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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年 9月 5日，领导文革的“中央文革小组”发出了一期“简报”，标题是“红卫兵半个

月来战果累累”。简报说，到 8月底止北京市有上千人被打死。从简报的标题就可以看出，打死

上千人被当做红卫兵的“战果”受到赞扬。 

  本文将报告 1966年 8月的暴力迫害，并做简略分析。文中事实来自笔者的调查采访。 

 

一、从打老师开始 

 

  1966年 6月 1日晚，电台广播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从第二日起，北京的大学和中学停止

了日常课程，用全部时间来“揭发”和“斗争”学校的领导干部及教师。先是用大罪名如“黑帮

分子”“三反分子”等对他们作“口诛笔伐”，紧接着开始使用脏话咒骂。到 6月中下旬，很多

学校里出现了殴打校长和教员的情况。 

  1966年 6月 18日，北京大学数十名教员和干部遭到游街、戴高帽子、撕破衣服、在脸上抹

黑墨、罚跪和扭打等等。两天后，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做出批示要求制止这种“乱斗”（不是

说“不斗”）。后来他被指责为把文革搞得“冷冷清清”。7月 26 日，江青在北京大学的万人集

会上宣布 6月 18 日事件是“革命事件”。北大附中的一名学生彭小蒙在台上动手打人。江青在

台上给了她一个拥抱。自此，暴力殴打“阶级敌人”（当时称此为“武斗”）立即开始流行。 

自此，暴力殴打“阶级敌人”（当时称此为“武斗”）立即开始流行。 

  北京大学附中成为北京市最早对学校的领导干部和老师进行野蛮殴打的地方。副校长、化学

老师刘美德（女）被剃了“阴阳头”（剪去半边头发），被强迫在操场上爬行。还有红卫兵把脏

东西塞进她的嘴里。有一天她被拉上一张方桌跪下，一个红卫兵站在她身后，把一只脚踩在她背

上，由一名记者照相以后，那个红卫兵把她从桌子上踢了下来。当时刘美德怀孕已经很明显。她

的孩子生下不久就死了。红卫兵还用塑料包裹的铁条打她和其他老师。她说，那种铁条打在身

上，伤痕不明显，但是“疼得钻心”。 

  “武斗”普遍化的同时，“红卫兵”组织在全国兴起。8月 1 日，毛泽东写信向清华附中

“红卫兵”和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表示“热烈的支持”。二者都是在 6月 2日出现的学生

小组，都积极“批斗”原学校干部、教员，并集中攻击文革前的教育体制，大力鼓吹血统论。

1966 年 8月是红卫兵运动的高潮之月，在全国各学校都建立了红卫兵组织。他们被称为“革命小

将”，在文革初期是暴力迫害的主要力量之一。 

   

二、卞仲耘校长——北京第一个被红卫兵打死的人 

 

  在北京，第一个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是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今实验中学）的副校

长卞仲耘。时间是 1966 年 8月 5日午后。同时被毒打的还有该校副校长胡志涛，刘致平，教导



主任梅树民，汪玉冰，一共五人。校级领导人中，只有一名农民出身平日不管教学只管总务的副

校长没有被打。在长达三、四个小时的殴打和折磨中，包括用带钉子的木棒打和用开水浇烫等残

酷手段。卞仲耘死亡，她的身上遍布青紫，还有几十处血窟窿。另外四人也受到了骨折等重伤。 

  在北京的学校里第二个被打死的，是北京 101中学的美术教员陈葆昆。时间是 8月 17日。

一起被打的还有该校十多名教员及领导干部。他们被强迫在煤渣铺的校园小路上用四肢爬行，双

手和膝盖鲜血淋漓。一名目击者说，爬行过程中，有一红卫兵用穿着军用皮鞋的脚踩碾一名女教

师的手指。陈葆昆最后死在校中喷水池中。 

  在卞仲耘被打死的同一天发出的中央［66］395号文件，撤销了刘少奇关于制止“乱斗”的

310 文件。这个文件只有一句话：“中央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日批发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

九号）是错误的，现在中央决定撤销这个文件。”这等于是给红卫兵颁发了暴力许可证。 

   

三、8 月 18日集会和暴力升级 

 

  1966年 8月 18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百万红卫兵的盛大集会。普通红卫兵在广场上挥动

小红书高呼万岁走过天安门下。红卫兵领导人则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从照片上看，这些红卫兵领

导人几乎全是高级干部子弟。大会向全国实况转播。在城楼上，北京大学附中红卫兵彭小蒙（毛

泽东 8月 1日的信中提到她的名字）代表红卫兵讲话。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红卫兵领导人

宋彬彬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袖章。毛泽东问了她的名字后，发表评论说“要武嘛”。会后，

《光明日报》《人民日报》发表了《我给毛主席戴上了红袖章》一文，文中注明宋彬彬已经改名

为“宋要武”。这个学校的红卫兵还把学校的名字改成了“红色要武中学”。 

  北京大学附中是北京最早开始大规模暴力行为的学校之一，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是北

京第一个打死人的学校。彭小蒙和宋彬彬在 8月 18日大会上的瞩目位置，其中包含的旨意十分

清楚。8月 18日大会前，在北京被红卫兵打死的教育工作者有二人。8月 18日会后，被打死的

人的数字急剧增长，红卫兵暴力在规模上和程度上全面升级。北京大学附中红卫兵在 8 月 20日

和 27日下旬打死了校外居民三人。到 8月底，有上千北京和平居民被红卫兵打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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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教育局和这

三所中学的领导干部。二十多人跪在舞台上。第八中学的副校长温寒江，脖子上套着一根绳子，

从两公里外的学校一路跑到中山公园去，绳子的另一端牵在一个骑自行车的红卫兵手里。他被打

得浑身是血，昏厥过去。教育局长孙国梁被打断三根肋骨。其他人被打得头大如斗，面目全非。

从那时候起，剧场和体育馆这些文化场所变成了召开暴力“斗争会”的野蛮血腥之地。 

  8月 19日晚，北京外国语学院附中（在和平门）红卫兵打死了教员张辅仁和张福臻。为了试

验他们是否已经死亡，红卫兵先用冷水浇，又用开水烫，看到尸体全无反应才罢手。该校当时有

二百名教职员。该校红卫兵负责人在大会上声称这是“杀二儆二百”。 

  北京第三女子中学（后改名为 159中学）的红卫兵从 8月 19 日开始连续殴打和折磨校长沙

坪。在学校西小院里，红卫兵用皮鞭和捆着带钉子的木棍等，拷打沙坪到深夜。20日上午，奄奄

一息的沙坪被拖到学校中院，在有全校师生参加的“斗争会”上，在一千六百多人面前，被殴打

至死。“劳改队”中的十多名教师和干部也跪在沙坪旁边一起被“斗争”。红卫兵不断揪沙坪的

头发令她抬起头来，她的头发被薅下来。散会后，中院地上有一堆头发；旁边还有一摊血迹，是

校长熊易华的。她跪在沙坪旁边，头上压了三或四块砖头，额头被打破。数学教师张梅岩（女）

被抄家后服毒身亡。体育教员何世瑾（女）自杀。一位目击者说，她后来还看到打死沙坪的红卫

兵（女生）在西城区委大院里挥舞铜头军用皮带打人。 

  北京宣武区梁家园小学校长王庆萍，在 8月 19日遭到“斗争”和毒打后被关在学校。她在

20 日早晨坠楼身亡。她被宣布是“自杀”，虽然没有遗书。她有三个孩子，当时 8岁 9岁 11



岁。她的大儿子说：妈妈一定是被推下楼去或者是被打死了扔下去的。如果她自杀，她至少会给

我们孩子写信留话。 

  8月 22日，在北京第八中学，学校负责人华锦（女）被打死。副校长化学老师韩九芳（女）

背上被打出两个大洞，引起败血症。她的家人设法救活了她，但是留下严重后遗症，终身致残。

历史老师申先哲被打后自杀。初一的班主任赵尊荣是 22岁的姑娘，也被剃了“阴阳头”。 

  8月 24日，北京第十一中学的红卫兵到该校化学教师唐婉森（女）家搜翻，用木棍把她打

死。8月 26日上午，红卫兵先把一批老教师剪了“阴阳头”，接着在操场上架起火来焚烧学校图

书馆的大堆藏书。他们强迫一批教职员围绕火堆跪下，举起胳膊伸向火堆，广播喇叭里大叫“不

许后退”，以致他们的手臂都被烤出大水泡。女校长林瑾被红卫兵推到火堆上，整个手臂被烧

伤，40年后伤痕犹在。该校图书馆员沈世敏（女）被剪了头发并在火堆边被烧伤，到医院被拒绝

治疗，当晚在家中上吊自杀。数学教师杜兆南被指为“逃亡地主”遣返回乡，卧轨自杀。语文老

师王景清跳楼。数学老师李泮请和妻子一起在家中上吊。校医霍岐服安眠药身亡。工友林士慧和

陈玉和服毒。这个学校有八人被害。 

  8月 25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第二中学红卫兵在校中打死了三个人：靳正宇，语文教员；姜

培良，党支部书记；樊希曼（女），学生曹滨海的母亲。校长高云被命令站在毒日头下，额头上

被扎了一排图钉，还被用沸水浇。  

  9月 8日，在北京第二十五中学，语文教师陈沅芷（女）在关押中被打死。除了打她，红卫

兵还把她推到架起来的两张桌子上面“斗争”，然后把叠起来的桌子推翻，让陈沅芷摔下来。这

个学校的红卫兵还打死了一名校工。 

  在北京第五十二中学，语文教师郑兆南（女）被关押在学校，饱受殴打和各种折磨。她死于

1966 年 9月 8日，时年 36岁。 

  在北京师范学院附属中学，喻瑞芬（女），一名生物教师，在教师办公室里被击倒在地并被

毒打。接着，在光天化日之下，她被倒提两腿拖出楼门，她的头在水泥台阶上磕击碰撞。一桶沸

水浇在她的身上。在楼门口的空地上她继续遭到殴打和折磨。两个小时后她死去了。打人者还不

满足。他们强迫所有在“牛鬼蛇神队”中的老师围绕喻瑞芬的尸体站成一圈，轮流打她的尸体。 

  在北京景山学校，传达室的工友李锦坡被打死。 

  位于北京宣武区的白纸坊中学（文革中改名为 138中学）负责人张冰洁（女）被打死。她恳

求红卫兵学生：“我有错误，请你们批判。请不要打我。”但是红卫兵继续用沾了水的麻绳和铜

头皮带打她，把她打死。 

  在北京外国语学校，工友刘桂兰（女）在学校礼堂被红卫兵学生打死。教导主任姚淑嬉

（女）被剃了头发，被“斗争”和殴打。红卫兵把她和别的老师的头塞进翻转过来的小方凳的四

条腿之间，殴打他们。她住在校内，一天晚上来了五拨学生打她。刘桂兰被打死后，红卫兵强迫

姚淑嬉和学校“劳改队”中的其他干部及老师抬她的尸体。一位老师说，她和姚淑嬉被强迫各抬

刘桂兰的一只脚，当时她真觉得怕极了。姚淑嬉在学校办公楼三楼厕所的下水道拐脖上套了一根

绳子上吊自杀。 

  在北京朝阳区的第四女子中学（现名陈经纶中学），生物教师齐惠芹（女）被毒打致死。这

个中学的校长潘基（女），被打得几乎死去。 

  在北京第十女子中学（文革中改名为 157 中学），教员孙迪在校中被打死。校长陶浩

（女），手被打骨折，成残疾。 

  马耀琮，北京南苑红星中学地理教师，8 月间被红卫兵打死在校园中。 

  北京还有一大批中学教育工作者在遭到残酷殴打和侮辱后自杀。高万春是北京第二十六中学

的校长。1966年 8月 25 日，该校红卫兵在校中“斗争”了 46名教师。高万春被五花大绑，跪在

铺有碎石的凳子上。他几次被打翻在地又被拉上凳子再打。高万春在这样的“斗争”之后“自

杀”，时年 42岁。这个学校同时期还有一名老教师跳楼，幸而未死，摔断了腿。1966 年 6月 7



月执掌该校的“工作组”组长李淑铮（女）在“工作组”被下令撤出后也遭到残酷“斗争”，她

喝剧毒杀虫剂自杀，幸而及时被送进医院没有死。李培英（女），北京社会路中学副校长，被打

并被关在学校中。她浑身被打得血肉模糊，8 月 27日在关押她的房间的暖气管子上吊死。彭鸿

宣，北京工业学院附属中学校长，被打被关，自杀。萧静（女），北京月坛中学校长，她在被毒

打后跳烟囱自杀。北京第二女子中学的体育教员曹天翔和语文教员董尧成（女），被殴打侮辱

后，跳楼自杀。北京第 65中学的化学教员靳桓跳楼自杀。汪含英（女）是北京第四中学的地理

教师，被剃了“阴阳头”，她的丈夫苏庭伍是数学教员，当时借调在北京第一女子中学，在被

“斗争”、抄家和“遣返”即驱逐出家后，他们夫妇一起在北京的香山服杀虫剂“敌敌畏”身

亡。北京第一女子中学的校工马铁山上吊身亡，英语老师傅敏投水未死。白京武，北京第四十七

中学美术老师，在该校“劳改队”中遭到毒打后，投河身亡。北京第三中学的语文教师石之琮

（女）在龙潭湖投水身亡。北京矿业学院附属中学语文教员朱鸿志遭到毒打后被关在学校教学楼

里，夜里在楼外小树林中上吊身亡。房山县房山中学的校长王哲在饱受折磨后“自杀”。王哲死

后，红卫兵强迫该校其他“牛鬼蛇神”跪在王哲的尸体前面，一起被“斗争”。北京通县第一中

学负责人程珉遭到残酷“斗争”后被逼“自杀”。北京航空学院附属中学一位生物老师割破动脉

自杀，姓高，名不详。北京第二中学一级数学教师路彦被驱逐到农村后死亡，地理教师袁之俊和

电工师傅许殿举自杀身亡。当年的学生记得许师傅从学校教室楼上头朝地扎下后尸体横陈在水泥

地上的景象，记得他穿的是蓝色的衣服。在北京第十一女子中学（文革中改名为 165中学），体

育教员哈庆慈（女）遭到红卫兵“斗争”和毒打后，在该校后排楼的四楼跳楼身亡。和她一起遭

到残酷折磨的有女校长张燕筹和女教师邓婉瑚等人。该校还有一名男性工友在同一时期遭到折磨

后跳楼。清华园中学的校长项凯被关押在校中，被打得死去活来。该校教军体知识的老师李凯从

学校的教学楼上跳下来身亡。 

  在北京第十九中学，高中语文老师宋继瑞（女），看到别的老师被剃阴阳头，她在宿舍里用

绳子把自己勒死，死时三十多岁。初中化学老师阎凤卿（女），父辈几代开照相馆（颐和园照相

馆），有很多老照片，被认为是“封资修”的东西，被抄家，她被关在学校教学楼一楼楼梯下的

小间里，那里黑不见光，顶是斜的直不起腰，原来用来放扫帚簸箕之类。她在那里把自己勒死。

死时只有二十多岁。 

  退休教师也被打。贺定华（女），66岁，住在北京安定门外六铺炕地兴居 40号中国农业机

械化研究院宿舍北楼二楼。1966年 8月 27日被外馆中学的红卫兵打死。她头发被剪掉，浑身青

紫，头颈上有一道很长的刀痕。她的丈夫姚剑鸣同时被毒打未死，被驱逐到安徽宿松县梅墩乡，

1968 年 7月上吊身亡。 

  北京第三十中学校长王生琯，被红卫兵学生殴打以后，又被从楼梯上推下来导致死亡。这个

学校的中共支部书记孙树荣的眼睛被打瞎一只。北京翠微路中学校长黄国英，被打瞎一只眼睛。

北京第三十一中学的党支部书记宋克被毒打和关押后在 8月 30日服大量安眠药自杀，侥幸未

死。北京回民中学校长李玲善被长期残酷“批斗”后精神失常，却被说成是“装疯卖傻”。他在

七十年代走失，不知身亡何处。北京航空学院附属中学校长安丰均遭到多次毒打，被打断了三根

肋骨。 

  在北京的大学和小学，也发生了大量暴力行动，总的来说不如中学残酷，但也极其严重。 

  1966年 8月 24日下午，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红卫兵派卡车从 12所中学运送红卫兵到清华大

学（据一名附中红卫兵领导人说是清华大学红卫兵要他们做的），在那里他们殴打了清华大学的

学校领导人和教授们，还抄了一些人的家。清华大学红卫兵也动手一起打人。在无线电系的几个

教师干部被打后，血流在地上。有学生围绕地上的血迹画了一个圆圈并在旁边写了“狗血”两个

大字。那一天傍晚，红卫兵拉倒了校园中白色大理石建造的“清华园”牌坊（现在的牌坊是文革

后照原样重建的）。他们挥舞棍棒皮带，命令“劳改队”中的教授和干部搬走沉重的石块。水利



系教授黄万里那天被剪了“阴阳头”，还跪在地上被打，又被抓到牌坊那里搬石块。那天夜里，

清华大学和清华附中的校级干部全部被关在“科学馆”中，被一个一个地拉进一个小房间拷打。 

  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何万福被“斗争”后，8月 13日身带遗书在龙潭湖投湖身亡。8月 28

日，中文系老教授刘盼遂和他的妻子梁秋色（家庭妇女）在市区西单附近自己家中被红卫兵打

死。中文系教授叶苍岑和妻子在该校位于市中心西单的教工宿舍内遭到红卫兵毒打，他的妻子名

叫刘云，是北京三十六中的被打死。 

  北京铁道学院（现北方交通大学）俄语教授张剑飞，家住铁道学院教师宿舍 54区二楼，8月

27 日晚 7点钟被铁道学院红卫兵从家中抓走，和另外 10名教授一起被毒打到夜里 12点，然后被

送去海淀公安局关押。他肋骨折断，大量尿血，呼吸困难，在 9月 5日死亡。在这种恐怖中，该

校一名教授和妻子孙启坤（退休会计）逃出学校。8月 27日孙启坤逃到城中人民大会堂西侧南文

昌胡同六号弟弟孙菊生家中时，在那里被中学红卫兵打死。 

  北京戏剧学校校长江枫（女）在学校遭到“斗争”，被殴打和侮辱，回到家中又遭 14岁的

养女殴打后“自杀”身亡。戏剧学校教员、京剧演员叶盛章遭红卫兵毒打，8月 30日在北京东便

门护城河投河，9 月 3日发现了他的尸体。 

  小学教员也遭到侮辱和毒打。8月 24日，北京崇文区西花市大街小学教员鄂少琪（女）被

“揭发”有“对党和社会主义不满言论”后跳河身亡；永定门小学教员冯杰民被红卫兵“批斗”

后用剪刀自杀。北京中古友谊小学的教导主任赵谦光，在被侮辱殴打后从烟囱上跳下身亡。该校

校长白智（女），被学生按了一脑袋的图钉。赵香蘅（女），北京史家胡同小学校长，遭到“斗

争”殴打，和丈夫沙英一起跳楼身亡。北京芳草地小学校长石子勤，遭到殴打侮辱后，用剪刀戳

自己的脑子自戕，幸而没死。在北京第一实验小学，王启贤老师被强迫跪在地上，吃煤渣。在玉

泉路小学，有四名女教师被学生红卫兵剃了“阴阳头”。 

  8月 27日，北京宽街小学的校长郭文玉（女）和教导主任吕贞先（女）在同一天内被打死。

郭文玉的丈夫孟昭江也遭毒打，两天后死亡。邱庆玉（女），北京吉祥胡同小学副校长，在 1966

年 10月 1日被打死。 

  校园暴力发生在全国各地。在多年的调查中，迄今还没有发现有一所学校没有发生暴力迫

害。 

   

四、“黑五类”学生也被打 

 

  在学校里，除了校长和教员，家庭出身是“黑五类”的学生也遭到他们的红卫兵同学的侮辱

甚至毒打。红卫兵狂热奉行一副“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1966年 8月这一

“对联”贴遍各处：学校大门、教室门、黑板、板报栏两侧，无处不在。这副对联最早出现于北

京大学附属中学，后来流布全国。8月 26日晚，清华附中红卫兵暴打了高三的四名“家庭出身不

好”的学生，还命令他们各写 100副“对联”，贴到各处。这一“对联”还做成了“歌”。和另

一首强迫所谓“牛鬼蛇神”唱的“嚎歌”一样，这两个恐怖“歌曲”都是北京第四中学的一名红

卫兵作的。同时，这副对联也是红卫兵组织成员的资格评定标准。在北京这样的城市，作为城市

人口主体的脑力劳动者和商业工作者都不被视为“红五类”，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中学生被准许

参加红卫兵，被授予了欺侮虐待其他同学的特权。 

  1966年 8月 4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初二(四)班的红卫兵召开“斗争会”斗争同班

同学。在这个班的 45名同学中，十名“黑五类出身”的学生站在教室前面被“斗争”，一根长

绳子绕过这十名学生的脖子，把她们捆成一串。十名“红五类出身”的红卫兵坐在椅子上。其他

既不能算“红五类”也不能算“黑五类”出身的学生则在“斗争会”期间被指定坐在地板上。大

标语“打倒狗崽子”贴在教室墙上。他们被命令逐个“坦白交代”他们的“反动思想”以及他们

的父母的“罪行”，还必须重复说三遍“我是狗崽子。我混蛋。我该死。”红卫兵用拳头打她



们，把墨汁泼在她们身上。该校学生排球队长杨友丽，因为球队得过全国冠军后受过校长接见以

及她父亲是所谓“托洛茨基分子”，遭到“斗争”和侮辱。她服安眠药自杀，幸而未死，但身心

受到严重摧残。 

  在北京一零一中学，红卫兵把校门分成一大一小两个，命令“黑五类子弟”出入只许走小

门，并称小门为“狗洞”。初三女学生吴芳芳，父亲是北京航空学院教授吴礼义，当时被当做

“家庭出身不好”。红卫兵指控她撕了一张毛泽东纸像。（实际情况是一张毛泽东纸像被风吹

落，她正好路过拣了起来。）吴芳芳遭到“斗争”和毒打，红卫兵还把她和上文写到的被打死的

美术教员陈葆坤关在一起。她因此精神失常，不清楚人事，不能独立生活，始终由她的母亲照

料。 

在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很多所谓“家庭出身坏”的学生被打耳光被侮辱等等。初一学生万

红，父亲在 1957 年被划成“右派分子”。与她同班的男生红卫兵要打她，她逃入女厕所。上文

写到的 8月 18日在天安门城楼上代表红卫兵讲话的彭小蒙（女）把万红从厕所拉出来。红卫兵

强迫她站在教室里的一把椅子上，用铜头皮带打她。打的过程中还有红卫兵把椅子从她脚下突然

抽走，使她摔到水泥地上。晚上不准她回宿舍睡觉，把她关在露天阳台上淋雨。朱同是高三学

生，他的父亲是“右派分子”，父母已经离婚，他也改用了母姓，而母亲不是“右派分子”。但

是他仍然被当做“狗崽子”折磨。他被关在地上积水的小楼梯间内像动物一样被全校学生“观

赏”。有一天晚上下大雨，他逃出了学校，爬着回到家中，因为他被严重打伤已经不能走路。 

  在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有相当数量的“家庭出身坏”的学生被打被欺负，他们的私人物件被

捣毁。多名女学生被剃了“阴阳头”。杨爱伦，高一学生，文革前功课和文艺活动都好，“家庭

出身不好”。她在班里遭到“斗争”，站在教室前面被推来攘去，被强迫写“交代”，还被关押

在学校中不准自由行动。一星期后，8月 8日，她逃出学校到附近卧轨自杀，被火车撞成重伤，

幸而未死。高二学生郭兰蕙，父亲在 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1966年 8月 20日是星期六，

在红卫兵宣布下个星期一要“开会帮助”实际上是要“斗争”她后，她服毒身亡。 

  在西城区太平桥中学，红卫兵打死了一名初三的不属“红五类出身”的女学生。这个十五岁

的女孩子仅仅因为说了一句“毛主席也不是红五类出身”，遭到红卫兵同学用铜头皮带和棍棒殴

打。从下午打到傍晚，红卫兵回家吃晚饭了。她挣扎着爬到一个水龙头边喝了很多水后死亡。她

的母亲被通知来校中领死尸，未敢表现出一点怨恨和抵触。 

  在离北京市中心王府井大街不远的第 27 中学，一名初中学生被指控把那时必须随身携带的

红色塑料封皮的《毛主席语录》本坐在身子底下。红卫兵在初二教室里毒打她。她被打得昏死过

去以后，红卫兵说她“装死”，拿碎玻璃往她眼睛里揉。她苏醒过来，继续被打。傍晚时分她被

打死。她的尸体被用草席子卷起来运走烧掉了。问到当时的目击者，他们都记得当时的情景，却

没有人记得这个女学生的姓名。 

  在中国人民大学附中，“家庭出身不好”的高二学生宁志平被说成“反动学生”，被关押在

学校里。该校管理“牛鬼蛇神”的红卫兵用刀子割开他的右耳朵，止剩下一点连着。海淀医院把

他的耳朵缝上了，留下很大的伤疤。从医院回到学校他被继续被关押了一个多月，以致他一度精

神失常。他在 8月被关，他被放出来时已经是深秋，他仍然穿着 8 月的单衣，冷得颤抖。 

  1966年 8月 25日，曹滨海，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第二中学高三的学生，和前来他家抄家的同

班的红卫兵发生争执。据说他拿菜刀砍伤了一个红卫兵同学。结果，曹滨海被公安局关起来，曹

的母亲樊希曼在那天被红卫兵抓到学校中活活打死。曹滨海因此精神失常，以后从未恢复正常。 

  在北京第十三中学，学生任春林“家庭出身不好”，他喜欢书法，在旧的《红旗》杂志上练

习毛笔字，被该校红卫兵学生发现在毛泽东的名字上写了“墓”字。红卫兵抄了他的家，把一条

铁链拴在他的脖子上，强迫他从家里像狗一样爬到学校的“红色刑讯室”中。他被关押在那里并

且被多次毒打。那个“红色刑讯室”中关押着该校的校长和一批教员，还有一个所谓“黑五类子



弟”、初中三年级学生武素鹏。红卫兵把武素鹏捆在一条麻袋里，用民兵训练用的木枪狠打，把

他活活打死。 

  在北京第六中学，高三学生王光华出生于“小业主”家庭，他未得到红卫兵的准许就去外地

“革命串联”。他在 1966 年 9月 27日回到北京，立即就被抓进学校的监狱之中。他在那儿被十

多个红卫兵几次毒打。王光华死于第二天，9 月 28日，时年 19岁。红卫兵命令几个在这个监狱

中被关了一个多月的老师把他的尸体抬出了监狱，放进火葬场的运尸车。 

  由于“红卫兵”组织拥有如此地位，“冒充红卫兵”当时成为大罪名，竟然可以被当做打死

人的“理由”。8 月 19 日，北京师范学院附属中学的红卫兵打死了该校数学教师田钦的弟弟，

106 中学的学生田悦，他被指控“冒充红卫兵”。 

   

五、一批房产主被打死 

 

  8月 22日《人民日报》头版报道红卫兵的“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特别

介绍了北京第二中学红卫兵广为张贴的“宣战书”。红卫兵开始到处烧书，烧画，破坏文物，以

及开始大规模的抄家行动。红卫兵强迫市民交出他们存有的所有黄金和白银，还在抄家过程中打

死了很多所谓“阶级敌人”。北京早已不准“地富反坏”居住，被红卫兵打死的“阶级敌人”

中，很多只是房产主。他们拥有自己的住房，或者有少量的房子出租。红卫兵的命令发出后，人

们到房管处排队上缴房产证，但是还是被抄家甚至被打死。在这种恐怖中，北京的 50 万间私人

房子全部被没收。 

  8月 24号，红卫兵到北京东厂胡同 6号居民左庆明家抄家。他从前开过劈柴铺子，1966年

时已经没有铺子，但还有几间自己的房子。租住他们房子的马大娘是个家庭服务钟点工。当时左

庆明正好外出不在家。看到红卫兵毒打他年已七十的妻子，马大娘到胡同口给左庆明报信叫他不

要回家。红卫兵发现后把马大娘和左奶奶一起绑在葡萄架子上毒打。红卫兵还用开水浇烫她们。

四周邻居听到他们在惨叫着被折磨死，然后尸体被丢进火葬场的卡车。那天晚上东厂胡同至少有

六个居民被打死。死者中还有一人是技术精良的眼镜师孙琢良。他曾经开过一个眼镜店，并有自

己的住房。 

  8月 25日，北京第十五女子中学红卫兵查抄崇文区广渠门内大街 121号居民李文波家。他住

的是自己的房子。他已经在前一天上交了房产证，也就是说放弃所有权。红卫兵说，在抄家过程

中李文波打了她们（文革后她们中有人私下承认并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但当时成为红卫兵加强

暴力程度的借口）。李文波被打死。他的妻子刘文秀被判处死刑，在 9月 13日被处决。文革后

他们得到“平反”。 

  8月 28日，红卫兵查抄西城区大红罗厂南巷 20号。三小时中红卫兵打死了五口人：北京玻

璃陶瓷水泥设计院技术员黄瑞五，他的姐姐黄瑞班，他们的母亲陈玉润，外婆李秀蓉，还有一个

年老佣人。除了一岁的小孩子被机警的保姆抱出，其他在家的人都被打死。他们没有别的所谓

“问题”，主要的“问题”就是他们住的小院是他们自己的房产。 

  1966年 8月下旬，大批被打死的人不标姓名堆在一起被运往火葬场。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第二

中学的校长高云和北京第 31中的书记杜光，都是在被红卫兵打昏过去以后就送去了火葬场。火

葬场的老工人发现他们还没有死，没有烧他们。他们又回了家。当时大量尸体积压，火葬场来不

及焚烧，只好在尸体堆上放了冰块，血水横流。一名军人目击者说，那里的气味和情景恐怖至

极。一名在 9月 13日去火葬场的女教师说，那时候那里还是满目尸体，草地上摆得横七竖八，

排队火葬。 

下图是那一时期北京每日被红卫兵打死的人的数字。 

 

 



   

 

 

 

从上图可以看到：李文波被打死后第二天，8 月 26日，被打死人数从两位数跳到了三位数，从不

到一百人变为超过一百人。从 8月 25日到 8 月 26日，被打死人数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从 8月 26

日到 8月 27日，被打死人数又再次加倍。在 9月 1日，被打死人数达到了最高峰，一天内有 278

人被打死。在此之前的 8月 31日被打死人数出现了一个小低谷，是因为那一天在天安门广场有

红卫兵的第二次盛大集会，红卫兵停下抄家打人集会去了。 

  9月 1日以后数字骤降，因为 9月 2日中共北京市委发出文件，指出“要用最大努力耐心说

服和坚决制止一切打死人的现象”。一个口气并不严厉的书面指示，立即发生了效果。 

  当时“内部”的统计是，在北京，红卫兵打死了 1，772人。文革后，《北京日报》也发表

过这个数字。 

  在这样的暴力迫害高潮中，8月 29日，“西城区红卫兵纠察队”发布了“第四号通令”，其

中第 7条说：“确实查明，并斗争过的黑六类分子，尤其是逃亡地富分子。除现行反革命分子应

当依法处置外，其余一律给政治上、生活上的出路，这个出路就是限期（于九月十日前）离开北

京（如有特殊情况，经本人所在单位及查抄单位批准，可酌情延长），回原籍劳动，由革命群众

监督改造，给他们重新做人的机会。” 

  这个“通令”在北京全城甚至全国张贴公布。直接后果是北京城中有近十万人口被扫地出门

驱逐出北京，占当时城市人口的百分之一点六。一名受访者说，她家住在东单，夫妇都是工人，

因为曾经在一个出租小人书的店里有 400块钱资本，这时候被指控为“资本家”，全家被驱逐到

山东农村，一个人只准带一个锅一个碗，直到 1978年底才获准回到北京。这些被驱逐的人有的

在火车上就被打死，有的到了农村没有食物没有住房而死亡。 

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样大规模的由青少年打杀教师和老百姓的事情。在

皇帝时代，死刑要经过审理，可以上诉，由专业刽子手执行。文革后有人把文革笼统解释为“封

建主义传统”造成的。这种说法不能解释 1966 年 8月发生的红卫兵暴力。 

 



（责任编辑 杨继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