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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附中模式 

 
王友琴 

 

清华大学附中是红卫兵运动的发源地。在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发展和校园暴力迫害

的发展同步紧密相关。一套前所未有的迫害模式在清华附中和其他最早组织起红卫兵的学

校中形成。这套模式也随着红卫兵组织在全国的建立而普及。 

 

一、刘澍华之死 

  刘澍华是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物理教师，高一（5）班班主任。在红卫兵兴起并达到最

盛时期的所谓“红八月”中，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６日，在该校红卫兵组织的“斗争会”

上，他和一批老师和干部一起遭到红卫兵的侮辱和毒打。“斗争会”后，他从清华大学内

的高烟囱上跳下身亡，时年２６岁。身后留下怀孕的妻子和瞎眼的老爹。 

  １９６６年８月１日，毛泽东写信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一个名叫“红卫兵”的学生

小组，毛在信中说：“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毛的支持使得红卫兵组织迅速扩展到

全国，也使得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在学校掌握大权，对学校里面和外面的所谓“阶级敌

人”展开了残酷的暴力性“斗争”。红卫兵还把清华附中改名为“红卫兵战校”。 

  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８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集会，１００万红卫兵手持毛

的语录本，喊着惊天动地的“毛主席万岁”口号走过广场。清华大学附中是红卫兵运动的

发源地，他们的代表被召上了天安门城楼，和毛泽东握手谈话。这在当时是无上的荣耀。 

  在红卫兵组织迅速发展的所谓“红八月”中，校园暴力迫害急剧升级。在清华附中，

对教职工和学生的大规模暴力迫害肆无忌惮地发展进行。从打耳光、砸拳头发展到有专用

的打人工具，从小规模的打人发展到在公众场合毒打被“斗争”的对象，从零星的暴力行

为演变为普遍发生的殴打和折磨。 



  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６日晚上，清华附中红卫兵召开全校性的“斗争会”。会场在清华

附中五楼大教室。主持“斗争会”的是清华附中红卫兵的负责人卜大华。“斗争会”是晚

上７点钟的时候开始的，叫喊加上殴打，一直进行到深夜１２点钟左右才结束。中学生的

年龄，该是贪睡的时候，但是此刻却可以夜以继日地“破四旧”、抄家、打人，甚至通宵

不停。笔者调查纪录的多例杀害，都发生在半夜。仇恨、权力和残暴行动，可以带来生理

上的兴奋和刺激作用，简直如同一场激烈的球赛或者精彩的电影可以造成的。当文革研究

进一步深入的时候，这应该成为心理学研究的一个方面。“红八月”中的红卫兵可以算是

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例证。 

  举行“斗争会”的大教室有一百五六十平方米，是清华附中最大的集会场所，位于教

学楼五层西侧。大教室有东西两个门。“斗争会”开始前，一般的教职员工，列队从东门

进去，然后面朝西坐下。“黑帮”则排队从西门进会场，站成一排，等候“斗争”。所谓

“黑帮”，是指那时候已经被当作“阶级敌人”“揪出来”的一些人，有该校的校长万邦

儒，副校长韩家鳌，共青团委书记顾涵芬，办公室副主任张秀珍，以及在１９５７年被划

成“右派份子”的老师等。“黑帮”的全称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黑

帮”。这个罪名当然极其荒唐，然而是用来称呼革命的打击对象的很有威慑力的方式。

“黑帮”进门以后，站成一排，等候“斗争”。 

  刘澍华１９６２年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清华附中教物理，兼任班主任。８月２６日以

前，他还没有被划进“黑帮”之内。刘澍华从东门进了会场，就想往一般教职员工的那边

走去，但是被红卫兵喝斥住了。红卫兵手指一排“黑帮”，大声命令他：“站那边儿

去。” 

  刘澍华只好站到了“黑帮”那一边。站在这一边还是那一边，这时候生死攸关。站到

了那一边，就成了“阶级敌人”一类，那天晚上将遭到红卫兵任意打骂。而一个人被划到

哪一边，是由红卫兵来决定的。至今还有些学者很欣赏毛泽东的关于“划分两类不同性质

的矛盾”的理论。其实，只要肯看看这个理论在中国的实践，想象一下自己是那天晚上的

刘澍华，由一群红卫兵中学生决定圈入“敌我矛盾”之列并且由他们对被圈入“敌人”范

畴的人任意殴打侮辱，就会懂得毛泽东的这一理论的危害有多么大。 

  在那天晚上“斗争会”的过程中，所有的“黑帮”都遭到了残酷野蛮的殴打。一位在

场的老师说，被“斗争”的人先站着，后来被喝令跪下。跪得高了或是低了（指跪着的姿

势身体挺直还是屈俯），都被红卫兵喝斥并因此遭打。红卫兵用铜头军用皮带、还有用塑

料跳绳拧成麻花状的一种鞭子，猛抽“黑帮份子”。当时正是炎夏，人们都只穿单薄的衣

服。军用皮带和鞭子抽下去，落在人的身体上，一抽一个血印。 



    当时刘澍华班上的一名女学生说，那天晚上，大教室的桌子椅子都撤空了，学生们按

班排队来的，一个挨一个坐在地上，紧挨着，这样大教室里坐了特别多的人。刘澍华跪在

大教室前面。有红卫兵拿皮带抽刘澍华的背，是很宽的皮带。这个学生还说，她坐在靠前

的地方，看得很清楚。打刘澍华的时候，高二的一个女生红卫兵特别凶，不断用尖利的嗓

音高喊“打倒大流氓刘澍华”。 

  这是一个典型的文革时代的“斗争会”。除了拳脚交加和皮带鞭子抽打，还有声嘶力

竭的“揭发”和“控诉”。“揭发”和“控诉”的内容，或是无中生有的没有发生过的事

情，或是并不错的事情却都说成是“反革命罪行”。进行期间频繁穿插着高呼口号：“坚

决打倒黑帮”、“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把文化大革命坚决进行到

底”，以及当时喊得最多最响亮的“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这一句。简单明确而凶狠严

厉的文革理论的支持，仇恨心理的激发和自激，狂热的领袖崇拜，个人心中原来被文明社

会日常规则压抑了的邪恶念头的爆发，多种因素配合，造成了那天的丑剧也是惨剧。 

  那天晚上被“斗争”的人中，首当其冲的是清华附中的校长万邦儒，副校长韩家鳌。

他们是清华附中的所谓“黑帮头子”。红卫兵命令他们二人在衣服的前襟上缝上一块黑

布，黑布上写上白字：“黑帮大头”，“黑帮二头”。１９６６年夏天他们就一直戴着这

样的标记走来走去，时时遭到打骂和侮辱。他们被毒打过很多次。万邦儒的肾脏被严重打

伤，便血，头上被打出了一个大裂口，长久不能愈合。以后他落下了肾病和胃病。  

一名在场的受访者说：那天挨斗的“黑帮”中间，被打得最厉害的是刘澍华和邢家

鲤。邢家鲤是清华大学教务处副处长，分管清华附中，被红卫兵称作“黑帮总头”。他平

日不在清华附中上班，这天特别被抓到附中来，红卫兵打他打得特别凶狠。 

  那天晚上刘澍华是被“斗争”的“新人”。他不是学校的领导人，也不是业务上突出

的教师，原不可能成为所谓“黑帮”或者“反动学术权威”；他年纪尚轻，也不可能在１

９４９年以前有所谓“历史问题”，但红卫兵说他是“流氓”。 

  刘澍华那时刚结婚三个月。在和其妻子由恋爱至结婚之前，他追求过另一女士。那名

女士不情愿，曾经到清华附中校领导那里抱怨刘澍华纠缠她。一名副校长为此跟刘澍华谈

了话。刘澍华也就停止了追求。这件事情过去后，刘澍华另外找了对象并结了婚。 

  1966年６月初文革伊始，学校停课。上面派“工作组”进驻清华附中领导运动。

“工作组”取代了原来的学校领导，他们支持红卫兵学生反对学校领导和教师，号召“大

揭发”。学校里贴出了大批的“大字报”，“揭发”了各种各样当时被认为是“反党反社



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个人言行。刘澍华以前追求一名女士未成的事请也被“揭发”出

来。但直到那个时候，他还只是一个“普通群众”，不至于遭大会“批斗”。 

  在１９６６年７月底，毛泽东指责“工作组”把文革搞得“冷冷清清”，命令他们撤

出学校，也就是说，毛泽东号召对教育工作者的攻击升级。“工作组”离开学校后，红卫

兵在清华附中执掌了大权，立刻对“黑帮”们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残酷的“斗争”，也就是

公开的大规模的有组织的暴力殴打和侮辱。此外，打击的范围也扩大了。刘澍华也被圈进

了“敌人”一群。 

清华附中的教室楼造有三个大门，当时只用了两个门作出入口，西侧的大门是封了

的。红卫兵在封了的西侧门上贴了一张刘澍华的漫画像，有饭桌那么大，上面写了“大流

氓”三个大字。 

一名被访者还记得细节：漫画上画的人，嘴唇比较厚，撅着，还抹上了红颜色，脸上

的五官很像刘澍华，整个形象则是流氓相。 

  当时清华附中红卫兵的领导，是高中二年级和三年级的学生，年龄为１８岁或者１９

岁，而且都是男生，这个年龄的男生可能对一个男老师的恋爱产生过分的兴趣和非份的关

注。每个社会中也总会有一个人怀着恶意对他人的私人或加以窥探和攻击。在平常的情况

下，这种不正常的心理和恶意会受到社会常规和法律的控制，学校老师也会对年轻人的冲

动加以引导和教育，一个正常人也会对自己的内心加以反省和纠错。但是在 1966年夏

天，一方面，红卫兵从文革最高领导人那里得到了杀人不用偿命的前所未有的特权，得到

了可以任意“斗争”即殴打侮辱老师和其他“牛鬼蛇神”的前所未闻的特权，另一方面，

他们在性方面的变态心理和潜藏的对他人的恶意也在“革命”名义底下急剧膨胀，不但形

成了下流的想象，而且导致了残忍的行动。后一个原因，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在８月２６

日晚上红卫兵殴打折磨刘澍华比对别的老师更加凶狠。这天晚上红卫兵的毒打和侮辱，造

成了刘澍华的死亡。 

实际上，8月 26 日下午，刘澍华就和清华附中共青团委书记顾涵芬（女）一起遭

到了残酷“斗争”。在高二的教室里，他和顾涵芬碑强迫跪在前面。有人“控诉”他们的

“罪行”。“控诉”一阵，就打他们一阵。拳打脚踢之外，还有铜头皮带抽打他们。顾涵

芬的眼睛严重打伤，肿起来像一个鸡蛋鼓出来。顾涵芬当时 30岁，她在清华大学电机系

毕业后，被分配到清华附中担任共青团团委书记。她的丈夫刘松盛是清华大学电机系教

员，他们住在清华校内教工宿舍。“斗争会”后，红卫兵把她丢在楼外的自行车棚子里。

她倒在地上不能动弹。她的丈夫刘松盛到学校里来把她背回了家。顾涵芬到清华校医院看



病，校医院要求有红卫兵的批准。校医院没有眼科，刘松盛到清华附中请求红卫兵同意到

北医三院看病，红卫兵派了人带顾涵芬去医院。她的一只眼睛被打得几乎瞎掉，剩零点零

几的视力，仅能感觉到一点光亮。她还被剃去了半边头发，成为所谓“阴阳头”。因多次

挨打受折磨，她的身体受了重创，后来两次怀孕都小产，到第三次才保住婴儿。 

   8曰 26日晚上，顾涵芬在家中，加上眼睛受了重伤，没有被揪到晚上的“斗争

会”去。刘澍华却在晚上继续被“斗争”。他班里的学生说，刘澍华跪在地上，打他最厉

害的是高三的一个女红卫兵。一边打，一边还用尖利的声音高喊革命口号。 

“斗争会”一直进行到半夜才结束，然后红卫兵头头宣布，明天，８月２７日，所

有的班主任和任课老师一律“下班”，下到班里搞运动。 

  在场的一名老师说，那时全体老师都听懂了的潜台词是：明天，一律挨斗挨打。 

  在此之前，教员与学生是分开“搞运动”的，因此除了被“揪出”的一批所谓“牛鬼

蛇神”，一般教员还不必面对面地经受学生的“揭发”“批斗”。红卫兵命令教师下班，

那就是以班为单位，每班学生分管几名教员，后果必然是参与“斗争”教员的学生会更

多，被“斗争”的教员也会更多。实际上，８月２６日白天，在一些班里已经“斗争”了

班主任，高三（２）班的班主任童常珍，被强迫跪在教室前面，遭受全班学生的“批

判”。一个家长也来“控诉”她，一边还用小棍子敲她的头。其实，这个家长的孩子在文

革前很得班主任童常珍的栽培，此刻为了“划清界限”，表现特别激烈。该班红卫兵也抄

了童常珍的家。童常珍等白天在班里被这样“斗争”，以及整个北京城正在普遍发生并越

来越严重的暴力和恐怖，告诉教员们将要遭到更严重的虐待与侮辱。 

  “斗争会”后，刘澍华回到了他所住的集体宿舍“明斋”（这个楼现在仍在清华校园

中）。当时刘澍华的妻子住在山西省。对他那样一个普通教师来说，要把妻子从外省调到

北京来，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们只能两地分居。另外，刘澍华在北京也不可能有自己的房

间，他和别的男老师同住一个房间。他回到房间以后，理了一下床上的东西，就悄悄地离

开了房间，再也没有回来。他的同屋张亦鸣老师那时候在房间里，但是不知道刘澍华到外

面做什么去了。 

  刘澍华离开房间以后，是否去过别的地方，无人知道。他最后是到了清华大学西南门

烧锅炉的高烟囱顶上，跳了下来。他是往烟囱的里面跳下去的。烟囱的里侧空间窄小，刘

澍华的身体是直立落下去的。烟囱很高，身体落地时的撞击力非常大。看到他的尸体的人

说，他的两根大腿骨，深深插进他的身体，尸体因此缩短了。尸体上满是血和黑色的烟灰

粉末。 



  第二天早上工人给锅炉通灰的时候，发现了刘澍华的尸体。 

刘澍华死了，２６岁。红卫兵斥之为“畏罪自杀”。刘澍华何罪之有？那些毒打他的

人，才是有罪。如果要称他的死亡是“自杀”，也需要在“自杀”二字上加引号，因为这

实在不是平常意义上所说的“自杀”，而是清华附中红卫兵如此严重的侮辱和毒打所致，

也是看到整个文革大形势下暴力迫害将无限期延续而造成的绝望所致：明天等待着他的，

还是这种拷打和折磨；惩罚和侮辱几乎是毫无限制的；这种大规模的有系统的迫害，根本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结束。他只有在继续忍受侮辱与毒打还是死亡之间做选择。这是被强

迫的“自杀”，与被杀害在悲惨程度上没有区别。 

在刘澍华死亡那天的前后日子，北京城里每天有几十到几百的普通居民被红卫兵活活

打死，还有大批的人在面临被打死的情况下自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以避免更大的侮辱和

恐怖。文革中发生过大量的这种在受到严重的侮辱与殴打之后被迫结束自己的生命“自

杀”。这样的“自杀”者中，甚至包括了在文革开始凶狠殴打迫害别人的“红卫兵”的父

母们。他们的父母作为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在下一轮文革运动中也被毛泽东当作一个要全

面攻击的群体。这种“自杀”，应该被称为“文革自杀”，在历史上得到特别的关注和分

析。 

  刘澍华死亡的时候，他的妻子已经怀孕；他老家中还有一个瞎眼的老爹。年轻的刘澍

华，是刚刚开始教学生涯的教师，是老人晚年要依仗的儿子，是新婚的丈夫，也是即将成

为父亲的人。他的生活本来应该是完全不一样的。 

清华附中的老师说，得到刘澍华的死讯后，他的妻子和父亲曾经来过清华附中。我们

可以想象，当怀孕的年轻妻子和瞎眼的老爹千里迢迢从山西赶来，知道他们的丈夫和儿子

是那样死在烟囱里的，他们有多么悲伤和痛苦，而且，在文革当中，他们当然得不到任何

帮助。 

这些直接害死刘澍华的人，是学生，也是他们家里的儿子或女儿，可是他们变成了红

卫兵，袖子上戴着红袖章，腰里系着军用皮带，怀揣毛语录本，于是他们就有了大权力去

害死他们的老师刘澍华。他们中至今无人承认有罪，也没有人作出道歉。这项犯罪还没有

被清算。  

  

  

二、暴力迫害与红卫兵组织同步发展 



    文革中打人和打死人的大风气，是和红卫兵的发展同时产生的。这是一个简单而明显

的事实，却至今未被关于文革的发表物所承认。 

刘澍华死亡的时候，红卫兵暴力已经不只发生校园里，而且发生在整个北京城。一批

教育工作者和北京居民已经被红卫兵活活打死。刘澍华被毒打而死的前一天，１９６６年

８月２５日，北京第１５女子中学的红卫兵到崇文区榄杆市广渠门内大街１２１号居民李

文波家抄家。他们声称李文波用菜刀砍了红卫兵。作为结果，李文波当场被打死，他的妻

子刘文秀被警察抓走，两个星期后刘文秀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文革结束后这个死刑判

决被取消。）红卫兵还立即把李文波事件的消息传开，以此作为杀戮升级的借口。当天晚

上，第１５女子中学的红卫兵就在他们学校中把已经被关押在那里的校长梁光琪活活打

死。 

李文波被打死的第二天，８月２６日上午，清华附中红卫兵在教学楼前开大会，红卫兵负

责人在会上激昂地说：“阶级敌人在向我们报复，我们坚决不能手软。”“阶级敌人用白

色恐怖向我们进攻，我们要用红色恐怖来还击。” 紧接着，有人把初二（1）班学生蒋文

佳（女）从学生中抓出来，拉到台阶上，当众扇她耳光。她的父亲蒋南翔是中共清华大学

党委书记兼校长。蒋南翔在１９６６年６月被中共中央派来的“工作组”作为“黑帮”

“揪”了出来，他的女儿也就变成了“狗崽子”。会后，当日白天发生了上述毒打学生和

班主任的事件，当日晚上发生了毒打刘澍华等老师的“斗争会”，这一“斗争会”直接造

成了刘澍华的死亡。 

清华附中红卫兵在 8月 27日发布了一篇题为《对目前形势的十点估计》的文章，铅

印后（由于技术落后，更因为权力当局对印刷也就是对传媒的极其严格的控制，在当时要

铅印文章是很难的，铅印本身就代表着权力和权威），广为传播和散发。“十点估计”的

第三点写道：“目前，有些红卫兵和红五类子弟被反革命杀害了”。事实上，当时根本没

有一个红卫兵或者“红五类”子弟被“杀害”，更不要说“一些”了。在当时打人打死人

已经发展到很严重的情境中，这一说法不但是在捏造事实，而且是在激发和煽动更加严重

的暴力迫害。实际的后果也明显如此。 

  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６日刘澍华在“斗争会”上被红卫兵毒打的那天，北京被红卫兵打

死的日死亡人数，从两位数跳到了三位数。８月２７日，死亡人数又再次加倍。此后日死

亡人数日日增加，只在８月３１日那天陡然跌落，因为那一天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第二次

接见百万红卫兵。那一天红卫兵都到天安门广场参加接见去了，抄家打人暂停。然后，在

天安门的盛大集会之后，死亡人数在９月１日又猛然回升。在９月１日那天，被打死人的

日死亡人数达到了最高峰。 



    “红卫兵”最初是清华附中的一个学生小组的名字。从１９６６年６月２日开

始，他们用这个名字在学校发表“大字报”，第一张大字报的标题是：“誓死保卫无产阶

级专政！誓死保卫毛泽东思想！”这张大字报说，“凡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不管他是什

么人，不管他打着什么旗号，不管他有多么高的地位，统统都要砸得稀烂。”这张大字报

是在１９６６年６月１日电台向全国广播北京大学聂元梓大字报之后贴出的。在清华附中

邻近的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红旗战斗小组”也是在那一天成立的。 

  关于“红卫兵”最早出现在何时，至今没有定论。１９６７年红卫兵举行过盛大的庆

祝活动，庆祝红卫兵“诞生一周年”，那时他们宣称红卫兵是在１９６６年５月２９日在

圆明园成立的。文革以后，还有一些出版物把那一次的红卫兵成立活动写得甚为庄严和神

秘。后来，又有人发表文章说要比２９日晚两天。 

  假如邓小平没有否定文革，假如“红卫兵”作为共产党的常规性的青少年组织没有在

１９７８年被取消，那么，“红卫兵”的成立可能会被当作重要纪念日，早两天还是晚两

天大概就需要考证了。现在可以清楚看到的是，不论是早两天还是晚两天，１９６６年初

夏在北京的少数中学里，都出现了一些高级干部子弟组成的小组，都使用非常“革命”的

名称，如“红卫兵”、“红旗”、“东风”等等，它们的出现，很明显，都是当时中共中

央发出的关于文革的一系列内部文件所导致的。 

  文革的“纲领性文件”的“５１６通知”（１９６６年５月１６日发出），迟到１９

６７年才公开发表，而在１９６６年春天的时候，这个“通知”只“传达”到共 产 党内

“县团级”以上的干部。这个文件里由毛泽东亲自写的段落里说：“彻底批判学术界，教

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

权。”在同一时期下发的中央文件中，还有１９６６年５月７日毛泽东给林彪的一封信，

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这都是非常明确的指

令。一般老百姓还蒙在鼓里，高级干部的子弟们则闻风而动。当时在党内一定阶层传播

的，还有中央级干部“彭陆罗杨”被清洗的消息。笔者访问过的一位前中学校长说，１９

６６年５月初，她听到该校的高级干部子弟在议论北京市委书记彭真“有问题”，非常惊

讶，连忙去询问上级，得到的回答是：“你不用管。”后来她才知道，该校干部子弟当时

也已经在讨论如何攻击学校领导人了。 

  北京大学聂元梓等７人是１９６６年５月２５日贴出反对北京大学当局的大字报，比

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不论是５月２９日还是３１日的成立日期为早。６月１日，毛泽东下令

向全国广播聂元梓的大字报，这是一个全面行动的信号，第二天，清华附中“红卫兵”和

北大附中的“红旗战斗小组”就开始贴出大字报，激烈攻击学校当局，和北京大学聂元梓



等人的大字报一个腔调。如此迅速的反应，无疑显示那些红卫兵的发起者不仅拥有特殊的

信息渠道，更有强烈的政治欲望，即他们自称的“革命觉悟”。 

  后来，“红卫兵”蔓延全国成为声势浩大的新组织的名称，不但因为这个名称比“红

旗战斗小组””“东风”之类适合做大型组织的名字，也显然因为这个名称的字面含义更

富含个人崇拜和对“阶级敌人”的攻击意味。文革前共产党的青少年组织叫“共产主义青

年团”，表明意识形态和成员年龄，但是和保卫领袖、政党和政权没有直接的黏连，也不

针对“敌人”或者反对者。 

  红卫兵肆无忌惮地施暴，也因为毛泽东下令把工作组撤出学校，红卫兵执掌了学校的

领导权。 

北京中学校的工作组，是由共青团中央领导的，１９６６年６月初被大批派到中学去

取代原来的学校领导人，宣布学校全面停课，并且支持那些最早起来贴大字报攻击原校领

导的学生。在清华附中，１９６６年６月９日工作组进驻学校，６月１０日起原校领导就

被“打倒”，并关进校中的西小院。工作组支持“红卫兵”小组，说他们是“革命左

派”，并让“红卫兵”小组的发起人进入工作组建立的“文化革命委员会”，成为学生中

的领导力量。 

７月底，毛泽东指责“工作组”和当时领导“工作组”的刘少奇、邓小平“压制学

生”，命令撤销各学校的“工作组”。然而事实上，假使当时没有“工作组”的引导和鼓

励，一般的学生和教工根本不会起来攻击学校的领导。毛泽东说工作组“压制学生”，实

际上是他要把文革引向更为激烈的方向。 

一般来说，“工作组”对暴力有一定的控制。“工作组”召开大会“斗争”校长万邦

儒时，有一个学生提来一桶水（也有人说是贴大字报用的浆糊），要往万邦儒的头上倒。

工作组成员制止了这个学生。 

１９６６年６月１８日北京大学一些人用暴力方式“斗争”一批所谓“牛鬼蛇神”以

后，刘少奇下发文件，要求制止这种“乱斗现象”。因此在毛泽东看来，“工作组”太

“温良恭俭让”了，他需要暴徒，才能把“文革”烈火燃烧下去，于是，他找到了中学生

里的“红卫兵”。 

清华附中工作组长刘晋是中央团校干部。他说，共青团中央领导在 6 月 8日派他去清

华附中时，就明确要他“支持革命，支持红卫兵”。他这样做了，也得到了红卫兵的欢

迎。但是他很快和红卫兵有了分歧，原因之一是红卫兵采用暴力方式“斗争”原学校领导



人，另外，红卫兵也冲击同学，特别是父亲刚刚被“打倒”的一些学生。红卫兵和工作组

产生了矛盾。红卫兵们的父亲都是有相当高地位的地方干部和军队干部。他作为工作组

长，在 7月下旬到那些反对工作组的红卫兵学生家里访问，想要请家长来制止他们的孩

子。没有想到，一名军队干部家长反而质问他：“团中央为什么不能怀疑?”他立即到团

中央向领导汇报。他们都很震惊，因为意识到上面发生了他们还不知道的大情况。--在紧

接着召开的中共中央全会上，刘少奇失去了权力，军人林彪取代了刘少奇的第二号人物的

位置。 

  １９６６年７月底，毛泽东下令撤销“工作组”的同时，写信支持清华附中红卫兵和

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毛泽东的这封信还作为正式文件在中共中央全会上印发。学

校的局势马上发生了戏剧性的大转变。一方面，红卫兵组织首先在北京各中学纷纷成立，

并且成为各个学校的控制势力。另一方面，大规模的打人行为立即普遍爆发。戴高帽子游

街，挂黑牌子，剃“阴阳头”，用铜头皮带打人，在１９６６年８月初在北京的中学中一

下子泛滥开来。后来流传全国的“牛鬼蛇神歌”也是在那时候编出来的。在最早建立红卫

兵的学校，暴力迫害也是最早开始的，其中有清华附中和北大附中，还有北京师范大学附

属女子中学。１９６６年７月３１日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成立了红卫兵，８月５

日就在校中打死了该校最高负责人卞仲耘。 

  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８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召开盛大集会，当时的说法是“检阅百

万文化革命大军”。这次接见和后来的７次，都由电视现场直播，也都拍成了纪录电影在

全国放映。报纸也曾经发表大量照片。从照片上可以清楚看到，簇拥在毛泽东、林彪和周

恩来身边喜笑颜开挥舞小红书的，主要是中学生。８月１８日那一天的活动中，受到重点

报道的是中学生红卫兵，最受瞩目的是三个中学，即清华附中、北大附中和师大女附中。

那天，清华附中红卫兵得到了５０张上天安门城楼的票，是各中学里拿到票最多的。清华

附中的红卫兵头头在城楼上集体受到毛的接见，他们中和毛泽东握了手的人，以后几个星

期没有洗手。北大附中的彭小蒙在城楼上发表演说，师大女附中的宋彬彬给毛泽东带上了

红卫兵袖章。 

  ８月２１日的《人民日报》头版，发表了署名“清华附中‘红卫兵’”文章，标题是

“毛主席接见了我们'红卫兵’”。文章说：“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啊，我们衷心祝愿

您身体健康，万寿无疆，我们一定坚决做您的最忠实最勇敢的'红卫兵’。”那时候，红

卫兵的名称上还加着引号。 



  第二版上，发表了师大女附中红卫兵宋彬彬改名为“宋要武”的文章。毛得知她的名

字是“文质彬彬”的意思之后，说了“要武嘛”，此时，这个学校的校长已经被打死两个

星期了。 

  这样的盛大集会，这样煽情的新闻报道，其中包含的旨意和对全国青少年的号召，是

十分清楚的。 

  “红卫兵”三字起初还需要用引号括出。此后，红卫兵在全国普遍建立，包括边远地

区和乡村。“红卫兵”三字变成了汉语里普遍使用的一个新词。 

  也就在８月１８日之后，红卫兵暴力急剧升级。据笔者的调查，８月１９日，北京第

四、第六、第八中学的红卫兵在中山公园音乐堂“斗争”教育局和三个学校的领导人，鲜

血流在音乐堂的舞台上，教育局长肋骨被打断。８月１９日晚，北京外语学院附属中学红

卫兵，在校中打死语文教师张辅仁和总务处职员张福臻。８月２０日清晨，北京宣武区梁

家园小学校长王庆萍被毒打和关押后坠楼身亡，同日中午，北京第三女子校长沙坪在“斗

争会”上被打死。８月２２日，北京第八中学红卫兵在连日折磨后导致学校负责人华锦死

亡。８月２５日，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红卫兵在校中打死了语文教师靳正宇、学校

负责人姜培良以及学生曹滨海的母亲樊希曼，北京第十五女子中学红卫兵上午打死了居民

李文波、晚上打死了校长梁光琪。８月２６日，清华附中红卫兵召开“斗争会”殴打教员

和学校领导人，“斗争会”后刘澍华跳烟囱身亡。８月２７日，北京西城区宽街小学红卫

兵打死了校长郭文玉和教导主任吕贞先，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的红卫兵在校中打死了中科院

的工人陈彦荣和一个老年女人。在“网上文革受难者纪念园”中，还可以看到一系列在８

月１８日以后被打死或者被毒打后自杀的北京居民的名单。还有一些受难者，现在找不到

他们死亡的确切日子，但是可以确定他们是在８月１８日以后的一段时间内被害的。 

  １９６６年９月５日，刘澍华自杀身死１０天之后，当时领导文革的“中央文革小

组”发出一期“内部”的“简报”，标题是“把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红卫兵半个月来

战果累累。”这份简报的正文至今仍然被作为“国家机密”保存，普通人和学者都不可能

读到其中内容。据看到这份简报的高级干部说，这份简报写道，从８月下旬到九月初，北

京已经有上千人被打死。这份“简报”把暴力杀戮和上千人被打死视为红卫兵的“累累战

果”，鼓励和支持之意，溢于言表。 

  根据文革当局所做的“内部”统计，１９６６年８月下旬到９月５日，北京有１７７

２人被红卫兵打死。清华附中所在的北京海淀区，人口总数和密度都没有市区高，但是被

红卫兵打死的人数，海淀区在北京各区中名列第三，仅仅次于西城区和崇文区。 



  除了天安门广场的大型集会、接见和官方媒体的大力宣传，权力当局还布置警察系统

协助红卫兵抄家打人、运送和处理死尸。在北京最炎热的季节，处理突然增加的数千具死

尸，也需要当局的行政能力，而不能只靠红卫兵的暴力。 

  从文革发动者的角度来看，鼓动中学生开展红卫兵运动，是非常有利和成功的一个步

骤。大学生受到教育较多，不够野蛮。从笔者在“１９６６：学生打老师的革命”中的总

况描述可以看到，即使在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４日清华附中等１２所中学的红卫兵把暴力迫

害的各种方式带进清华大学之后，北京的各大学并没有发生像中学里那样众多的杀戮事

件。在中学红卫兵中，由１８岁上下的高中生充当头头，１５岁左右的初中生充当打手，

造成了北京１９６６年的“红八月”杀戮。这种杀戮，按照文革发动者的意愿，把文革引

向极端。 

  在１９６６年８月，北京中学红卫兵不仅引导了大学和小学，也引导了国家机关。据

一名中共中央高级党校的被访者说，在他们那里，在８月１８日之前，虽然有大字报以及

被“揪出来”的人在劳动，但是没有打人、游街、戴高帽子和罚跪这一套，是在８月１８

日毛泽东接见红卫兵之后，那里也开始了大规模的暴力行为。中共中央高级党校的负责人

林枫，８月１８日早上还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接见红卫兵，晚上就在党校被“革命群众”

揪出来，和其他“牛鬼蛇神”一起戴高帽子游街，敲簸箕“自报罪行”等等。这一套都是

从中学红卫兵那里直接模仿来的。 

  通过８月１８日这样的大型集会以及随之开始的“革命大串连”，北京的红卫兵也把

暴力迫害引向全国各地。８月１８日在天安门上发表演讲的有两个中学生，除了北京大学

附中的彭小蒙之外，还有“毛主席家乡”来的代表、长沙第一中学的谢若冰。谢若冰回到

长沙后，该校红卫兵就贴出大字报“勒令”所有的“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集中开会，并

且在会场上用铜头皮带殴打“黑五类”子弟。 

  在笔者所作的涉及全中国一百多所学校的调查中发现，无一例外地在１９６６年殴打

和侮辱教育工作者，没有一所学校在文革中没有发生暴力迫害。分散于各省各地的学校，

发生了性质和表现都非常相似的暴行：校园“劳改队”和校园监狱（后来被称为“牛

棚”），暴力性“斗争会”，“黑五类”家庭出身的人被侮辱虐待，把部分城市居民驱逐

到原籍农村，抄家，剃“阴阳头”，强迫唱“牛鬼蛇神歌”，捣毁文物和书籍，铜头皮带

殴打，以及暴力迫害造成的成批死亡。主持施行这些暴力行为的是红卫兵组织。上文报告

了清华附中在１９６６年夏天发生的校园暴力概况，非常明显，在全国学校普遍发生的，

就是清华附中的模式。这套模式的基本构件，贯穿于文革的前三年。 



  当然，这个模式中的一些构件，不一定是清华附中第一个发明的。比如，根据笔者的

调查，校园“劳改队”是在北京大学最先正式建立起来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

反动儿混蛋”是在北京大学附中最先提出的，打死教育工作者是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

中学开始的。但是“劳改队”和“对联”在产生后也很快就在清华附中开始实行。文革暴

力迫害作为一整套模式，清华附中是最先开始实行的学校之一。而作为施行暴力迫害的驱

动力量的红卫兵组织，确实起源于清华附中。此外，这套模式也随着红卫兵组织在全国普

遍建立而传播、复制和衍生。这也就是说，清华附中红卫兵贡献给文革的，不仅仅是一个

“红卫兵”的名称，还有这样一套暴力迫害的模式。清华附中的红卫兵提供了暴力迫害老

师和同学以及校外居民的样板。 

  上文叙述了红卫兵是怎样一步一步由文革领导人扶植引导而发展起来的，所以，更准

确的说法应是，毛泽东把这一名称、这一组织和这一套暴力迫害模式，通过红卫兵运动，

从数个学校推广到全北京，进而推广到全国。 

三、清华附中红卫兵施暴的部分细节 

  实际上，在清华附中，大规模的暴力迫害，在８月２６日的“斗争会”之前已经开始

了。 

  一名受访者（当时的学生）说：在清华附中的西南小门，红卫兵用树枝荆棘扎起来一

个围挡，下面留了一个小洞，说是狗洞，因为附中老师们很多都住在清华大学，这是一个

从附中到大学必走的小门。那里有红卫兵把守，每天万邦儒、韩家鳌等人到学校来，只能

从狗洞里钻过来，还要被守洞的红卫兵抽打、向他们身上吐痰。我记得当时学生们都可以

从小门来回，只有校长必须钻狗洞。 

    副校长韩家鳌，文革前兼任初二（１）班的副班主任。８月初的一天，这个班的学生

把他抓到该班的教室里面，全班学生用棍子、鞭子和铜头皮带轮流殴打他。他先是站着，

后来被按下跪着，再后来被打趴在地上。除了几个学生因为是“黑五类”家庭出身不具打

人“资格”之外，其他的学生被强迫必须参与殴打韩家鳌。有一个学生不愿意打，就有红

卫兵激发他说：“你不记得韩家鳌迫害你了吗？打！”这里的所谓“迫害”，指的是，清

华附中学生住宿在校，因为这个学生尿床，韩家鳌安排他和另一个也尿床的学生住在同一

间宿舍里，这本来是一个好意的安排，但是在特定的情况下却被用来激发仇恨和暴力。 

  韩家鳌曾经在这个班里办了“外语丛书角”，把一些学外语方面的书放在那里，给学

生阅读的方便；他也曾经给一个家庭经济条件比较困难的学生买了一本英文小词典。这些



都成了他的罪行。打他打了一个多小时后，有学生把一些书和这本英文词典用火燃着后，

丢进一个铁丝篓子里，然后把韩家鳌的头往火里按，烧着了他的头发。 

  打过以后，红卫兵把韩家鳌架回关押“黑帮”的小院，把他的衣服拉开，显出他的满

背血痕，对其他“黑帮”说：“你们看，要是不老实交待，韩家鳌就是样子。”当时，清

华附中的“牛鬼蛇神”，被关在学校的西小院里，红卫兵里有个负责人，分工专门监管他

们；“黑帮”们不是在那里写“交代材料”，就是被拉出去“斗争”或者“劳改”；常有

红卫兵闯进来，命令他们唱“牛鬼蛇神歌”（此“歌”歌词与曲谱见笔者《１９６６：学

生打老师的革命》），他们就只好唱；他们被侮辱，也只能唾面自干。 

  韩家鳌被打得浑身是伤，医院不给“牛鬼蛇神”看病，他只好让家人到药店买了大量

治疗跌打损伤的传统中药“云南白药”，天天就着烧酒吃下去，以减轻疼痛。当时韩家鳌

３３岁，从不喝酒，服用“云南白药”需用烧酒才起作用，他学会了喝酒，并且从此天天

喝酒。他的腰在１９６６年被打伤后，３０年来一直疼痛。他说：“鲁迅写过一篇《我是

怎么写起小说来的》，我可以写一篇《我是怎么喝起酒来的》。”这是他的幽默感，却浸

透无比的历史辛酸。 

  清华附中红卫兵在附中校园大量使用暴力的时候，在清华大学打人还不那么严重。附

中红卫兵因此批评大学红卫兵太文、太无能，声称要“教育教育”大学生。８月中旬的一

天，清华附中红卫兵带领中学生到清华大学校园游行，游行中间把清华大学的前领导人之

一艾知生抓来“游街”。游行的终点站是清华大学西大饭厅，在那里继续开大会“斗争”

艾知生，在“斗争会”的台子上，附中红卫兵把艾知生踩在脚下，一顿痛打。 

  在刘澍华被打的前两天，８月２４日，清华附中红卫兵召集全北京市１２所中学的红

卫兵到清华大学“造反”，实际上是中学生红卫兵把大规模的抄家打人之风全面带进了清

华大学。那一天，１２所中学的红卫兵分乘大卡车来到清华园，和清华大学红卫兵配合行

动。他们命令拆毁清华大学建校时期修筑的标志性建筑——刻有“水木清华”的汉白玉牌

楼（这座牌楼在１９９０年代重建），大吊车拉倒牌楼后，红卫兵命令在“劳改队”中的

“牛鬼蛇神”把石块背走；“牛鬼蛇神”运石头的时候，背后有拿着铜头皮带的红卫兵吆

喝打骂。中学红卫兵和大学红卫兵一起到各系打人。清华大学校园内的甬道上，留下了一

滩一滩的血迹。无线电系的教授和干部被打后，血流在地上，还有人在血迹旁画了一个大

圈，又写上“狗血”两个字。这１２所中学里也有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该校红卫

兵在清华大学“造反”过后，又到了靠着清华大学的北京大学教工宿舍“燕东园”，抄了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翦伯赞的家，撕毁了他的藏画，查封了他的书籍。 



  ８月２４日晚上，清华附中副校长韩家鳌被清华附中的红卫兵拖到清华大学的科学

馆。韩家鳌的家住在清华大学校园中荷花池附近，就是中学课本里朱自清的散文《荷塘月

色》所写的地方。一公里长的路上，他的鞋子被拖掉了，红卫兵一路走，一路打他，一个

红卫兵还把他的头按在地上，用脚踩上，说他“永世不得翻身”，这是引用毛泽东的语

录。清华附中校长万邦儒也被抓来，红卫兵命令韩家鳌打万邦儒，说“你不打他，我就打

你。” 

  那天夜里，万邦儒和韩家鳌都被关在清华大学科学馆。被揪到科学馆挨打的还有清华

大学的负责人刘冰、艾知生等等。他们被逐个叫到一间小房间里挨打。折磨了一夜后，到

第二天中午，给他们一人一个窝头吃，领窝头的时候，每个人必须先说一句“王八某某某

吃窝头”，否则立即再遭打，那是清华大学的大学生红卫兵命令他们这样咒骂自己的。在

折磨侮辱人方面，大学的红卫兵不甘落于中学红卫兵之后，并且都有“创造性”。 

  万邦儒和韩家鳌在科学馆被关押殴打了一夜一天，被附中的红卫兵拉回到附中。韩家

鳌被抓走以后，他家的老人和孩子，不知道他被抓到哪里去了，又不见他回来，他们出门

看到路上的两滩血，以为韩家鳌已经被打死，只有回家痛哭。 

  清华附中的地理教师张葆林，看到同事们这样挨打挨斗甚至自杀，她不知道灾祸什么

时候会临到自己头上，于是在自己家里跪在地上，叫她的儿子仿照红卫兵在“斗争会”上

的样子打她，说要“练习承受红卫兵的殴打”。她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承受得了那样的拷打

和折磨，竟然事先进行“彩排”。 

  １９６６年８月北京曾下大暴雨，清华附中路边的排水沟排水不畅，引起积水。在校

园“劳改队”里的老师们被命令清理水沟。做完以后，红卫兵命令他们互相泼沟里的混

水，互相殴打，还命令男老师打女老师。 

  一位当年的学生在接受采访时说，一天他看到清华附中的另一个副校长吴玉良走在路

上，一个红卫兵走上去，迎面打了吴一个大耳光，又几拳把吴打倒在地，然后扬长而去。

吴玉良倒在地上，过一会儿自己爬起来就走。——这时已经过了打人的高潮。 

  一位当年的学生告诉笔者，有两位老师忍辱负重的耐受力，给他留下极深刻的印象。

一位是孔令仪，一位是羊涤生。孔令仪原来是清华大学的教师，１９５７年被划成“右派

份子”后，被贬到清华附中，教高三的数学，教得非常好；羊涤生也是被划成“右派份

子”后到清华附中的。文革中“右派份子”是现成的打击对象，加上有人说孔令仪是孔子

的后裔，似乎更是罪上加罪。但是，这两个人不论怎么挨打被侮辱都一言不发，默默忍

受。这个学生说他觉得这两个老师从１９５７年起就被人踩在脚下，有了耐受力。 



  这种叙述让笔者感到悲凉。为什么清华附中有过这样的年代：老师被学生打得要吃

“云南白药”、要练习怎么被“斗争”、怎么下跪？也觉得今人有必要想像一下，你是否

能忍受那样的毒打和侮辱？你在那样的恐怖面前会害怕到什么程度？然后，可能才会思考

一下，与其像张葆林老师那样胆战心惊地“彩排”挨斗、像孔、羊二位老师那样无言地承

受毒打，何不设法制止这种恐怖境况再次出现？ 

  在清华附中，被打被虐待的不仅仅是老师，还有学生。红卫兵提出了“红五类子弟”

“黑五类子弟”这样的新名词和新概念，大力推广“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

的对联。所谓“黑五类”即“地富反坏右”子女，也成为攻击对象。 

  红卫兵不仅自己大量书写张贴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还强迫一

批所谓“黑五类”出身的学生抄写这一对联。也就是说，这样的学生不但被侮辱，而且被

强迫自辱。高三学生戴建忠和另外三个学生一起被强迫各写“对联”１００副。可以想

象，仅仅这四百副“对联”就可以造成什么样的视觉环境。事实上，在１９６６年夏天，

在北京的中学校园里，这副“对联”是张贴最多最广的东西之一。 

  对所谓“黑五类子弟”——更有侮辱性的流行的说法是“狗崽子”，红卫兵不但张口

骂，而且动手打，或者采取其他暴力行动。在宿舍里，一些“黑五类”子弟的床头被贴了

侮辱性的大字报。初二学生章立凡的父亲是“大右派份子”章乃器，他的蚊帐和被子被红

卫兵同学撕毁。 

  高一（二）班学生杨爱伦，父亲１９４９年以前在当时的政府海关做事，被认定为

“坏家庭出身”，另外，她学习成绩优秀，还是学校体育队中长跑运动员和文艺队的独唱

演员。由于她的“坏家庭出身”以及在文革前被认为是“好学生”，她在１９６６年７月

底就开始在班里被红卫兵“斗争”。清华附中红卫兵的领导人之一到她的班上详细指示如

何整她。她被禁闭在一间小屋里，她在宿舍的铺盖被扔了；她被强迫写“检查交代”；她

到食堂买饭有红卫兵在身后押送监视。在这种情况下，１９６６年８月８日，杨爱伦到清

华园火车站附近卧轨自杀，火车头把她铲出了轨道。她没有死，但是脸部和身体受到重

伤，并且失去了三个手指，成为永久性伤残。 

  不到两个星期之后，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０日，也属“家庭出身坏”的高二学生郭兰蕙

服毒自杀死亡。郭兰蕙的父亲在１９４９年以前曾经在当时的政府中工作，由于这样的

“家庭出身”，她就成了“狗崽子”并受到“批斗”。郭兰蕙的同班同学说，８月２０日

是星期六，红卫兵通知郭兰蕙，星期一必须来学校，要开她的会。“开会”的意思是什



么，在当时的语境下非常清楚。郭兰蕙在回家的路上喝了来苏水。到家的时候，她母亲看

到她脸色不对，知道她服毒以后，立即把她送到医院，当时她还没有断气。 

  两位认识郭兰蕙的学生说，红卫兵曾经在学校中当众宣布，因为郭兰蕙是自杀，医院

打电话向清华附中询问她是什么人，清华附中红卫兵告诉医院，郭兰蕙是“右派学生”，

于是，医院不加抢救，让郭兰蕙躺在医院的地板上渐渐死去。红卫兵不但对郭兰蕙的死亡

毫无怜悯之心，而且用得意的口气在学校里告诉其他学生这些情况，显示他们主宰生死的

权力和威风。 

  郭兰蕙死时１９岁。 

  就在刘澍华被“斗争”而死的同一天，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６日的上午，清华附中高二

（１）班四个所谓“黑五类”出身的学生郑光召、戴建忠、赵伯彦、刘喜鸿，遭到该班红

卫兵的集体殴打，红卫兵抡开了铜头皮带和棍棒，向他们称作“狗崽子”的同学大打出

手。当天下午，这四个所谓“黑五类”又被强迫跪在学校空地上拔草根“劳改”，身后站

着手持皮带、凶神恶煞的红卫兵。当年，这幅恐怖画面深深印入多位老师和学生的记忆

里。当天晚上，郑光召等四人被关在学校不准回家。郑光召出现尿血、抽搐和昏迷，几乎

死去。以后，他们被监禁在宿舍，不得允许不能出学校门。 

    在清华附中，特别流行给被“斗争”的女同学剃“阴阳头”，即把头发剃去半

边。笔者采访过的该校人员很有限，提供了被剪“阴阳头”的女同学名字就有：高三的张

蕴环、高二（１）班的杨柏龄和陈向明、初二（３）班的王淑英和孙淑绮。 

      在当时北京的其他中学里，剃“阴阳头”的侮辱一般只施加在女老师身上，清华附

中红卫兵却以这种方式虐待女同学，这在当时的“红色恐怖”中都算少见的。 

  北京作家史铁生在１９６６年时是清华附中初二（３）班的学生。当笔者问起他的班

上是否打了同学，他回答说，打了，打得不重。 

  笔者问，不重是多重？ 

  史铁生说，打了两个女同学。是红卫兵打的。让她们跪在教室里，用皮带和拳头打

了，剪了她们的半边头发。 

  记得笔者当时不禁追问：这怎么还叫“不重”？ 



  史铁生是作家，使用汉语词汇应当比较准确，当然也懂得这样殴打折磨，对两个１５

岁的女学生来说，是“重”还是“不重”。他这样说，是因为在１９６６年的清华附中的

环境里，有大量更为严重的罪恶发生，所以如果不是被“往死里打”、不是被打到生命垂

危的程度、不是像刘澍华和其他“黑帮”那样被打得不想活了，大概就可以算“不重”。 

  史铁生还记得这两个女生的名字：王淑英和孙淑绮。她们被剪“阴阳头”的原因是

“家庭出身不好”。其中王淑英被指控是“隐瞒家庭出身”，这在当时就可以成为一个罪

名，可以让红卫兵拿去作为一个理由来惩罚你，从中也可以见出红卫兵的观念，以及他们

认为有权力用暴力惩罚同龄人的那种蛮横。 

  史铁生不是“红五类”。他提到，他曾经和同学到清华附中的一个教授家抄家，刚开

始动手，就有人来通知说，不是“红五类”的不可以参加抄家，他只好离开。他没有当过

红卫兵，而且对被打的人怀有同情，所以记得这些细节。经历、道德观念和记忆的关系在

这个例子中体现得十分明显。 

    1966年 8月下旬，开始了全国“革命大串连”高潮。红卫兵得到免费火车票和食

宿，到全国各地推广他们已经在北京开始的这一套。清华附中红卫兵一方面要输出革命到

全国，一方面担心学校里就难以进行有效的管理。于是，他们决定提前把这些非红五类子

弟送到农村去劳动改造。八月底后，清华附中的非红五类子弟都被送到房山县的窦店去劳

动。而他们自己则到全国各地“串连”去了。 

  被毒打的还有清华附中传达室看门的老人。看门的人既不可能“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

线”，也不可能“打击迫害革命干部子弟”，一样被打，因为红卫兵照样可以找出“理

由”，他们说他是“逃亡地主”，对他大打出手。 

  清华附中的红卫兵不但到本校教师家中抄家，也到学校附近的人家抄家。他们在清华

大学的教授家中，砸毁艺术品和书籍，搜索黄金和外币，而且殴打被抄家者。８月下旬的

一天，红卫兵把抄家抄来的东西，主要是书籍，也有其他物品，在清华附中大操场上堆了

有一个房间那么大一堆，点火燃烧。烟尘飞舞，发出呛人的气味。红卫兵成员围绕火堆，

鼓掌欢呼。其他同学不敢近前，远远观望。 

  清华附中的红卫兵还到火车站去殴打那些被“遣返”到农村的“地富反坏右”。在１

９６６年８月９月，有近十万北京居民被抄家后驱逐到原籍农村，占当时城市人口的近百

分之二。驱逐的命令由红卫兵发出，强行“遣返”的过程，也由北京中学生红卫兵在警察

的帮助下出手执行。大批红卫兵在火车站监督被驱逐者，并且常常施行毒打和侮辱。清华

附中红卫兵曾经在火车站用开水浇烫被驱逐的人。有些在夏天被驱逐出去的人，在农村没



有活路，自己跑回北京来，１９６６年１１月，清华附中红卫兵再次到火车站殴打这些

人。目击者说，打人的场面十分可怕。 

  清华附中红卫兵也参与发起了所谓“打小流氓”的行动。他们和其他中学的红卫兵在

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十万人大会“斗争”“小流氓”，在万众瞩目之下，殴打被“斗争”

的对象。在“打小流氓”运动中，有人被打死，例如在北京第８中学、第１３中学、北京

师范学院附属中学和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打死了被他们指为“小流氓”的同学

和社会青年。今天去看，不要说所谓“小流氓”显然是一个欲加之罪，就是在红卫兵所用

的语汇中，也只称之为“小”流氓，而不是什么大罪犯，可是红卫兵也对他们毒打甚至打

死。这就是红卫兵当时的理念。 

  ８月下旬，红卫兵开始所谓“革命大串连”。他们得到政府提供的免费火车票和食

宿，在全国各地“煽风点火”。清华附中红卫兵把他们的这一套暴力迫害方式也带到他们

的所到之处。贵州人民出版社的一位编辑说，清华附中红卫兵到了贵阳，殴打贵州省文化

局的“牛鬼蛇神”。他们打了京剧团的演员，还把贵州省文化局幼儿园的园长也揪来剪了

“阴阳头”，并且把她打得遍体鳞伤，满身血印，皮下淤血很长时间不消褪，看上去十分

吓人。这个幼儿园园长还是四个孩子的母亲。 

  刘澍华之死，就发生在这样的一系列暴力迫害事件的背景上。刘澍华的死不是孤立事

件，也不是偶发事故。刘澍华死于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大规模暴力迫害，他是１９６６年８

月发生的红卫兵杀戮的无数受害者之一。 

  上所叙述的清华附中在１９６６年夏天发生的暴力迫害，仅仅是笔者在调查中了解到

的，因此，是实际发生的事情的非常有限的一部分，是冰山的一角。如果能做更详细的调

查，如果清华附中的大部分师生能够有机会说出他们身经目睹的红卫兵所作的暴行和迫

害，一定远远不止本文的内容。 

 

四、暴力迫害的理论支撑：“教育革命”“阶级路线”和“造反精神” 

  上文写到，在毒打刘澍华的过程中，在折磨清华附中一批教师和干部的过程中，在给

女同学剃“阴阳头”的行为中，人性中的恶意和罪恶欲望，确实在起作用。对他人挥舞鞭

子棍棒，欣赏受害者在脚下呻吟，掌握对他人生杀予夺的权力，这些，对于没有建立良心

预防机制、道德底线极弱的人来说，是一种快乐和享受，稍加推动，就足以使他们乐此不

疲，积极进行。但是，这种人性恶，在文革中是依附于红卫兵的政治理念和行动目标发生

作用的。 



  清华附中红卫兵一直宣称他们的成立宗旨，也就是他们所要做的事情，最主要的是两

项：一是“教育革命”，二是“贯彻阶级路线”。不过除了当时他们不隐瞒打人的暴行并

且还炫耀这种暴力权力，后来他们一般不提他们如果用犯罪的手段来实践他们的理论目

标。  

  为他们的第一项任务“教育革命”，他们毫不留情地攻击清华附中的校长万邦儒等学

校领导，残酷地殴打教员们如刘澍华，尽管这些人在文革前其实不但没有“迫害干部子

弟”，而是给了他们相当多的特权。红卫兵的行为确实像是一种恩将仇报或者对特权的贪

得无厌的追求以及虐待狂的表现，但是也不仅仅如此。他们有意识形态和革命理论作根

据，他们把校长和老师先定义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代表人物，然后以此为“理

由”，可以殴打、侮辱、甚至打死校长和老师。 

  这样的认识显然来自毛泽东的“五七指示”——毛泽东在１９６６年５月７日给林彪

写的一封信。这封信当时是和“５１６通知”一起在共 产 党高级干部中传达的。在这封

信里，毛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无论毛指

责的这种现象是否真实存在，但他指示人们，特别是学生，去攻击当时学校的校长和教

员，是非常清楚的。 

  在１９６６年的夏天，学校的校长和教员，便沦为当年“镇压反革命运动”和“肃清

法革命运动”中的“反革命份子”、“土地改革”中的地主、“五反”中的资本家、“反

右派运动”中的“右派份子”，他们是被最高当局指定的“革命”所要打击的对象，是做

为社会中的一个群体被当作了打击对象。尽管在其中的每个人，可以苦苦申辩并且幻想逃

脱，但是，大的形势是不可改变的，比如，刘澍华根本不是什么“流氓”，这是显而易见

的事情，但是即使没有这个借口，也会找到别的罪名处罚他。作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的成员，清华附中的教员和校长们，注定是要被打、被斗、被迫害的。 

  这样一种迫害方式——在社会中划出一大类职业范围的人、进行大规模的超越于法律

之外的迫害，在人类历史上是少有的，所以很难界定其独特性，也没有一个专门的名词来

描绘。这种迫害方式不是仅仅从文革开始的，红卫兵的贡献是把这种方式用在了大批教育

工作者头上。 

  红卫兵的第二个目标和任务是“贯彻阶级路线”。清华附中红卫兵发明的“红五类子

女”和“黑五类子女”的新概念新名词，远远溢出马克思所说的“阶级”概念，不但不是

指拥有生产资料的人，也不是指过去曾经拥有生产资料的人，而是指曾经属于某个阶级的

人的儿女。他们要求在他们的同代人之间划分等级，制定打击目标，建立新的秩序。 



  这显然是符合毛泽东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需要的。文革开始的时候，共产党已经

执政十七年，当时３０岁上下的成年人，都是在共 产 党时代才进入小学或者中学的，根

本没有可能再成为“地主”“资本家”，所以，那时候需要新的理论，划出新的打击对

象，才能使得“阶级斗争”继续下去。红卫兵扩大了毛泽东关于“阶级斗争”理论的打击

对象，不仅从“地富反坏右”扩展到了所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教育工作者和文艺工

作者，并且，从“地富反坏右”本人扩展到了他们的子弟。而且，在那个时代，每个家庭

生育的子女数目平均多于两个，所以这一新政策在斗争对象数量、范围的扩展方面也极其

可观。 

  正是出于这样的理论，清华附中红卫兵理直气壮地侮辱殴打“家庭出身不好”的同

学，包括剃女同学的“阴阳头”。刘澍华死去３０年后，他的同事和笔者谈起他的时候，

还特别提到，刘澍华“不是家庭出身不好”的人，“最多是小业主”；他们也提到校长万

邦儒遭到长期的毒打和虐待，不但因为他是“黑帮”，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在清华附

中的代表，还因为他是“地主家庭出身”。在这样的记忆背后，还看得到清华附中极端强

调“家庭出身”的血统论遗风。 

  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６日，刘澍华被毒打的同一天，北京农业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举行

“斗争会”，强迫该校１２８名老师和学生跪在大食堂的地上，面对毛泽东的挂像“请

罪”，而且，１２８人中有的被剪了头发，有的被打，有的被没收了手表。这所中学当时

只有６０名教职工和不到５００名学生，１２８人占很高的比例。此后，“１２８”成为

北京农业大学附属中学的一个恐怖数字。“斗争”他们的“理由”是一个：他们“家庭出

身坏”。这是一个以“家庭出身”来进行“阶级斗争”的典型案例。 

  清华附中红卫兵有明确的规定，只有“红五类”子女可以加入红卫兵。这五类是：革

命烈士、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工人、贫下中农。这就是说，对一个像北京这样的城市，

作为人口主体的商业工作者、机关职员、教师、医务工作人员，工程师、各种服务人员以

及专业人员的子女，都是不准参加红卫兵的。这么多行业人员的子女尚且如此，他们本人

的处境也很清楚了。这些人员是现代城市经济的主体，打击这些人，是在打击现代城市生

活的基本部分，打击商业、技术和科学。“红色高棉”的波尔布特在柬埔寨驱逐城市人

口，摧残受过教育的专业人员，与此有相似之处。西方学术界对柬埔寨波尔布特暴政的史

实，已有相当程度的研究，至于他受到了中国文革的哪些影响，还待考。 

  家庭出身是加入红卫兵的唯一条件，红卫兵又是将此条件明文写在章程里的组织。共

青团虽然在实际操作中强调这一方面，但是章程里没有这一条。把一种先天性的条件写入

组织章程里去的另一个组织，是纳粹德国的“希特勒青年团”。“希特勒青年团”严格调



查成员的父母是什么人种，谁若有所隐瞒，会被惩罚。这方面和上文写到的清华附中红卫

兵把一名被指控“隐瞒家庭出身”的初二女学生剃了“阴阳头”，并罚跪和殴打，做法是

相似的。 

  红卫兵在学生中实行隔离政策。该校初二（１）班的学生成立了一个叫“梅花”的小

组进行活动。“梅花”小组的成员有不同的家庭出身，有的是“红五类”，有的不是，是

“职员”。红卫兵命令“梅花”小组解散，理由是他们“阶级阵线不清”。由此，不同

“家庭成份”的学生，被禁止互相平等来往。实际上，当时在北京的中学生中，不同“家

庭出身”的学生，互不来往甚至互不说话。 

  １９６６年６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宣布取消高考制度，使“贯彻阶级路线”获得了

最有力的社会制度方面的支持。不管怎样，考试制度和“家庭出身”制度有冲突，前者被

废除，后者就可以大行其道。 

  清华附中红卫兵把“家庭出身”的重要性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是很有影响力

的，后起的、与之“对立”的、成年人的组织，如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的蒯大富，在

其发出的文告中，蒯大富署名之后还特别注明他是“革干”家庭出身。（《井冈山红卫兵

第三号决议》，１９６６年９月２８日，有三个人署名，都写明“家庭出身”。）通常，

署名可以伴随本人的职务，但是注明家庭出身，却是罕见的做法。 

  清华附中红卫兵实行“教育革命”和“贯彻阶级路线”的手段，是相当暴力性的，破

坏常规的。他们在这方面的说法是“革命造反精神”，并以此作为红卫兵的重要特色。他

们前后写了三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毛泽东看过前两论后，写信支持他

们。《人民日报》发表了这三篇文章。时间是在刘澍华被“斗争”和毒打的前两日。 

  所谓“造反精神”，实在是一个极大的谎言和讽刺。“造反”一词在传统意义上是反

对皇帝反抗强权。红卫兵声明他们是毛泽东的红色卫兵，那么也就是说，他们不仅根本不

“造反”，相反却是最高权力的忠实奴才。 

  清华附中红卫兵明确规定，所谓“革命干部”，是指在１９４５年以前加入共 产 党

的干部，这些干部在１９６６年大部分都是高级干部，因此，当时清华附中一千多学生

中，清华附中红卫兵只有二百来人；北京的其他中学，也有类似的比例，也就是说，他们

是一代人中的少数。一个２００人的组织，可以在该校内外施行上文所描绘的种种暴行，

是因为红卫兵得到毛泽东的支持和扶植；少数人能控制多数人，也是因为他们有一套革命

理论；此外，也由于他们使用无限制暴力，使得反抗不可能发生。 



  清华附中红卫兵的所作所为，就是在最高权力者毛泽东的一手支持下，在权力当局的

保护下，对老师和同学恣意施暴。他们肆无忌惮地迫害虐待学校里无法还手、也无处可逃

的老师和同学，殴打折磨学校外的和平居民。这样的行为，不但野蛮，而且卑劣。 

  清华附中红卫兵的这种“造反”，是对文明社会常规的反动，是无法无天，在纵向的

历史和横向的世界文明范围内，都是罕见的严重的反文明、反人道的暴行，是极大的罪恶

和丑闻。然而，甚至在文革结束以来，红卫兵的暴力迫害和杀戮，一直没有得到记载。在

现有的已经出版了的三部“文革”通史中（分别印刷于１９８６、１９８８、１９９５

年），以及两部数百页长的红卫兵史（１９９４、１９９８年出版），没有提到任何一个

被红卫兵害死的校长和教员的名字，也没有记载１９６６年“红八月”的大量发生的校园

血腥事件。 

  刘澍华死于１９６６年８月。红卫兵自豪地把这个八月称之为“红八月”。长久以

来，这个时期被描述为狂欢的理想主义的青少年的盛大节日，而大量被杀害或自杀的教育

工作者，却长期被隐瞒、被遗忘。“红八月”的腥红，不但是红卫兵的红布袖章和毛语录

本的红色塑料封皮，更是千万文革受难者的鲜血，其中也有刘澍华年轻的血。 

  １９９０年第二期《传记文学》发表“红卫兵之旗”一文，是清华附中红卫兵领导人

卜大华对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产生发展以及所作所为的长篇介绍，共两万字。在这长篇大

论、用词华丽的回忆录中，卜大华完全没有提到他在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６日晚上主持召开

的那个“斗争会”，那场导致刘澍华老师自杀的残酷拷打，也没有提到清华附中红卫兵大

规模地长时间地毒打侮辱老师和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的行为。 

  这里不仅有一个是否说出事实真相的问题，更直接关系到基本的道德原则和是非问

题，而在卜大华的描述中，显然不认为这是一种错误，需要认错、悔过和向受害者道歉。 

  从１９６６年到１９９０年，二十四年过去了，这位当年的红卫兵领袖的“进步”，

仅仅在于不再把１９６６年红卫兵所从事的暴力迫害，作为正面“成绩”来夸耀了——在

１９６６年夏天的数次天安门的盛大集会中，林彪和周恩来的讲话都热情洋溢地夸赞了他

们的行动，而二十四年后，毕竟邓小平已经否定了文革。 

  在卜大华１９９０年的发表物中，津津乐道地叙述了一件往事：他们在１９６６年６

月２４日贴出了题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大字报，其中引用了毛泽东语录

“造反有理”，当时在清华附中的工作组对这张大字报不满，可是不能反对毛的指示，又

没有听说过毛有这样一个说法，于是来问红卫兵，毛的话出处在哪里，卜大华故意不说，

工作组只好派人去北京图书馆、党史资料馆等地到处寻找，结果还是找不到，很是狼狈。 



  卜大华在二十四年后对此还得意洋洋，却没有意识到，他正好无意间对他们当年所谓

“造反”的奴才本质，作了一个明确的注释。自然，工作组在当时是很可笑也很可怜的，

他们一开始就支持红卫兵，称说他们是“革命左派”，后来试图对红卫兵的暴力攻击老师

和同学的行为有所约束，但是弄不清红卫兵的来头，不敢反对红卫兵，这个细节，一方面

说明当时连工作组人员都对毛这句语录难以置信，另一方面红卫兵拉大旗作虎皮，也显示

了他们所谓的“造反”到底是什么。 

五、刘澍华死后 

  在刘澍华死后，暴力迫害继续进行和发展。 

  就在刘澍华死亡一天之后，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７日，清华附中陈书祥老师的父亲被北

京大学附属中学的红卫兵从家中抓走，当天夜里在北大附中校内被打死，时年３７岁。陈

老师的父亲名叫陈彦荣，是一个工人，他的家离清华附中和北大附中都不远。和清华附中

一样，北大附中也是红卫兵运动的发源地之一，只是他们的组织用了“红旗战斗小组”的

名字。陈彦荣被打死后，清华附中红卫兵给北大附中红卫兵发了一封关于尸体处理的公文

信，信上赫然盖有红卫兵的圆形公务图章。这张公文信的照片，展示在“网上文革受难者

纪念园”中“陈彦荣”条目之下。这封信，表明了当时中学各校红卫兵之间在打死人这样

的事情方面已经建立了公文系统和工作网络，配合协调，也表明了当时清华附中红卫兵组

织在文革杀人机器运作中的作用和角色。 

  在１９６６年年底，清华附中红卫兵失去了文革领导人的宠幸。这是因为文革的打击

目标扩大了，远远超出了“５１６通知”中圈定的上层建筑五界（学术界、教育界、新闻

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曾经大力支持红卫兵的文革领导者们转

而全力支持后起的另一些组织，这些组织开始猛烈攻击共产党中央以下的各层领导。清华

附中红卫兵的父母们受到攻击，他们中间相当多的人也变成了“黑帮子弟”，变成了他们

曾倡导推行的暴力迫害运动的受害者。包括卜大华在内的一些红卫兵头头，在１９６７年

初被公安部抓起来关了三个月，又由毛泽东下令释放。他们由此被称之为“老红卫兵”，

以区别于文革最高领导人支持的别的新学生组织。这是文革的戏剧性转变之一。 

  文革领导人曾有非常戏剧性的几个大转折。一是一度领导“揭发”“斗争”原学校负

责人的“工作组”变成了被“斗争”的对象；再就是曾经不可一世的高干子弟红卫兵失

势；再后来是取代高干子弟红卫兵的“造反派”被抛弃。这些看似出尔反尔的大转折，总

是牺牲掉一部分积极追随者，而文革却在此过程中发展到了新的程度。所以，站在文革领

导人的立场看，这是相当成功的领导艺术。 



  这类转折造成了一些特别的人，即他们先充当迫害者，然后又变成被害者。但是文革

过后，这类人往往只控诉他们遭受的迫害，却对他们曾经迫害过他人，避而不谈，守口如

瓶，也不道歉和忏悔。卜大华是这类人中自己出来亮相的一个。在他的文章中，他讲自己

受害，却隐瞒了自己怎么迫害别人，更没有向被他迫害过的人表示道歉和忏悔。这是典型

的道德上的“双重标准”，这样的想法不但使得文革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被歪曲，而且在

这样的叙述中包含的思想仍然是“别人迫害我不对，我迫害别人却是对的”，也就是说，

文革的暴力迫害的思想，在这类描述中继续张扬。 

  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失势并不意味着他们奉行的暴力迫害原则的失势。清华附中新起的

组织叫“井冈山”，和红卫兵在学校里各占了一座楼。红卫兵在宿舍楼房顶上，“井冈

山”在教学楼的房顶上，两边对骂。红卫兵指责“井冈山”是“保守派”，“井冈山”为

了证明他们的“革命性”，把关在学校的五个“牛鬼蛇神”——校长万邦儒，副校长韩家

鳌，语文老师高恬惠，职员张秀真和羊涤生，用布蒙上眼睛，拉到教学楼门口，命令他们

往上爬，爬上五层楼，又爬上房顶。“井冈山”的学生在楼顶上用皮鞋底抽打这五个人。 

  在１９６８年所谓“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的新一轮迫害中，清华附中的另一位老师在

被关押“审查”的时候自杀身亡。他的名字叫赵晓东，是该校的体育老师，体育教研组负

责人。赵晓东身材高大，体格强壮，年轻时是很好的运动员，后来成为很好的体育教员。

清华附中在北京的中学里以体育成绩出色而闻名，跟他有很大关系。他的罪名是“历史问

题”。据说他曾经加入“三民主义青年团”并在抗战时期“跑单帮”（即做个体户小买

卖）。其实按照当时的“政策”这也算不上“敌我矛盾性质”的问题。赵晓东在１９６８

年８月９日在学校中跳楼身亡。那一天，他在五楼的另一间大教室遭到“斗争”。“斗争

会”后，他出了会场，下到五楼和四楼之间的楼梯拐角处，从窗口跃出。他的血和脑浆喷

溅在楼前地上，死亡场面十分可怕。清华附中五楼有两间大教室，在那里召开的两个“斗

争会”，造成了两名教员的立即死亡。赵晓东的死和刘澍华相隔整整两年。文革这辆巨车

仍然在气势汹汹地进行，不断用人血润滑车轮。 

  在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６日晚上和刘澍华一起被“斗争”的校长万邦儒和韩家鳌，１９

６６和１９６７年在校园“劳改队”中被“专政”，１９６８年又在“清理阶级队伍运

动”中被关押。最后，他们得到一个“忠实执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犯了严重政治错误”

的“文革结论”，被发落到北京附近的“五七干校”劳动，１９６９年林彪发出了所谓

“一号命令”后，他们被“下放”去北京远郊县农村无限期“插队”。１９７３年，在林

彪死后多时，他们才被允许回到北京，另外分配了工作。文革后，１９７８年，万邦儒重

新担任清华附中校长。他从１９６０年开始担任校长，六年后文革发生，被整了１２年。 



  在１９８０年代末，万邦儒告诉别的中学校长，红卫兵的出现和施暴，和他文革前的

教育有关系，特别是他对干部子弟的特殊对待。１９６４年毛泽东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

级斗争”以后，清华附中领导把干部子弟组成一个特别小组，请清华大学高层干部给他们

作报告，传达毛泽东对其侄子毛远新和王海容的谈话，组织他们参加军事训练。学校还把

学生干部大量地换成高级干部子弟。这样的做法培养了干部子弟的特权意识，直接导致了

后来以干部子弟为核心的红卫兵。教育屈从于强权，放弃了教育的标准和平等原则，失落

了教育的尊严，也埋藏了日后的灾难。文革开始，干部子弟立即批判校方的“阶级路

线”，嫌他们得到的特权还不够，而且，发展为暴力攻击校长和老师。 

  可惜，万邦儒对文革前中学教育的反省，未见发表，他就在１９９２去世了。这一代

教育工作者经历了如此剧烈惨痛的人生经验，未能为后人留下他们的记录和分析，十分可

惜。 

  清华附中的相当一部分的老师和学生，没有忘记那个害死了刘澍华的“斗争会”，他

们还清楚记得那天晚上打人最为残忍的红卫兵的名字，他们也还挂念刘澍华的孩子和妻子

以及他的老爹。但是，由于当局对出版有关文革的文章和书籍有严格的控制，他们无处发

出声音。能发出声音的，反而是红卫兵方面的那一类删改事实美化暴行的谎言，如上文提

到的卜大华回忆录。由于对红卫兵的真实历史的掩盖和隐瞒，美化和怀念红卫兵和“红八

月”的声浪，时时出现在官方许可的出版物中。 

  刘澍华的没有见过面的孩子，正是文革的同龄人。他的童年是在文革的阴影中度过

的。他没有父亲，得不到父爱和父亲在经济方面的抚养，已经是一个非常大的不幸。他的

父亲那样死去，在文革那种强调所谓“政治”和“家庭出身”的时代，还要给他带来歧视

和麻烦。刘澍华的妻子，新婚丧夫，后来又要独立抚养孩子，她一定经历了旁人难以想象

的艰难和痛苦。刘澍华的老爹，不知道是否还在世。如果读者中有人知道刘澍华的家人的

消息，请告诉笔者。 

  发生在１９６６年夏天红卫兵大规模毁坏文物书籍、殴打并且杀害教师的运动，是中

国历史上自从秦始皇在公元前２１４年“焚书坑儒”之后发生的、性质有所相似但规模则

大得无法比拟的、反文明反人道的迫害事件。如果我们不忘记这一事件，也就不应该忘记

刘澍华。历史不应该删除刘澍华的名字。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