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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的邏輯與知識分子命運的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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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 1957 年反右﹐有很多

種不同的理解﹕有的學者認為﹐毛澤東搞的是“陽謀”﹐先“引

蛇出洞”﹐後“聚而殲之”﹐反右早在計劃之中﹔有些學者又有

不同意見﹐他們認為原先只是整風﹐後來情勢發生逆轉﹐才演變

為反右的 — 我想知道﹐您對 1957 年反右持什麼樣的看法。 
 

“陽謀”是毛主席後來自己講的﹐

但是開始就是要“整風”。我一般講毛澤東跟別的領導人不一樣﹐

                                     
1 王紹光 1990~2000 年執教於美國耶魯大學政治系﹐現為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公共

行政系教授﹐英文學術刊物The China Review主編。訪談報紙發表了一半﹐這裡是

全文。 



他老想改革自己一手創立的制度﹐1949 年之後他有三次大的社會

實踐﹐第一次是“百花齊放”﹐第二次是“大躍進”﹐第三次是

“文革”。“百花齊放”是他的一個試驗﹐他已經意識到中國新

建立的﹐儘管是以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制度﹐但是裡面還是

有一些矛盾的地方。雖然幹部大量是工農苦出身的﹐以前跟民眾

結合得也比較密切﹐但是這時候有脫離群眾的危險性﹐還存在一

系列的問題﹐所以他要“大鳴大放”﹐要“百花齊放”。 
 

要理解 1957 年反右以及先後發生的一連串社會運動﹐恐

怕需要返回到原來的歷史語境中去。否則﹐我想沒有經歷過那個

時代的人們﹐包括許多學者﹐都會有一個印象﹐認為那個時代發

生的事情怎麼如此荒誕不經﹐不可想像…… 
 

當然有一個歷史背景。1949 年以後﹐共產黨的幹部絕大部分

是工農幹部﹐沒有受過什麼教育﹐這都有統計﹐從基層幹部一直

到省市級幹部﹐絕大部分都沒有受過正規的教育﹐受過也是小學﹑

中學的教育﹐大量的一點教育都沒有受。在這樣的情況下﹐共產

黨要建立一個現代國家又要運用人﹐所以它把舊政權大量的人留

用了 — 現在都講亂了﹐比如土改之後有地主有富農﹐但是當時

土改法規定得很清楚﹐這些人幾年以後就要摘帽子﹐地主﹑富農

是標明這些人在生產關係中所處的位置﹐在運動中是一個標籤﹐

但是當時預計過五﹑六年這些就取消了﹐其實在 1955﹑1956 年很

多地方已經給地主﹑富農把帽子去掉了。城市裡面更複雜一些﹐

因為農村比較簡單﹐農民受一點點教育也可以管農村的一些事

情。城市是現代化的產業﹐更複雜了﹐怎麼解決幹部問題呢﹖就

把資本家﹑國民黨政府人員留用﹐我這兒有一張圖表﹐你可以看

一眼﹐它顯示武漢市上層資產階級﹐工業資產階級﹐商業資產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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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在各個職位上留用是非常大的。 
 

表~1﹕武漢市 1956 年對從前資本家的安置2

從前的出身狀況 新的崗位 人數 
副省長 1 
副市長 1 

省局副局長 3 
市政協副主席 1 
市局副局長 5 

省或市局顧問 6 
副區長 4 

上層資產階級 

合計 21 
董事會成員 12 

大公司經理或副經理 14 
大公司部門負責人 9 
工廠廠長或副廠長 532 
工廠科室負責人 282 

技術員 40 
普通人員 1839 

工業資本家 

合計 2728 
區商業局副局長 6 

大公司經理或副經理 17 
大公司部門負責人 14 
區商店經理或副經理 42 
商店經理或副經理 1274 
商店部門負責人 84 

公司顧問 10 
董事會成員 24 
技術員 2 
普通人員 2258 

商業資本家 

合計 3731 
 

國民黨政府官員當時也留用了不少吧。 
 

大量國民黨時期的政府官員都留用到新的政權裡﹐包括警察

都大量留用。所以﹐1949 年之後就出現了兩種精英﹐一種是跟著

                                     
2 武漢黨史研究室﹕《中共武漢地方黨史》﹐第 272~27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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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產黨打天下的以工農幹部為主的新精英﹐一部分是舊精英﹐就

是過去的資本家和過去的知識分子 — 當時大學裡面或者高中裡

面﹐學生絕大部分不是出身普通工農家庭﹐絕大部分出自“地﹑

富﹑反﹑壞”（那時候還沒有“右派”）。直到文革開始之前﹐

絕大部分地方都是這種狀況﹐所以老精英還佔據有利的社會地位﹐

甚至一些官職。 

雖然 1956﹑1957 年有社會主義改造﹐公私合營了﹐但是這些

資本家的位置還是保留了﹐他除了拿 5％的利息﹐不管你虧損還是

不虧損﹐共產黨把你的財產拿來估一個總量﹐每年按 5％給利息﹐

當時講給十年﹐後來延長到 12 年。這些人基本保留以前在公司的

地位﹐保留原工資﹐他們的工資一般都比共產黨的幹部要高﹐這

是當時的狀況﹐1956﹑1957 年的狀況。 
 

當時也辦了工農速成中學等等﹐抓緊培養工農革命幹部﹐

但是技術精英和文化精英沒有辦法在短時間內培養出來﹐要搞建

設就必須留用老精英。所以﹐那時候老精英中間流傳一些話語﹐

比如說“無產階級的小知識分子領導資產階級的大知識分子”﹑

“外行領導內行”﹐可見還是有怨言。 
 

1956 年大鳴大放﹐百花齊放有那個背景。但是﹐毛澤東讓百

花齊放的時候﹐萬萬沒有想到﹐放出來的言論是那樣的言論。那

個言論就是說“輪流坐樁”。今天很多人講輪流坐樁﹐民主有什

麼不行﹖但是當時共產黨剛剛打下天下﹐有一批人出來講要輪流

坐樁﹐情況就很不一樣。我自己有關“文革”的書裡引了一段後

來被打成右派的人說的話﹐他說“至少 10~30％的黨員應該開除黨

籍。所有工農出身的老幹部都應當送去休息﹐年輕的新黨員應當

都送去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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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人講反右﹐好像是突如其來﹐沒有道理地給 50 多萬人

戴上右派帽子。你如果去看看 1957 年的報紙放出來的言論﹐特別

是把你放到工農幹部的位置上﹐你就會有完全不同的感受 — 工
農剛剛奪了權﹐剛剛翻身﹐你讓他們去休息﹐你們再回來﹐這就

是工農幹部理解的“輪流坐樁”。 

最近出了一本美國人李敦白寫的回憶錄﹐他解放前就去了延

安﹐1957 年在廣播事業局工作。他寫了自己當時的觀感﹕“當這

些知識分子 — 學生﹑公務員﹑作家﹑編劇﹑教授﹑以及詩人 — 
群起抗議時﹐其他人卻縮在一旁觀看。對大多數的北京市民來說﹐

這些批評黨的人並不是爭取學術自由的英雄。相反﹐大部分人認

為這些人是自私自利﹑不知感恩的城市書呆子﹐要求民主只是一

種策略﹐目的是為了奪取黨的領導權﹐這對他們來說極為重要。

郊區農民認為﹐如果這些知識分子掌了權﹐他們就會失去土地﹔

工人也擔心失去他們剛剛爭取到的一天八小時工作制和提昇的工

資。”他還提到有教授在報上發表言論後﹐“就必須被公安保護﹐

以免憤怒的工人沖到他家進行攻擊。在廣播事業局﹐印刷工人也

拒絕為某些在節目中陳述個人觀點的學者印刷講稿。‘我們工人

在解放後才開始被當人看﹐’他們說﹐‘我們不會去印刷這些攻

擊黨的稿子。’”李敦白的岳母是位普通勞動婦女﹐她乾脆把知

識分子的言論稱之為“都是放屁”。 3 而這一切都發生在“反

擊”以前。所以當時群眾和工農幹部裡面的壓力﹐要求反擊的壓

力是非常大的﹐不是說毛突然一拍腦瓜說我要反右了。從底層到

上層﹐層層送簡報﹐促使他做了這個決定。 

實際上﹐1957 年是一個轉折點﹐地﹑富的帽子不摘了﹐因為

                                     
3 李敦白﹕《紅幕後的洋人﹕李敦白回憶錄》﹐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第 139~14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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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時才突然發現這些人還是靠不住的﹐他們還是想變天﹐還想回到

過去的舊秩序﹐還想把工農幹部都趕下來﹐這是當時的歷史背景。 
 

你是說﹐拋開誰對誰錯不談﹐事實上是老精英想把新精

英趕掉﹐新精英想辦法反擊﹐就出現了這場反右運動。 
 

馬克斯‧韋伯有一個理論叫“社會排斥”﹐就是說﹐我這個

社會集團排斥你這個社會集團﹐它都有一個“排斥標準”。老精

英集團排斥新精英集團﹐就是革命幹部的集團﹐他說你們沒有知

識﹐沒有掌管國家的本事﹐我們有﹐所以應該你們下去休息﹑學

習﹐先讓我們掌權。但是革命的新精英這時候也要排斥了﹐他就

想出了一個辦法﹐你講本事﹑講知識﹐他確實沒有﹐但是他有革

命的本錢﹐他工農的出身是本錢﹐以後之所以強調“成份”﹐就

是這樣來的。 

1957 年以前上大學﹑上高中的絕大部分就是老精英的子弟﹐

因為工農子弟沒有機會上﹐連上小學都沒有機會（哪怕你 1949 年

剛剛開始上小學﹐到 1956﹑1957 年﹐你才小學畢業﹐所以高中﹑

大學都輪不到工農子弟上）﹐所以工農幹部只能講“成份”。本

來“成份”僅僅是土改用一下﹐馬上就會取下﹐土改法裡都有﹐

但是 1957 年以後之所以把它固化了﹐到文革特別重視﹐跟這個是

有關係。 
 

實際上﹐你認為存在兩種社會精英的社會排斥的策略﹐

老精英的策略是強調我有知識﹐新精英的策略是強調我的政治背

景﹐我的階級背景﹑階級出身。您對於反右的這種理解﹐跟現在

主流講的（毛澤東）搞一個陰謀去打知識分子的理解很不一樣。 
 

打擊知識分子不符合中國共產黨的利益﹐它建立現代國家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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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這些人啊。中國當時沒有多少知識分子。在 1956 年﹐整個中國

只有 4.2 萬大學教師﹑3.1 萬工程師以及 6.36 萬技術員。在 6.5 億

的總人口裡﹐按照中國標準只有 384 萬人可以被定義為知識分子。

我們現在理解的知識分子是上大學﹑研究生﹔當時上過高中就往

往被看成“知識分子”了﹐我小時候在父母的單位﹐沒有一個人

上過大學﹐其中有一個上過高中的人就叫知識分子。就那個知識

分子階層﹐也絕大部分不是工農兵出身﹐絕大部分出身於以前的

特權階級﹐如資本家﹑地主﹑富農等。 

百花齊放的時候﹐說讓工農幹部去休息﹑去學習﹑開除黨籍﹐

不是一個人﹑兩個人﹐是一堆人這麼說。我 20 年前曾花了很長時

間查看 1949~1966 年的各類報刊﹐看到 1957 年“百花齊放”時出

現的言論感到很震撼﹐假如把我放到工農幹部的位置上﹐我也會

有強烈的反應﹐我想會的。 
 

我剛剛看了一篇關於 1957 年反右的文章﹐作者認為﹐當

時除了羅隆基這幾個大右派言論有點過激之外﹐其餘也就儲安平

講了一個“黨天下”﹐絕大多數言論都沒有越界。 
 

你可以看一下各地的報紙。我是集中看武漢的報紙﹐武漢的

《長江日報》﹑《湖北日報》當時放出來言論的﹐包括一些國民

黨的留用人員﹐都是沒有什麼名氣的﹐他們倒不是說要民主﹐他

們就說工農幹部沒有知識﹐說他們治不了現在的國家﹐這是言論

的核心所在。 

我認為反右並不是一個陰謀的結果﹐不是因為對知識分子歧

視﹐才把 55 萬人打成右派﹐不是這麼簡單。如果事情這麼簡單﹐

為什麼反右是發生在 1957 年﹐不是發生在這之前﹐也不是發生在

這之後﹐再過 15 年﹐老精英想嚷嚷也不行了﹐因為有大量的工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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幹部已經受過正規教育。用兩種社會精英的社會排斥的策略去解

釋﹐這是我看原始材料得到的感覺﹐我不去管歷史決議怎麼講﹐

我不管現在的故事怎麼說﹐我是看原始的材料﹐從 1949 年一直看

到 1966 年前後﹐花了很長時間﹐不過這已經是 20 年前的事情了。 

當然﹐會不會有領導人借機報復﹐是一定有的﹔會不會有人

下指標抓右派﹐也是一定會有的。 
 

後來確實發生了下指標抓右派的事情。 
 

對﹐有。到文革初期的時候又出現過一次﹐你可以看到毛澤

東在文革裡面的反應﹐他並不喜歡這一套。毛澤東從 1966 年初就

準備搞文革﹐頭 50 天﹐他批評的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頭 50 天

各地的領導做法跟反右是一模一樣﹐就是下指標﹐我們要打多少

右派﹐讓他們放出來﹐他們已經經過一個 1957 年﹐這一次確實是

有意“引蛇出洞”﹐但是毛說﹐這是用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壓制群

眾﹐大鳴大放這個東西變成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才要造反 — 把
這兩個連起來理解﹐你可以知道他真實的動機不在那個地方。有

國外的專家﹐就是寫《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的麥克法夸爾﹐他講

毛澤東反右很大程度上受黨內強大的壓力迫使他轉向﹐從大鳴大

放到反右﹐因為黨內有強大的壓力。 

我也看了大量的文件﹐1957 年以前講落實政策﹐依賴知識分

子﹐周恩來 1956 年在一個知識分子的會上講話﹐都講要團結知識

分子﹐但是 1957 年以後說這些人不可靠﹐所以轉折是這樣轉過來

的﹐對政策的影響也比較大。 
 

有學者認為﹐1957 年 5﹑6 月間發生的北大的學潮﹐還有

一些地方發生的工人罷工和群眾事件直接促使整風運動轉向反右

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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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實如此﹐如 1956 年底至 1957 年春﹐上海有一些工潮﹐武

漢也在 1957 年 6 月份發生了所謂“漢陽中學事件”﹐但這是整風

的背景﹐而不是反右的背景。 
 

回望那段歷史﹐從解放後直到反右運動﹐你會發現各民

主黨派和知識分子在政權裡面確實起到很強的參政議政的作用。

即便是在反右即將發生前夕的 5 月下旬﹐毛澤東與他的秘書林克

談到對肅反中一些案件進行復查的程序問題時還說﹕今後黨組討

論時可以先不定死﹐議一下交給非黨人士議﹐然後根據他們的討

論﹐黨組再詳細討論定案後﹐再交行政會議正式通過…… 
 

第一屆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絕大部分是民主黨派人士。從

章詒和寫的《往事並不如煙》﹐你也可以看到當時共產黨對民主

黨派人士的待遇非常好。 
 

可是﹐不論反右運動發生的歷史背景如何﹐但幾十萬民

主黨派人士和知識分子經過“引蛇出洞”﹐後來又被扣上右派的

帽子﹐是不是在客觀上造成了此後知識分子諱言政治﹑諱言國事

的情形﹖ 
 

這個說法有點問題。首先﹐當時稱得上“知識分子”真的是

鳳毛麟角﹐佔人口很小﹑很小的比例。按那時的標準﹐今天中國

城市裡大多數人都可以稱得上是“知識分子”了。其次﹐為什麼

只關心知識分子的參政議政﹐而不關心普通工農大眾參政議政﹖

放到歷史的時段裡面來看﹐普通的民眾能夠在政治中間發揮作用﹐

1949 年以後發生了歷史性的變化﹐我是說對普通的民眾而言。比

如﹐1954 年憲法賦予公民選舉權﹐那時候的人真的是歡天喜地﹐

選國家主席﹐那是一件非常大﹑非常大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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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知識分子參政是因為共產黨需要他們的知識和智力來參

與國家的建設﹐如果從這個方面看﹐我覺得今天的參政議政﹐比

那個時候更廣泛。 
 

為什麼說今天知識分子的參政議政更廣泛呢﹖我覺得現

在民主黨派﹐甚至包括人大﹑政協起到的參政議政的作用都非常

有限。 
 

儘管現在還是受到很多限制﹐但從知識分子的角度講﹐他們

今天參政的廣度和深度﹐我覺得是從來沒有過的﹐工農反倒少了。 

我們暫且拋開民主黨派究竟能夠起到多大的作用不談﹐不把

它當成特殊的政治勢力﹐而是從整個知識分子在影響社會輿論﹑

影響社會的議程設定的角度來看﹐我覺得他們起到的作用不是太

小﹐而是太大。我們知道﹐在政策的走向上﹐領導人還是直接或

者間接地聽取知識分子的意見﹐比如經濟政策﹐具體說人民幣應

不應該浮動﹐外資應不應該進來這些問題﹐大量都是知識分子在

起作用。只是現在有太多的管道﹐已經分不清影響究竟是從哪裡

來的。 

總之﹐大量的經濟政策實際都是知識分子制定的﹐而這些知

識分子以前大部分是黨外人士﹐現在大部分在黨內﹐已經成為共

產黨的一部分 — 不管它同意共產黨﹐不同意共產黨甚至反對共

產黨﹐都是在黨內。所以情況跟解放初不一樣﹐當時的共產黨裡

面知識分子太少太少﹐絕大多數共產黨幹部是沒有受過正規教育

的﹐民主黨派的作用就顯得非常突出。當時民主黨派人士是有知

識的﹐共產黨幹部是沒有知識的﹐但是今天情況已經發生變化了﹐

真正的精英都在共產黨內﹐而不是在民主黨內。 

這兩個時代不太一樣﹐所以僅看民主黨派大概不是好的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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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說的沒錯﹐的確是這樣。 
 

如果說﹐因為 1957 年反右造成了今天知識分子遠離政治﹐就

是用邏輯代表歷史﹐但是這個邏輯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即使在

文革期間有很多右派都出來翻案﹐他們當了造反派﹐他們變成造

反派得勢的時候甚至去迫害當時把他們打成右派的人﹐比如有一

個很有名的右派詩人﹐他文革中間是很有名的造反派﹐寫了一些

歌頌和鼓動武鬥的詩歌。現在右派都是講文革中間自己受了多少

迫害﹐但是文革中間﹐他們有些人是造反派﹐迫害別人的時候他

們也一點點不比別人不瘋狂﹐可能更瘋狂。所以人是不會學到教

訓的﹐雖然 1957 年嚇了一下﹐但是以後一逮到機會﹐還是要說話﹐

今天還是會說話﹐哪有不說話的﹖往往是那些說話最多的人說我

們不敢說話﹐是不是﹖所以我覺得不是這樣的﹐現在這些知識分

子哪些話沒有說﹖只是說推翻共產黨這句話沒有人在正式場合

說。講憲政﹐講私有財產﹐所有的政策應該怎麼樣﹐不應該怎麼

樣﹐哪句話沒說﹖都說了。西山會議﹐不是當著共產黨的官員說

的嗎﹖所以都是敢說的﹐哪有什麼膽小的﹖ 
 

從建國初到現在﹐中國知識分子群體參與政治﹑影響國

事的傳統延續了下來﹐但是這半個多世紀﹐中國的國情發生了翻

天覆地的變化﹐原先的核心任務是鞏固政權﹐後來是以經濟建設

為中心﹐所以知識分子參議國事的管道或者形式也發生了很大的

變化。您曾經做過這方面的研究﹐能不能就這個轉變談一談。 
 

的確﹐從知識分子參政﹑議政形式的變化中﹐我們也可以看

到中國政治制度的深刻變遷。比如說﹐接近權力核心的政府智囊

們﹐他們總是通過各種渠道向決策者提出建議﹐希望自己的建議

能被列入決策議程。在毛澤東時代﹐大部分重要決策都是由毛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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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周恩來等最高領袖親自決定的﹐但內參還是有影響。 

改革開放以後﹐內參發揮的作用更大﹐關鍵的原因在於﹐中

國面臨的歷史任務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如果說毛澤東時代首先要

解決的是自立問題的話﹐那麼改革開放要解決的問題是如何使中

國自強﹐發展現代經濟涉及廣泛的領域﹐其複雜性超越了任何個

人的能力﹐這就要求對決策輔助機制加以改造。過去那種依靠個

別智囊的體制已經很難適應現代決策需要﹐必須用決策咨詢群體

來取代。正是在這個時代背景下﹐中國在改革開放初期就提出了

決策科學化的口號﹐並且著手建立和健全思想庫體系。 

最早出現的思想庫可能是 1980年形成的“中國農村發展問題

研究組”﹐它的成員是一批具備“通天”關係的高幹子弟和知識

分子子弟。在中央書記處研究室和社科院的支持下﹐該組成員四

處調研﹐並把報告直接送到中央領導人辦公桌上﹐為 1981 年中央

農村工作會議準備了第一手調查數據。之後﹐他們又參與了中央

關於農村的幾個“一號文件”的制定。後來﹐發展組成員分別進

入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簡稱體改所）等研究機構。隨著改

革向城市和工業方向推進﹐體改所的作用日益凸顯﹐成為 80 年代

中國最有影響的思想庫。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 1989 年。在此前後﹐

另外一些智囊機構也應運而生﹐包括國務院內設立的若干個研究

中心（後來整合成為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中信國際研究所等。 

90 年代以後﹐隨著經濟活動越來越複雜﹐研究領域的專業分

工也越來越精細。因此﹐中國科學院﹑中國社會科學院﹑各部委

辦﹑各重點高校屬下的研究機構開始越來越積極捲入政策研究和

咨詢工作。即使在以前被視為非常敏感的外交領域﹑兩岸關係領

域﹐近年來也出現了幾十個大大小小的思想庫。此外﹐高級知識

分子聚集的各民主黨派也頻繁利用“直通車”的便利向政府高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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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言﹑反映社情民意。同時﹐中央領導人還從各領域特選了一小

批所謂“中央直管專家”﹐作為最高決策的咨詢對象。這些與中

央保持直接聯繫的智囊對中央決策的影響當然更大。 

這些思想庫一般都會出版諸如“簡報”﹑“參閱”之類的內

部報告。這些發行量很小的內參﹐往往可以直達天庭。最高領導

人則幾乎每天都會圈閱﹑批示﹑轉發一些報告。在正規的渠道之

外﹐部分研究人員還憑藉自己的學術聲望和人脈關係通過非正常

程序向最高當局進諫。 
 

近些年﹐隨著一批市場化媒體的出現﹐以及互聯網的興

起﹐它們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輿論導向的作用﹐這恐怕也使得知

識分子和民間影響決策的管道﹑渠道發生了轉變。總之﹐事情變

得更加複雜。 
 

知識分子很大的作用是影響公共輿論﹐通過影響公共輿論影

響公共政策。參與的渠道是什麼﹐有時候說不清楚﹐但是你看這

幾年公共政策的變化﹐溯源的話﹐基本都是輿論先行。比如農民

工問題﹑三農問題﹑戶籍制度問題﹑醫療改革問題﹑教育改革問

題﹐都是先在互聯網上炒﹐然後進入平面媒體﹐甚至進了電視這

樣的媒體﹐然後變成了公共議題﹐再變成了政策議題﹐最後變成

公共決策。 

儘管早在 1980 年代中期﹐中央領導人在提出決策科學化的同

時﹐也提出了決策民主化﹐但是直到 1990 年代後期以來﹐帶民主

色彩的“外壓模式”才越來越常見。所謂“外壓模式”﹐是指議

程的提出者更注重訴諸輿論﹑爭取民意支持﹐目的是對決策者形

成足夠的壓力﹐迫使他們改變舊議程﹑接受新議程。 

當然﹐形成壓力的真正根源﹐是中國在過去 20 多年不惜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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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價追求高增長率所帶來的一系列嚴重問題 — 到 1990 年代末﹐

有些問題已變得令人觸目驚心﹐包括環境危機﹑貧富懸殊（地區

差距﹑城鄉差距﹑居民收入差距）﹑缺乏經濟與社會安全（大規

模下崗失業﹑就學難﹑就醫難﹑各類事故頻發）等。 
 

總體來講﹐知識分子參政議政的情形是有所改善的。 
 

精英談的參與都是高層次的參與﹐都是所謂的政治參與﹐都

是要參加選舉的參與﹐但是﹐跟工人農民和普通民眾關係最密切

的事情﹐是他（她）在企業裡面﹐在工作的八小時裡面﹐他的命

運﹐他的待遇這些問題。他自己能不能參與呢﹖以前有一點參與

的權利﹐現在卻消失了﹐完全被工具化了。 

所以﹐在參與方面﹐我覺得知識分子總體是改善了﹐但是工

人農民不一定改善了﹐是惡化了。 
 

您認為﹐知識分子應該和政府保持一種什麼關係比較恰

當﹖ 
 

知識分子沒有任何特權﹐你可以說話﹐政府可以聽也可以不

聽﹔既然知識分子沒有什麼特權﹐他們除了要呼籲自己參與以外﹐

也要關心普通的民眾的參與。我看有些所謂“知識分子”太看重

自己﹐把其他東西忽略掉了﹐而且很大程度上工農的權利被剝奪

是某些知識分子忽悠出來的。 

比方說產權﹐一旦產權定了﹐資本家就可以決定這個工廠的

事情怎麼辦﹐但是另一種理論講人權比產權重要。哪怕政治上的

領導者是選出來的﹐但是資本家不是選出來的﹐資本家做的決定

會影響一個企業幾百人﹑幾千人的命運﹐把一個人開除可以影響

一家人的生計。資本家的決策權為什麼不應該受到工人參與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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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這是毫無道理的。一些知識分子把產權說成天經地義的事情﹐

參與經濟和社會決策過程的人權反而不是天經地義的。 

我們講經濟民主﹐就是說所有利益相關者都可以在跟他們利

益相關的地方有發言權﹑有參與權﹐一個企業不光是老闆有權利

決定﹐普通的工人也是利益相關者﹐甚至工廠周圍居住的居民也

是利益相關者﹐比如排污﹐你可能影響到工廠周圍的居民﹐或者

你在上游排污﹐下游的企業也是你的利益相關者﹐所以利益相關

者遠遠超過幾個投資者。而我們的產權理論就是講我們的企業是

老闆的﹐他做任何決策都是理所應當的﹐有些經濟學家就來證明

為什麼應該是這個樣子﹐這完全是為了剝削辯護。所以﹐我覺得

有些讀過幾天書的知識分子太把自己當回事。雖然我自己受了幾

年教育﹐但是我十分瞧不起這類“知識分子”。 
 

跟國外的情況比起來﹐中國知識分子對政府決策的影響

的確很大。 
 

太大了﹐不成比例。你看政協是精英俱樂部﹐政協裡面幾乎

沒有地地道道的農民了﹐人大裡面工人﹑農民也越來越少。這些

我們也計算過﹐80 年代初﹐人大裡面有 50％以上是工人﹑農民﹐

現在完全不是﹐現在大概 20％左右。他們佔人口的比重可不是

20％﹐知識分子﹑幹部在那裡面佔的比重就太大了。 
 

你怎麼看今天中國知識分子的命運問題﹖ 
 

我現在不太關心知識分子的命運﹐我比較關心工人農民的命

運。相對而言﹐知識分子的命運已經很好﹐跟中國其他階層比起

來﹐他們是最好的了。比如﹐以前有一句話講﹕造導彈的不如賣

茶葉蛋的﹐即使在這句話最盛行的時候﹐工人的工資也從來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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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知識分子能比的時候。由於這句話﹐他們能影響或者忽悠決策

者﹐他們命運的改變﹑福利提高的速度也快得多 — 我跟胡鞍鋼

做過很有意思的事情﹐我們把不同的人群劃分為不同的社會集團﹐

看他們在人大和政協裡面的比重﹐以及比重變化的速度﹔另一方

面我們再看不同社會集團工資待遇提高的幅度﹐有趣的是這兩者

是相關的。其中知識分子變化最明顯﹐他們在人大政協裡面所佔

比重提得越高﹐他們待遇提高的速度就越快。 

我不知道他們為什麼老是會問知識分子命運的問題﹖關心工

農大眾的命運更重要。 
 

改革開放以後﹐尤其到 20 世紀 90 年代中後期﹐知識分

子圈子化﹑利益集團化的趨勢確實很明顯。我想﹐這個也不用多

說﹐最近一﹑兩年媒體上關於這個問題的爭論也逐漸明晰起來﹐

對於主流經濟學家的質疑就是很好的例子。對此﹐您有什麼看法﹖ 
 

我覺得現代史已經被歪曲掉了﹐在局外人看來﹐中國政治裡

面充滿了荒唐﹑充滿了瘋狂 — 這不符合邏輯﹐也不符合歷史的

事實﹐但是知識分子為了他們的利益敘述歷史﹐就不得不把這些

歷史展示成那樣的方式。如果用那種方式展示﹐歷史就變得非常

瘋狂﹐沒有道理的瘋狂﹐但是當你真正挖掘史料的時候﹐發現歷

史不是那樣﹐它有自己的邏輯﹐這個邏輯已經不是誰對誰不對的

問題﹐而是說﹐在當時的歷史環境下﹐有不同社會集團之間的競

爭﹐矛盾就用那種方式展現出來了﹐它們是有內在邏輯的﹐如果

掌握了這個邏輯你可以一直追溯到土改﹐有很多事情就說得清楚﹐

但是你沒有這個邏輯一切都說不清楚。 

今天﹐我們看到大量的歷史被顛倒﹑被歪曲﹑被簡化﹑被後

人的敘述方式重新解讀﹐但這個歷史就不是原來的歷史了。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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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是如此﹐土改是如此﹐大躍進是如此﹐文革是如此﹐幾乎都是

如此。剛解放時有句口號﹐叫“把顛倒的歷史再顛倒過來”。現

在似乎有重提的必要。 
 

您認為現在中國知識分子對於決策的影響不是太小﹐而

是太大。不過﹐就個人影響政策而言﹐我想很少有知識分子像您

一樣能夠發揮這樣大的作用﹐比如 20 世紀 90 年代的兩稅制改革﹐

以及醫療改革等等。您做研究的時候﹐有沒有預想要影響政策﹖ 
 

我沒有。我關於稅制的研究是在美國耶魯大學做的﹐在美國

發表了﹐胡鞍鋼當時到耶魯大學做訪問學者﹐他說你這幾樣東西

很適合中國用﹐我們就弄了《中國國家能力報告》。 

稅制改革這個事情﹐其實財政系統內部的人早就有人在提。

《報告》之所以讓領導人覺得很重要﹐是因為跟他們的經驗吻合

了 — 稅制再不改﹐中央掌管全國經濟的能力都沒有了。後來我

寫了另外一篇文章﹐〈美國進步時代的啟示〉﹐發表在《讀書》

上的﹐我沒有想去影響任何人﹐但是有領導人看到了﹐拿到全國

財政會議上講。只能說﹐這項研究正好適合了那個時代的需求﹐

並不能說明這個人有多聰明或者有內部關係﹐一點都沒有。 

只有關於“軍隊不許經商”這個報告是我們當時不得已才寫

的內部報告﹐因為國內沒有媒體給你發這種文章﹐話題太敏感了﹐

只能對內部發。1998 年﹐江澤民做軍委主席的時候﹐才正式宣佈

軍隊與商業脫鉤。我們不敢說這項政策的頒佈跟我們的研究有任

何關係﹐但是我們確實在 1993﹑1994 年給有關方面看過有關軍隊

應該“吃皇糧”的報告﹐他們都贊同我們的意見﹐因為當時財政

撥款只管六成軍費﹐其餘四成由軍方自行籌集。 
 

會不會有人因此質疑你們跟政府關係太過密切﹐懷疑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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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作為知識分子的獨立性。 
 

我從來沒有為政府說話。我也覺得﹐獨立性本身並沒有任何

的道德優勢﹐如果故意要裝出獨立的姿態﹐我覺得這還是知識分

子自戀的表現。如果我的研究有助於政府決策﹐對這個國家﹐對

人民有好處﹐為什麼不做﹖我說過﹐我的研究碰巧有些影響﹐但

確實很大程度是無心插柳。 

我以前跟崔之元開玩笑﹐我說你老是在尋求怎麼能帶來最好

的結果﹐我說我就是防止中國出現最壞的情況﹐1993 年的稅制改

革如此﹐強調地區差距也是如此 — 我看到大量的國家因為差異

過大而導致分裂﹐導致不穩定。軍費問題﹑預算問題也是一樣﹐

包括後來的醫療改革﹑礦山安全﹐雖然我研究的對象好像千差萬

別﹐但是從邏輯上講﹐都是為了防止中國出現最壞的情況。 
 

我想您跟許多知識分子不太一樣﹐我看過《國家能力報

告》那本書﹐還有您關於文革的研究﹐醫療體制改革的研究﹐都

有很扎實的調查和數據﹐來龍去脈很清晰。 
 

有些所謂“公共知識分子”就是嚷嚷兩句﹐批評兩句﹐但是

從來不做任何研究。你用“GOOGLE 學術搜索”去查﹐有些所謂

非常“著名”的學者﹐幾乎從來不被學術刊物引用﹐也沒有幾篇

文章發表到學術刊物上﹐他們的文章往往只有強詞奪理的觀點﹐

沒有腳踏實地的研究。我現在不願點名﹐但是有一批這樣的人﹐

只有觀點﹐非常武斷﹐而且往往是錯誤的﹐但是不需要論據﹐不

需要論證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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