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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维时报》：大规模迫害人、残害生命是“文革”最主要罪恶──王友琴博  

士答问录(1) 

 

《多维时报》记者高伐林采访／哈佛历史和政治学讲座教授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  

（Roderick MacFarquhar）说："'文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中的分水岭。1966 年

以 前，中国是毛泽东主义阶级斗争和斯大林主义指令经济的合成品。1976 年以

后，中国成 为资本主义经济和列宁主义一党统治的混合物。"（为王友琴《文革受

难者》作序）长 期以来，这个"分水岭"却被官方限制甚至禁止研究，学界、民间

研究只在 1986 年和 1996 年"文革"二十周年和三十周年时出现过两次讨论热潮。但

是近年来，"文革"这种"逢十 才成热门话题"的现象有了改变，出现持续升温趋势。

至少在海外，可以说包括卡玛的 记录片《八九点钟的太阳》与丁凯文主编的《重

审林彪罪案》都推动了"文革"讨论热。  

 

  "文革"当然不应只是"逢十"才成为关注热点。其实，《文革受难者》一书作

者、芝 加哥大学学者王友琴博士年复一年，为让全民族铭记这场浩劫的事实和教

训而努力，已 经有四分之一世纪。关于她调查和写作，作家苏晓康写道：她"一家

一户地调查"，"用 微弱的声音揪住整个民族"，"她一个人抗拒着数亿人的遗忘"。

《文革受难者》一书日前 已经在香港出版。这本书有 572 页，50 万字，记叙了

659 名文革受难者的名字和他们的 悲惨故事。  

 

  《多维时报》记者高伐林通过电话和电子邮件，与王友琴进行了多次访谈。记

者也询问了王友琴对卡玛的影片与丁凯文等人推动的重审林彪罪案的看法。  

 

 

●我从未对卡玛说过"宋彬彬没有参予"  

 

 

  多维：卡玛女士在就其记录片《八九点钟的太阳》（Morning Sun）接受多维

记者 的采访中，认为宋彬彬为"文革"中打人的人背了黑锅。在我询问卡玛这一断

定的根据 时，卡玛说："多年来从许多见过宋彬彬本人或与她有直接接触的人那里

了解到的情 况，她的为人，以及相关的时间、地点。这些人，不管原来是哪派

的，都与宋彬彬本人 的说法一致。"卡玛特别提到："例如，我问过王友琴，关于

宋彬彬所在的师大女附中打死女校长的事，王友琴在这个问题上调查是最深入的，

我问宋彬彬参予了没有，她说没 有。"  

 

  卡玛关于宋彬彬的这一说法，引起很多观众和读者的争辩。既然卡玛特别提到

了 你，并认为你"在这个问题上调查是最深入的"，我很想听听你调查掌握的情

况，以及你 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王友琴：我看到网上您和卡玛的对话，她提到我说了"没有参与"，很觉得奇

怪。  

 

  什么是"参与"？我想，在中文里"参与"不是生僻的词，其意义很清楚。读我发

表的文章，你会清楚地知道我是否会说出宋彬彬"没有""参与"。  

 

 

  关于北京师大女附中副校长卞仲耘在学校中被红卫兵学生打死的事件，在我的

新书 《文革受难者》里，有一篇两万字的文章。这篇文章在网上发表已经四年。

我的更早写 到卞仲耘之死的文章《1966：学生打老师的革命》则发表在 1995 年。  

 

  卞仲耘是北京第一个被红卫兵打死的教育工作者。宋彬彬是这个学校的红卫兵

领导 人。我的调查和描述重心是受难者。这篇文章中有几处提到宋彬彬。  

 

  一处是：卞仲耘所在中学的第一张大字报是宋彬彬和另外两个高三学生贴出

的。他 们很快得到被派到学校来的"工作组"的支持。卞仲耘等被"揪出来"遭到斗

争。宋彬彬成 为"革命师生代表会"的副主任。  

 

  一处是：（1966 年）7 月 31 日，北京师大女附中成立了红卫兵组织。宋彬彬

是红卫 兵负责人。毛泽东下令撤出"工作组"后，学校里红卫兵掌权。8 月 4 日红卫

兵用暴力攻击 了一批原学校领导人、教员和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8 月 5

日，卞仲耘等 5 人一起 遭到红卫兵学生的暴力斗争。她遭到三个小时的殴打和折

磨，被打死在校中。另外四人 也被打成重伤，一位副校长胡志涛被打成骨折。  

 

  一处是：卞仲耘死亡的当天晚上，宋彬彬等红卫兵领导人去北京饭店见了中共

北京 市委第二书记吴德，报告卞仲耘之死。没有人出面制止暴力。  

 

 

  一处是：8 月 18 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第一次检阅红卫兵。宋彬彬给毛泽

东戴上 了红卫兵袖章，毛泽东对她说了"要武"。他们二人的大幅照片发表出来，

署名"宋要 武"的文章《我给毛主席戴上了红袖章》发表在《人民日报》二版头

条。她的父亲宋任 穷在那时被提升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8 月 18 日大会以

后，在师大女附中的化学 实验室里，红卫兵把一个附近饭馆的 18 岁的女服务员绑

在柱子上打死。在此后的 20 天 里，数千北京的教育工作者以及居民被红卫兵活活

打死。大规模的群体暴力迫害也迅速 在全国蔓延，卞仲耘的命运成为很多人的命

运。  

 

  从以上事实，您以为可以说宋彬彬"没有""参与"吗？  

 

  仅仅从逻辑上说，除非一个人是时时刻刻紧紧跟随着另一个人的，不然都不能

来作 证说那个人"没有"做什么。也就是说，只有宋彬彬自己或者跟她关系非常密

切的人，才 可以说她"没有参与"。  



 

  另外，应该说明，卡玛在制作她的电影时，并没有向我问过任何问题。在她的

电影 上演并且受到观众的质疑后，她才在回答你的提问时引用我来作辩护。  

 

 

●电影里前红卫兵所在学校至少打死八人  

 

  多维：卡玛解释过，这部影片，因为当年音像资料的限制，侧重在展现"新中

国的 同龄人"思想发展过程，重点是"革命文化"如何一步步对他们潜移默化，最后

表现为"红 八月"疯狂施暴。卡玛也说过：很庆幸这部片子不是表现"文革"的"唯一"

一部片子，"我 们必须正视我们自己这个文本的局限性"。你认为卡玛这部影片成

功之处和局限性是什么？  

 

  王友琴：我没有看过卡玛的电影，不能回答你的这个问题。  

 

 

  多维：卡玛的影片中采访了各种类型的人，其中有六人（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是当 年的红卫兵。你的调查是否也涉及他们在"文革"中的作为？对他们在影片中

接受采访时所说的话──当然，这肯定不是他们的全部看法，由于影片长度限制和

影片本身思想脉络，编者有所取舍──你有什么看法？  

 

  王友琴：我刚才说了，我的调查和记述的中心是受难者。既然你对卡玛电影里

面的 前红卫兵人物有兴趣，我可以向你指出，我的书里有八个受难者，是被卡玛

电影里这几 个人所在的五所中学的红卫兵打死的，或者是遭到红卫兵的殴打和侮

辱后自杀的。这八 个受难者的名字和故事已经在网站上四年了。  

 

 

  看过卡玛电影的人说，出现在卡玛电影中的前红卫兵，没有一个在电影中为红

卫兵 在"文革"中的行为表示道歉，没有说一声"对不起"。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接受

卡玛采访的前红卫兵没有人表示过歉意或者说过"对不起"；一种是他们说了，卡玛

没有放入片 子。这一点你需要问卡玛本人。不过整个电影没有红卫兵道歉，也没

有提到这些中学的 红卫兵打死了一批人，这显然是卡玛的选择和安排。她可以认

为红卫兵不必道歉，但是不提被这些人所在的红卫兵组织打死的人，是违反了纪录

片的真实和平衡的原则的。  

 

  让我们来看这八名受难者。我们刚才已经说了北师大女附中副校长卞仲耘和一

个附近饭馆的女服务员在这个学校中被打死。  

 

  北京 101 中学美术教员陈葆昆在学校中被打死。红卫兵打死他以后，还强迫和

陈一 起挨打的十多名老师打陈的尸体。第二天是 8 月 18 日，红卫兵都进城去天安

门广场受毛泽东接见，陈葆昆的尸体被丢在学校里。又过了一天，才由火葬场的车

拉走。  

 



  刘澍华是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物理老师，1966 年 8 月 25 日遭到该校红卫兵大会

斗争和毒打，深夜散会后，他从清华大学锅炉房的烟囱上跳下自杀。他新婚不久，

妻子正怀孕。该校高二女学生郭兰蕙，出身于所谓"坏家庭"，在红卫兵"老子英雄

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理论下遭到攻击侮辱，1966 年 8 月 20 日服毒自杀死

亡。她服毒后曾被送进医院，当医院打电话给学校问她的情况，红卫兵不让医院抢

救。  

 

  北京第十女子中学 36 岁的男教员孙迪，被红卫兵打死在校园里。目击者说，

一群女红卫兵在操场上用棒子和军用铜头皮带殴打孙迪，他身上的衣服被打烂打飞

了，形同裸体。空气里弥漫着浓重的血腥味。  

 

  还有陈彦荣，中国科学院气体厂工人，35 岁，七个孩子的父亲，家住海淀蓝

旗营 109 号，处于红卫兵运动的发源地清华大学附中和北京大学附中之间。他在

1966 年 8 月 26 日和妻子一起被抓到北大附中毒打，当晚被打死。和他同时被打死

的还有一个老年女 人。清华附中红卫兵给陈彦荣的儿子开了一张介绍信领死尸，

这封盖有"清华附中红卫兵"红色圆形图章的信被保留了下来，在我的书里有这页信

的复印件。  

 

  实际上，这五所中学红卫兵在 1966 年 8 月打死害死的不止这八个人，这只是

现在我能了解到的。别的受难者的名字和身份资料还有待寻找。希望读者帮助。  

 

  这八个受难者都是普通人，不是高官，也不是社会名流。他们以及大量的普通

人受难者的名字和死亡真相一直被排除在历史记录之外。这种排除后面潜藏的价值

观念也是非常可怕的，即认为普通人的被害不算什么。《文革受难者》一书，强调

记录事实，也强调绝不可以隐瞒和忽略普通人的悲惨遭遇这一价值原则。  

 

 

●三十年后也无人道歉  

 

  多维：罗瑞卿的女儿罗点点也跟宋彬彬在一个学校，她的书《点点回忆》中提

到卞仲耘有高血压，所以死了。  

 

  王友琴：这种说法的意思是把红卫兵杀人事件说轻、淡化。就算卞仲耘有高血

压，在被打死之前不是还在全天上班正常工作吗？那天不是还有四个人被打成重

伤、二把手被打成骨折吗？后来被绑在柱子上打死的附近饭馆的 18 岁的女服务

员，总不会有高血压 了吧？为什么这些都不提了呢？   

 

 

  应该注意到，在卞仲耘被打死 30 年后，罗点点不表示同情和难过，反而说这

样的话。显然，这是"文革"时代遗留下来的残酷哲学的一种真实表现。更最主要的

是，她不以为打死卞仲耘是一项重大犯罪。  

 



  我问过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尧，他说，从来没有红卫兵去向他和家人表示过道

歉。这是在卞仲耘被打死之外，另一个使人痛心的事实。  

 

  王晶尧先生是一个诚实、认真的人。他保存了所有关于卞仲耘的材料。其中有

两份 1966 年的笔录资料，很能证明宋彬彬是如何"参与"并起着领导作用的。他看

了卡玛的电影以后，向我提起那两份笔录资料。他感到惊讶和气愤：为什么宋彬彬

不但从未对 1966 年的行为表示道歉，而只是为自己粉饰？   

 

  我也注意到不久以前你们多维发表过署名"霄云"的文章，该作者写到她的父亲

怎么受到吴法宪的迫害，还写到上海一群中学生红卫兵怎么在市中心打死一个人。

她被卷到里面也动手打了一下，却连那个人的名字和身份都不知道。她为这件事情

感到难过，把这件事情写出来。这名前红卫兵对待过去的态度是对的，别的人也应

该像她这样做。  

 

  多维：你在书中说到毛泽东的两个女儿都在卞仲耘的中学读过书，江青还为女

儿的事情召见过学校领导人。江青对卞仲耘的死是否应该负责？有没有找到江青插

手的直接证据？  

 

  王友琴：打死卞仲耘不是孤立事件，这场暴力迫害并不只是针对她个人，也并

非只针对一个中学。全国所有的大学、中学和小学的校长都被"斗争"──据我的调

查，至今没有找到例外。迫害教育工作者，是毛泽东关于"文革"的计划中的重要的

一项，他自己说得清清楚楚，而且，也是通过他直接支持红卫兵来执行的。然而也

正因为毛泽东在这一项事件上的罪责如此明显，大批的中小学教育工作者被杀害和

折磨，在"文革"后对林彪和"四人帮"集团审判时不被提到。  

 

  江青也是"文革"的领导者之一，她对红卫兵暴力鼓励纵容，因而对 1966 年的

杀戮负有重大罪责。但是 1981 年审判的时候，当局只请了证人作证江青如何迫害

她认识的上海的电影界人士，叶群如何帮忙。迫害上海的电影界人士，当然是罪

恶，但是另一方面，也容易解释成江青为个人恩怨报私仇。而迫害和杀戮卞仲耘和

普通教育工作者，以及普通市民的罪恶，无法拿"报私仇"来解释，于是就不被提

起。  

 

  毛泽东和林彪、周恩来这些人显然了解下面正在发生的红卫兵打人和杀人事

件。卞仲耘被杀害之前，1966 年 8 月 3 日，南京师范学院的学生在暴力性"斗争会"

上杀害了教务长李敬仪和她的丈夫吴天石，当时的中共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正在北

京参加八届十一中全会，当即把此事当面报告给毛泽东和周恩来。  

 

  麦克法夸尔教授在序中指出：中共 1981 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

的决议》批评了毛泽东，说"文革"是由"领导者错误发动"的，但是把林彪和"四人

帮"的所作所为说成"完全是另外一种性质"，说他们"利用毛泽东同志的错误，背着

他进行了大量祸国殃民的罪恶活动"，煽动人民"打倒一切，全面内战"。《决议》

就这样把毛泽东开脱了。江青被判处了"死缓"，但是其实对她的罪行，却没有说



够，这罪行主要就是，对普通中国人的大规模的群体性迫害和虐杀，特别是 1966

年和 1968 年这两次迫害高潮；此外，还有他们对公共财产和文物的巨大破坏。  

 

 

------------------------------------------------------------------------------------------------------------ 

 

 

《多维时报》：重审林彪应重审其“群体灭绝罪”──文革研究者王友琴答问录  

（2）  

 

《多维时报》记者高伐林专访／王友琴说：说清楚了“文革”的罪恶，林彪、江青的

罪 责，就能比较清楚。“文革”的罪恶，就其规模和性质而言，可以用一个现在已

被普遍承认的术语，是一种“群体灭绝罪”。林彪在“文革”的前五年一直是第二号人

物，从他的权力位置和他的实际行动来看，他对“文革”前五年中发生的对中国人的

迫害和杀戮，要负第二大罪责  

 

 

●林彪等人应该对"文革"承担什么罪责？  

 

  多维：最近多维报导了《重审林彪罪案》一书出版，采访了该书主编丁凯文先

生。 你刚才讲的，实际上也涉及"重审林彪"这个话题，这就是如何看待参与发起"

文革"的那些人，如何追究他们在"文革"中（以及以前）的罪责？  

 

  王友琴：我以为，要说清楚"文革"领导人的罪恶，首先要说清楚"文革"的罪

恶。  

 

  我在书的前言里说了，"大规模的对人的迫害，实际上是'文革'的主要场景。对

大量的人的生命的残害，是文革的最主要的罪恶"。“文革”的罪恶，就其规模和性

质而言，可以用一个现在已经被普遍承认的术语来说，是一种"群体灭绝罪"。  

 

  说清楚了“文革”的罪恶，林彪、江青的罪责，就能比较清楚。林彪在“文革”的  

前五年一直是第二号人物。从他的权力位置和他的实际行动来看，他对"文革"前五

年中发生的对中国人的迫害和杀戮，要负第二大的罪责。  

 

  《文革受难者》中的 659 个人仅仅是"文革"受难者中极小极小的一部分。但

是，害死 659 个人就是很大很大的罪恶。应该为他们的被害向"文革"的领导人以及

同伙们提出犯罪起诉。这些受难者大部分是由 1966 年的红卫兵暴力和 1968 年的"

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害死的。这两项罪恶，在 1981 年对林彪、江青两个集团的审判

中没有被列入审判书。邓小平和胡耀邦在"文革"后进行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

平反"，有几百万人得到了"平反"。这是他们的重要功绩。但是，没有审判造成受

难者惨剧的罪恶，实际上并没有完全给予受难者正义（justice）。现在的权力当局

封锁记录和记载文革受难者的网站，则是对受难者的不正义在今天的延续。  

 



  我在前面说到，长期的对文革中的普通人受难者的遗忘和忽略，隐含着一个可

怕的观念，即这些人的生命不算什么，是历史中不值一提的东西。现在，是改变这

种情况的时候了。追求正义，不只是为了死者，也是为了生者，因为现在的中国人

必须强调这一个基本观念，即没有政府或当权者可以迫害和杀戮人民；也必须重视

确立各种制度以防止这种暴行再次发生。  

 

 

●毛泽东两次接见、林彪两次讲话之间的杀戮高潮  

 

  多维：你是否能简要介绍一下在"文革"打死人这个问题的调查结果：迫害的规

模、  

高潮、迫害者与迫害对象的身份、权力者的态度，等等。  

 

  王友琴：对于"文革"中的大量迫害、监禁和杀戮，特别是对被害死的千千万万

普通人受难者，比如，像卞仲耘那样的中学副校长，在"文革"时期和"文革"后，都

没有在出版物中被提到。所以我曾经在一篇论文中称之为"缺失的历史"。同时，因

为受难者被长期有意无意地隐瞒和忽略，文革的历史大图景也被歪曲了。《文革受

难者》这本书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把缺失的历史找回来。  

 

  书里面有 659 个有名有姓的受难者。他们在书中是按照姓名的拼音顺序排列

的。另外，还有一批知道死亡地点、时期及身份，但还未知名字的受难者。这样安

排的一个原因，是为了贯彻"记录每一个受难者"的理念。  

 

  "文革"杀戮的两个高峰之一，是 1966 年的红卫兵运动兴起时期。在北京，暴

力的大规模展开是在 8 月初。中学红卫兵打死的第一个人是卞仲耘，在宋彬彬所上

的中学，时间是 8 月 5 日。红卫兵打死的第二个人，在卡玛所上的学校 101 中学，

时间是 8 月 17 日。还有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也被打。清华大学附中高一学

生杨爱伦就是因此而在 8 月 6 号卧轨自杀，伤残未死。  

 

 

  毛泽东的妻子江青接见最早的红卫兵，称他们是"小太阳"。8 月 18 日在天安门

广场召开百万人大会，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章，对宋彬彬说了"要武"，林彪和周恩

来在大会上发表了热情的讲话支持红卫兵。这样的集会以后还有七次。大会向全国

实况转播，还拍成了记录影片在全国放映。这天的大会在使文革暴力迫害大规模升

级方面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在 8 月 18 日大会之后，在北京，被红卫兵打死的人数立即剧烈增加：  

 

  北京外语学院附属外国语学校教师张辅仁和张福臻在 8 月 19 日在学校中被打

死；  

  北京第三女子中学校长沙坪和第八中学负责人华锦遭到连续三日毒打后在 8 月

22 日死亡；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第二中学教师靳正宇和学校负责人江培良，以及一个学生家

长樊希曼在 8 月 25 日在学校中被打死；  

 

  北京第十五女子中学校长梁光琪也在 8 月 25 日在学校中被打死；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教师刘澍华在 8 月 26 日晚遭到毒打后自杀；北京第 26 中学

校长高万春受到残酷殴打和侮辱后也在 8 月 26 日自杀；  

 

  北京宽街小学的校长郭文玉和教导主任吕贞先在 8 月 27 日被打死。  

 

  在我的书里有更多的在 8 月下旬被杀害的教育工作者的名字。其中有的人死亡

的确切日期，受访者已经不记得，他们只是说：就是那打得最凶的时候，八一八大

会之后，也就是８月下旬。如果能够查阅学校的档案，是可以找到日期的，但是只

有一些学校管档案的人提供帮助。  

 

  城市居民也遭到杀害。家住北京市中心东厂胡同 6 号左奶奶和马大娘，在 8 月

24 日被打死。红卫兵把他们绑在葡萄架上毒打，还用沸水浇烫他们。  

 

 

  我的书中有一个曲线图表，可以看到北京每天被红卫兵打死的人数不断上升，

从每天几十个上升到几百个。在 8 月 18 日之后的两个星期里，有数千人被活活打

死。还有一大批人在遭受毒打和侮辱之后自杀。当时火葬场尸体堆积，来不及焚

烧。此外，还有十万北京居民被驱逐出城。他们有的在路上就被打死，有的在到达

驱逐地不久就饿死、病死了。  

 

  8 月 31 日，毛泽东第二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百万红卫兵，林彪、周恩来再次

讲话热烈称赞红卫兵。1966 年北京的红卫兵杀戮高潮，就在 8 月 18 日和 8 月 31

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两次接见、林彪周恩来两次在城楼上讲话期间形成了高潮。  

 

  暴力也传播到全国各地。书中有一批同一时期遇害的各省市受难者。南京，上

海，西安，都有教师被红卫兵学生活活打死。  

 

  希特勒用专业行刑队杀人，斯大林用枪杀和劳改营害死人，毛泽东在"文革"中

发动中学生红卫兵用棍棒拳头来杀戮大批教师和居民，一样残酷，而且更野蛮。这

是人类历史上最丑恶最残酷的暴行之一。  

 

  1966 年 8 月的红卫兵暴行，在杀害一大批受难者的同时，还造成了一大批施

暴者。不但使一批年轻人做出了暴力犯罪行动，而且毒化了他们的道德观念。你可

能也注意到了，38 年过去了，对于这样严重的暴力迫害和杀戮事件，极少听到参

与者道歉或忏悔。  

 

 



●"文革"中第二个杀戮高潮  

 

  多维：你谈到"文革"迫害和杀戮两个高峰，"红八月"是其中之一，另一个是什

么时候？  

 

  王友琴：第二个高峰是 1968 年"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清队"是在"革命委员会

"，特别是其中的军代表的领导下进行的。在书中可以看到，全中国每个单位都建

立了监狱，关押本单位被"隔离审查"的人，这种特别的监狱，被叫作"牛棚"。  

 

  多维：据我所知，"牛棚"之所以得名，是因为当时遭迫害对象被骂为"牛鬼蛇

神"，《人民日报》有篇社论的标题就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样关押"牛鬼蛇神

"的地方就被俗称为"牛棚"了。  

 

  王友琴：在最高学府北京大学有"牛棚"，在乡村学校四川井研县马踏乡公社中

学也有"牛棚"。北京大学那一时期有 24 人"自杀"，马踏乡公社中学有两名教员被

害死。"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发生的大量"自杀"是必须加引号的。因为有的人是被

打死的，却被谎称"自杀"。其他人是遭到残酷的肉体和心理折磨后才"自杀"的。 

 

北京大学俄语系教员龚维泰被关押在北京大学第一教室楼（一般简称"一教

"）。在俄文系的斗争会上，他被"坐喷气式"，这是最残酷恶劣的"文革"术语之

一，即强迫被斗争的人长时间低头弯腰双臂后举。龚维泰身后的学生不但反拧着他

的手臂，而且还用脚往下踹他的肩膀。龚维泰在夜间用刮脸刀片割断股动脉，血流

尽而死亡。当时他睡在地上。他的血流在地板上，很快被用拖把和水擦去了。他级

别低，两卷版的北京大学校史中没有留下关于他的死亡的记载，今天没有学生知道

他们脚下的课堂的地板上曾经流淌过人血。对受难者的遗忘就像水洗了一般。  

 

  1966 年，"文革"领导人主要通过大型集会的方式来发动红卫兵。1968 年的迫

害是更有组织也更广泛深入的。除了派遣大量军代表到各单位领导运动，毛泽东亲

自圈阅下发一系列"中央文件"，指导运动进行。其中甚至有非常细节性的指导。阅

读这些文件，再看当时遍地发生的迫害和大量受难者，我们会看到一幅在最高权力

当局指导下的有系统的大规模群体迫害的完整图景。这图景很可怕很冷酷，然而是

无可否认的事实。大量受难者的死亡，不是个别案例，不是"意外事故"，是最高权

力当局发动和指挥的在全国展开的大规模迫害和杀戮的结果。 

 

 

 

------------------------------------------------------------------------------------------------- 

 

 

 

《多维时报》：当年当局禁止保留骨灰，如今禁止保存姓名──文革研究者王友  

琴答问录（3）  

 



《多维时报》记者高伐林专访／王友琴指出，暴君造成了千千万万的受难者，关于

受难者的记载使得“暴君”永留恶名。抹杀了在毛泽东时代被迫害、监禁和杀戮的人

们的名字和故事，毛泽东就不至于在历史记载中成为暴君。对保护毛泽东的形象和

思想的意图来说，禁止记忆受难者是相当有用和有效的手段  

 

 

●比一比俄国、柬埔寨和犹太人  

 

  多维：与其他民族对迫害事件相比，你认为中国人对"文革"的态度有什么特

点？  

 

  王友琴：今年 3 月 25 日，俄国发行了两张光盘，上面有 130 万个受难者的名

字和他们的生平资料。130 万个名字。这两张光盘的内容不容人不震动不悲愤。报

导还说，这是很有奉献精神的很小的一组人做的。他们的发言人也说得非常好，他

说：这不仅仅是为了还原历史真相和记录斯大林的罪恶，也是一项社会的道德自

救。  

 

  和中国比，柬埔寨是一个小国。但是对红色高棉在 1975－1979 年间的屠杀，

他们已经作了很多工作，有了相当的成果。看看他们在互联网上的网站就能了解这

一点。他们在去年，已经做完了２万２千多人的完整的受难记录。  

 

  犹太人在记录大屠杀的受难者方面是典范。以色列国家博物馆制作了多种语言

的表格，至今仍然在徵求大屠杀受难者的名字和他们的身份及受难时间、地点等

等。他们收藏所有的受难者的档案资料。一位名叫 Raphael Lemkin 的犹太学者，

创造了一个新词 genecide，这个词的前一半出自希腊语，意思是"种族""部落"，后

一半出自拉丁文，意思是"杀戮"。他努力了一生，要人们认识 genecide 这样一种罪

恶，并且制止和防止这种罪恶发生。  

 

  但是中国的受难者，没有得到这样深入的完整的记录。  

 

  1986 年，老作家巴金写文章提出建造"文革"博物馆。18 年过去了，至今我们

不但看不到任何开始这项工程的行动，也看不到纸上的计划──连"纸上谈兵"也没

有。  

 

  后来有了电脑网。我想，能在现实世界上建造真的"文革"博物馆之前，可以而

且应该在电脑空间先建立一个。那时候中文里也有了一个新词，叫"虚拟空间"。

2000 年 10 月，我把一批文件上载到网络上，开始了"网上文革受难者纪念园"

（www.Chinese-memorial.org）。17 个月之后，这个"虚拟空间"里的纪念园在中国

大陆被封锁，中国境内的人再也不能打开这个网站。  

 

  《文革受难者》这本书中的受难者在"文革"中死亡的时候，大部分连骨灰都不

准家人保留，当然更谈不上安葬和纪念。甚至，在 30 年后，在"虚拟空间"里，还



禁止他们的名字和事迹存在。  

 

  国内的朋友们告诉我网站被封锁。我问，是哪个部门、是谁封锁了网站？没有

人知道。也没有地方可以去问。好像是天气一样，下雪了刮风了，就只有接受，没

有地方去问理由。但是，政府不能是天气。封锁文革受难者网站是滥用权力，愚化

人民。  

 

  多维：有人会将这一点归结为"国民性""民族性"，你认为呢？  

 

  王友琴：关于受难者，中国人确实没有俄国人、柬埔寨人和犹太人做得好，但

是把原因仅仅归结到中国的民族性或者文化特色，没有很大说服力。中国有写历史

的漫长传统，有孔子，有司马迁，有大量的史书。中国人也强调纪念祖先和前辈。

文革博物馆建立不起来，权力当局的禁止显然是最主要的原因，另一方面，也是因

为个人的努力不够。  

 

 

●抹杀受害者，是为了开脱暴君  

 

  多维：权力当局为什么对于"文革"如此讳莫如深，对关于受难者的记载也"体

制性尘封"？  

 

 

  王友琴：去年 11 月我发表了一篇关于毛泽东的文章，我在文章开头指出，在

现实中，是暴君造成了千千万万的受难者；但是在历史记载中，关于受难者的记载

使得杀戮和迫害他们的统治者得到"暴君"的恶名。比如，被纳粹杀害的数百万犹太

人的名字和故事，使得希特勒成为人类历史上残暴和邪恶的代表人物之一。古拉格

群岛上的受难者的遭遇被报告，使得无人能为斯大林主义辩护。没有了在毛泽东时

代被迫害、监禁和杀戮的人们的名字和故事，毛泽东就不会成为历史记载中的暴

君。因此，对保护毛泽东的形象和思想的意图来说，禁止记忆受难者是相当有用和

有效的手段。  

 

  现在有一些中国人在激烈批评对"文革"历史的遗忘。遗忘是一个严重的事实，

这种对遗忘的批评本身则包含了他们记忆历史的强烈愿望。只是现在人们还没有找

到一个行动的方式，来做这桩事情。  

 

  我曾经收到一位读者从哈佛大学写来的信说："两个月前，两名犹太学生站在  

Widner 图书馆前，用扩音器朗读二战中数百万犹太遇难者的名字，一连四五天。

正是对受难者刻骨铭心的记忆，正是决心让罪行受到审判的不屈不挠的努力，使犹

太民族赢得了尊敬。"  

 

  文革博物馆不能建造，虚拟空间的纪念园已被封锁。但是，朗读名字是我们可

能做的。只是需要一份名单，才可能朗读。我想这本书的一个作用，是可以为长期



被禁止的纪念，提供一份朗读名单。659 个名字只是受难者中的极小的一部分，但

是一个开头。  

 

  不久以前，8 月 5 日，我做了一个关于文革受难者的广播节目。选取这个日

子，是因为这是卞仲耘被打死的日子，是文革杀戮的开始，是文明史的血淋淋的裂

口。在这一天，我们纪念她，纪念和她在同一时期被害的教育工作者和市民，也纪

念所有的文革受难者，为他们做一个祭奠。38 年过去了，应该做这个纪念，而且

应该继续做下去。 

 

 

-------------------------------------------------------------------------------------------------- 

 

《多维时报》：“见证”是每个犯罪知情人的法律义务──文革研究者王友琴  

答问录（4）  

 

《多维时报》记者高伐林专访／在王友琴看来，“见证”是法律程序中非常重要的一

部分。是每个对犯罪事实知情的人的义务。“不作伪证”应该是人最基本的行为原则

之一。中国法律机制不健全，“见证”概念没有得到足够的强调。在“文革”的罪恶还

没有得到健全的司法审判的情况下，“见证”必须成为写作者的重要任务  

 

 

●牛鸡之间的挣扎  

 

  多维：你对"文革"受难者多年来进行过艰苦的调查，你是出于什么想法，给自

己设定了这样的使命？  

 

  王友琴：我在书的前言里面作过一些说明，很感谢多维网连载了那个很长的前

言。前言第一节的小标题叫作"鸡牛之间"。  

 

  一位老师在"文革"中在劳改农场放牛。他常带牛群去一处青草茂盛处吃草，那

里有一棵大柳树。有一头年老力衰的牛在大柳树下被杀以后，当他再带牛群去那一

带吃草，牛群拒绝前往，并且发出哞哞的叫声，好像是抗议。鸡却不一样。一群鸡

中间有几只被抓出来杀了，别的鸡不会记得。被杀的鸡的内脏丢在地上，别的鸡还

争抢啄食。  

 

  这不是什么寓言，是一位被访者讲述的真实故事。我听的时候深受触动。生活  

在"文革"后的人，面临着在牛鸡之间作选择。做这些调查和写这本书，可以算是在

牛鸡之间的一种挣扎和努力。  

 

 

  如果要作更详细的说明，那么我想这种努力包括两个基本的方面：一是说清楚

事实，二是说清楚是非。  

 



  也许你会觉得这个对动机的说明太简单。但是，说实在的，如果有更多的别的

什么，这项工作反而可能早就被放弃了。  

 

  多维：你这么多年来是在多大范围、用什么途径调查，怎样选取调查对象？  

 

  王友琴：我和所有愿意和我讲他们"文革"经历的人谈话。他们讲出了各种可怕

的故事。很多人看到血腥的死亡场面。很多人身受残酷的迫害。甚至一个当时只有

八岁的人，告诉我她如何在班里被斗争，被强迫为她的"反动思想""低头认罪"。  

 

  在这种访谈过程中，会认识到北京权力当局对"文革"题材的禁止确实发生了很

大作用。近三十年的反覆禁止，使得这些受难者的名字和故事都被埋没在记忆里，

要经过努力的寻访，事实才能再现。  

 

  也有的时候，是我发现了一些含糊不清的事实之后，为进一步了解清楚，目的

明确地给有关人员写信去询问。这类调查信碰壁的比例很高。出于各种不同原因，

一些人不理睬我的信，或者拒绝作答。但是也有一些素不相识的人收到信后给我回

信，并且出力帮忙。  

 

  所有的采访都作了详细记录。我买过一个摄像机，以为这会帮助我记录。但是

实际上只用过很少几次，这个当时还很贵的摄像机没有派上多少用场。我理解其中

的原因。我用笔作记录。好在我写字写得很快，可以跟得上谈话速度。  

 

  我也阅读了大量"文革"时代留下的文字和影像材料。我有 15 年的《人民日

报》合订本，从"文革"前到"文革"后。我也收集和阅读了"文革"时代的大量非正式

出版物。但是，那个时代的文字材料和当时发生的事实差距很大。在那些文字或影

像材料中，受难者的事情全不被提起。这样的材料不能反映那个时代的事实，而只

是反映了那个时代写下这些文字的人的冷漠无情。  

 

  多维：这本《文革受难者》的书就是调查成果了。  

 

  王友琴：是的。这本《文革受难者》的材料来源，最主要的就是寻访调查。上

千人和我谈过话。这本书的一个特点是有很多很多名字，受难者的名字。而这些名

字是通过很多的被访者了解到的。对他们的帮助我心存深深的感激，也为现在还不

能一一列举他们的名字致谢而感到非常遗憾。这是一张很长很长的名单，不能列出

这张名单是怕他们为此受到骚扰。仅仅这一点，也使我们不得不意识到"文革"的遗

产多么漫长和沉重。  

 

 

●亲历者的感情与学者的良知  

 

  多维：你作为事件亲历者的价值观念、感情趋向，与你作为历史学者的理性和

学术规范，这二者之间，是否有过矛盾？  



 

  王友琴：你提出了非常重要的问题。在"文革"历史的写作方面，这个问题很突

出。比如，如果研究者的同情不在受难者方面，那么面对大量受难者的时候，可能

隐瞒和忽略受难者。  

 

  我的书中所写的迫害、监禁和杀戮，并不是什么无从了解的秘密。1966 年 8

月，拷打虐杀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大张旗鼓地进行的。装运尸体的平板车和卡车在北

京街上开过，连遮盖都没有，而被杀害的人，就是老师、同事、邻居甚至亲戚。这

些暴行不像"文革"高层领导人的决策过程或私人生活那样只有很少人能知道。这些

暴行长期不被报导，有各种原因，但是写作者的价值观念和感情趋向对其材料选择

肯定有大的作用。  

   

  对我来说，没有这方面的矛盾。因为当初我产生写文革受难者的想法，就是因

为我看到听到了迫害、监禁和杀戮，而且这些事实还被禁止报告，所以，我就开始

作查访和记录。在这方面，我的价值观念和感情趋向与寻求"文革"真相不形成冲

突。事实上，是我的道德观促使我来探索文革事实。  

 

  我要面对的问题是，在决定了要做这样一桩事之后，能作多久和能做多好。  

 

  这本书的写作，一方面可以说不难，因为不需要特别的技能，你也许已经注意

到，在书里我连四字成语都几乎没有用过，有小学三年级的中文水平就足以写作此

书。另一方面，写作此书工作量很大，而且经历了各种各样的困难和挫折，经过了

那么长的时间，写得很难。  

 

  人有避难就易的弱点。我也一样。不过了解到这种弱点，有助于持之以恒和不

改初衷。  

 

●三篇著名学者的序  

 

 

  多维：三位著名学者，余英时、麦克法夸尔和苏晓康，分别对你的工作作了评

论，给你的《文革受难者》各写了一篇序。你对他们的意见有什么看法？  

 

  王友琴：我很感谢他们作序，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帮助我进一步理解自己的工

作。  

 

  余英时先生强调了写作这本书的方法，也就是访谈调查在先。我们知道，胡适

先生也曾经强调研究方法，他对方法的强调，被看作是中国学术现代化的一个重要

标帜。自从胡适遭到攻击批判，他关于方法的强调也被否定了。  

 

  在"文革"历史写作方面，访谈调查的方法尤其重要。中国已出版的几部"文革"

通史和红卫兵史，篇幅很长，但是只有《"文革"十年史》提到两个在 1966 年在北



京被红卫兵打死的普通人，其他几部都没有提到作为普通人的受难者名字。除了权

力当局的各种禁令以外，作者仅仅依靠前人留下的文字影像材料而没有自己做调

查，也是重要原因。  

 

  余英时先生提到，孔子说的"文献"，是指"文字"和"口述"两种史源。"献"的意

思是老人，进一层就是老人讲述的故事。现代汉语里"文献"已经变成只有一个意

义，即"文"字原来所指。我的这本书，是用孔子所用的"文献"的意义，即"文"和"献

"两种来源写成的。  

 

  我认识麦克法夸尔教授是在 1996 年。那时他看到我写的《1966：学生打老师

的革命》的英文本，就问我能不能印进他在哈佛大学讲课用的读本里面。从那以

后，这篇文章就一直被选课的学生阅读。每次都有数百学生选他的课。听说他曾经

在课堂上带领几百学生喊"毛主席万岁"，还让学生"大声些"。我想这样的教学方法

是很好的，这能帮助学生理解"文革"的狂热和暴力是怎么煽动起来的。  

 

  麦克法夸尔教授在序言里讲到《苍蝇王》（Lord of the Flies）的一段是非常有  

意思的。英国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威廉姆?戈登的这部长篇小说，讲一群孩

子落到一个荒岛上，离开了文明社会的规则和大人的管束，在那里他们变得野蛮和

残暴。这是一部寓言式的作品，但是其中写到的孩子们怎么分派、争权、残杀等

等，在平常的生活中也时时可以看到，"文革"时期更是如此。这是伟大作家对人性

的深刻洞察。麦克法夸尔教授还进一步指出，"文革"中的红卫兵不但不受束缚，还

受到最高领导的怂恿鼓励。这样，他指出了"文革"历史并不是仅仅用《苍蝇王》揭

示的那一种普遍的人性的恶就足以解释。他提出了重要的问题，在我的下一本书里

会探讨这个问题。  

 

  我也深深感激麦克法夸尔教授长久以来对我的研究的肯定和支持。当我遭到有

些当年的打人者威胁的时候，当我被有的学者质疑"写这些死亡有什么意义"的时

候，他给我来信说：你的研究有重大意义，请坚持你追寻事实的方向。  

 

  第三位作序者和前两位不同。苏晓康先生是在中国经历了"文革"的人。而且，

假使不是因为"六四"发生而流亡美国，他会完成已经开始了的一部关于"文革"的记

录电影片。他在 1989 年已经开始了解关于卞仲耘的死亡，他也了解了和卞仲耘所

在学校相隔不远的北京男八中负责人华锦的死亡，拍摄了被打伤致残坐在轮椅上的

男八中副校长韩久芳。我相信，以他的思想深度和能力，这一定会是一部非常深刻

翔实的"文革"历史纪录片。虽然这部未完成的片子已经散失不见，我盼望他将来还

会完成这部纪录片。  

 

  十多年以前，我第一次跟苏晓康说话，感到惊奇，因为他知道卞仲耘。我是第

一次碰到一个知道和关心卞仲耘之死的作家。关于"文革"受难者，"文革"后的官方

报纸只提到过一些职位很高的人和社会名流。他的序对"见证"的意义的深刻阐发，

特别是他强调写作作为一种见证的意义，对当代中文写作的发展来说非常重要。  

 



  "见证"是法律程序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见证"是每个对犯罪事实知情的人的

义务。"不作伪证"应该是人最基本的行为原则之一。在中国法律机制不健全的情况  

下，"见证"概念没有得到足够的强调。同时，在"文革"的罪恶还没有得到健全的司

法审判的情况下，"见证"必须成为写作者的重要任务。我在下一本书里会继续这方

面的努力。  

 

  写作虽然是个人的行为，需要一个人集中精神思考和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但

是写作不能闭门制作"永动机"那样，写作需要他人帮助。我感激其他写作者的帮助

和支持。如果其他写作者觉得我可以帮助他们什么，也请告诉我，我会尽力来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