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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中國之命運的決戰
－－1976 年：從天安門事件到粉碎「四人幫」

在抗日戰爭最後勝利的前夜，毛澤東在 1945 年 4 月 23 日中國共產黨第

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開幕詞中指出：「在中國人民面前擺著兩條路，光明的路

和黑暗的路。有兩種中國之命運，光明的中國之命運和黑暗的中國之命運。」

歷史常常有驚人的相似之處。30 年後的1976年，中國又一次走到了兩種中國

之命運的決戰關頭。兩條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又擺到了中國人民的面

前。兩種中國之命運和前途，又一次進行了激烈的決戰⋯⋯

程中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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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痛哀悼周總理

1975 年的冬天，是一個嚴寒的冬天。「批鄧」的旋風把整個中國

攪得周天寒徹。整頓帶來的復甦、好轉和秩序又一次遭到破壞。人們剛

剛昇騰起來的希望被困惑、迷惘所取代。「四人幫」妖霧重來，鄧小平

再次挨批，周總理又病重垂危，中國將怎麼辦？1976 年元旦，盡管廣

播喇叭中響徹著「到處鶯歌燕舞」的歡快詩句，卻無法驅散全國人民心

頭的慘霧愁雲。

1976 年 1 月 8 日，沉痛的哀樂把一個噩耗傳遍中華大地，傳遍整個

世界：周恩來於 1 月 8 日 9 時 58 分與世長辭！山河鳴咽，蒼天飛雪，全

中國人民都為失去敬愛的好總理而悲慟，同時也更加為國家的前途、民

族的命運而擔憂。活著的「四人幫」害怕死去的周恩來。他們竭力限制

悼念的規模，削弱總理的影響。在訃告發出以後，他們緊接著就以簡化

治喪禮儀為名，作了種種限制：各地不開追悼會：不設靈堂；不提倡戴

黑紗、做花圈；不邀請外國使團來京參加悼念活動。然而，冷酷的禁令

禁不住人民群眾的熱淚，遏止不住人民群眾熱愛周總理的感情。從首都

到邊疆，人們設靈堂，戴黑紗，寫挽詞，獻花圈，寄託對總理的哀思，

表示對「四人幫」的抗議。世界各國政府、黨派、友好團體、各界友好

人士和海外僑胞的唁電、唁函似雪片般飛來。1 月10~11日，黨和國家

領導人及各界代表一萬餘人，到北京醫院向周恩來的遺體告別。江青行

禮時故意不脫帽。電視螢幕上出現了這個鏡頭，江青遭到舉國上下的唾

罵。

1 月11日下午，天色陰沉，朔風凜冽。周恩來的遺體要從北京醫院

送八寶山火化。人們從四面八方匯聚到十里長安街的兩旁，肅穆佇立，

等候了一個小時又一個小時，要為人民的好總理送行。暮色中，悲愴的

哀樂送來了總理的靈車。總理的靈車在淚雨紛紛的行列中緩緩行駛。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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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了，風緊了，靈車已經過去了幾個小時，但佇立在大街兩旁的人群，

依然在默默地等待著靈車的歸來，迎候著總理的英靈。中國人民把對共

產黨的期望、希冀和熱愛，都傾注在她的傑出代表周恩來的身上了。

可是，「四人幫」控制著輿論工具。他們將記者報道百萬群眾哭送

總理靈車的文字統統砍掉，照片也不准刊登。

1 月11~14 日，群眾的悼念活動達到高潮。弔唁儀式雖然移到勞動

人民文化宮，但還是無法滿足許多人與總理的英靈作最後告別的心願。

在 14日傍晚正式的弔唁儀式結束後，成千上萬人涌向天安門廣場，人

們川流不息地來到紀念碑前，脫帽默哀，表達對周總理不盡的哀思。

可是，「四人幫」卻冒天下之大不韙，置黨心、軍心、民心於不

顧，於 1月 14 日，即為周恩來舉行追悼會的前一天，竟然在《人民日

報》頭版頭條位置發表《大辯論帶來大變化》一文。該文強姦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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劈頭就說「近來，全國人民都在關心著清華大學關於教育革命的大辯

論」，還說什麼「清華大學這場鬥爭得到全國人民的廣泛支持」。「四

人幫」的倒行逆施，激起了人民憤怒的抗議。

1 月 15 日下午三時，周恩來追悼大會在人民大會堂隆重舉行。鄧小

平代表中共中央致悼詞，沉痛悼念這位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傑出的

共產主義戰士、中國人民久經考驗的卓越的黨和國家領導人。悼詞號召

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以周恩來為榜樣，化悲痛為力量，為把我國

建設成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而奮鬥。

鄧小平致悼詞一舉，使得全國人民的心中油然產生了某種希望。但

他們很快就認識到，這祇不過是一種善良的願望而已。更強勁的「反擊

右傾翻案風」的浪潮正同「批鄧」聯結在一起而掀起。

天安門事件

周恩來的治喪活動剛結束，1 月 20 日，中央政治局即繼續開會批評

鄧小平。2 月 3 日，中共中央發出 1976 年 1 號文件，由華國鋒任國務院

代總理。華國鋒主持中央工作以後，經過發動，一場「批鄧、反擊右傾

翻案風」的鬥爭就在全國範圍內全面展開。「四人幫」則全然不顧毛澤

東多次申述的鄧小平還是內部矛盾、要團結、讓他專管外事等指示，利

用各種機會，喪心病狂地攻擊鄧小平。他們還竭力鼓吹「老幹部是『民

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資派』」的反動理論，煽動「層層揪」走

資派，企圖整垮中央、地方和軍隊的領導幹部。

但是，不論上面怎樣一再「打招呼」，不論「四人幫」怎樣拼命鼓

噪，除了幫派勢力、反潮流戰士之外，應者寥寥。相反，人民的不滿和

憤怒，通過各種方式宣洩出來，匯成反對「四人幫」的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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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發生在上海《文匯報》的「反周」事件，激起舉國義憤，萬眾

討伐，成為天安門事件的導火線。

3 月 5 日，是毛澤東發表「向雷鋒同志學習」題詞 13 週年紀念日。

新華社播發學習雷鋒的報道。《文匯報》登載這篇報道時，把報道中引

用的當年周恩來關於學習雷鋒題詞的四句話「憎愛分明的階級立場，言

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產主義的風格，奮不顧身的無產階級

鬥志」給刪掉了。人們立刻警覺這是一個嚴重信號：「四人幫」圖謀否

定周恩來。南京大學學生立即寄信給《文匯報》領導小組，怒斥「四人

幫」用報紙反對周總理的罪行。「誓死保衛周總理」和揭露《文匯報》

的大標語、大字報陸續出現在南京街頭。上海、南京和全國各地質問、

抗議的電話、電報和信件接連發到《文匯報》。

這時，離清明節不遠了。3 月 19 日，北京牛坊小學學生在人民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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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碑前獻上第一個悼念周總理的花圈。3 月 24 日，南京的江蘇新醫學

院師生抬著花圈遊行至雨花臺，在革命烈士紀念碑前舉行悼念周總理的

儀式。第二天又在新街口貼出「誓死捍衛敬愛的周總理」等大標語。他

們的行動推動了南京群眾運動的發展。

就在 3 月 25 日這一天，《文匯報》第一版的新聞〈走資派還在

走，我們就要同他鬥〉中，出現了「黨內那個走資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

不肯改悔的走資派扶上臺」這樣的語句。讀者立即敏銳地感覺到，這是

明目張膽地把「黨內那個走資派」的帽子扣到周恩來的頭上。《文匯

報》這篇新聞，把一場悼念周總理，聲討「四人幫」的偉大的群眾抗議

運動之火點燃起來了。

3 月 28 日是星期天，南京大學數學系四百多名師生上街遊行，到

梅園新村周恩來舊居莊嚴宣誓。沿途許多工人、學生、幹部加入，匯成

巨大的示威洪流。3 月 29 日，南大校園內擠滿各界群眾，傳抄標語和大

字報。南大學生組成 20 多個小組，跑遍全市主要街道，刷上了「文匯

報的反黨文章是篡黨奪權的信號彈」等大標語。3 月 30 日晨，南大學生

在鐵路工人支持下，用柏油和白漆把「警惕赫魯曉夫式的野心家、陰謀

家篡黨奪權」、「誰反對周總理全黨共誅之！」等大標語刷在列車車廂

上，讓奔馳的列車把戰鬥的號召帶到北京，帶到上海，帶到全國各地。

幾天來，到梅園新村悼念周總理的人流，不分晝夜，綿延不絕。抬著花

園列隊遊行去雨花臺的，每天多達五萬人左右，道路被擠得水泄不通。

3 月 31 日，南京汽車廠制泵分廠職工，在新街口東側最醒目的地方，貼

出大標語：「打倒大野心家、大陰謀家 — 張春橋！」直接點明鬥爭目

標，把南京的群眾運動推到了高潮。

南京事件是丙辰清明天安門事件的前奏。正當「四人幫」費盡心

機要把它壓制下去的時候，它所點燃的烈火已經在天安門廣場上沖天

而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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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近清明節，北京市總工會 29 人於 3 月 30 日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南

側貼出悼念周總理、聲討「四人幫」的悼詞。江蘇省公安局上訪人員

在紀念碑上獻上了一個花圈。一夜過後，人民英雄紀念碑四周放滿了花

圈。數不清的悼詞、詩歌、小字報，出現在紀念碑上，花圈叢中。許許

多多的單位和個人自發地到廣場舉行悼念儀式。4 月 1 日，天安門到處

是悼念周恩來的人群，真是「天安門前花似雪，紀念碑下淚如雨」。廣

場成了悼念周恩來的靈堂，斥責「四人幫」的法庭。

4 月 2 日清晨，北京出現第一支遊行隊伍 — 中國科學院 109 廠職

工，用四輛卡車開道，抬著四個大花圈和四塊木制大詩牌，走進天安門

廣場。他們把詩牌放在紀念碑碑座的最高處，上面寫著：「紅心已結勝

利果，碧血再開革命花。倘若魔怪噴毒火，自有擒妖打鬼人。」幾乎同

一時間，北京重型電機廠工人把他們製作的第一個鋼鐵花圈送到了天安

門廣場。

這天，北京各單位傳達中央關係於南京事件的電話通知，說「清

明節是鬼節」，「送花圈是四舊」，並警告人們「天安門有反革命分子

搗亂」，不要到天安門廣場去。首都人民蔑視這些警告、阻撓，繼續湧

向天安門廣場。人們發出了「民心不可悔，黨心不可欺」、「反周民必

反，批鄧民不依」的吶喊。詩牌、挽聯、傳單數量猛增，揭露、嘲笑、

咒罵「四人幫」的詩詞越來越多。「妖魔」、「鬼蜮」、「豺狼」和

「野心家」、「陰謀家」等成了「四人幫」的代名詞；「白骨精」就是

對江青的專用語。「我們懷念楊開慧」一句標語，表達了人們對江青的

憎惡，也蘊含著對毛澤東的諷諫。直到深夜，還有成千上萬的人在抄寫

詩詞、悼文，護衛著花圈、挽聯。

4 月 3 日，天色陰沉，細雨濛濛。無數支送花圈的人流從四面八方

湧進天安門廣場。紀念碑的基座被花圈堆滿了，便向周圍的廣場擴展。

到了晚上，送來的花圈又比白天增加幾倍。數不清的詩詞、挽聯、悼文

及傳單遍佈廣場。人們大聲朗誦，俯首抄寫。「北京工人」的一篇悼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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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文，貼在紀念碑東側，被誦讀了幾十遍、幾百遍。清華學生寫的《獻

上一朵素潔的白花》，幾千人聚集廣場中央反復齊聲朗誦。還有人把悼

念周總理的詩詞譜成歌曲，在廣場教唱。天安門廣場上出現了萬人大合

唱的動人心魄的場面。

這一天，在王洪文指令下，公安部門出動便衣，拍照，跟蹤，綁

架。到夜間，在天安門廣場被抓捕的群眾已達 26 人。

4 月 4 日是丙辰年清明節，又逢星期天，天安門廣場的群眾運動達

到高潮。雖然「四人幫」下了不許悼念的禁令，但首都人民無所畏懼，

還是爭先恐後湧向天安門廣場。這天，來到廣場的群眾達幾十萬人。整

個廣場淹沒在人潮花海之中。各式各樣精緻的花圈從天安門城樓前面的

廣場一直排到人民英雄紀念碑的南端。紀念碑四周的青松樹林、翠柏籬

牆，繫滿了朵朵小白花，宛如覆蓋著一層白雪。紀念碑上，周恩來的巨

幅畫像，安放在「人民英雄永垂不朽」這一行耀眼的大字之下。畫像下

面，用大朵白花鑲邊的黑布上，橫排四個大字：「民族英魂」。13 塊

方框大匾懸掛在紀念碑前的 13 根旗桿上，「敬愛的周恩來我們永遠懷

念您」13 個大字橫貫天安門廣場。空中，兩串黃色氣球懸帶兩根白色

飄帶，一邊寫著「懷念總理」，一邊寫著「革命到底」。在陰沉的天色

下，天安門廣場顯得格外肅穆，格外悲壯。

此時此刻、此情此景之下，詩詞成了群眾表達和交流內心情感、

意志和願望的最好手段。向來有詩國之稱的中國，有史以來從未有過

這樣動人心魄、這樣氣壯山河的偉大的詩歌運動。人們寫詩填詞，朗

誦傳抄，傾瀉緬懷周總理、痛斥「四人幫」的感情，抒發對社會主義

民主的追求和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渴望。一首詩寫道：「我們信仰馬列

主義，讓那些閹割馬列主義的秀才們見鬼去吧，我們要的是真正的馬

列主義。」另一首詞中寫道：「四個現代化，『兩步』走到底。遺願

化為宏圖日，國祭告總理。」天安門詩歌運動真正發揮了團結人民、

打擊敵人的作用。詩歌的汪洋大海，使「四人幫」陷人滅頂之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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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幫」篡黨奪權首先從文藝戰線開刀，人民則用文藝的鐵錘敲響

了他們的喪鐘。

廣場上展示的血書，即席發表的演說，簡捷犀利的傳單，都具有

極大的鼓勵性和穿透力。4 月 4 日晚九點，紀念碑西南角出現名為「第

11 次路線鬥爭」的傳單，幾千人圍著聽一名女戰士朗誦。傳單指斥江

青扭轉批林批孔大方向，把矛頭指向周總理，背著中央接見外國傳記記

者，誣蔑中央領導同志，在四屆人大爭當總理；傳單贊揚毛主席識破了

江青，按周總理的意圖召開了四屆人大，取得了鬥爭的初步勝利；後來

又批評江青，停止其在中央工作；在周總理患病期間，由鄧小平主持中

央工作，鬥爭取得了決定性勝利。傳單期望鄧小平重新主持中央工作，

全國人民大快人心。這份傳單，雖然史實不很準確，卻表達了人民對這

段歷史的評價，反映了人民對江青一夥的憎惡。人們聽了一遍還嫌不

夠，要求再念一遍。人們打亮手電，連續讀了五遍才停下來。在丙辰清

明之夜，由朗讀這份傳單形成了一個懷念周總理，擁護鄧小平，聲討

「四人幫」的高潮。

正當廣場下誦讀著「第十一次路線鬥爭」等傳單、群眾的革命義憤

高漲之時，主持政治局工作的華國鋒正在人民大會堂召集部分在京政治

局委員舉行緊急會議，研究連日來的情況，分析性質，討論對策。會議

作出了完全錯誤的判斷，認為天安門前聚集那麼多群眾，公開發表「反

革命」演說，這種場面是建國以來所未曾見過的。不僅北京有，全國不

少地方都有。其性質「是反革命搞的事件」，是有計劃有組織的。天安

門廣場出現的事件「是鄧小平搞了很長時間的準備形成的」，「是反革

命煽動群眾借此反對主席、反對中央，干擾、破壞鬥爭的大方向」。還

毫無根據地斷定「存在一個地下的‘裴多菲俱樂部’，有計劃地在組織

活動」。

就在政治局會議討論時，魯瑛送來報告，說紀念碑西南角有人演講

罵江青。「四人幫」又鬧起來。江青提出，清明已過，要連夜把花圈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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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要抓發表「反革命」演說的人。會議決定採取緊急措施，應付「更

大事端」，其中包括從當晚開始清場，把天安門廣場的花圈送八寶山，

組織公安機關破案抓捕群眾，佈置工人民兵和公安人員出動，要圍住紀

念碑，阻止群眾去送花圈。毛遠新於 4 月 5 日凌晨將政治局會議討論情

況和所作決定向毛澤東寫了書面報告，毛圈閱了這份情況報告。

4 月 5 日早晨 6 時，革命群眾繼續湧向天安門。發現花圈被收走

了，詩詞被撕掉了，挽聯、條幅都不見了，紀念碑周圍是三道戒備森嚴

的封鎖線，又聽說有些人被抓了，異常氣憤。九點左右，人群聚集人民

大會堂東門口，要求「還我花圈」、「還我戰友」，高呼「人民萬歲」

等口號。群眾前往設在廣場東南角小紅樓裡的「工人民兵指揮部」交

涉，頭頭避而不見。時間已過中午，群眾對受到壓制和捉弄再也無法忍

受。憤怒的群眾把指揮部的幾輛汽車和公安部門的「廣播宣傳車」，推

翻燒著了。下午五時許，指揮部小樓起火。群眾和民兵、警察發生衝

突，互相都有受傷的。政治局一部分人在人民大會堂注視著廣場上事態

的變化。在下午的政治局會議上，張春橋竟當面大罵鄧小平「你就是納

吉」。這次政治局會議決定，由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吳德出面講話，然後

動用民兵清場。

晚上六點半起，反復廣播北京市委第一書記的錄音講話，聲稱近

幾天來，「極少數別有用心的壞人利用清明節，蓄意製造政治事件」，

「今天，在天安門廣場有壞人進行破壞搗亂，進行反革命破壞活動」，

要求「認識這一政治事件的反動性」，「革命群眾應立即離開廣場，不

要受他們的蒙蔽」。三個小時以後，廣場上突然燈火通明，廣場四周的

民兵、警察和警衛部隊一齊出動，封鎖了天安門廣場。在清場過程中，

一二百人被打傷，二百多人被抓到勞動人民文化宮內，其中近 40 人於 6

日晨被投進了監獄。

4 月 5 日天安廣場鎮壓革命群眾以後，華國鋒即召集中央政治局會

議，聽取北京市委關於當天天安門事件經過情況的彙報，並研究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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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計劃。會議認為 4 月 5 日的群眾抗議行動「是反革命暴亂性質」，

建議北京市委立即把這兩天的情況寫成材料，中央盡快通報全國，以便

各省市瞭解情況，有所準備。還要求注意偵察線索，揪出地下司令部。

會議開到 4 月 6 日凌晨兩點左右才散。凌晨三時，毛遠新寫成給毛澤東

的書面報告。毛當天下午六時寫下批語，贊同政治局的處理。4 月 7 日

上午，毛遠新向毛澤東彙報請示。毛澤東同意公開發表《人民日報》記

者的所謂「現場報道」和北京市委第一書記的廣播講話。毛表示據此開

除鄧的一切職務，保留黨籍，以觀後效。以上待三中全會審議批准。並

說：由中央政治局作決議，登報。這次，一、首都，二、天安門，三、

燒、打，這三件好。性質變了。他提出：華國鋒任總理。毛澤東要毛遠

新馬上向政治局傳達他的指示，隨後就回來向他彙報。他並指明不找鄧

小平、葉劍英、蘇振華三人參加政治局會議。

當天下午，毛遠新向毛澤東彙報了政治局討論他上午指示的執行情

況，並請求晚上廣播中共中央兩個決議的問題。在談到任命華國鋒為國

務院總理時，毛說：還要華任黨第一副主席，寫在決議上。當晚中央政

治局開會，宣讀並通過了中共中央兩個決議。第一個決議任命華國鋒為

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第二個決議說，「中共中央政治局

討論了發生在天安門廣場的反革命事件和鄧小平最近的表現，認為鄧小

平問題的性質已經變為對抗性的矛盾。根據偉大領袖提議，政治局一致

通過，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保留黨籍，以觀後效」。

一個小時以後，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即向全國廣播了這兩個決議。同

時廣播了北京市委第一書記 4 月 5 日晚在天安門的廣播講話和第二天見

報的《人民日報》記者採寫的所謂「現場報道」—《天安門廣場的反

革命政治事件》。這篇歪曲事實、顛倒是非的報道是姚文元指導撰寫並

修改而成的。

以天安門事件為中心的群眾運動一時被鎮壓了下去，但它在全國

人民心中燃起的火焰是撲不滅的。這個群眾運動鮮明地表達了中國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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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護以鄧小平為代表的黨的正確領導、同「四人幫」勢不兩立的堅決態

度、實現四個現代化和社會主義民主的強烈願望。它為 10 月粉碎江青

反革命集團奠定了堅實的群眾基礎。

多難之秋

天安門群眾運動被鎮壓以后，「四人幫」在全國掀起了更大規模的

「批鄧」運動。在連篇累牘的報道、社論、批判文章中，他們把「黨內

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資派」的帽子扣在鄧小平的頭上，說鄧小平「就是

這次大刮右傾翻案風，直至天安門廣場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掛帥人物」。

他們指責：「『三項指示為綱』，是鄧小平翻案復辟的政治綱領」；

「爭奪思想陣地」是「輿論準備」；「首先抓班子」是「組織措施」；

「全面整頓」是「行動部署」。反復論證「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

宣揚「從民主派到走資派」的公式，宣傳「走資派還在走」，號召起來

鬥爭。他們這時的目標不僅要打倒鄧小平，而且要整倒「一層人」，打

倒一大批中央和地方黨政軍負責人。

在「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衝擊下，各方面整頓中斷，已經

糾正的錯誤又被恢復，生產秩序、工作秩序又被打亂，全國又一次陷入

動亂之中。許多地方組織癱瘓，秩序混亂，人心渙散，生產下降，有些

地區重又出現派性鬥爭甚至武鬥，嚴重影響國民經濟和人民生活。1976

年 1~5 月，鋼欠產 123 萬噸，化肥、棉紗等其他主要工業產品也大量欠

產，鐵路交通重又嚴重堵塞，影響市場少供應商 14 億元，影響財政減

收 20 億元，原訂的 1976 年國民經濟計劃已經不可能完成。

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來說，1976 年真是多難之秋。「四人幫」制

造的人禍之外，還有巨大的天災。7 月 28 日凌晨 3 點 42 分，河北省唐

山、豐南一帶發生里氏 7.8 級強烈地震，震中烈度達 11 度。100 萬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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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唐山市頓時夷為一片廢墟。北京、天津也有較強震感。唐山大地震造

成 24.8 萬多人死亡，16.4 萬多人重傷，損失之慘重為歷史上罕見。從唐

山大地震以後，為了防震，首都北京從上到下，以及全國 17 個省市數

億城鎮居民，都離開居室，住到臨時搭起的防震棚裡，人心惶惶，很不

安定。

可是，「四人幫」卻全然不顧國家的災難，人民的安危，在思想

上、政治上，又掀起了一個以批判所謂「三株大毒草」為主要內容的

「批鄧」新浪潮。不過，歷史同這夥倒行逆施的小丑開了一小大玩笑。

與「四人幫」的主觀願望相反，他們在「文化大革命」第十年發動的這

一場批判運動，不但沒有把他們推上黨和國家權力的頂端，反而加速了

他們的滅亡。

不幸的消息接連不斷。l976 年 6 月起，毛澤東病情沉重。毛同守護

身邊的華國鋒、王洪文等談話，說：我一生做了兩件事。一是與蔣介石

鬥了幾十年，把他趕到幾個海島上去了；抗戰八年，把日本人請回老

家去了；打進北京，總算進了紫禁城。對這些事持異議的人不多。另

一件事就是發動文化大革命。這事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並

說，這兩件事都沒有做完。這筆遺產將移交到下一代去了。交班和平

交不成就動蕩中交，搞得不好，就得血雨腥風了。9 月 9 日，哀樂聲中

傳出不幸的消息：中共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全國政協名譽主席

毛澤東，「在患病後經過多方精心治療，終因病情惡化，醫治無效，

於 1976 年 9 月 9 日零時十分在北京逝世」。這噩耗猶如晴天霹靂，使全

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無比震驚。神州大地在 1976 年經歷的災難太

多太大了！1 月周恩來總理逝世，4 月天安門事件，7 月朱德委員長逝

世，又發生唐山大地震，人們還沒有緩過氣來，毛澤東主席又與世長辭

了，全國人民怎麼能不淚雨如注，愁緒萬千呢！

9 月 18 日下午，首都百萬群眾在天安門廣場舉行隆重的追悼大會，

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華國鋒致悼詞，對毛澤東主席的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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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沉痛的哀悼之情，緬懷和頌揚毛主席的豐功偉績，號召化悲痛為力

量，將毛主席開創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進行到底。全國縣以上地區也同

時召開追悼會金。

在哀悼毛澤東逝世的日子裡，人們已經看到，「四人幫」在黨和國

家最高領導層中氣焰更加囂張，處處咄咄逼人。人們擔心華國鋒的資望

和才幹對付不了「四人幫」，一旦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權被「四人幫」

篡奪，中國的前途將不堪設想。「毛主席啊，沒有你老人家，中國怎麼

辦啊？⋯⋯」許多人失聲痛哭，反復呼號的這句話，道出了當時全國上

下的情緒。在當時，人們並不知道毛澤東生前對江青、對「四人幫」

有很多嚴厲的批評。當然，也很難設想，在毛澤東逝世後就會出現粉碎

「四人幫」、結束「文化大革命」的歷史機會。

十月的勝利

9 月 18 日開過追悼大會以後，華國鋒、葉劍英等黨中央領導同「四

人幫」展開了面對面的尖銳鬥爭。

正面的交鋒首先圍繞著毛澤東的文件保管問題爆發出來。

從毛澤東病危時起，江青就想方設法要掌握這些文件、材料，其意

圖是可以運用以至篡改毛的文件來抬高自己，打擊別人。9 月 17 日，華

國鋒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作出決定：毛的一切文件、手跡、

文稿、各種材料和書籍按慣例仍由中央辦公廳負責清理、保管，目前先

把它的封存起來。9 月 18 日下午毛澤東的追悼大會結束後，華國鋒又主

持召開政治局會議，絕大多數政治局委員都同意前一天常委會的決定。

華國鋒、葉劍英等堅持原則，使江青一夥爭奪毛澤東文件保管權的陰謀

未能得逞。



99



100

在江青爭奪文件保管權的 9 月 l7 日，王洪文悄悄飛往上海，加緊督

辦「第二武裝」，張春橋也在北京會見徐景賢，密謀準備打仗。8 月下

旬以來，上海已經給民兵突擊發槍 74220 支、炮 300 門、各種彈藥一千

多萬發。這時經王、張不斷督促，上海的親信立即緊急行動起來，進行

武裝暴亂的準備。

此時，華國鋒深感江青一夥倡狂之極，下定了採取果斷措施解決

「四人幫」問題的決心。他分別同汪東興、李先念交談並通道他們同葉

劍英、王震等接觸、商議，比較了幾種不同方案，確定採取「先動手，

後開口」的辦法解決「四人幫」。華國鋒作出決策後，葉劍英同汪東與

又商議了行動辦法，由汪東興考慮具體方案，作出周密安排，組織實

施。為防止出大亂子，對上海方面，葉劍英通知東海艦隊和 60 軍做好

應急準備。北京方面他同粟裕、宋時輪打過招呼，要他們加強戒備。他

還通過蘇振華要北京衛戍區吳忠保持首都的穩定。華國鋒也同吳德通

氣，要吳德同吳忠聯繫，確保北京衛戍區四個師聽從指揮。華也要耿飆

隨時聽他本人的通知。

「四人幫」在這些日子活動頻繁，行動詭秘。他們一方面製造流

言，另一方面親自出馬抓「槍桿子」。北京的部隊不跟他們走，他們

祇能在鞏固上海方面下功夫。同時，他們還抓毛澤東著作的編輯權。

9 月 24、28 日，姚文元、張春橋分別向毛著編辦負責人要《毛選》五卷

材料。

在 9 月 29 日夜的政治局會議上，「四人幫」接連發動進攻。江青

提出「毛主席逝世了，黨中央的領導怎麼辦？」攻擊華國鋒處理「保定

問題」優柔寡斷，沒有能力。王洪文、張春橋跟著唱和，要求加強集體

領導、安排江青工作。用意是要捧江青當黨中央主席。此議受到葉劍

英、李先念等政治局多數的抵制。在討論毛遠新回遼寧問題時，江青一

夥大吵大鬧要毛遠新留在北京準備三中全會政治報告。華國鋒當面頂了

江青，決定：毛遠新回遼寧工作；黨中央領導問題，三中全會政治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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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交政治局專門研究討論。對當天會議主要議題國慶節怎麼過，決

定 9 月 30 日在天安門城樓舉行首都工農兵學商代表國慶座談會。

這次政治局會議實際是一次奪權與反奪權的鬥爭。政治局多數堅決

地挫敗了江青一夥搶班奪權的圖謀。

但「四人幫」絲毫沒有收斂，繼續進行篡奪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的罪

惡活動。這就註定了他們必然滅亡。

在 9 月 30 日國慶座談金上，華國鋒代表中共中央講話。這篇講話

全文 200 字，沒有提「批鄧」，也沒有提所謂「按既定方針辦」的「囑

咐」。可是，第二天《人民日報》發表的新華社關於這次座談會的報

道，卻依然突出宣傳要遵照「按既定方針辦」的「囑咐」深入「批

鄧」、反擊右傾翻案風。報上登了發言的六位群眾代表的照片，卻唯獨

不登華國鋒講話的照片。僅有的一張政治局全體與會人員的照片，也是

江青居於正中。「四人幫」利用他們控制的輿論工具，明白張膽地否定

華國鋒是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的地位。

10 月 2 日，華國鋒審閱《中國代表團團長在聯合國大會第三十一

屆會議上的發言》修改稿，看到稿中又引用了所謂「毛主席『按既定

方針辦』的囑咐」，立即警覺起來。本來，「照過去方針辦」是毛澤

東 1976 年 4 月 30 日晚聽華國鋒在報情況後對華講的，當時毛寫下了三

句話，這是其中第二句。當天華即向政治局作了傳達。毛澤東追悼大會

後，「四人幫」在 9 月 16 日兩報一刊社論中拋出了一個「臨終囑咐」：

「按既定方針辦」。隨後即連篇累牘重複宣傳。《人民日報》在 10 月 2

日前的十多天裡，宣揚這句話的文章有 82 篇。他們企圖用這個偽造的

「臨終囑咐」製造他們才是「正統」，才是毛合法繼承人的地位，並用

它打擊別人。

在此緊要關頭，是「照過去方針辦」，還是「按既定方針辦」，

已經成了區分真偽的標志，確定合法與非法的焦點。華國鋒這時已係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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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讓，提起筆來，把發言稿中「遵照毛主席『按既定方針辦』的囑咐」

這 14 個字刪去，並寫下批註：「其中引用毛主席的囑咐我查對了一

下，與毛主席親筆寫的錯了三個字，毛主席寫的和我在政治局傳達的都

是『照過去方針辦』，為了避免再錯傳下去我把它刪去了。」華國鋒還

註明了已查了計劃會議上他的講話記錄，記成「還是按過去方針辦」。

華國鋒當即找耿飆等人商量，讓外交部負責人立即打電話給已在紐約的

喬冠華，令其將那句話刪去。葉劍英堅決支持華國鋒。張春橋、江青心

懷鬼胎，他們無法反對華國鋒的批註，祇好以為了「免得引起不必要的

糾紛」為理由，提出不向下傳達此事。但在行動上去卻依然宣傳所謂

「臨終囑咐」，更加倡狂地發起進攻。

10 月 4 日，《光明日報》登出「梁效」的〈永遠按毛主席既定方針

辦〉的長文。文章稱「按既定方針辦」的「囑咐」「金光閃閃，字字萬

鈞」，「在整個社會主義歷史時期，永遠是前進的指南，贏得勝利的保

證」。文章說，「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針，就是背叛馬克思主義，背叛

社會主義，背叛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偉大學說：「任何修正主義

頭子膽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針，是絕然沒有好下場的」。這就是說，

「按既定方針辦」才是毛臨終前給江青一夥的「囑咐」，「正統」、

「合法繼承人」是江青及其同伙而不是華國鋒。華國鋒批六個字「錯了

三個字」就是「篡改」「篡改」就是「背叛」。文章實際上為討伐華國

鋒製造輿論。

「四人幫」這時已經沉浸在奪權「勝利」的迷夢之中。

張春橋己經寫好了「怎樣鞏固政權」的綱領，他要一手拉大旗：

「編書」，「紀念」；一手搞「革命與專政」：「批鄧」、「鎮反」，

「殺人」。

江青 10 月 1 日跑到青年大學講話，叫嚷耍開除鄧小平的黨籍發誓

「一定要鍛練好身體，和他們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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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 日，王洪文私拍標準像，為上臺做準備。三日又跑到平谷縣

講話，說什麼「中央出了修正主義你們怎麼辦？打倒！」，「不出是不

可能的。今後還可能出什麼唐小平、王小平之類，要警惕！」

同一天，江青帶著一幫人到景山公園摘蘋果，邊摘邊說，「蘋果留

著吧，過盛大節日再吃！」

北京的「民兵指揮部」晝夜值班，上海經營的「第二武裝」也開始

行動了。社會上有傳聞，10 月 8、9、16 日有「特大喜訊」，要準備慶

祝。上海一些商店紅紙、鞭炮已經賣空。

政治局多數與「四人幫」的鬥爭已經到了你死我活的決戰開頭。共

和國的歷史走到了一個決定命運的十字路口。

10 月 4 日傍晚，葉劍英趕到東交民巷八號院華國鋒住所，商量對

策。葉提出改變原定國慶後準備十天，視情況再定動手的部署，提前採

取行動，「先發制人，以快打慢」，下決心「一破一立除四害」。華決

定「至遲後天動手」，請葉同汪東興落實行動計劃。葉即到汪處，詳

細商決一切，使汪東興提出的行動方案周密、完善、可行，保證決戰全

勝。隨後，汪東興緊急行動起來，佈置進行各種「臨戰」準備。他同張

耀祠、武健華一起商量，從中央警衛局機關局、處、科級幹部和中央警

衛局 8341 部隊師、團、營級幹部中，挑選政治素質、軍事技術、身體

都好又熟悉情況的人員，執行這一特殊任務。同時，又佈置中央辦公廳

副主任李鑫，起草好三個文件：一、隔離審查「四人幫」的決定；二、

關於出版毛主席著作的決定；三、關於建立毛主席紀念堂的決定。汪落

實之後，即向華、葉作了報告。與此同時，華國鋒也已同北京市委書記

吳德商定由北京衛戌區司令吳忠負責解決「四人幫」幾個死黨的方案。

華、葉、汪多次商量後確定的具體辦法是：事先以在懷仁堂正廳召

集政治局常委會的名義，由中央辦公廳通知華、葉和王洪文、張春橋出

席。兩個議題：一是審議《毛澤東選集》第五卷清樣；二是研究毛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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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堂的方案和中南海毛主席故居的安排。姚文元不是常委，預定在解

決了王、張、江之後，用找他來做毛選五卷的文字工作為名，通知他列

席。萬一不來，再由北京衛戍區派人到他住地按院胡同捉拿。對江青及

幾個死黨，也定了可靠的處置方案。解決以後，立即召開政治局會議作

出決定。

10 月 6 日晚，執行黨和人民的意志，粉碎「四人幫」的時刻到了。

將近 8 時，懷仁堂正廳燈火輝煌，華國鋒、葉劍英並肩端坐中央，汪東

興組織執行。警衛門屏住呼吸等待著。7 點 55 分，王洪文第一個跨進懷

仁堂大廳。望了望華、葉，未及說話，就被第一行動小組的隊員撲過來

鉗住雙臂，形成低頭彎腰的「噴氣式」。

王洪文嘴裡咕著「你們幹什麼」竭力掙扎，突擊隊員們不容他動

彈，把他牢牢地押站在離華國鋒、葉劍英大約五米左右的正南。華國鋒

目光逼視著他，大聲宣讀對王、張、江、姚隔離審查的決定：「最近一

個時期，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趁毛主席逝世之機，相互勾

結，秘密串聯，陰謀篡黨奪權，犯下一系列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罪行，

中央決定對以上四人進行隔離審查。中共中央。1976 年 10 月 6 日。」

念完就把他押離現場，在正廳「東飲水處」反背銬上手銬。出小門塞進

早已備好的汽車押到隔離室監管起來。

接著來的是張春橋。他進門一看華、葉端坐正中的架勢，感到情況

不妙，遲疑不前。第二行動小組的隊員，快速夾擊，把他押到華、葉面

前。華國鋒把中央決定宣讀一遍。隊員們給他戴上手銬，押解出去。

解決王洪文、張春橋祇花五分鐘，真是順利之極。汪東興即讓張耀

祠、武健華帶人速去中南海春藕齋拘捕江青。他們先到頤年堂後院抓了

毛遠新，然後再到春藕齋。張耀祠威嚴地向江青宣佈了中央對她實行隔

離審查的決定。讓她交出保險櫃鑰匙後，即由行動小組的女戰士「請」

她上了轎車，押送到隔離室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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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利拘押江青的經過報到懷仁堂西廳，華、葉和汪都很高興。隨即

按預定方案由華國鋒親自打電話通知姚文元立即前來開會。8 時 25 分，

姚文元來到懷仁堂，行動小組人員示意讓他進東廡廊的休息室。姚剛一

進門，就被拽住雙臂，武健華即高聲宣讀了華國鋒剛寫的手令：「中共

中央決定，對姚文元實行隔離審查，立即執行。華國鋒。」姚文元即被

戴上手銬，押上汽車，送往隔寓離室去了。完成任務，正好是晚上八點

半鐘。

就這樣，前後用了 35 分鐘，沒有放一槍，沒有流一滴血，粉碎了

「四人幫」。

這時九點剛過，華國鋒、葉劍英即按原定計劃召來耿飆、邱巍高、

遲浩田等，向他們分別下達了接管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人民日報社、新

華社等新聞機構的命令。將近十點，耿飆、邱巍高指揮原守備電台的一

個營控制了直播室，接管了電台。遲浩田也帶領一支部隊接管了人民日

報社，並逮捕了魯瑛。

遲群、謝靜宜等由吳德負責，用通知他們到北京市委開會的方式，

把他們抓了起來。

當晚 10 點多鐘，在北京西郊玉泉山九號樓召開中央政治局緊急會

議。出席會議的有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汪東興、陳錫聯、蘇振

華、紀登奎、吳德、倪志福、陳永貴、吳桂賢，共 11 人。華國鋒主持

會議並首先作長篇講話，通報對「四人幫」的鬥爭歷程。接著，由葉劍

英報告粉碎「四人幫」的經過及其重大意義。到會人員完全贊同處置

「四人幫」所採取的果敢行動。對當時不在北京的政治局成員韋國清、

許世友、李德生、賽福鼎，由汪東興一一打電話通告，徵求意見。他們

都完全擁護政治局對「四人幫」隔離審查的決定。會議開了一個通宵，

直到 7 日凌晨四點多鐘才結束。

10 月 7 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再次開會。由葉劍英提議，中央政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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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通過，華國鋒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

委員會主席，將來提請中央全會追認。會後即下發關於華任職決議，通

知「立即在黨內傳達」。8 日，中共中央、人大常委會、國務院、中央

軍委作出建立毛澤東主席紀念堂的決定，中共中央作出出版《毛澤東選

集》和籌備出版《毛澤東全集》的決定。8~15 日，中央政治局分批召

集各省、市、自治區及各大軍區主要負責人「打招呼」會議，宣佈粉碎

了「四人幫」，揭露「四人幫」篡黨奪權陰謀罪行。粉碎「四人幫」的

消息逐漸傳開，人們歡欣鼓舞，奔相走告。時值金秋季節，菊黃蟹肥。

煮螃蟹三公一母，持螯飲酒，慶賀勝利，風行一時。

「四人幫」被粉碎時，他們在上海的親信骨幹一時不知吉凶。當

探聽到王、張、江、姚已被隔離，立即開始策動反革命武裝叛亂，妄

圖孤注一擲，作滅亡前的倡狂一跳。對於「第二武裝」的大本營上海

此舉，葉劍英、華國鋒等早就料到，作了周密部署。在 10 月 6 日解決

「四人幫」之前，就已佈置東海艦隊從海上監視，駐鎮江的 60 軍向無

錫、駐浙江的一軍向上海「拉練」，從西、南兩面形成鉗制上海之勢。

在 10 月 6日解決「四人幫」之後，立即在 7 日把上海市委書記馬天水召

到北京，隨後又通過馬把徐景賢、王秀珍召到北京，使「四人幫」在上

海的勢力陷人群魔無首的境地。同時，中共中央委派蘇振華、倪志福、

彭沖率領一批領導幹部到上海，控制局勢。

10 月 18 日，中共中央向全體黨員發出通知，宣佈粉碎了王、張、

江、姚反黨集團。在慶祝膀利的鞭炮聲中，上海武裝叛亂的陰謀頃刻瓦

解。10 月 20 日，上海市 100 萬人舉行了聲勢浩大的集會和遊行，憤怒

聲討和揭發批判反黨篡權的陰謀家、野心家的罪行。21 日，中央通過

廣播和報紙，把一舉粉碎「四人幫」偉大勝利的喜訊公之於世。當天，

首都 150 萬軍民歡欣鼓舞，舉行聲勢浩大的慶祝遊行。十里長安街上，

歡慶勝利的人群如洶湧的潮水；雄偉的天安門廣場，紅旗如林，歌聲震

天。人們把 1976 年 10 月粉碎「四人幫」的勝利與 1949 年 10 月新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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誕生的勝利相比，看作「第二次解放」。郭沫若當天以《粉碎「四人

幫」》為題填《水調歌頭》詞，上闋謂：「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

幫』。政治流氓文痞，狗頭軍師張，還有精生白骨，自比則天武后，鐵

帚一掃光。篡黨奪權者，一枕夢黃梁。」這首詞，當即在全國傳唱。

10 月 22 日，首都軍民冒雨繼續舉行盛大慶祝遊行，歡呼聲、口

號聲、鞭炮聲交織一片，從早到晚響徹北京。23 日，慶祝遊行達到高

潮。從天剛亮一直持續到夜晚。三天來參加遊行的群眾達 580 萬人次。

情緒之熱烈，場面之動人，為建國以來未有。24 日，首都百萬軍民在

天安門廣場隆重舉行慶祝大會，熱烈慶祝粉碎「四人幫」的偉大歷史

性勝利。全國除台灣省以外的 29 個省、市、自治區，解放軍各部隊，

自 10 月 21 日起也先後舉行盛大集會和遊行。香港、澳門各界愛國同胞

也舉行了慶祝會。真是普天同慶，一片歡騰！

粉碎「四人幫」的勝利，在危難中挽救了黨，挽救了共和國，挽救

了中國的社會主義事業，結束了「文化大革命」這場持續十年的內亂。

兩個中國之命運的決戰，以黨和人民勝利與「四人幫」滅亡而告終。

天安門事件平反

1977 年 1 月 8 日，是周總理逝世一週年的日子。人們又一次從四面

八方匯聚天安門廣場，告慰總理的英靈，表達勝利的喜悅，發出要求

鄧小平復出、為天安門事件平反的呼聲。作為中共中央主席和國務院總

理的華國鋒卻不能順應黨心民意，他提出「兩個凡是」�「凡是毛主席

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

遵循。」�，繼續認定天安門事件是「反革命事件」，仍然堅持「繼續

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甚至把強烈要求鄧小平復出的革命群眾批成

「反革命」，造成新的冤案。華國鋒的高壓政策激起幹部群眾的強烈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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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在黨內高層也受到抵制和反對。

在 1977 年 3 月中央工作會議上，陳雲衝破華國鋒設置的禁區�不

要觸及鄧小平出來工作和天安門事件平反這兩個敏感問題�，率先在書

面發言中對「天安門事件」提出四點看法，肯定地說「鄧小平同志同天

安門事件是無關的」，「讓鄧小平同志重新參加黨中央領導工作，是完

全正確的、完全必要的」。王震發言復述了毛主席、周總理對鄧小平的

評價，充分肯定鄧小平 1975 年主持中央工作所取得的巨大成績，肯定

天安門廣場事件。陳雲、王震的發言得到王諍、耿飆、姚依林等的明確

支持，葉劍英、李先念也贊成他們的意見。在這種情況下，華國鋒在堅

持批鄧是必要的、確有少數反革命分子製造了天安門反革命事件的前提

下，也表示「群眾在清明節到天安門去表示自己對周總理的悼念之情是

合乎情理的」，「『四人幫』對鄧小平同志的一切誣衊不實之詞，都

應當推倒」。「在適當的時機讓鄧小平同志出來工作。」在黨內外的

壓力下，1977 年 7 月十屆三中全會通過《關於恢復鄧小平同志職務的決

議》，鄧小平終於重新出來工作。

鄧小平復出後，《天安門詩抄》正式出版，歌頌天安門事件的話

劇《於無聲處》在北京公演，但對天安門事件中央仍未予以平反。為弄

清事件真相，北京市公安部門進行了全面復查。在這個事件中被捕關押

的 388 人中，沒有一個是反革命分子。證明所謂天安門反革命事件是一

件重大冤案。1978 年 8 月 9 日，共青團北京市委舉行首都青年與「四人

幫」鬥爭英雄事蹟報告會，宣佈為兩位天安門事件中被捕的青年韓志

雄、賀延光徹底平反。在 1978 年 11 月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召開中央工作

會議上，陳雲 12 日在東北組發言，主張堅持有錯必糾的方針，提出六

個亟待解決的歷史問題，第一個就是：天安門事件是一次偉大的群眾運

動，應該肯定。11 月 14 日，經過中共中央批准，中共北京市委常委擴

大會議正式通過了為天安門事件平反的決定，第二天在《北京日報》上

公佈。這個平反決定說：「1976 年清明節，廣大群眾到天安門廣場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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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我們敬愛的周總理，完全是出於對周總理的無限熱愛、無限懷念和深

切哀悼的心情；完全是出於對『四人幫』禍國殃民的滔天罪行的深切痛

恨，它反映了全國億萬人民的心願。廣大群眾沉痛悼念敬愛的周總理，

憤怒聲討『四人幫』，完全是革命行動。對於因悼念周總理、反對『四

人幫』而受到迫害的同志要一律平反，恢復名譽。」11 月 25 日，華國

鋒代表中央政治局在中央工作會議全體會議上宣佈：天安門事件完全是

革命的群眾運動，應該為天安門事件公開徹底平反。對於因悼念周總

理、反對「四人幫」而受到迫害的同志要一律平反，恢復名譽。

歷史的潮流是任何人都阻擋不住的。人民的意志是任何力量都無法

違抗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人民，才是主宰中國命運的力量。天

安門事件為粉碎「四人幫」的偉大勝利奠定了基礎；天安門事件最終得

到平反，也是人民力量的偉大勝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