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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所有的文革受难者都是相关联的，因为造成他们的悲惨的死亡的原因都是文

革。但是这里的三名受难者之间还有一些具体事由方面的关联。透过这些关联，可

以看到他们的惨剧在时间跨度上超出了文革，包含的历史内容也远超过了他们的故

事的个人性质。 

 

2004 年我出版了五十万字的《文革受难者：关于迫害、监禁和杀戮的寻访实录》

一书。这里的三名受难者是书成之后采写的。对文革受难者的寻访和记录，仍然在

进行。 

 

――――――――――――――――       

 

任大熊，男，１９５５年毕业于北京大学，1957 年时是北京大学数学系助教，被

划为“右派份子”，1960 年被指控为“纠集反革命集团、企图投敌叛国”而被判

处无期徒刑，1970 年在“打击反革命”运动中被指控 “积极参加反革命暴乱集

团”，于 1970 年３月２８日被判处死刑并枪决。时年 38 岁。 

 

195６年时北京大学生物系的一位助教记得，当时在学校图书馆的阅报栏上，贴出

过任大熊翻译的赫鲁晓夫的所谓“秘密报告”，一段一段的，几天一加，显然是任

大熊翻译好一段就抄出一段贴出来。  

 

1956 年２月 25 日，苏联共产党领导人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作了题

为《关于斯大林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这是苏共领导人第一次批评斯大林。

赫鲁晓夫的报告揭露了斯大林实行大规模迫害、监禁和杀戮的部分事实，谴责斯大

林的“个人迷信”。这在当时是个很大的震动。这个报告在相当程度上否定了斯大

林主义，也由于暴露共产主义运动的残忍和黑暗而在思想理论方面造成震荡。赫鲁

晓夫的报告在苏联内部发往共产党的各层组织，在苏联人人皆知。苏联共产党也把

这份报告给了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但是报告文本从来没有在苏联报纸

或者出版物上公开发表。这在“社会主义国家”并不奇怪。那里政权绝对控制媒

体，即使是人们都知道也很关心的事情，报纸却可以一字不提。即使是在斯大林主

义受到批评和矫正的时候也仍然如此。西方世界新闻界得到这个报告并且发表出来

的时候，称之为“秘密报告”。  

 

据当时的一名１３级干部说，１３级以上的中共党员干部那时候可以到“机要室”

阅读赫鲁晓夫报告。（干部共分２５级，１３级以上被称为“高级干部”。）级别

较低的干部都无权看到，更不要说普通人民了。即使在北京大学这样的高等学府，

教员和学生都无从读到赫鲁晓夫的报告。非常讽刺性的是，只有在中国，这份报告

才真正成为“秘密”的。 

 



北京大学图书馆有一些外文期刊，大部分都是自然科学杂志，其中有一份英国的

《工人日报》，上面发表了赫鲁晓夫报告的英文译文。作为教员，任大熊可以进入

外文期刊阅览室。他读到了赫鲁晓夫报告，逐段翻译出来，用钢笔抄在稿纸上，每

过几天就贴一页在阅报栏上。到那里看报纸的人中，不少人对他贴出的翻译稿很感

兴趣，围看的人很多。 

 

赫鲁晓夫的报告震动了阅读者们的思想，不但动摇了在中国也十分浓重的斯大林个

人崇拜（斯大林１９５３年死亡的时候，中国举行了前所未有的盛大的追悼仪

式），也引起人们思考在中国发生过的类似的恐怖和镇压。对敏感好思的北京大学

师生，尤其如此。 

 

赫鲁晓夫的报告很长，稍后数学系的年轻教师陶懋颀和学生陈奉孝参加进这个翻译

工作。后来，他们认识了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林希翎。１９５７年６月１日林希翎

到北京大学发表演讲，在演讲中说到赫鲁晓夫的报告。林希翎的男朋友曹梦飞是胡

耀邦的秘书，有这份报告的中文译本。胡耀邦当时是共青团中央书记，中共中央委

员。陈奉孝请林希翎借来这份文件，和他们从英译本作的中文翻译进行核对。 

 

１９５７年５月，陈奉孝等学生创办了油印刊物《广场》。第一期的稿子很多。他

们计划在《广场》第二期上发表赫鲁晓夫报告译文。但是“反右派”运动开始，

《广场》印出第一期以后，再没有发行。这个使一大批学生后来被划成“右派份

子”并且长久遭难的油印刊物，实际上仅仅出过一期。 

 

学生陈奉孝被划为“右派分子”，判徒刑１５年。参与翻译赫鲁晓夫报告的三个人

的另外两个人，助教任大熊和陶懋颀，也都被划为“右派分子”。陶懋颀被划成

“右派分子”后，得到的处分是“留校察看”，工资降为每月３２元，只有同辈同

学的一半不到。他一直领取３２元月工资，直到文革后被“改正”。他在文革前被

调到内蒙古，文革后调到中国科技大学，后来又调到北京计算中心，在２０００年

因肺癌去世。他和任大熊在北大是同班同学，毕业后一起留校当助教，教“数学分

析”课，两年后就成了“右派分子”。在北大演讲时提到了赫鲁晓夫报告的林希

翎，后来被判处１５年徒刑。给他们看过赫鲁晓夫报告中译本的胡耀邦的秘书曹梦

飞，被判七年徒刑，罪名是“泄露机密”。 

 

在北大，因为翻译传抄这个“秘密报告”受到惩罚的并不止三人。物理系 1954 级

的学生陈成钧被划为“极右派”，主要罪名也是这一条。他遭到长期迫害。他的女

朋友也受到株连。文革结束后，1980 年代，他考上了第一批物理学出国留学生，

离开了中国。 

 

上文已经说过，这个报告在苏联并不“秘密”，仅仅是没有在报纸杂志上正式发表

而已。西方报纸发表时称之为“秘密报告”，其实多少是在卖弄噱头以吸引读者。

但是在中国，却真的被权力当局当作了“国家机密”，传播报告内容成为当局据以

实施严厉惩罚的罪由。胡耀邦在毛泽东死后，努力为文革、反右以及其他所谓“政



治运动”的受害者平反，他的贡献和赫鲁晓夫相似。也许，他在１９５７年的经验

和记忆，在某种程度上起了一定作用吧。在当时，他连自己的秘书都保护不了。 

 

仍然记得任大熊的北京大学的同学说，任大熊有一米七五高的样子，南方人，很

瘦，是个很聪明的人，毕业留校后住在校内全斋（文革中改名为红七楼），还没有

结婚，不知道他后来被关在哪里，不知道他是怎么死的，也不知道他是否还有家人

亲戚。 

 

和任大熊同期落难的陈奉孝，１９６０年在劳改农场听说，任大熊被判处无期徒

刑，罪由是和北京高校的一些青年教师成立了一个“反革命组织”。文革后，“右

派分子”被“改正”，在北大不见任大熊归来，人们只以为任大熊是被关死在监狱

中了，却不了解他后来还被判处了死刑。 

 

关于任大熊在 1960 年被关进监狱以后的情况，只有从他的死刑判决书中了解到一

点点。实际上，由于不准历史研究者查阅档案资料，这种判决书几乎不可能找到，

大量的迫害和杀戮的事实也就被隐瞒了。这里引用的判决书，是一名和任大熊一起

关在监狱中“劳改”的受难者（下文将有介绍）的儿子想办法找到并且保存下来

的。  

 

这份标题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同市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刑事判决书（70）军

刑字第 29 号”，在开头写道： 

 

为了全面落实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示“照办”的“一·三一”指示，坚决

镇压反革命活动，加强战备，保卫祖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根据党的政策

和广大革命群众要求，报请山西省革命委员会核准，特依法判决如下。 

 

这份判决书判处了 13 人死刑。在１３人中，熊大仁被列为第三。关于他，判决书

写道： 

  

三、主犯任大熊，男，三十八岁，旧职员出身，学生成份，右派份子，杭州

市人。其兄一九四九年逃往台湾。该犯一九六零年因纠集反革命集团、企图

叛国投敌，被判处无期徒刑。 

 

任犯一九六七年四月积极参加反革命暴乱集团“共联”，任小组长。参加制

定反革命纲领，发展反革命成员，预谋抢夺我保卫人员武器。先后书写“时

事述评”等反动文章九篇，极其恶毒地诬蔑、攻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在

紧闭室挖穿狱墙，与主犯常瀛清订立攻守同盟，妄图负隅顽抗。反动透顶，

猖狂至极。罪恶累累，死有余辜，民愤极大。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这个死刑判决书有五个特点： 



1，没有法律条文依据。判决书上写有“依法判决”，但是法律的哪一条哪一

款，根本没有说明，也不认为需要说明。判决书只是说“为了全面落实伟大

领袖毛主席亲自批示“照办”的“一·三一”指示，坚决镇压反革命活动，

加强战备，保卫祖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根据党的政策和广大革命群众要

求”，作为判决死刑的根据。 

2，没有审判过程和手续。连表演性的走过场的审判都没有过。 

3，没有犯罪事实的陈列说明。用了“极其恶毒”“负隅顽抗”“罪恶累累”

“死有余辜”这样的文学性描述。 

4，没有上诉时间。“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5，死刑判决不是由法院而是由“军管会”做出的，批准死刑的是“山西省革命

委员会”，即文革中建立的新的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当时被称为文革

的“五大新生事物”之一。 

 

判决书中说的毛泽东“亲自批示‘照办’的‘一·三一’指示”，是指毛泽东在

1970 年 1 月 31 日批准发出的关于在全国进行“打击反革命”运动的文件，标题是

“中共中央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编号为中发 ［1970］ 3 号。这个

文件发出不到两个月，３月２８日，任大熊等１３人就被判决和执行了死刑。这场

“打击反革命”运动，在全国判处了一大批人的死刑和徒刑，是文革中的迫害和杀

戮高峰之一。 

 

任大熊 1960 年被判处无期徒刑后关在北京的监狱中。文革开始后，1966 年 8 月，

北京第一监狱的在押“犯人”被转移到山西大同市大青窑煤矿。在那里，犯人每天

要进行长时间的繁重劳动，工伤和死亡事故经常发生。在从北京转移去的“犯人”

中，有一位莫兴龄医生。他是一个天主教徒，长期在教会医院服务，1956 年被以

“现行反革命罪”判处 15 年徒刑。他在 15 年徒刑只有 17 天就要到期的时候，

1969 年 4 月 4 日死于狱中。家属被告知他“畏罪自杀”。莫兴龄医生有 8 个孩

子。他的孩子在他死后到了大同市，了解到他曾经在狱中因任大熊等的“反革命集

团”案受到审讯。他们设法找到并且保存了这份判决书。 

 

莫兴龄医生的孩子设法了解父亲的死亡的时候，也了解到任大熊等被执行死刑以

前，都被五花大绑，放在卡车上，在大同市游街示众；每个人的下巴都被弄“脱

臼”，使他们无法开口说话；写有他们姓名的标牌从脖子后面直插肉中，鲜血淋

漓。 

 

任大熊开始受害于 1957 年的“反右派运动”，被害死于 1970 年的“打击反革命运

动”。这两个运动都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全国性的大迫害。任大熊这样一个年轻

的数学助教，和其他千千万万的人一起，被这一系列所谓“政治运动”害死了。 

 

２００４年３月，在俄国出版了载有一百三十四万名政治迫害受难者的名字和案件

的光盘。从中可以看到，斯大林所犯的群体迫害罪的规模，实际上远远超过了赫鲁

晓夫１９５６年报告所揭露的。 

 



当任大熊因为翻译赫鲁晓夫的报告而被关进监狱以致被判处死刑的时候，斯大林听

到这个消息，是会在地狱中狞笑的吧。当他在自己的国家遭到了赫鲁晓夫的其实分

量远远不够的谴责，在中国，仅仅因为阅读和翻译赫鲁晓夫的报告，任大熊和一批

年轻人就受到了这样沉重和残忍的劈杀。  

 

 

―――――――――――――――――――――――――― 

莫兴龄，男，1912年生，广东人，天主教徒，教会医院医生。1954年４月２２日

被逮捕，1956年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 15年徒刑。1969年 4月 4日死于山西

大同市大青窑煤矿监狱中。时年５７岁。他死时离 15年徒刑只有 17天就要到期。

家属被告知他“畏罪自杀”。  

 

莫兴龄毕业于上海震旦医学院。他笃信宗教，是天主教徒。在１９４０年代曾经到

美国圣地亚哥天主教医院留学。１９５０年在北京的教会医院海星医院当外科医生

和院长，也兼任天主教慈幼会所办的孤儿院“母佑儿童工艺院”的医生。他在１９

５４年４月２２日被逮捕。两年以后，１９５６年，北京的法院以“现行反革命

罪”开庭，“母佑儿童工艺院”院长方廷忠神父被判无期徒刑，莫兴龄医生被判处

１５年徒刑。同时被判刑的还有“母佑儿童工艺院”的孤儿学生张宝贵、史增标等

人。在孤儿院中工作的外国修女，被指控为“披着宗教外衣进行罪恶勾当的帝国主

义分子”，遭到驱逐出境。 

 

从１９５６年到１９６６年，莫兴龄被关押在北京第一监狱。莫兴龄的妻子曹德

贞，是一名护士。他们育有八个孩子。１９５４年莫兴龄被逮捕以后，她一个人负

担八个孩子和两个老人的生活。当时最小的孩子还只有一岁。她白天到医院上班，

晚上料理家务。１９５７年的“反右派运动”中，她被划成“右派分子”。她的罪

状之一是“坚持反动立场”，“不和反革命丈夫离婚”。１９６０年，她又被医院

开除公职。文革中，她又遭到抄家并被“斗争”，还和两个十多岁的孩子被作为

“牛鬼蛇神”“扫地出门”，从北京被驱逐到农村。 

 

莫兴龄医生会英文、法文和德文。他经常给在北京的一些外国使馆人员看病。１９

５４年他被逮捕后，一些外国外交官员对他的遭遇表示同情。他们向他的妻子许诺

找机会为他求情。他的妻子也对此抱了很大的希望。这些外交官员在一次宴会上，

向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请求释放莫兴龄医生。结果是，章汉夫回答：“不要干

涉中国内政。” 

 

这位章汉夫副部长，１４年之后，１９６８年３月，在文革的高潮之中，被关进了

位于北京昌平县的专门关押高级干部的秦城监狱。１９７２年１月，他在监狱中死

去。被监禁近四年，据说死去时身上的衣衫都不周全。  

  

１９６６年８月，文革掀起高潮的时候，北京第一监狱的在押犯都被转移到山西大

同市大青窑煤矿。莫兴龄也到了那里。被关押在那座监狱里的政治犯徐关增、王汝



强、任大熊等二十多人被指控“组织反革命暴乱集团”。莫兴龄在监狱医务所当狱

医，有机会接触不同的劳改分队中的犯人。监狱当局对他进行逼供，强迫他承认与

“反革命暴乱集团”有关系，逼迫他“交代”“揭发”他们的“反革命活动”。莫

兴龄不承认这些事情。 

 

莫兴龄在１９５４年４月２２日被逮捕，他在两年后被判处１５年徒刑。他的刑期

从被逮捕的时候开始计算，到１９６９年４月２２日刑满。但是，就在离他刑满只

有１７天的时候，他死在狱中。监狱当局告诉家人，莫兴龄“畏罪自杀”，在１９

６９年４月４日死亡。 

 

家属不相信他是自杀的。家属说，他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天主教徒不自杀，因为他

们认为只有上帝才能决定人的生死，这是他们的信仰。另外，他的刑期只有１７天

就要到期了。他已经忍受了１５年的痛苦岁月。他的妻子和八个孩子都在等待他回

家。他为什么要在这样的时候自杀？这完全不可能。 

 

莫兴龄死亡的时候，５７岁。他被埋在大青窑煤矿犯人坟场。半年以后，１９６９

年１０月，他的一个儿子到了那里，找到他的埋葬之地。坟上只有一个号码标记，

号码是１７６。 

 

莫兴龄曾经被指控参与的“反革命暴乱集团”，在１９７０年３月的“打击反革

命”运动中，有１３人被判处死刑枪杀。莫兴龄的孩子找到和保存了那份１３人的

死刑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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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汉夫，男，１９０５年生，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长期担任中国外交部副部

长，１９６8年３月被作为“叛徒”关进专门关押高级干部的秦城监狱，１９７２

年１月２日死于监狱中。死时身上衣衫已经破烂不全。时年６７岁。 

 

章汉夫本姓谢，江苏武进人，出身在一个富有的商人家庭，21岁时从清华学堂毕

业后留学美国。他在美国加入共产党，次年被派往苏联，入莫斯科中国共产主义劳

动大学，学习共产主义革命的理论和技能。三年后回到中国，担任中国共产党的省

委书记及其報紙《新华日报》总编辑等職務。１９４９年共产党夺取政权以后，他

被任命为外交部副部长。他是 1956年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的候补委员。他长期

担任外交部副部长和常务副部长职务，直到文革中他被“揪出来”并被关押进秦城

监狱。 

 

他的罪名是“叛徒”。他在 1930年代曾经被当时的国民党政府逮捕，关在“苏州

反省院”中，两年后由他父亲“取保释放”，此后他又重新投入共产党革命活动。

文革中有“抓叛徒”运动，是由文革的最高领导组织和发动的，规模很大。天津南

开大学的红卫兵在其中充当了重要角色。1967 年 2月，南开大学“抓叛徒”小组



去章汉夫家要他交代“历史问题”。1968年 3月，北京卫戍区的战士和外交部的

“造反派”抄了章汉夫的家，宣布对他“监护审查”。 

 

文革中抓的“叛徒”，大多数就是像章汉夫那样的人。他们曾经因为从事革命活动

而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写悔过书被释放出来以后，继续从事共产党革命。因为是资

历很深的共产党人，他们在文革前很多都担任领导职务。 

 

章汉夫被关进秦城监狱。他的案子由当时的“中央专案组”直接管辖。他被从家中

带走以后，他的家人再也没有能见到他。他的妻子龚普生和妻妹龚澎也都是共产党

的高级干部。龚澎当时能见到周恩来总理，她帮助姐姐递信给周恩来，请求救助。

但是给周恩来的信显然没有起作用。章汉夫不但一直被关押到死，而且被关押之后

根本没有允许家里的人探望，也没有允许家人送进生活用品和药物。章汉夫在秦城

监狱中被关了三年十个月以后死亡。因为长期监禁和得不到生活必需品，他死亡的

时候身上的衣衫已经破烂不全。  

 

秦城是一座特种监狱，专门关押高级干部。在监狱里面，级别不同的干部还有不同

的牢房和待遇。像章汉夫这样的副部长，有单人牢房。牢房里，地上放两块木板作

床，睡觉时有规定的姿势。通宵有灯亮着，哨兵随时可以从门上的窥视孔监视犯

人。他们不准保留任何个人物件，连裤子上的皮带都不准有。每天的饭食由人送到

牢房内，粗糙简陋。每天只有很短的户外活动时间，而且被关押者一个一个分开进

入院子，互相不得看见。家属不能探监，也不能送生活必需品。如有审讯，可能遭

到殴打和侮辱。除了审讯，平时完全没有人可以谈话。真是一种人间地狱。当然，

普通人的监狱牢房拥挤不堪，被关押者被强迫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饭食不足，又

是另一种人间地狱。 

 

有一点十分清楚，章汉夫曾经从事反对国民党政府的活动而没有反对过共产党政

权，但是他遭到的来自共产党的惩罚的严酷程度，远远超过来自国民党政府的。 

 

１９７９年，即章汉夫死亡７年之后，因为毛泽东死亡及新的领导人开始否定文

革，章汉夫得到“平反昭雪”，他的“叛徒问题”也被取消了。 

 

章汉夫属于共产党干部里的一种类型：出身于富有的家庭并且读过著名的大学，然

后加入共产党并且专业从事共产主义革命，在共产党夺取政权以后得到高级职务，

最后自己遭到迫害、监禁甚至被害死，在共产党开始改革的时候又得到平反。在中

国，在苏联，都有这样的一批人。他们的命运，不是个别性的，而是已经成为一种

类别和典型。 

 

有人把这种现象称为“革命吞吃自己的孩子”，以说明这种现象的荒谬性。这个比

喻很生动。但章汉夫的案例不那么简单。一方面，他可以算是“革命的孩子”，但

是另一方面，革命也是他的孩子。也就是说，他参与缔造了他自己的悲惨结局，他

的下场实际上和他自己的奋斗目标和革命活动有紧密关系。 



 

正视章汉夫的悲惨下场，应该问的下一个问题是，这种老革命分子被革命所杀害的

事情，是一个偶然发生的事故，还就是共产主义革命引起的大规模迫害和杀戮的一

个部分？这种对“自己人”的大规模迫害和杀戮，是由某个领袖如斯大林对共产主

义理论做了错误运用的结果，还是本身就在这理论和体制的基因之中？因为现在人

们已经知道，这种“被吃的孩子”数量甚多，在苏联和中国都有一大批。遭到斯大

林的残酷清洗的数百万名受难者中，包括了半数以上的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和候补

委员。有所不同的是，在斯大林时代，举行了一些表演性的“审判”，比如，举行

了对布哈林的公开审判，来让这类高级领导干部“认罪”。在文革中，却连装样子

的审判都没有进行过。章汉夫在监狱中被关押而死，完全没有经过法律审判程序，

也没有得到一般被囚 犯人应有的权利，比如，被家人探视的权利。 

 

还应该指出普通人受难者和高级干部受难者的关系。笔者记叙了另一名受难者莫兴

龄，他的悲惨遭遇和章汉夫的作用直接有关。莫兴龄是个医生，天主教徒，长期在

北京的教会医院以及教会办的孤儿院服务。他在 1956年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

处 15年徒刑。同时孤儿院院长则被判处无期徒刑。在莫兴龄医生被判重刑的那一

时期，在各地展开了对基督教的压迫和清除活动。1969年 4月 4日，离 15年徒刑

只有 17 天就要到期的时候，莫兴龄死在山西大同监狱中。家属被告知他“畏罪自

杀”。 

 

莫兴龄医生会英文、法文和德文，曾经给在北京的一些外国使馆人员看病。他被逮

捕，家中有八个幼小的孩子，引起一些外国外交官员的同情。这些外交官员在一次

宴会上，向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提出，莫兴龄医生是正直的人，希望予以释

放。章汉夫回答：“不要干涉中国内政。” 

 

在２００３年出版的《章汉夫传》（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中，第八章的标题为

“清理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和势力”。在书中这被作为章汉夫在１９５０年代的重要

工作和功绩。莫兴龄医生的名字和他被判重刑这一类事情，书中不会提到。但是，

对莫兴龄医生和基督教会采取的行动，显然是章汉夫对“帝国主义”的“清理”行

动的一部分。 

 

这位章汉夫副部长，当年对为莫兴龄求情的人回答得斩钉截铁，毫不怜悯。他那时

不会想到，１４年之后，他自己也一样，被无理关押并且一直关押到死。在１９５

０年代，莫兴龄这样的天主教会医生被划入“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和势力”而被判重

刑，在文革中，章汉夫这样的一批“叛徒”被送进秦城监狱，都不是因为他们个人

犯了法，而是因为他们被划入某个群体，这个群体被权力当局认定为罪犯，于是这

个群体中的个人便受到残酷的惩罚。 

 

在章汉夫长期被单独关押和濒于死亡的时候，他没有写信的自由也没有可能和人交

谈，于是，他应该有很多的时间来思索他的一生。他是否会想到逮捕有八个年幼的

孩子的孤儿院医生莫兴龄并且判处他１５年徒刑的事情？他是否会想到和他一样遭



到迫害的其他人？他是否会想到他自己的遭遇在相当程度上其实是一种“请君入

瓮”式的报应？ 

 

“请君入瓮”典出唐朝武则天时代。武则天任用酷吏以维护其统治。她曾重用的一

名酷吏名叫周兴。《资治通鉴》中“唐纪·则天后天授二年”写道： 

 

或告文昌右丞周兴与丘神绩通谋，太后名来俊臣鞠之。俊臣与兴方推事对

食，谓兴曰：“囚多不承，当为何法？”兴曰：“此甚易耳！取大瓮，以炭

四周灸之，令囚如中，何事不承？” 俊臣乃索大瓮，火围如兴法，因起谓

兴曰：“有内状推兄，请兄入此瓮。”兴惶恐叩头服罪。 

 

酷吏周兴置人于火烤的大瓮之中来强迫人服罪，来俊臣用同一办法对付他。因此成

语词典把“请君入瓮”解释为“比喻用他整人的办法来整他自己”。 

 

所谓“请君入瓮”式的报应，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善恶报应”。“善恶报应”

说，人做了好事会得到好报，做了坏事会得到坏报。这种说法虽然在现实中并不总

是真的发生，但这种说法鼓励人作好事不做坏事而自有其积极作用。“请君入瓮”

式的报应比较复杂和特定，指的是一些有权力的人在权位上时推行恶法恶政迫害他

人，最后这恶法恶政损害到其发明人和推行人自己身上。  

 

一千年前的“请君入瓮”故事，已经对后世继起的架瓮者提出了一种警告。在文革

中，在大批平民百姓受到残酷迫害的同时，还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大批共产党高官被

请“入瓮”的事情。经过文革，这个教训是否被看得更清楚一点了呢？从上引《章

汉夫传》来看，他本人得到了“平反”和赞扬，而那只他参与制作的并且烧烤了他

的“大瓮”并没有得到足够的谴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