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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永嘉與他的「文革」口述

金光耀

一

凡經歷過「文革」的人幾乎沒有不知道「羅思鼎」這

個筆名的，以此署名的文章在當時影響遍及全國，故有「北

有梁效，南有羅思鼎」之稱。「羅思鼎」的成員都出自復旦

大學歷史系，因此我在1978年進入復旦大學歷史系學習後，

不僅耳聞關於「羅思鼎」的人與事，並且「羅思鼎」成員中

的朱維錚還給我們那一屆授課，成了我們的老師。我們那一

屆都經歷了「文革」，都讀過「羅思鼎」的文章，因此也知

道「羅思鼎」的主要人物是朱永嘉，但那時候我們是不可能

在復旦校園裡見到他的。

朱永嘉生於 1931 年，上海解放前他在讀高中時參加了

中共地下黨，積極投身革命活動。1950 年他進入復旦大學

歷史系學習，但只讀了兩年大學，就因為學校需要幹部，讓

他提前畢業當了專職的政工幹部，擔任過新聞系、物理系的

黨支部書記。做了四年黨務工作後，他回到歷史系，開始

從事業務工作，跟隨歷史系老教授陳守實學習明史，漸漸地

嶄露頭角，不到 30 歲就評為講師，同時還擔任著系黨總支

委員，是一個又紅又專的青年教師。1962 年毛澤東強調要

狠抓意識形態領域的階級鬥爭，作為在 1949 年後成長起來

的新一代知識分子，朱永嘉聽黨的話積極投身其中。他與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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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系幾個與他歲數差不多的教師自發組織了一個寫作集體，

取名「羅思鼎」，以呼應當時向雷鋒學習做黨的螺絲釘的號

召，顯示出青年知識分子走又紅又專道路，做革命螺絲釘

的決心。�  1964 年，「羅思鼎」小組被整體借調到華東局

內刊編輯部，最初是寫與中蘇論戰有關的歷史論文，反駁

蘇聯學者齊赫文斯基有關中國古代疆域以長城為界的論調，

此後也寫其他歷史文章，如關於李秀成自首變節問題的〈大

節、氣節、晚節〉。「羅思鼎」成為上海市委的寫作班子

後，朱永嘉由一名單純教書做學術研究的高校教師而成為聽

黨指揮的筆桿子，他的人生道路從此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1965 年，朱永嘉以明史專家的身份協助姚文元撰寫〈評新

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文章，為毛澤東發起「文化大革

命」立下一功。「文革」開始後，他又與徐景賢等一起造反，

成立「上海市委機關革命造反聯絡站」，被稱之為上海市

委「後院起火，心臟爆炸」，是衝垮上海市委的關鍵一擊。

「文革」期間，朱永嘉擔任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常委，主管寫

作組，創辦《朝霞》、《學習與批判》、《自然辯證法》等

刊物，實際上是上海意識形態領域的主管。1976 年 10 月 6

日，「四人幫」在中南海懷仁堂被抓，作為張春橋勢力根基

的上海一時陷於慌亂之中，但是朱永嘉卻提出要把上海的民

兵拉出來，打它一個禮拜不行，打它三天五天也好，讓全世

界都知道，就像巴黎公社一樣。朱永嘉出身文人，從未參與

軍事，此時提出此議，完全是明知其不可為而為之。也因為

這一舉動，朱永嘉因參與武裝叛亂被判刑 14 年。因此，我

們 1978 年進大學讀書當然不可能見到他了。

�  據筆者 2012 年 11 月採訪金沖及先生，「羅思鼎」的筆名是金
沖及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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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到 21 世紀初我才有緣與朱永嘉先生相識。那時我

自己的研究領域還在民國外交史，卻有點不知深淺地在復旦

給本科生開設了「文化大革命史」的課程，當然這是因為心

裡想著要將此作為自己以後新的研究方向，因此便不時登門

找朱永嘉先生聊些「文革」舊事，他也很有興趣地來到我的

課堂上聽我這個後輩講他當年親身經歷的事情。這樣接觸了

一段時間後，逐漸得到了朱永嘉先生的認可和信任，最終他

同意由我來對他的「文革」經歷做口述訪談，而在此之前他

對那段往事是閉口不談的。這樣，從 2004 年開始，朱永嘉

先生前後作了長達幾十小時的口述，我則幫助朱先生搜集相

關資料及整理口述初稿，朱先生再在初稿上進行修改。我當

時的研究生鄧傑也參與其事，幫助搜集資料並整理文稿。我

們一起花了兩年多的時間，完成了朱永嘉先生從1965年「文

革」前夕到 1968 年初近四年時間的口述回憶，有 20 多萬

出獄時朱永嘉先生在自家門口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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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此後，由於朱永嘉先生手頭有著述和講課的事情，而我

也忙於各種雜務，接下來的口述就擱置下來了。而已完成初

稿的口述回憶也一直沒有完整地公開問世，只有部分內容發

表在《炎黃春秋》等刊物上。

近些年「文革」親歷者的回憶錄已出版了不少，其中

有在「文革」期間聲名顯赫、權傾一時的如聶元梓、吳法憲、

徐景賢這樣的人物。朱永嘉雖沒有這些人那樣顯赫，但他的

「文革」經歷卻十分獨特。「文革」是以姚文元的〈評新編

歷史劇《海瑞罷官》〉拉開序幕的，而以1976年10月初「四

人幫」在懷仁堂被抓而告結束。1965年姚文元撰寫批判《海

瑞罷官》的文章時，朱永嘉是「羅思鼎」的負責人，作為明

史專家自始至終參與其事。而到 1976 年 10 月，他是上海

市革命委員會的常委，是上海「武裝叛亂事件」的積極參與

者，可以說，「文革」的大幕拉開和落下時，舞臺上都有朱

永嘉的身影。

由於朱永嘉在「文革」中的特殊經歷，他的口述回憶

自然有其獨特的價值。作為一名整理者，筆者對這一口述的

特點略做介紹，並評析其史料價值。

二

從親歷者的角度講述「文革」初期上海的一些重要事

件，是朱永嘉「文革」口述回憶錄最顯著的特點，也是其最

重要的價值。「文革」前夕，朱永嘉是上海市委寫作班歷

史組即「羅思鼎」的組長。因為這一身份，姚文元接受任

務開始寫〈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時就來找他幫忙，

要他提供明史中關於海瑞的資料。朱永嘉當時才 30 出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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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今日的說法還是一個青年學者，但對明史研究已有很深

的鑽研。1963 年冬，吳 為編中國歷史地圖集一事來上海

開會，朱永嘉與譚其驤一起參加了會議。會議期間，他有

時間當面向吳 談自己的研究心得。那時他的研究重點在明

朝後期與明清之際，就談了他對明末的社會問題和階級關

係的變化、明王朝覆亡的原因等問題的看法，這些看法深

得吳 的讚賞，以至於吳 向譚其驤提出要收他為學生。但

朱永嘉此時已拜陳守實為老師，感到轉而去拜時任北京副

市長的吳 為老師是不合適的，此事於是作罷。我們可以

看到朱永嘉雖要努力做一顆又紅又專的螺絲釘，但骨子裡

仍有傳統文人的氣息。姚文元最初找朱永嘉時並沒說明要

批吳 ，只是要他提供有關海瑞的資料，因此他提供的第一

份資料就是吳 編的《海瑞集》，當然是作為正面資料提供

的。朱永嘉是在看到姚文元文章的第八稿時才知道要批吳

，他在回憶時說這時已無話可說，更不要說給吳 打招呼

了。朱永嘉此時是共產黨員，按共產黨員的黨性來說，他

對這一批判不會有任何猶豫或懷疑，因為他把這看成是黨

交辦的光榮任務。而吳 至死也不知道姚文元這篇致他於死

地的文章背後有他所欣賞的研究明史的年輕人朱永嘉。歷

史竟如此捉弄人！

關於〈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文的準備，通

行的說法是江青一夥背著除了柯慶施和張春橋的上海市委

進行的。�  陳丕顯在他的回憶錄中雖透露在柯慶施去世後

他已獲悉此事，但僅僅是充當了傳遞稿子的「信使」而已。

但朱永嘉在回憶中卻提供了一個十分重要的細節。1965 年

�  2011 年出版的《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在談到此文時說，
是江青與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張春橋等人共同策劃的。見該書第
75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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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上旬，即〈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文定稿後

正式發表前幾天，上海市委書記處專門為這篇文章開過一

次會，參加者有市委第一書記陳丕顯、市長曹荻秋、兩個

文教書記張春橋和楊西光，朱永嘉作為文章的參與者與姚

文元一起與會。陳丕顯在會上要張春橋好好抓這件事，還

說抓好了是有功勞的。曹荻秋則對文章中的具體細節提過

一些意見。11 月 10 日，姚文元文章發表當天早晨，姚文

元還在睡覺，陳丕顯就給姚文元打電話，祝賀他文章發表

了。朱永嘉提供的這一歷史細節將使歷史學家重新考慮有

關姚文元一文發表的歷史敘述，也使人們得以換一個視角

去認識上海市委在批《海瑞罷官》中的角色。朱永嘉還回

憶到，姚文元的文章發表前張春橋想到要給鄧拓打個招呼。

因為張與鄧以前在晉察冀邊區時在《晉察冀日報》共過事，

鄧拓是報紙的主編，張春橋是理論部主任，算是上下級和

老朋友。只是張春橋電話打到北京時，鄧拓不在辦公室，

這個招呼沒有打上。否則的話，姚文元的文章發表後，北

京與上海間的互動是否會另一種局面呢？「文革」的開場

戲將如何演下去呢？

朱永嘉是在不明底細的情況下參與批《海瑞罷官》的，

到了 1966 年 4 月姚文元要寫文章批判包括吳 在內的所謂

「三家村」（另兩位是北京市委書記鄧拓和北京市委統戰部

長廖沫沙）時，來問朱永嘉鄧拓的文章怎麼看。這時朱永嘉

以及「羅思鼎」已經圍繞《海瑞罷官》寫過好幾篇批判文章

了，對這場批判的政治含義已經明瞭，因此他告訴姚文元鄧

拓的文章應該注意《燕山夜話》，並將一套《燕山夜話》給

姚文元送去。姚文元就是靠這套《燕山夜話》以及《三家村

札記》寫出〈評「三家村」〉這篇文章的。半年多前，朱永

嘉的角色還類似一個學術助理，只負責提供歷史資料，此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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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不僅提供資料，還就如何寫批判文章出主意，很快地完成

了角色轉化，在革命的大機器中一顆小小的螺絲釘總是順應

著整部機器的運轉。

上海的「文革」與其他地方的「文革」相比有一個明

顯的特點，即從最初的造反開始，一部分機關幹部與知識分

子一直扮演著很重要的角色。而朱永嘉就是其中一員。搖筆

桿子的知識分子怎麼會成為叱吒風雲的造反派的？他們為

什麼要造反？又是怎樣起來造反的？這是「文革」史中十分

重要的問題。朱永嘉的口述回憶提供了具體而鮮活的個案。

朱永嘉雖然很早就投入寫批判吳 的文章，但當 1966 年 6

月北京大學「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發表後，「文革」運

動開始席捲大學校園時，他卻充當了「保皇」的角色，說復

旦大學黨委是緊跟上海市委的，而上海市委是緊跟中央的，

說了不少復旦黨委的好話，勸阻學生不要把鬥爭矛頭對準學

校黨委。稍後他又受上海市委派遣以《文匯報》記者的身份

到北京去搜集運動動態，及時向市委通報，供市委指導上海

的運動。在北京期間，他見到了張春橋。張春橋知道他來北

京的目的後，很不以為然地說這件事有什麼意義啊，應該

走到群眾中去，支持群眾的革命造反。朱永嘉聽得很明白，

這是鼓勵他起來造反，而不要再為上海市委做事了。恰在此

時，復旦的紅衛兵揪朱永嘉回校園，批鬥他在運動初期保學

校黨委的言論。朱永嘉回到復旦後被連續批鬥了三天。紅衛

兵的壓力和張春橋的鼓勵，使他在復旦校園內貼出了他的第

一張大字報〈我要造反〉，從而站到了造反派一邊。朱永嘉

的造反，既是逼上梁山，又是奉旨造反，受到來自上下兩個

方面的推動。

朱永嘉的口述回憶還描述了他周圍的知識分子和機關

幹部從彷徨、猶豫到揭竿而起造反的過程，包括不同人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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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表現，其中既有徐景賢的前思後量、反復考慮，也有王知

常的心急火燎、直截了當，以及郭仁傑的搶先一步，唯恐落

後。他特別詳盡地回憶了 1966 年 12 月 13 日這一天，因為

這一天對於他們這些知識分子和機關幹部來說很重要。頭一

天晚上，徐景賢與姚文元通了電話，姚要他別再關門寫文章

了，要到造反第一線去。於是 12 月 13 日那天徐景賢就來

到復旦大學，當時復旦黨委已被紅衛兵衝垮了，徐景賢因此

稱復旦是「解放區」。在復旦大學「大好形勢」的激勵下，

徐景賢當晚召集市委寫作班開會討論，一時還下不了決心的

他又經過一個晚上的考慮，第二天早上見到朱永嘉的第一句

話就是：我想來想去，市委對我也沒有什麼呀。於是下決心

起來造反，領頭成立了「上海市委機關革命造反聯絡站」。

毛澤東當時認為上海的「文革」很有希望，其主要原因之一

就是上海的「機關幹部起來了」。徐景賢起來造反，有形勢

所逼，也有上頭的旨意，但與朱永嘉相比，他還多了點個人

得失的考慮。革命浪潮席捲而來之時，個人沒有多少能夠選

擇的空間，但每個人起來造反的動因還是有很大差異的。有

革命理想主義的感召，有大勢所趨的裹挾，有上頭領導的鼓

勵，有個人得失的權衡，由此產生了形形色色的造反派。朱

永嘉的這些口述回憶對我們認識知識分子起來造反的多面

性和複雜性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肯定會成為人們研究「文

革」時期知識分子的珍貴資料。

與檔案等文字史料相比，口述史料的一個獨特價值在

於它能提供文字史料所沒有的歷史細節，從而展現歷史的

豐富和複雜性，也增加人們對歷史的感悟和理解。作為一

個「文革」親歷者，朱永嘉在他的口述中提供了許多重要

的歷史細節。例如 1966 年 1 月 8 日上海各造反組織反對經

濟主義的〈緊急通告〉，朱永嘉是具體的執筆者。〈緊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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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告〉的第七條是針對搶佔房屋的。因為朱永嘉的父親是

資本家，當時房子被搶佔，父母親一起被掃地出門，寄居

在親戚家，弄得正在造反的他焦頭爛額。有感於此，他在

起草文件時寫上了「所有公房及沒收的資本家房屋都是全

民所有制財產，運動後期由國家統一安排，不准任何人強

佔公房」。個人經歷就這麼匯入了歷史大潮流中。而將朱

永嘉關於這部分的回憶與陳丕顯的回憶對照起來讀，我們

對陳丕顯在起草〈緊急通告〉時的表現及其心態會有更深

入的理解。〈緊急通告〉發表第二天，陳丕顯向王洪文表示，

希望搬到國棉 17 廠與工人造反派聯合辦公，這表明這時候

的陳丕顯很想站到造反派一邊了，但是這一請求被王洪文

拒絕了。

1967 年 1 月，整個上海陷入革命造反浪潮之中，一度

面臨著停電、停水、停交通的困境。於是鐵路、海港等相關

局的造反派聯合組成「抓革命促生產火線指揮部」，著手恢

復正常的生產秩序。朱永嘉至始至終參加了「火線指揮部」

的工作，起了重要的作用，張春橋知道後稱讚他「搞學問搞

寫作的人，能夠搞政治，抓火線指揮部，真不錯呀。」在

這期間，他親身經歷了「紅三司」接管上海市公安局、「紅

革會」炮打張春橋和處置「上海工人支農回滬革命造反司令

部」（支農司）這些事，還被「支農司」抓去作為人質扣押

了一個晚上。他的相關口述回憶提供了「火線指揮部」的運

作情況。

上海的造反派在「一月革命」中奪了上海市委的權，

成為全國的樣板。但奪權後不久，造反派內部的矛盾開始

凸現。先是在全市性奪權過程中沒有獲得利益又相對規模

小些的造反組織如「紅三司」、「上三司」等與幾個大造

反組織產生了矛盾，接著幾個大的造反組織如「紅革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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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工總司」以及「工總司」與「二兵團」之間也產生了

矛盾。「一月革命」期間，朱永嘉與這些大大小小的造反

組織及其頭頭都有接觸，對於這些造反組織之間的衝突他

雖未全部參與其間，卻是一個知情者，因此在口述回憶中

對這些矛盾和衝突的來龍去脈交待得十分清楚。特別值得一

提的是，他對新成立的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內矛盾的敘述。上

海市革命委員會的第一第二把手是張春橋和姚文元，但他們

兩人不常在上海。這樣，徐景賢因能與張春橋、姚文元直線

聯繫而有了發號施令權，所以被稱為徐老三。而王洪文為司

令的「工總司」認為自己是上海最大的造反組織，在打倒上

海市委的奪權鬥爭中立了頭功，但在新的權力機構中王洪文

卻排在徐景賢後面，按傳閱文件的次序在第七位，因此王洪

文的小兄弟們稱他是王小七，表達了他們的不滿，而他們的

不滿都朝向徐景賢。徐景賢與王洪文間的矛盾實質上就是機

關幹部造反派與工人造反派間的矛盾，作為機關幹部造反派

一員的朱永嘉對這一矛盾是十分瞭解其內情的，他不僅敘述

其經過，更講了張春橋在調解兩派時的傾向及做法。在「文

革」史的研究中，人們關注的重點常在造反派的「造反」和

造反派與保守派間的矛盾，而對造反派內部的矛盾和衝突，

往往未能給以足夠的重視。朱永嘉的口述回憶提示我們，一

旦涉及到權力分配等利益關係，原先一起造反的各派組織就

會產生各種矛盾，這正是 1967 年各地奪權鬥爭後派系鬥爭

日趨激烈的原因所在。

三

「文革」前朱永嘉協助姚文元撰寫批判《海瑞罷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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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章，而「羅思鼎」所在的市委寫作班在 1965 年後也在

上海市委文教書記張春橋的直接領導下，這是朱永嘉與張春

橋和姚文元交往的開始。1967 年 1 月張春橋和姚文元回上

海後，「機聯站」成為張姚實際上的秘書班子，朱永嘉與他

們的關係更貼近了。因此，在朱永嘉的口述回憶中，有不少

「文革」初期張姚在上海活動和言論的敘述，並夾雜著他個

人對他們的觀察和評論，這是他這部口述回憶中十分重要的

內容，也有其獨特的史料價值。

「文革」中，張春橋與陳丕顯分別是上海代表所謂的

正確路線與錯誤路線的頭面人物，一對冤家對頭。其實，

「文革」開始前，作為第一書記的陳丕顯與負責文教的市

委書記張春橋的關係並不算壞，在江青對張春橋還不太瞭

解的時候，陳丕顯還在江青面前說過張的好話呢。朱永嘉

認為，他們兩人的關係發生變化是在張進入中央文革小組之

後。張春橋站在中央文革小組的角度說話辦事，而陳丕顯按

照傳統的政治文化，認為一個山頭出去的應該互相照應，況

且張又是自己班子裡的書記，應該在政治敏感時期給自己

多通些消息。但張春橋的口風比較緊，陳丕顯便有了牢騷，

對張不滿了。而兩人關係的破裂是在張春橋處理「安亭事

件」時。當時張春橋沒有與上海市委商量就以中央文革小

組代表的身份同意了上海工人的要求，這引起了陳丕顯的

極大不滿，但張春橋的舉動事後得到了毛澤東的支持。這

樣張春橋就有本錢與整個上海市委對立了，由此與陳丕顯

有了解不開的死結。

因為關係貼近，朱永嘉對張春橋有許多近距離的觀察，

這些觀察有助於我們對張春橋這個「文革」重要人物的理

解。1966 年底的「康平路事件」，原本是被視為保皇派的

上海工人赤衛隊力圖證明自己也是革命群眾組織的一次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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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就在康平路市委大院附近辦公的朱永嘉當時認為這不

過是保皇派「赤衛隊」與上海市委之間的內鬥，作為造反

派樂得坐山觀虎鬥。這也是當時大多數造反派的態度。但

是張春橋卻看出了問題的嚴重性，認為一旦「赤衛隊」佔

據上風，上海革命造反的勝利成果就要被「赤衛隊」搶走，

於是從北京遙控指揮造反派對「赤衛隊」進行圍剿，這就

有了「康平路事件」。在這次事件中，「工總司二兵團」

的耿金章為張春橋立下了戰功。但到 1967 年 2 月初籌備成

立「上海人民公社」時，耿金章及其二兵團卻被排擠在籌

委會之外，權力分配導致了矛盾。耿金章便召集也遭到排

擠的 30 多個造反組織另外拉起山頭唱對臺戲。急得張春橋

連夜找耿金章談話，好言相勸其不要另立山頭，並安排耿

在「上海人民公社」的成立大會上坐到主席臺上，總算沒

有影響「上海人民公社」按時成立。但張春橋對耿金章的

攪局是記在心裡的，因此「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後大局一

穩定，耿金章就被王洪文送進了公安局。待二兵團樹倒猢

猻散後，張春橋為顯示他的大度，又將耿金章放出來，安

排一個市革會委員的虛職。朱永嘉的這些敘述充分顯示了

張春橋的政治權謀。

但在朱永嘉看來，張春橋雖然精於權謀，卻缺少寬廣

的政治胸懷，這是他政治生涯中的致命弱點。在評析張春橋

與陳丕顯的關係時，朱永嘉認為，在「安亭事件」與陳丕

顯矛盾激化後，張春橋就將陳往死裡整。1966 年 12 月 26

日，毛澤東在他生日那天，稱讚上海造反派打倒上海市委的

四句口號「火燒陳丕顯、揪出曹荻秋、打倒楊西光、砸爛常

溪萍」，認為對幹部有區別，有策略，還說「對陳丕顯可以

燒一燒，但不要燒焦了」，但張春橋和姚文元卻沒有將後一

句話傳達給上海的造反派。朱永嘉分析道：「從這個問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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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看到張的氣量還不夠寬廣。要成為一個有作為的政治

家，度量可不能太小啊！特別是在勝利的時候，沒有寬容的

態度是成不了大氣候的。張春橋不善於利用每一次取得優

勢的時機去爭取更多的人，去化敵為友 — 不僅在群眾這一

層、而且在上層和廣大的幹部化敵為友。」上海 1月 8 日

的〈緊急通告〉是陳丕顯簽發的，他也參加了那天造反派討

論通告的會議，而張春橋當時卻並沒有參與其事。但當〈緊

急通告〉得到毛澤東的讚賞後，張春橋卻刻意將〈緊急通

告〉與陳丕顯切割開來。他知道朱永嘉參加了起草，就當著

他的面說，「陳丕顯打電話給何秀文，說這幾天他搞了一個

〈緊急通告〉，這不是笑話嗎？怎麼是陳丕顯搞了一個〈緊

急通告〉呢？」朱永嘉當然明白張春橋的意思是要堵他的

口，從此他在張的面前絕口不提起草〈緊急通告〉一事，他

明白在權力歸屬問題上張是容不得陳的。

張春橋留給世人的印象是精於權謀、下手狠辣，朱永

嘉上述的回憶也證實了這一點。但朱永嘉的回憶還展現了

張春橋的另一面。如前所述，在姚文元批吳 的文章發表

前，張春橋想到給以前的上司、此時擔任北京市委文教書

記的鄧拓打個招呼，這一做法在政治上不僅僅是不正確的，

而且是嚴重錯誤的，但顯示了張不為人知的看重舊誼的一

面。

朱永嘉對姚文元的回憶更日常化些，也許這與後者在

同他的交往中更隨和有關。在朱永嘉看來，姚文元生活簡

樸，穿著隨便，對寫作班成員的態度始終如一，即使後來到

了中央也沒有變得盛氣凌人。在朱永嘉的印象中，姚文元始

終正經而嚴肅，他與姚前後相處十年，見面時從沒有一句玩

笑話，除了公事以外也從未談過一件私事。

姚文元寫批《海瑞罷官》的文章是江青通過上海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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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安排的，而在這之前江青找過李希凡寫這篇文章。姚文

元與李希凡都是在 20 世紀 50 年代引起毛澤東關注的，

李希凡是因為批俞平伯關於《紅樓夢》研究的文章，姚文

元則是因為反右時〈錄以備考 — 讀報偶感〉的文章。因

此朱永嘉將姚、李兩人作了比較，認為李希凡是靠學術起

家的，而姚文元則是靠政治批判起家的，政治敏感性要高

於李希凡，所以在批判《海瑞罷官》時姚文元跟上了，李

希凡就跟不上。姚文元寫文章完全按上面的意圖，自覺地

做黨在意識形態領域的「尖兵」，到處挑刺整人，因此被

稱為「棍子」。朱永嘉認為，就為人和品行而言，姚文元

很像歷史上的酷吏，是毛澤東在政治思想戰線上善於深文

周納的刀筆吏。但與張春橋相比，姚就單純些，書生氣重

些。由於與張姚的特殊關係，朱永嘉這些評論的價值是 

不言自明的。

此外，朱永嘉在口述回憶中還提到了陳丕顯、徐景賢、

王洪文等，他對這些人的觀察和評論同樣值得關注。

四

朱永嘉是一名「文革」親歷者，也是一名歷史學家。

由於這一緣故，在回首往事時，他並不滿足於僅僅敘述自己

的經歷，而是同時將自己所經歷的事件作為一段歷史來進行

思考和分析。就如他自己所說：「我在敘述我所經歷的事情

時，不得不增加些背景介紹，也作些自己的分析，以使事情

的來龍去脈更為清晰，也讓後人更能理解這些事情。這些

背景介紹對專家來說是多餘的，但我的一些思索也可供他們

參考，算是為這一段歷史的研究多提供一個視角。」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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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口述回憶便有了不同於同類回憶錄的一個特點，即夾敘

夾議，在口述自己經歷時有口述者自己的分析和議論。在我

看來，朱永嘉雖是歷史學家，但他的這些分析和議論，並不

能完全視之為歷史學家純學理的分析，但因為有親歷者的經

歷，便顯現其知人論世的智慧。

朱永嘉當年雖處於「文革」大潮的漩渦之中，但畢竟

權位還不高，對不少事情的前因後果並不是完全清楚的。多

少年之後，因為可以讀到一些已刊佈的相關文獻，他才感到

可以對自己親歷的一些事情有一較全面的理解。於是，在口

述過程中，他常常會從一個「文革」過來人變為一個歷史研

究者，去探討、分析歷史事件的來龍去脈，這也是一種職

業習慣吧。「文革」初期，朱永嘉還只是知識分子造反派中

的一員，雖很接近張春橋和姚文元，但對北京的情況不甚了

了，更不用說毛澤東的決策了。但在口述回憶中，他用了不

少篇幅談毛澤東。他認為，毛是「文革」的主角，許多事情

如果離開毛是講不清楚的，而上海發生的事件也必須放到全

國的背景下才能理解其意義。

例如，在談到 1967 年 1 月初「赤衛隊」被造反派強

行打壓後上海面臨「三停」的局面時，他以自己的親身經

歷並結合近些年所閱讀的文獻，試圖剖析毛澤東當時對上

海所採取的對策及其對上海局勢發展的影響。他認為，毛

澤東做重要政治決策時，總會考慮許多對策，有幾手準備。

對當時上海的局勢，毛澤東有上中下三策。上策寄希望於

陳丕顯，希望陳出來處理亂局。因此才有 1967 年元旦凌晨

周恩來給陳丕顯打電話，代表中央要他出來工作。但毛澤

東也作了第二手準備。一旦陳得不到造反派的支持，無法

開展工作控制局面，就由張春橋、姚文元出面，因為張在

處理「安亭事件」時與工人造反派建立了聯繫。因此，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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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日又決定張、姚兩人作為調查員到上海。在這之外還有第

三手，那就是局面還無法控制就實行軍管。在這裡，朱永

嘉以毛澤東為主角，將 1967 年 1 月上旬上海所發生的幾件

事情作為一個整體一起進行分析，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徵

之於當時的事態發展以及王力、陳丕顯等的相關回憶，這

一說法還是有其依據的，當然也還需要更多的第一手資料

來予以進一步的論證。

順著這一思路，朱永嘉進一步分析了 1月上旬毛澤東

對上海局勢的處置。他認為，這時期毛一直在關注著上海，

並根據局勢的發展走了具有全域意義的三步棋，那就是先

後肯定〈告上海全市人民書〉、《文匯報》奪權和〈緊急

通告〉，號召全國學習上海革命造反派的經驗。因為毛此時

在思考如何將「文革」向工礦企業發展、群眾起來造反後革

命與生產間的關係以及造反組織的奪權這樣一些全國性的

問題。而上海的群眾造反組織正好提供了毛所需要的答案，

因此得到了毛的高度肯定。由此，朱永嘉提出，「文革」中

群眾運動的發展，有一個上下互動的過程，運動的進程並不

都是事先策劃好的。常常是基層群眾的自發性行動，正好符

合高層領導的需要，因而成為具體的政策。這一看法在「文

革」史的研究中是值得重視的。

朱永嘉口述回憶中的議論還有一個重要的特點，那就

是將「文革」中的一些現象尤其是毛澤東的一些做法放到

中國歷史的長河中，試圖在深遠的歷史背景中來加以闡釋。

例如，他將「中央文革小組」比之於中國古代的內朝，將

1966 年底工交會議上「文革派」與國務院官員的分歧稱之

為是內朝與外朝間的一場爭論。並指出，中國古代君王控制

政權向來傾向於依靠內朝來制衡外朝，並舉了漢文帝與賈誼

的例子。講到「文革」中毛澤東常常在不冷靜的狀態中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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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永嘉與他的「文革」口述

導 讀

重要決策時，他又引了漢朝宣室的例子。朱永嘉在口述回憶

中這樣引經據典，談古論今，並不僅僅因為他自己就是一個

歷史學家。「文革」後期，毛澤東指定要標點一批古文，即

所謂的「大字本」，在上海主持其事的就是朱永嘉。因此，

他對毛澤東借古喻今以史資政的做法有親身的體驗，這也是

他試圖結合中國悠久的歷史來分析「文革」和毛澤東的一個

原因吧。

結合中國歷史來分析毛澤東在「文革」中的做法時，

作為歷史學家的朱永嘉有不少獨到的評論。江青作為毛澤東

的家人自始至終參與策劃了對《海瑞罷官》的批判，對此朱

永嘉引用了古代中國的傳統說法「王者無私言」，認為毛澤

東將國事與家人攪和在一起，使自己與江青處在尷尬的境

地，就此而言「文革」在起點上就註定了悲劇的結局。講到

毛澤東看重李希凡和姚文元這樣的「小人物」時，他說「以

小制大」歷來是帝王駕馭權臣的一種手段，而小人物只是帝

王手中的工具，他們很少有好的結局。他還指出，批《海瑞

罷官》時毛澤東已盯上了北京市委和彭真，但 1965 年 12

月還讓彭真負責處理羅瑞卿一事，而到 1966 年 5 月處理彭

真時，毛又讓劉少奇來主持中央會議，而此時毛已將劉視為

赫魯曉夫式的人物了，他說這就是毛澤東的謀略，是很厲害

的一著。熟讀古史的朱永嘉對毛澤東帝王權術的剖析可說是

一針見血。

但是，作為「文革」親歷者和過來人的朱永嘉在情感

上又是傾向毛澤東的。在整部口述回憶中，可以感受到他對

毛澤東的崇敬之心。他稱讚毛澤東對社會主義的堅定信仰和

他深厚的平民情結，對毛澤東表示由衷的敬佩。當然，歷史

智慧還是能使他明白毛澤東是一個複雜矛盾的人，因此他也

能接受對毛澤東錯誤想法和做法的分析和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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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永嘉口述的親身經歷提供了上海「文革」初期的許

多重要信息，有些還是迄今為止所僅見，因此在「文革」史

研究中具有獨特的史料價值。他對張春橋、姚文元等人觀

察和評析，不僅有新的信息，也為人們認識和理解這些「文

革」重要人物提供了多元的視角。他結合中國歷史對「文

革」及毛澤東的分析和評論對歷史研究者也有其參考價值。

總之，朱永嘉的「文革」口述回憶，不論是對於「文革」研

究者，還是一般讀者，都是一本重要的讀物。現在的這本口

述回憶止於 1968 年。在這之後到「文革」結束，還有八年

時間，其中很長一段時間朱永嘉主管上海的意識形態工作，

經歷了許多事情。因此或許可以說，後幾年的口述回憶內容

更多，更重要，也更值得期待。

復旦大學百年校慶朱永嘉先生與學生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