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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建林自選集》前言 

 

 

收入本書的文字﹐從 1978~2006 年﹐凡 28 年。 
中國共產黨成立﹐28 年取得國家政權。又 28 年﹐在半殖民地

半封建社會和內外戰亂的廢墟上﹐確立社會主義制度﹐建起獨立的

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 
然後就是本書文字所由產生的 28 年了。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一



如復仇的旋風掃蕩世界﹐從所向披靡﹑水銀瀉地到無處不在地遭遇

阻擊﹔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和民族解放運動﹐工人運動和群眾性社會

運動﹐從備受壓抑﹑七零八落﹑跌入低谷﹐到星星點點地重新集結﹐

開始走向埋葬這場災難的新的行程。中國堅持社會主義﹐以人民的

勤勞和經濟增長成就﹐贏得世界的尊敬。 
作者由離開五七幹校不久的精壯勞力﹐變得白發蒼蒼。曾經師

從和深深敬重的前輩﹐多已相繼作古﹐長壽者也都是曾祖父輩的年

齡了。同輩的多數﹐在堅持不懈地追求真理﹐給我教益和鼓勵。此

外則或許退隱﹐或許改行﹐或許三彎四轉到靠別樣的方法討生活

了。每個人走自己的路。只是歷史進程顛簸洶湧﹐個人的進退榮辱﹑

愛恨情仇﹐其實微不足道。 
我們踩著老一代的腳步﹐經歷了革命從農村走向城市﹐經歷了

共和國從草創走向繁榮。缺少的﹐是革命戰爭血與火的錘煉﹒深厚

的實踐和群眾工作的基礎。生活展示給我們的新的圖景﹐是蘇東劇

變和世界社會主義運動進入低潮﹐西方當局策動﹑勝敗參半而目前

尚未歇手的“顏色革命”﹐是世界工人階級﹑被壓迫人民﹑被壓迫

民族﹐在凄風苦雨中的掙扎和奮爭﹑探索和創造。 
見過了創業的艱難和太陽般的輝煌﹐見過了挫敗和退潮﹐見過

了山一般的堅定﹑海一般的遼闊﹐也見過了叛﹑見過了賣﹑見過了

轉向到魯迅先生所說的“人頭畜鳴”。生活教導人。有機會閱讀歷

史推出的新版教科書﹐是我們這一代人的幸運。 
因為中文系畢業﹐對文學有一份特別的感情。研究工作起步於

《紅樓夢》和魯迅。1974 年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曹雪芹論》。

1981 年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吶喊〉〈彷徨〉及其時代》。

兩書均寫於《自選集》所限 28 年之前。1984 年由百花文藝出版社

出版《文學要給人民以力量》﹐1986 年由灕江出版社出版《生活

教導著作家》﹐主要評論當時的文藝現象﹐也不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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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 年有〈社會主義文學及其主旋律〉﹐發表於《文藝研究》。

當時並不在意。大約 1993 年或 1994 年某日﹐文化部一位素昧平生

的同志電話﹐說他奉命查詢“主旋律”提法的由來﹐最早提出的﹐

竟是這篇文章。其實在我之前﹐曾見蘇聯赫拉普欽科院士有此提法﹐

我不過借來解釋中國的文藝罷了。 
1840 年以來﹐為中華民族生存﹑復興與強盛﹐作出最偉大貢

獻的革命家﹑思想家﹐是兩位。毛澤東之外﹐就是魯迅了。為此有

1986 年 1 月的〈魯迅是一個整體 — 魯迅思想研究的幾個問題〉﹐

發表於《紅旗》雜誌。先生一生﹐惟熱惟光﹐溫暖青年﹐作燭自焚。

我於先生﹐素所尊崇。80 年代﹐忽然誣衊紛起﹐刻毒輕俏﹐寧願

向漢奸文人和遠離人民﹑遠離革命的風花雪月文人﹐大送秋波了。

有此一篇﹐也說明著連我這樣沒有多少文學業績的後繼者﹐還堅守

先生的精神﹐以略略告慰先生於地下。 
寫於 1989 年 3 月的〈歷史‧人民‧文化 — 五四文化和中國

現代化問題研究提綱〉﹐也發表於《文藝研究》。那時時髦“啟蒙

壓倒救亡”和“告別革命”﹐我這一套算另類。然而不知怎樣﹐竟

寫出了自精英文化喧囂中嗅出的火藥味。 
《自選集》一篇未選。終於對不住我所鍾愛的文學。 
80 年代末﹐勤懇工作而禍從天降﹐鬧得一度不發工資。兩個

孩子上學﹐全家只靠老伴養活。此後補發工資了﹐仍然沒有工作可

做。家小外出﹐蝸居獨守﹐空寂寥落﹐如隻身遊於大霧四塞之野。

於是搬出辭海辭源和歷年積存的古董﹐在故紙堆裡﹐寫了一本《明

代宦官政治》。 
我於明史﹐純係外行。我的所作﹐明史專家自然不屑一顧﹐然

而在作者﹐卻藉此增長了新一個方面的學問。 
宦官多出身寒微﹐閹割為帝王家奴﹐生死在帝王一念之間。他

們也是受害者﹐也有過永樂年間鄭和這樣的傑出人物。但是封建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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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制度造就的他們的政治集團﹐依憑帝王家奴這一惟一資源﹐遠離

社會生產﹐不創造社會財富﹐不必寒窗苦讀﹐不必戰場廝殺﹐無須

文治武功﹐卻轉瞬之間居於國家財富權利分配的頂端﹐“蟒玉遍宗

親﹐京堂皆乳臭”。明代曾經幾度形成與國家政治﹑軍事﹑人事﹑

司法﹑文教﹑財政系統並列甚至權傾其上﹐由宦官集團控制的﹐另

一個從中央到地方的系統。 
宦官治國﹐無非招權納賄﹑競為苛斂﹐依據賣身投靠的程度和

賄賂的質量數量﹐實施特務統治﹐任意確定各級官員的去留昇降和

褒貶生死﹐玩弄師保宰輔﹑六部九卿﹑封疆大吏﹑將軍總督於股掌﹐

在全國實行敲骨吸髓的大搜刮﹐“第宅連雲﹐田園遍野﹐膏梁厭於

輿臺﹐文繡被於狗馬”。其治文治教﹐經常使知識分子陷於面對目

不識丁而又要屈從權勢的尷尬。李自成大軍由陝西進山西﹐再經大

同﹑宣化﹑昌平﹐20 幾天攻城拔寨﹐殺入北京﹐一路都有宦官監

軍或逃散﹑或內應﹑或開門跪接﹐臨到北京城下﹐還有宦官潛入以

勸降。這就是宦官治軍的成就了。 
明代天順年間太監牛玉受賄和私立皇后﹐事發﹐南京六科給事

中王徽等上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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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宦官的參政﹐宦官與官員相互勾結產生的弊害﹐這裡的描

述真是惟妙惟肖。希進群小紛紛逢迎宦官﹐六部重臣﹑封疆大吏甘

為子姪拜在門下﹐以至於皇親貴胄﹑文武官員﹑進士舉人自我閹割

以為昇遷之路﹐市井小民也爭相穿起宦官服飾以顯其時尚。正所謂

“離間之風起於蠅營﹐讒物之釁生於長舌”﹐“官爵視苞苴為進退﹐

刑法任喜怒而輕重”。夤緣攀附﹑小道取容﹑挾私構陷﹑誹謗中傷﹐

成為官場的政治品格﹐也導致著社會風氣的墮落。百職寒心﹐士氣

盡滅﹐政局糜爛﹐社會分崩離析﹐已經勢在必然。 
宦官集團的產生﹑存在﹑膨脹﹑權勢燻天﹐根源於封建專制制

度。作為封建專制主義的產物﹐它堵塞社會生命肌體的毛孔﹐再生

產著一種社會關係﹑一種社會意識﹐成為封建社會政治文化遺產中

最腐朽﹑最野蠻﹑最殘酷﹑最黑暗的部分。一個當代中國學者﹐要

研究這樣的課題﹐揭開民族歷史上的這個見不得人的骯髒的瘡疤﹐

真是羞於啟齒。我們終於可以長出一口氣﹐慶幸不會再來一個劉瑾

或是魏忠賢了。然而歷史土壤是如此深厚﹐即使把封建制度埋進土

地深處的最偉大的革命﹐也不能在短時期裡﹐徹底掃蕩宦官意識﹑

宦官現象的污濁和腐臭。這是一種悲哀﹐卻又無可奈何。 
《明代宦官政治》由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1 年出版。其中的一

章〈宦官意識和宦官現象〉﹐90 年代初期曾經在《光明日報》發

表。又有與此相關的兩篇文章〈閹人政治和閹人政治家〉﹑〈李自

成和《明季北略》〉﹐在《當代思潮》發表﹐分別署名韋驥和鄭勒

楫。略微有點閑空﹐增寫幾萬字﹐還由花山文藝出版社 1997 年出

版過一種《明代宦官政治（增訂本）》。 
《自選集》一篇未選。又終於對不住曾經那樣折磨我的靈魂的

明史。 
                                        
1（明）王世貞﹕《弇山堂別集》第四卷﹐中華書局 1989 年﹐第 1757~175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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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爾寫些雜文﹑小說。信筆署名﹐不存底稿﹐不集發表的報紙

刊物﹐散佚如風。更要對不住﹐無緣進《自選集》了。 
自 90 年代起﹐世界動蕩﹐我的興趣越來越轉到和文學﹑和明

史不大相關的領域。於是有〈幾個緊迫的理論問題〉。後來的研究﹐

大體沒有越出這些問題的範圍。 
面對蘇東劇變引發的思想混亂﹐曾經在《光明日報》發表〈辯

證法是革命的代數學〉。同樣標題的一本書﹐由當代中國出版社

1992 年出版。同年﹐這家出版社還出版了我和妻子劉世錦合編的

《西方對外戰略策略資料》﹐署名柳靜。它從 1946 年起到蘇聯解

體﹐按年﹑月﹑日輯錄西方怎樣對付社會主義國家和第三世界國家﹐

至今成為我自己進行研究的必備參考書。 
美國人弗朗西斯‧福山“歷史的終結”之說一度風靡全球。一

個中國人用一本書作出回應﹐並提出和論述第三世界發展學問題。

這就是《歷史沒有句號》﹐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1997 年出版。 
出訪俄羅斯﹐試圖從自少年時代起就嚮往的蘇聯的命運﹐把一

把世界歷史運動的脈﹐有《憂鬱的俄羅斯在反思》﹐署名文甘君﹐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出版社 2000 年出版。 
西方全球化中關於科技問題的喧鬧昏天黑地﹐甚至流行“有一

臺電腦﹐人人可以成為資本家”的天方夜譚。有《科技屬於人民》﹐

署名唐裊﹐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1 年出版。 
清算西方全球化的歷史和全球化研究中的混亂﹐有《歷史是誰

的朋友 — 全球化﹕定義﹑方法論和走向》﹐署名馬也﹐中央民族

大學出版社 2003 年出版。 
出訪拉丁美洲﹐有《西方全球化中的拉丁美洲》﹐紅旗出版社

2004 年出版。出訪非洲的〈尋找苦難隧道的盡頭〉﹐一併收入。 
關於全球化進程中共產黨的使命﹐有《全球化與共產黨》﹐署

名賈仕武﹐香港大風出版社 2005 年出版。這是一個繁體字本。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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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還出版過一種簡體字本。 
收入《自選集》的﹐除了幾篇目前尚有存留價值的文章﹐主要

選自以上幾本專著。 
《自選集》收入的〈勞動政治經濟學的勝利〉﹐專論勞動者合

作經濟問題。 
在宣傳國有企業股份制改造的時候﹐一批文章紛紛搬出《資本

論》。但是只引述馬克思關於股份制如何成為“由資本主義生產方

式轉化為聯合的生產方式的過渡形式”﹐連一個完整的句子也不引

出﹐更不要說完整的思想了。然後張開想像的翅膀肆意飛翔。 
馬克思的完整表述被抹去了。這包括﹕第一﹐關於股份制性質

的論述﹕“局限在資本主義界限之內”﹔第二﹐關於股份制結果的

論述﹕“導致最大規模的掠奪”﹔第三﹐關於工人合作工廠的論

述﹕“在舊形式內對舊形式打開的第一個缺口”﹐表明“在物質生

產力和與之相適應的社會生產形式的一定的發展階段上﹐一種新的

生產方式怎樣會自然而然地從一種生產方式中發展並形成起

來”﹔第四﹐關於股份制和工人合作工廠比較的論述﹕“資本主義

的股份企業﹐也和合作工廠一樣﹐應當被看做是由資本主義生產方

式轉化為聯合的生產方式的過渡形式﹐只不過在前者那裡﹐對立是

消極地揚棄的﹐而在後者那裡﹐對立是積極地揚棄的。”2

所有這些話﹐都印在《資本論》第三卷彼此相連的段落裡。無

論對於號稱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研究而言﹐還是對於任何一種多

少具有科學精神的研究而言﹐如此對待馬克思﹐都是不嚴肅﹑不光

彩的事情。 
不妨貿然預測﹕勞動者合作經濟﹐將在人類擺脫新自由主義災

難和創造新的社會秩序的艱難鬥爭中﹐扮演特別重要的角色。工人

階級 160 多年以前的這一偉大創造﹐今天尚處於弱勢。但是灰姑娘

                                        
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5 卷﹐人民出版社 1974 年﹐第 497~49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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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定成長為明天工人階級的大力士。 
2006 年夏天﹐在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作學術報

告﹐注意力開始轉到世界歷史走向問題了。後來又應約為兩家刊物

就此寫過文章。這是一個需要繼續關注和深入研究的問題。無論如

何﹐歷史已經把這個問題推上前臺﹐值得為它做些什麼了。這就有

《自選集》最後的〈世界向何處去〉。 
28 年﹐我們的世界多少王冠落地﹑權杖易手﹐名不見經傳忽

而大富大貴﹐紅得發紫忽而跌落塵埃﹐忽而“左”得可怕忽而右得

可怕﹐然而只有人民永恆和配稱萬歲。 
對我來說﹐人民﹐就是太行山﹑太岳山﹑中條山﹑晉南平原給

我一粥一湯﹐教我認識世界和人生的爺爺奶奶﹑乾爹乾娘﹑哥哥姐

姐﹐就是教我使用改錐扳手的工人師傅﹐就是五七幹校駐地的房東

和鄉親﹐就是北京城裡的出租車司機﹑到家服務的電工和水暖工﹐

就是為我的衣食住行付出勞動的每一個不相識的人。 
“人民創造歷史”﹐已經被自命精英者宣判為陳詞濫調﹐我卻

深信不疑。支撐社會存在的是他們﹐承擔社會苦難是他們﹐從歷史

運動最深處左右它的走向﹑進行新的創造的﹐也是他們。28 年如

此。整個人類歷史如此。研究社會科學﹐成為人民中的一員﹐為他

們奔走呼號﹐從他們的喜怒哀樂中尋得歷史運動的來龍去脈﹐才真

正找到智慧的源泉。 
讀大學的時候﹐我不算一個安分的學生﹐中文系而偏要讀馬克

思﹐為這位偉大革命家和學者思想的深刻﹑知識底蘊的豐厚﹑邏輯

的縝密和文字的精妙﹐如醉如痴﹐可以整段整段地背誦。“文化大

革命”了﹐造過反了﹐鬥過人了﹐也挨過鬥了﹑“反革命”過了。

逍遙和種地之外﹐讀《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和《列寧全集》﹐豁然

開朗﹐打開一個更新的世界。 
80 年代以來﹐馬列備受冷落而書價大昇。先前每月工資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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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舊版全集 20 冊﹐後來工資漲了﹐每月只能買新版全集 2~3 冊。

時尚是追捧西方著作。反正是讀書﹐何妨也時尚一把呢﹖於是因為

研究第三世界發展問題﹐集中讀了大約上百本西方經濟學著作。結

構多樣﹑文字活潑﹐比我們自己的部分文章可取者甚多﹐尚有思想

資料可用﹐有些作者懷著對第三世界人民悲苦的真摯同情。道理則

不越剝削永恆。再就是故作高深的公式﹑圖表﹐和一旦深問﹐他們

自己也茫然的晦澀術語了。無論在哪一方面﹐如果同千錘百煉的馬

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相比﹐都黯然失色﹐不屬於有比較資格的層次。 
終於補上一課。那時候的輿論﹐是“重新認識”﹐以此貶低馬

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抬高資本主義。“重新認識”﹐本來符合認

識規律。如果不是為著追求真理而是預先已經懷著某種政治偏見﹐

注定偏離科學的軌道。我這回“重新認識”的收穫﹐是倒退﹐是在

新的歷史實踐的檢驗中重新回到毛澤東同志﹕西方資產階級的文

明﹑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方案﹐一齊破了產﹐

學會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在精神上就由被動轉入主動。 
寫字 28 年﹐沒有每提筆﹐即來一番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大

道理﹐寫而已。60 歲以後敲電腦﹐敲而已。凡屬自己的研究﹐無

一字為求官﹐無一字為賣錢。 
作品發表或出版﹐作者對每一句話﹑每一個字﹐都肩負著責任。

我是除本名外﹐有時用筆名的。這需要有個交代。 
因為被譏為“官方理論家”﹑“無聊理論家”﹑“左大爺”﹑

“探照燈”﹑“政治垃圾”﹐就用“關方”﹑“吳雷”﹑“左達”﹑

“譚照”﹑“鄭勒楫”﹔曾經被糊裡糊塗加上“嚴重違紀”的罪

名﹐就用“韋驥”或“韋紀”﹔遇到通貨膨脹的年份﹐便有“童

澎”﹔有朋友善意勸告﹕寫那些東西有什麼用呢﹖說了也白說﹐出

來一個“白樹沃”﹔乾脆用住地街道門牌的﹐是“賈仕武”﹔妻子

發現糖尿病﹐用“唐裊”以搏一笑而有助治療﹐也算得夫妻情分﹔

 9



久坐而血脂上昇﹐於是有“郜雪芝”﹔小孫子馬年出生﹐“馬也”﹐

一屬馬嬰兒之爺爺﹔“文甘君”﹐從妻子和兩個兒子的姓名各取其

半拼成﹔“文熙”則是祖籍聞喜的諧音﹔“章姍”﹑“黎寺”﹑

“王爾瑪”﹐就是張三﹑李四﹑王二麻子。 
作者沉浮求生﹐寫下眼裡的時代﹐也屬於這個時代。善為文者

如宋人歐陽修﹐為身後百年讀者計﹐晚年尚孜孜於文稿修改。我不

配和歐陽修相比﹐極願我的那些文字﹐在時代遞變中盡快化灰化煙﹐

以為不要說百年﹐即便再存活 28 年﹐也絕非幸事。何況凡屬對重

大社會問題的議論﹐一旦發表或出版﹐就不再屬於作者本人﹐無權

再做實質性修改﹐只應該改動病句﹑筆誤﹑標點符號一類技術性錯

誤了。有些地方增加註解﹐使讀者更清晰地看出時代的前進和當時

作者的淺陋。 
感謝學習出版社的同志。感謝曾經為我的文章和書稿付出勞動

的每一位同志﹐包括不同報刊﹑出版社的編輯﹑校對和從事印刷﹑

裝訂﹑發行的同志﹐包括讀一讀﹑翻一翻的同志。特別感謝提出批

評意見的同志。 
28 年﹐惟獨對不起的﹐是家人。我以寫字﹑讀書﹑剪貼資料﹑

裝訂成冊﹑擺弄卡片為生活﹐很少陪他們。如果沒有妻子的愛和為

家事操勞﹐如果沒有她和兒子經常和我爭論﹐在稿子上橫七豎八﹐

寫出的東西會更多疏漏。孫子四歲半﹐曾經在我的生日宴席上舉杯﹐

稚氣的祝詞竟然是“祝爺爺好好喝水﹐好好看書”。借此書一角﹐

向我的妻子和兒孫﹐表示我的深深的愛和歉疚。 
剛剛完稿的〈世界向何處去〉的一段話﹐可以引來作為這個前

言的結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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