一部份人也可能 

会成为反对派来抵制暴行。而把学生按照“家庭出身”分成三个等级的作法，全面 

压倒了在学生中由于思想或者道德方面的分歧而引起争论及政治观点派别的可能

性。同时，严加打击“狗崽子”，也有力地发挥了“杀鸡给猴看”的效应，使得学

生中没有人敢于发出制止暴力迫害的不同声音。事实上，在１９６６年夏天，当一

个又一个老师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活活打死的时候，几乎没有人曾经站出来反对这种

暴行。这是一个令人难过但是不得不承认的事实。 

 

  就现有的材料来看，文革中出现的某些东西，比如“红卫兵”这一名称、打老 

师的种种手段、学生私设的监狱等等，可能不是文革的发动者事先策划的，也就是 

说，可能是自发地出现的。但是在一个人口如此众多的国度里，无数人可能发明无 

数新东西，而这些事情独独能得到文革发动者的支持而风行一时，并不是偶然的。 

上面的分析说明了打老师和打同学这两件事互相助长的功能，进而也能说明二者是 

相当整合的。 

 

          五．共同后果：暴力迫害的推行与延伸 

 



  把１９６６年的学生打老师以及打同学称为“暴力迫害”，是因为冲突中的双 

方，一方占有绝对的权力，不必经过任何法律程序，就可以关押和殴打另一方，甚 

至把人打死也没有关系；另一方则只能忍受侮辱和折磨，不能自我辩护，不能自

卫，甚至也不能表示投降以保全生命。这样的双边关系，是典型的也是严重的“暴

力迫害”范例。 

 

  有人可能会说１９６７年群众组织间的武力冲突导致的死亡比１９６６年的还 

多。动用暴力确实是二者之间的共同特性，但是１９６７年的武力冲突在相当程度 

上是双方互打，可以还手也可以退出的，所以与１９６６年的暴力迫害有很大区

别。打老师和打同学这两类事件则代表了同一个暴力迫害的原则对不同对象的施

行。 

 

  从１９６６年６月开始，教育工作者被当作运动的主要对象，虽然他们之中没 

有一个人曾经表示反对当时提出的“教育革命”。在６月和７月“工作组”领导学 

校文革的时候，工作组领导学生揭发批判老师，尽管在文革以前，老师并无权力来 

决定教育路线及体制。一些老师被工作组划入“四类”，面临撤职、下放、劳动改 

造的命运。一些老师不能忍受压力和羞辱而自杀。８月初工作组撤离学校后，迫害 

升级，变成暴力性的。游街、体罚、剃“阴阳头”、进“劳改队”、唱“嚎歌”、 

用铜头皮带打等等暴力手段纷纷加诸于老师们头上，尽管他们未作任何反抗。 

 

  对于来自不同家庭的学生的大规模的迫害，随着“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

儿混蛋”对联的广为传播而大规模兴起。有人可能会争辩说，当１９６６年８月初

这副对联开始流行时，在北京有过辩论，有过不同意见。但是实际情况是，当时提

出不同意见者的人数极少，而且在中国音乐学院礼堂的“辩论会”上，提出不同意

见的在会场上就被打。另外，更重要的是尚能发表不同看法的不是那些首当其冲身

受其害的“混蛋”——他们根本已经失去了发言权，除了承认自己是“混蛋”以

外，什么都不能说。当受害的一方不能对这一“对联”做任何批评时，就意味着他

们只能接受对他们的或许重一点或许轻一点的虐待，而没有别的选择。至于这种虐

待的轻重，全然掌握于他人之手。 

 

  暴力迫害并非新东西。但是，由一部份学生大规模地施用于老师和同学身上， 

却是前所未有的。而且，发生于１９６６年夏天的这一场对老师和同学的暴力迫

害，在整个文革的发展过程中是相当重要的一个环节。 

 

  “红卫兵”组织最早发起于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工作组”受令离开学校后， 

有二百多成员的“红卫兵”控制了学校，包括学校的“劳改队”。那时，校长万邦 

儒和副校长韩家鳌被迫在胸前佩戴一块黑布，上写“黑帮大头”和“黑帮二头”。 

他们多次遭毒打。万邦儒被打得肾出血。韩家鳌不得不长期服用专治外伤的“云南 

白药”。团委书记顾涵芬的眼睛被打瞎一只。化学老师刘澍华被暴力斗争后从学校

的烟囱顶端跳下身死，时年２６岁。 

 



  同时，这个学校的“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也被斗争、被打、被强迫“劳

改”。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６日深夜，当刘树华老师跳烟囱自杀时，高三学生郑光召

也正因被毒打而病危。高二学生郭兰蕙的父亲是“右派”份子，她被斗后喝杀虫剂

“敌敌畏”自杀身死。还有一个初二的女学生卧火车轨道自杀，未死但终身致残。 

 

  随着红卫兵组织在各学校普遍建立，这种暴力迫害也在各学校普遍发生，而且

从学校内向学校外发展。从打老师和打同学开始，发展到了打社会上的各种“牛 

鬼蛇神”。抄家，把“地、富、反、坏、右”扫地出门，打人甚至打死人，到处发 

生。比如，作家老舍在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３日被红卫兵打斗，以后自杀。从１９６ 

６年８月２６日起，在北京，每天被打死的人的数目从两位数增加到三位数，并且 

持续到９月２日。９月２日起才降至二位数。在８月下旬到９月底的４０天里，在 

北京一地就有一千七百多人被打死了。 

 

  这种暴力迫害的打击对象继续扩大，延伸到越来越多的教育界以外的干部—— 

当时称为“当权派”——头上。这时，以干部子弟为主体的红卫兵中的一些人试图 

保护这些人。在一份１９６６年８月３０日由“北京师大女附中、化工学院附中红 

卫兵”发出的《告工农革干子弟书》⑧中，可以读到这样的句子：“革命干部的家 

一律不许抄，凡没经中央、新市委批准定案是黑帮、反革命份子的当权派的家也不 

应查抄。”“凡没经中央、新市委批准定案是黑帮、反革命的，一律不许体罚、毒 

打、挂牌、剃头、劳改。” 

 

  这张传单的内在逻辑相当值得分析。这张传单反对对“革命干部”施行暴力迫 

害，但是仅仅是对他们而言的。对“革命干部”不应该抄家或体罚、毒打、挂牌、 

剃头、劳改，而对别的人并非不可以。事实上，正是红卫兵开始和实施了对很多人 

的抄家或体罚、毒打、挂牌、剃头、劳改。他们后来只是试图反对施用这样的迫害 

于某些对象，而不是反对这样的暴力迫害本身。他们也没有想到他们自己将沦为由

他们开始的大规模的群众性的暴力迫害的受害者。 

 

  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从热烈支持早期的红卫兵组织而转向另一些被称为“造 

反派”的群众组织。“造反派”虽曾批评了红卫兵部份行为，但是也在相当程度 

上继承了他们的作法。比如，在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当“造反派”组织“井冈山” 

和“老红卫兵”（他们后来被冠之以“老”）各占一楼对垒时，有一天，“井冈

山”组织中的学生曾用布蒙住万邦儒校长、韩家鳌副校长以及另外三位老师的眼

睛，把五个人驱赶到四层楼顶，在楼顶上用皮鞋底打这五个人。据说这是因为对面

楼上的“老红卫兵”骂他们“保守”，他们就以此来证明他们的“革命”性。 

 

  这种暴力迫害的原则被贯彻及实施于随后的年月。１９６６年末和１９６７

年，学生“造反”组织的主要指向是“当权派”。在１９６７年１月２２日，煤炭

工业部部长张霖之被打死。１９６７年７月，彭德怀元帅在学生举行的一系列斗争

会上被打断两根肋骨。 

 



  在１９６６年夏天对老师的暴力迫害的高峰之后，１９６８年的“清理阶级队 

伍”运动中，教育工作者再次成为主要打击目标。第二次迫害高峰更为组织化、系 

统化，也持续了更长时间。在本文写到的四所中学的教职员工中，北京师范大学附 

属女子中学有四人“自杀”，北京大学附属中学、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北京第六中

学各有一人自杀。也有学生被打成“反动学生”。比如，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

中学，一个“家庭出身不好”的初三学生闻佳，因无家可归以及被强暴而试图自

杀，被发现后却被当作“现行反革命”送进监狱，后被判刑 20年。 

 

  上述回顾，可以帮助我们看出文革中暴力迫害发展的轨迹和一些特征。 

 

１．这场暴力迫害兴起非常迅速而几乎未遇阻挡。１９６６年７月２８日上面决定

从学校撤离“工作组”，８月５日就有老师被打死。到８月下旬，发展到在北京每

天有几百人被打死。９月后每天被打死的人数渐降。从功能角度分析，这种急剧增

长、达到高峰后又稍降低的发展曲线，其实际效果之一是人们就此被迫接受了这一

既成事实以及普遍打人所意味的暴力迫害原则。可以设想，如果暴力行为缓慢兴

起，大多数人在思想上会不接受，也会有机会说出不同的声音——北京毕竟是一个

有几千年文明史的城市。但是在１９６６年８月迅速蔓延的大恐怖中，没有人敢于

反抗或者从理论上反对这种迫害。如果有人站出来反对，一定会也被打。随后暴力

迫害稍减，人们庆幸生存之余，也在一定程度上习惯了。 

 

２．在暴力迫害中发生了超越某些施暴者的意图的情况，即当暴力迫害蔓延并扩大 

打击对象时，最初的施暴者最终可能变成被施暴的对象。由于这些施暴者先已帮助 

确立了暴力迫害原则和方式，当其身受其害时，他们也失去了保护自己的道德基

础。 

 

３．在文革的前三年中，占据学校主导地位的势力几经变更，但是暴力迫害原则却 

一以贯之。这几派势力虽曾互相对立，但是有着相当多的共同思想及行为方式，其 

中暴力迫害是最重要的一项。在一个接一个的“运动”中，故意把一批又一批的人 

从社会生活中撕裂出去，“批判”他们，“斗争”他们，“审查”他们，关押他

们，摧毁他们的日常生活，让他们活得越不舒服越好。这种方式在文革中不断运

用。在一个封闭的大环境中，很多人似乎已经把这种持续的迫害当作生活的自然的

一部份。 

 

  对于文革中的暴力迫害，我们的了解和研究都还很不够。文革中的大规模的群 

众性的暴力迫害，始于１９６６年夏天的打老师和打同学。本文涉及的只是其一角 

。要对史实做出更全面的描述和更深入的分析，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努力。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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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１９９６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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