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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胡風案件牽扯老一輩文藝界的眾多人和事。總結歷史教訓，

超越個人恩怨，設身處地的政治覺悟和誠懇境界，應是 2020 年這封信

在網上流傳的原因。 

 

就胡风案给历史专业研究生的一封信 
 

北京语言大学  谢小庆 

 

胡风案是新中国建国以后文化艺术领域的第一个大案，大冤案。此

案是毛泽东主席亲手处理的案件，毛泽东曾经就此案写了大量的按语。

文革期间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些“最高指示”，如“假的就是假的，伪装

应当剥去”，如“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等，就是来

自于毛泽东为胡案所写的按语。显然，胡案是值得研究的一个历史事件。 

迄今，关于胡案的研究已经很多，但我感到，胡案还有一些值得进

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关于胡案，我有两个猜想。第一，对于胡风，“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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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要打，“大周”要保；第二，胡风和“小周”，都不过是毛的棋局

中的“棋子”。由于精力有限，我无力对自己的这两个猜想进行检验和

论证，但我希望胡案能够吸引对此案感兴趣的历史专业的研究生，对此

案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一、对于胡风，“小周”要打，“大周”要保 

 

家父谢韬曾不幸卷入此案。他 1955 年被捕，1 1965 年 10 月，最终

被确认为“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他在度过十年牢狱生活后，被

“免于起诉，宽大释放”，遣返原籍四川自贡，戴着“反革命分子”的

帽子接受监督改造。直到 1980 年，才摘取“反革命分子”的帽子，获

                                                        
1 根据当时担任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常委的李新同志回忆，当公安部的人员到中国人民大学来

逮捕谢韬时，吴玉章校长马上给公安部长罗瑞卿打电话。罗瑞卿与吴玉章是四川老乡，年轻

时受到吴玉章的影响参加革命，二人关系很好。吴对罗说，我了解谢韬，他有错误，我监督

他检讨。结果，谢韬被带到吴玉章家中，监视居住了几个月。最终，还是被送入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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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初步平反。直到 1988 年，胡案才获得彻底平反。从被捕到彻底平反，

历经 33 年。家父于 2010 年 8 月去世。 
 

 

 

家父生前曾多次对我讲过：胡风写“三十万言意见书”，主要原因

是听从周总理的建议。当时，于刚是总理的秘书。离休前担任统战部秘

书长的于刚与家父是新华社时期的同事和好友。总理曾让于刚转告胡

风：“不要在下面发牢骚，有意见，可以给中央正式写信。”总理的这

个意见，是于刚通过我父亲转告胡风的。正是听从了总理的建议，胡风

才开始着手写“意见书”。 

“总理 — 于刚 — 谢韬 — 胡风”的这个信息渠道，可以从当时

大张旗鼓宣传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2 中看到一些踪影。在

这份材料的第 66 页，摘录了胡风 1952 年 5 月 19 日给谢韬的信。从信

中可以看出，胡风很看重“大周”对自己的态度，也很看重这条通过谢

韬和于刚与“大周”的沟通渠道。信中表示希望了解于刚与谢韬会面的
                                                        
2 人民日报编辑部：《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人民出版社 195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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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内容”，“望即告我，详尽地”。也希望通过于刚使“大周”了

解自己的现状和想法。 
 

  

 

家父 1979 年被从四川借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1980 年获得初步平

反，1982 年开始在中国人民大学担任常务副校长。在于刚同志于 1994

年去世之前，于刚是我家的常客。家母在家，当然是家母做饭。有时家

母不在家，我就要下厨做饭。我曾经多次下厨做饭招待于刚和家父的其

他朋友。 

在作家李辉的长篇报告文学《文坛悲歌 — 胡风集团冤案始末》中

记载：“1951 年底，周恩来曾约胡风长谈一次，从下午 3 点一直谈到 8

点半……那是一次胡风难忘的交谈。回来后，他曾和几位朋友多次介绍

谈话内容，所谈问题主要有：一，你还是要合作，不合作不好……二，

你的组织问题应该解决，可找丁玲、周扬谈谈。三，……中央非常需要

了解文艺情况，你可以写个材料给中央，谈你对文艺的看法。”3 从李

辉的这些记述中，也可以看出“大周”对胡风的态度。 

                                                        
3 李辉：《文坛悲歌》，花城出版社 1998 年，第 174~17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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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周（周扬，周起应）”为什么要打胡风？只要读一读鲁迅先生

去世前的文章〈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就可以清楚地找到

答案。文中说：“胡风我先前并不熟识，去年的有一天，一位名人约我

谈话了，到得那里，却见驶来了一辆汽车，从中跳出四条汉子：田汉，

周起应，还有另两个，一律洋服，态度轩昂，说是特来通知我：胡风乃

是内奸，官方派来的……经几度问答之后，我的回答是：证据薄弱之极，

我不相信！当时自然不欢而散……因此，我倒明白了胡风鲠直，易于招

怨，是可接近的，而对于周起应之类，轻易诬人的青年，反而怀疑以至

憎恶起来了。”4 1960 年代后期，在批判“小周”的过程中，“四条汉

子”被频繁引用，这个称谓是鲁迅先生创造的。 

1930 年代，这段私人恩怨，纠缠于“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

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之争，后来，又纠缠于胡风与“小周”二人之

间文艺思想方面的分歧，最终使矛盾失控，导致了一场冤案。 

“大周”为什么要保胡风？这与中共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组织“中央

特科”有关。“百度”中说，“特科”是“中国共产党在 1920~30 年代

期间所建立的最早的情报和政治保卫机关，主要活动地域在当时中共中

央所在地上海”。特科的主要任务是收集情报和锄奸，特科的负责人就

是“大周”。 

当时在特科工作的吴奚如同志在 1982 年 1 月正式出版的《鲁迅研究

资料（第 9 辑）》发表了〈我所认识的胡风〉一文。此文后来被全文收

入晓风主编的《我与胡风》一书中。5 吴奚如写道：“我在转入党中央

特科工作之后，就奉命委托他（胡风）为党中央特科和鲁迅先生之间长

期的‘机要交通员’，为党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直到 1936 年 4 月下

                                                        
4 此文最初于 1936 年 8 月发表在《作家》月刊第 1 卷第 5 期，后编入《且介亭杂文末编》。 
5 晓风：《我与胡风》，宁夏人民出版社 200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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旬，冯雪峰由陕北苏区到达上海后，才结束这一委托。”在这篇文章中，

吴奚如提到，他是1934年进入中央特科工作的。据此可以了解，1934~1936

年间胡风担任了“特科”与鲁迅之间的“机要交通员”的工作。 

在上面引用的一段文字中，吴奚如说自己是“奉命委托他”。奉什

么人之命呢？当时的特科负责人正是“大周”。1938 年前后，吴奚如

曾担任周恩来的政治秘书，曾负责联系在国民党中任高官的郭沫若等秘

密党员。 

这可能是“大周”想保胡风的原因。在我的印象中，胡风不仅 1930

年代在上海曾经为特科工作，在 1949 年以前的其他历史时期，也曾经

承担过“机要交通员”的工作。例如，在 1981 年由全国政协文史资料

研究委员会编辑的《革命史资料（第 5 集）》中收有时任统战部副部长

的张执一同志的文章〈在敌人心脏里 — 我所知道的中共中央上海局〉。

文中有这样一段记述：“文学家丽尼（郭安仁）在解放战争期间曾在国

民党军委首脑机关任英文翻译，乘机弄到一份蒋军整个作战计划，找不

上党的关系，只好到上海找到作家胡风，胡风找到在宋庆龄先生主持的

中国福利基金会工作的廖梦醒同志，廖再设法转交给我，上海局密电报

给了中央军委，军委曾来电奖励，认为对我军作战有很大的帮助。”6 

解放以后，对胡风的批判正式开始于林默涵 1953 年 1 月 30 日发表

于《文艺报》1953 年第 2 期的〈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一文。

1 月 31 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了这篇文章。当时担任中宣部文艺处

副处长的林默涵是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主将，几乎全程参与了胡风事

件。1989 年 5 月，他接受了记者黄华英的采访，采访录以〈胡风事件的

                                                        
6 张执一：〈在敌人心脏里 — 我所知道的中共中央上海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

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革命史资料（第 5 集）》，文史资料出版社 1981 年，

第 3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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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前后后〉为题刊登于《新文学史料》1989 年第 3 期。其中，在谈到“大

周”时，林默涵说：“周总理对胡风是极其关心的，但他的关心是有原

则的，首先是从政治上关心胡风，其次是关心他的文艺思想，绝不是像

有些人所想象的那样，似乎他对胡风的思想观点没有个是非看法”。7 

“大周”保胡风的态度不仅仅体现在建议胡风给中央写信。从胡风

案的直接当事人康濯的回忆文章中，可以更清楚地看出这一点。在康濯

分两次发表于《文艺报》1989 年 11 月 4 日和 18 日的长文〈《文艺报》

与胡风冤案〉中，8 详细地讲述了发生在 1955 年 5 月 13 日这天的事情： 
 

我拿起话筒，听出是周扬同志，他焦急而又意外严厉地责问我道：

“康濯，你怎么搞的？为什么把胡风的检讨登错了？” 

“不是我错了！……我已经查对过，是《人民日报》排错了。” 

“《人民日报》？那怎么回事？”周扬仍然焦急而严厉，“刚才

胡风从电话上报告了周总理，总理马上就打电话责问我哩！” 

…… 

关于《人民日报》登错了胡风的检讨，以及胡风向周总理反映后

总理已向周扬提出责问的事，我们只给编辑部主任唐因、杨犁以及几

位编辑组长唐达成、刘剑青等同志讲了一下，而没向编辑部全体宣布。 

…… 

这一次来电话的，是《人民日报》社长邓拓同志。他在战争中的

晋察冀解放区时是我的老上级，建国后也常见面。他在电话上对我说：

“你看我们把胡风的检讨登错了，现在周总理要我们为这件事发表一

篇检讨，我想征求一下你的意见，看看这个检讨怎么写呀？” 

…… 

                                                        
7 林默涵：〈胡风事件的前前后后〉，《新文学史料》，1989 年第 3 期，第 14 页。 
8 此文被收入牛汉、邓九平编：《枝蔓丛丛的回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1 年，第

511~559 页。 



 8

水拍9 说：“我接受同志们的批评，这的确是个严重的政治错误。

刚才报社开编委会议，叫我参加，在会上，有的编委质问我：‘这是

搞的什么政治阴谋……’”他说不下去了。 

我们都沉默了一会儿。后来默涵说：“水拍错误是严重、阴谋倒

不是嘛。” 

周扬同志表示同意，并说：“不谈这些了，商量一下《人民日报》

的检讨怎么写吧！发表检讨是总理的指示，报社又叫水拍起草，我们

来帮帮水拍的忙，给他提点意见。” 

大家谈了一些各式各样的意见，后来我也讲了邓拓同志给我打电

话征求意见时我所表示的不用检讨形式，而用启事，在启事中做几句

检讨，再说明胡风〈我的自我批判〉一稿以《文艺报》九、十期合刊

的发表稿为准，就这样也可以了。 

我这个意见都认为也可以考虑，但发表正式检讨却是总理的指

示……因而最后没有任何一个意见大家一致同意的。这样直商量到快

11 点半钟，周扬同志最后才说：“我看，稿件清样既然经过了主席，

现在的处理最好还是再问一下主席。我现在就去问一问，你们等一等，

我回来以后再谈。”周扬同志然后起身，马上去找毛主席。 

…… 

（我）向侯金镜传达了主席关于胡风检讨文章处理的决定，他听

了也默默无言，和我一样感到不知说什么才好。过了一阵，我说：“当

然，已经给胡风定了性，他的检讨更正不更正，是不可能改变性质的

了。因而从对敌斗争的需要和大局看，主席这一有胆量的决定也是可

以的。不过，是不是有点儿过分？” 

“总理原来是主张更正胡风检讨稿，还要《人民日报》做检讨的。”

侯金镜想了一阵才这样说，“而且主席在决定反党集团这么一件大事

情上，事先好像也很可能并没征求总理和少奇同志的意见。” 
                                                        
9 袁水拍，当时担任《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 笔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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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要抓人了，主席已经同少奇同志和总理商量了。”我介绍

了刚才周扬同志讲到的情况。 
 

从康濯对 5 月 13 日所发生事情的详细讲述中，我们也可以感受到

“大周”对胡风的态度，感受到“大周”与毛的差异。 

当然，“大周”对毛的态度一贯是“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

当毛表态后，“大周”就不再出声，不再“责问”“小周”，也不再要

求《人民日报》做检讨。 

 

二、胡风和“小周”，都不过是毛的棋局中的“棋子” 

 

很长时间内，我对胡风案的基本看法是：胡风案的第一责任人是“小

周”，而不是毛。“小周”巧妙地利用了他与江青的特殊关系，利用了

毛的个性弱点，激怒了毛，利用毛消除了一个异己力量。后来，当我读

到毛在建国以后直到 1955 年的文字，我改变了自己的看法。我认识到，

不是毛被“小周”所利用，胡风和“小周”都不过是毛的棋局中的“棋

子”，而胡风则不幸成为一枚“弃子”。 

1999 年国庆 50 周年之际，李（慎之）先生曾写下了一篇可以成为

历史名篇的〈风雨苍黄五十年〉。其中，记录了自己 1949 年参加开国

大典时的情景： 
 

想来想去竟是“万感填胸艰一字”，只能自己在脑子里不断重复

“今天的感情决不是用文字所能表达的”这样一句话。……我自以为

决然无法用文字表达的感情结果还是有人表达出来了，他就是胡风。

“十一”以后大约一个多月，《人民日报》就连续几期以整版的篇幅

发表了他歌颂人民共和国的长诗，虽然我已完全记不得它的内容，但



 10 

是却清楚地记得它的题目：《时间开始了》，甚至记得这五个字的毛

笔字的模样。 

时间开始了！我怎么就想不出这样的文字来呢？时间开始了！我

完全了解胡风的思想和心理。决不止胡风和我两个人，我肯定那天在

天安门广场的每一个人都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中国从此彻底告别

过去，告别半殖民地与半封建的旧社会，告别落后、贫穷、愚昧……

而走上了一条全新的路 — 自由、平等、博爱的路，新民主主义的路，

而后面还有更神圣的事业呢，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以后还要建设毛

主席所说“无比美妙的共产主义”。 
 

 
 

当 1955 年 5 月 11 日毛泽东亲自将胡风判定为“反共反人民反革命

集团”的时候，他真的不知道胡风是自己事业的真诚支持者吗？他真的

不清楚胡风所反对的仅仅是一些文艺界的官员，并不是自己吗？他真的

仅仅是被一些冒犯的词语激怒吗？如果仅仅这样理解，可能低估了作为

政治家和战略家的毛泽东。 

作为熟悉中国历史的毛，“李自成之败”是他的一个大大的心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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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抗日战争取得胜利之前，毛就号召全党读郭沫若同志发表于 1944

年 3 月 19 日《新华日报》的〈甲申三百年祭〉一文。这天，是崇祯吊

死煤山三百年祭日。1944 年 4 月 12 日，毛在高级干部会上号召全党读

郭的文章，吸取李自成失败的教训。1944 年 11 月 21 日，毛为郭的〈祭〉

一文致信郭：“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

多。”郭写此文，并不是出于自己的创意，而是缘于《新华日报》的策

划。在《新华日报》的背后，是否有毛的授意？这是有待历史文献解密

来回答的诸多问题之一。 

后来，毛又鼓励过姚雪垠写小说《李自成》。由于毛的欣赏，《李

自成》曾经是文革中几乎“一花独放”的文学作品。 

据说，抗日时期，在听到有关延安的廉洁和官兵平等的汇报时，宋

美龄曾说：“那是由于他们还没有尝到权力的滋味”。一旦自己的干部

们尝到了权力的滋味，是否会失去廉洁和艰苦奋斗的作风？这是毛高度

关注的问题。 

1949 年建国以后，毛的关注焦点是巩固新生的政权。对于新生政

权所面临的种种内部危险，毛具有高度的忧患意识。翻看已经公开的毛

的文稿，可以看到，在 1951 年，毛的关注重心之一是推动“镇反（镇

压反革命）运动”。在朝鲜战争仍然紧张进行的 1952 年，毛的关注重

点却是“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和“抓老虎（严

重贪污犯罪分子）”。在 1953 年，毛又推动了“新三反（反官僚主义，

反命令主义，反违法乱纪）运动”。在 1954 年，毛抓住“两个小人物

（李希凡、蓝翎）”被压制的事情作为契机，开展了一场批判胡适唯心

主义的运动，批判了研究《红楼梦》的俞平伯，批判了电影《清宫秘史》

和《武训传》，批判了《文艺报》（社长冯雪峰）的资产阶级倾向，批

判了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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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知道，巩固新政权仍旧任重道远。1955 年 3 月，毛在党的全国代

表大会的讲话中说：“国内反革命残余势力的活动还很猖獗，我们必须

有计划地、有分析地、实事求是地再给他们几个打击，使暗藏的反革命

力量更大地削弱下来，借以保证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安全。如果我

们……采取了适当的措施，就可能避免敌人给我们的重大危害，否则我

们可能要犯错误。”10 

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 1949 年的《白皮书》11 中曾经寄望于中国的

“民主个人主义者”。毛泽东清楚，在反对帝国主义、官僚资本和军阀

时，这些“民主个人主义者”曾经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同路人，但是，对

于建设社会主义，这些人并不认同。这些人是新政权潜在的“反对派”，

需要防止他们所产生的阻碍作用，需要抑制他们在普通民众中的影响

力。毛泽东发动了一个接一个的群众运动，既是为了抑制共产党内的腐

败分子和官僚主义，也是为了抑制这些“民主个人主义者”的影响。 

正在毛计划“再给他们几个打击”的时候，忽然看到舒芜所提供的

与胡风之间的私人通信，敏感的毛立刻从中看到了“战机”，立即抓住

这个在当时的环境条件下非常有利的机会，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肃

反（肃清反革命）”运动。在 1955 年，毛将大量的精力投入于推动“肃

反”，亲自对揭露胡风的材料写下了大量的“按语”、“注释”、“社

论”，发布了一系列关于发动群众开展“肃反”的中央文件，亲自批转

了北京市委、国家机关党委、解放军总政治部、河北省委、上海市委、

北京军区、广东省委、陕西省委、空军、建工部、洛阳拖拉机厂、安徽

军区、广东省建筑局、中国作协、外贸部、国务院城市建设总局、卫生

                                                        
10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 1977 年，第 141 页。 
11 美国国务院：《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1949 年 8 月 5 日，其中包含时任国务卿艾

奇逊致杜鲁门总统的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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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等单位肃反运动进展的报告。由于广东省的情况比较复杂，“肃反”

推进阻力较大，在 1955 年夏天，毛曾经三次批转关于广东省“肃反”

的报告，进行督促。 

从毛批转的一系列关于“肃反”的报告中可以看出，运动推进存在

明显阻力，存在“右倾”情绪。 

通过这场“肃反”运动，不仅确实发现了一些国民党遗留的潜伏特

务和异己分子，揭露了一些人隐瞒的历史问题，更重要的是，震慑了中

国的“民主个人主义者”，使一些人压抑和隐藏了自己的自由主义倾向，

直到 1980 年代后期，才逐渐地露出真容。 

翻看关于胡风案件和“肃反运动”的历史文件，翻看 1955 年毛的

文字和他批转的有关“肃反”的文件，我感到，胡风的命运与 1966 年

北大的陆平校长有些相似，他们都恰好遭遇了毛“再给他们几个打击”

的需要，成为历史祭坛上的祭品。 

对于胡风，“大周”要保，“小周”要打；胡风和“小周”，都只

是毛的棋局中的“棋子”。这是我的两个猜想。为了检验这两个猜想，

需要阅读大量的相关资料。囿于自己的精力，我已经无力对这两个猜想

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检验。我希望对这段历史有兴趣的历史专业的研究

生，能够关注胡风案，能够对胡风案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