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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gor Benton �

2005 年，英國喬納森．凱普出版社推出了張戎和 

喬．哈利戴的新作《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1991），

並加以大肆吹捧。該書把毛澤東描繪成為一個說謊者、不

學無術的人、騙子、傻瓜、好色之徒、貪圖口腹之慾的飯

桶、享樂主義者、毒品販子、以血腥為樂的恐怖分子、惡

棍、搞暗殺者、懦夫、喜歡裝腔作勢、善耍陰謀詭計操控

別人的人、心理變態者、虐待狂、殘忍的暴君、自大狂和

20 世紀致死人數最多的殺人兇手 — 簡而言之，毛澤東是

和希特勒、斯大林一樣的惡魔，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他

對農民、工人、婦女甚至其親朋的命運絲毫不關心。他一

生的根本目標就是殺戮、權力和性。他借助恐怖主義實行

統治，憑藉天生的狡詐進行領導，並且依靠斯大林和潛伏

於國民黨中的間諜和叛徒打敗了蔣介石。

該書在英國以及其他一些國家和地區迅速竄昇至暢

銷書榜首，並被稱為是一個具有轟動效應的勝利，一部具

有不可辯駁權威性的著作。該書之成功部分是由於張戎的

《鴻：三代中國女人的故事》一書的人氣 — 一本關於張

戎自己、她的母親和外婆的家族傳記，全球銷量 1200 萬

�  班國瑞（Gregor Benton）是英國威爾士卡迪夫大學歷史系教
授。本文由李新華、曲廣為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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冊，她因此一舉成為國際名人 — 部分是由於新聞媒體上的

書評家對之推波助瀾。非專業的書評人對該書的學術真實性

和 139 頁的參考書目大為讚嘆。阿拉迪斯（Lisa Allardice）

在英國《衛報》上預言，該書將「震驚世界」。�  紀思道

（Nicholas Kristof）在《紐約時代書評》上寫道：「這本宏

大的傳記基於十年中對多位相關人士的認真採訪和檔案資

料的細心研究，系統地摧毀了毛澤東支持者們對其合法性

的認同。」�  在《星期日泰晤士報》上，蒙塔菲瑞（Simon 

Sebag Montefiore）總結該書說，「中國的紅色帝王 — 毛

澤東是所有惡魔中最大的一個」。�  角谷美智子（Michiko 

Kakutani）在《紐約時報》上說，該書「激情洋溢地證明了

毛澤東是人類歷史上最殘忍的暴君」。�  媒體評論員、現

職政治家乃至出版商的代表都異口同聲地說該書將徹底改

變人們對毛澤東的看法，有些人（包括張戎本人）甚至希

望該書能改變中國人對毛澤東的看法。

鮮有描寫中國革命的西方作家的著作產生過與《毛

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同樣大的影響。該書銷售紀錄的

唯一匹敵者是 1937 年埃德加．斯諾在倫敦出版的《紅星

照耀中國》，它出版後一個月內連續再版五次，並導致中

國內戰取代西班牙內戰成為歐美關注的國際反法西斯主義

中心。斯諾為了改變西方乃至中國人民對中國共產黨的看

�  Lisa Allardice：“This  book will  shake  the world”，The 
Guardian，2005 年 5 月 26 日。

�  Nicholas D. Kristof：“‘Mao’：The Real Mao”，The New 
York Times，2005 年 10 月 23 日。

�  Simon Sebag Montefiore：“History：Mao by Jung Chang and 
Jon Halliday”，The Sunday Times，2005 年 5 月 29 日。

�  Michiko Kakutani：“China's Monster，Second  to None”，
The New York Times，2005 年 10 月 21 日。

大風網站‧版權所有  https://strongwindhk.com/product-category/strongwindbooks



前
言

IIIIIIII

法（張戎同樣是如此），不惜放棄《紅星照耀中國》一書

的版權，鼓勵將它翻譯成中文並在中國以地下渠道方式出

版。《紅星照耀中國》因此在中國再版多次，影響了無數

的愛國者前往延安投奔毛澤東。�  但二者的根本不同之

處在於，斯諾的書幫助毛澤東在中國以至世界上建立了自

己的光輝形象，而張戎和哈利戴則致力於摧毀這一光輝形

象 — 從其人格特徵和私生活的最微小細節到他最宏偉的藍

圖，包括其關於革命的思想。

兩部書出版後的境遇也頗為不同。《紅星照耀中國》

使斯諾同西方（受到當局的排斥並被列入了黑名單）及中

國的政治機器發生爭執。但張戎和哈利戴的著作卻受到除

了中國當局之外的幾乎所有主流媒體乃至各種勢力的青

睞。其推崇者包括右翼的美國總統喬治．布什，他聲稱該

書使我們看到了毛澤東是「道德多麼敗壞的一個人」，因

而推薦說這是「一本好書」，張戎為此激動得「發抖」。

也包括左翼的一些人士，比如支持工黨的羅伊．哈特斯

利（Roy  Hattersley）、《衛報》的威爾．赫頓（Will 

Hutton）都撰文讚揚該書。

鑒於該書發行量極其鉅大，在商業媒體上獲得好評如

潮，政治目標昭然若揭，香港大風出版社認為把專家們對

該書的評論匯總成為一本書出版具有現實意義。本評論集

主要包括最初刊載於澳大利亞國立大學《中國研究》（The 

China Journal）上面的四篇系列評論，�  還有其他學術期

刊或媒體上一些專家的評論。

關於毛澤東的著述主要有三種類型：對其人生歷程

�  在 1938 年 2 月出版時，該書書名是《西行漫記》，旨在避免激
怒當局。

�  發表於 2006 年 1 月該期刊的第 55 卷，第 96~13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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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革命生涯的純粹學術性研究、私人回憶錄（主要出版於

中國）、政治樣板文章 — 無論是把他描寫成為魔鬼（主

要是中國的海外流亡者撰寫）還是聖人（也主要出版於中

國）。張戎和哈利戴的書則三種風格兼具。該書有一些素

材來自於主要作者張戎對親身經歷的一些事件的理解。她

毫不掩飾自己對毛澤東的憎恨，不遺餘力地對其妖魔化。

但該書卻配有大量貌似學術的裝飾 — 引用資料超過了一千

份，訪談人數達數百人，其中包括喬治．布什、邁克爾．

凱恩（演員）、達賴喇嘛、王光美（劉少奇遺孀），甚至

中國地區之外的前毛主義者。當然，張戎有權利發表自己

的觀點和回憶，儘管別人可能有不同的觀點和想法。評論

家們有充分理由同作者就寫作方法和觀點進行辯論。

張戎的丈夫兼合作者喬．哈利戴，在寫作和研究這

本著作的過程中所起的作用是輔助性的。他通曉俄語並閱

讀了蘇聯的相關檔案和回憶錄。但他很少接受媒體採訪或

在訪談節目中對該書進行宣傳。因為哈利戴多年來一直直

言不諱地讚賞和支持文革，訪談者很可能會問他很多這方

面的問題，這對他來說是一個恥辱。當然，他有改變自己

觀點的自由，但一般來說學者如果從根本上轉變自己的觀

點，就需要講出轉變的原因並對自己早期的觀點進行重新

評價，以便他人從中汲取教訓。但據我所知，他並沒有這

樣做。�

我們這本評論集中幾乎所有文章都出自專門研究中國

的國際知名學者，這些學者多為中國共產黨歷史方面的專

家。迪莉婭．達文（Delia Davin）是英國利茲大學從事中

國社會研究的榮譽退休教授，她開創性地研究了中國革命

� 《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一書中很多觀點也和張戎的《鴻》中
的觀點相抵觸，迪莉婭．達文在她的評論中指出了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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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婦女運動並出版了相應著作，此外還發表過研究中國

移民和毛澤東的著作。黎安友（Andrew Nathan）是美國

哥倫比亞大學政治系教授，在中國政治和外交政策、政治

參與、政治文化和人權的比較研究方面著述頗豐。齊慕實

（Timothy Cheek）是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亞洲研

究所教授，出版過研究中國知識分子和中共黨史的著作，

包括對毛澤東文獻的研究。曾銳生（Steven Tsang）是英

國牛津大學政治學系和亞洲研究中心的教授，著述範圍很

廣，是中國外交和安全政策以及國家治理方面的專家。羅

德明（Lowell Dittmer）是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政治系

教授，編寫過數本中國政治研究方面的書，包括一本關於

劉少奇的專著。白傑明（Geremie R. Barm ）是澳大利亞國

立大學教授，專攻中國文化和思想史，曾出版過一本研究

毛澤東去世之後的崇拜現象的著作。陳永發（Chen Yung-

fa）是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歷史所研究員兼所長，發表了大

量中英文權威性研究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的文著。陳仲

禮（Alfred Chan）是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學政治系副教授，

曾經出版過研究毛澤東和大躍進的專著。托馬斯．波恩斯

坦（Thomas P. Bernstein）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系

教授，研究方向是蘇聯和中國的饑荒問題、中國年輕人問

題、中國政府和農民之間的關係問題等，並出版過許多相

關專著。戴維．古德曼（David Goodman）是澳大利亞悉

尼理工學院當代中國研究中心教授，曾出版過研究鄧小平

和中國社會政治變革的系列著作。高默波是澳大利亞阿德

萊德大學孔子學院教授，他因一本描寫中國農村生活的專

著而聲名鵲起。羅伯特．韋爾（Robert Weil）一直是很多

領域中社會運動的積極參與者，是美國加州大學聖女克魯

茲分校教授，有大量專門研究中國工人階級的作品出版。

班國瑞（Gregor Benton）是英國威爾士卡迪夫大學歷史系

教授，屢有研究中共黨史、中國的托洛茨基主義、中國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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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政見者和毛澤東的著作出版。

本評論集作者中只有雲達忠（Bill Willmott）和金小丁

沒有直接從事對中國革命的學術研究，但他們都非常熟悉

張戎和哈利戴提出的問題，非常有資格對它們做出評論。

雲達忠是新西蘭坎特伯雷大學的社會學榮休教授，出生於

中國四川省，是太平洋島嶼華人社團專家，長期以來一直

是中國政治方面的觀察家和評論員。金小丁是記者和自由

撰稿人，他的書評最初是在因特網上發表的。

這些評論大都對張戎和哈利戴有尖銳的批評，只有

羅德明的是個例外。他認為張戎和哈利戴對文革之前的人

民共和國的描繪有「累積效應」，令人信服，並具有破壞

性。然而羅德明也批評張戎和哈利戴「把一切都歸罪於毛

澤東邪惡的動機」，像「真空吸塵器」般的把一切能損害

毛澤東名譽的小道消息都加以利用。其他的評論都是批評

性的。其中一位學者特別譴責該書「誇張的筆調和不容置

疑的口氣」。�  另一位認為該書對毛澤東的毛式風格的討

伐「與文化革命中對劉少奇、鄧小平、彭真及其他許多人

大張旗鼓的批判如出一轍⋯⋯真是白費勁⋯⋯一部中國版

的電視肥皂劇」。�

應當指出張戎和哈利戴也許很想把這些貶損之詞都

還給其批評者。他們所寫傳記的一個不加掩飾的前提是現

有對毛澤東的學術研究都是非批判的次貨。張戎在評論這

個領域時說：「有關片段資料到處都是⋯⋯，只是它們就

像一條斷成碎片的鋸子，不再有任何意義。沒人能把它們

粘合成一幅完整的毛澤東畫像。人們在看，但卻看不到真

�  見本評論集中白傑明（Geremie R. Barm ）的文章。

�  見本評論集中齊慕實（Timothy Cheek）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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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⑪  古德曼在收入本評論集的評論中把《毛澤東：

鮮為人知的故事》劃入中國近期出現的「修正主義」著述

之列，這些著述中隱藏著這樣一個「內幕 — 一些理論家

和學者過去的選擇是不去揭穿真相」。他把這種觀點類比

作《達芬奇密碼》一書中的陰謀論，認為這部驚險小說中

的「事實」之可靠性與張戎和哈利戴書中「事實」的可靠

性不相上下。令人遺憾的是，張戎暗示從事中國研究的學

者，甚至那些左派學者都沒能批判毛澤東和他的制度，沒

能與之劃清界限。但實際情況是，包括本評論集的一些作

者一直激烈批判毛澤東的觀點和他發起的運動，一直在不

遺餘力地保護他的受害者，而根本沒有充當其辯護人。有

的人還因為這些批評而被一度禁止到中國進行學術研究活

動 — 當時哈利戴還在為毛澤東大唱讚歌呢。

與古德曼一樣，瓦薩斯特羅姆（ Jeffrey Wasserstrom，

美國印第安那大學東亞研究中心主任）也發現《毛》一書

混淆了人物傳記和小說之間的界限，並把它比作伊麗莎

白．科斯托娃（Elizabeth Kostova）描寫「穿刺公」德古拉

的小說。《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就像一部恐怖小說

一樣，它「以一種聳人聽聞的方式」描寫毛澤東，以輕快

的筆調娓娓道來，讀上去一如全能的作者可以直接洞見自

己描寫對象的內心世界。但瓦薩斯特羅姆認為張戎和哈利

戴筆下的毛澤東缺乏科斯托娃筆下德古拉的深度和廣度，

後者描寫的德古拉的動機似乎更為可信。⑫

對《毛》一書的評論主要分為兩大類：中國研究學者

從專家角度作出的重要研究；中國學領域中並非專長於中

⑪  引自阿拉迪斯的評論 —“This book will shake the world”。

⑫  Jeffrey N. Wasserstrom：“Review of Mao：The Unknown 
Story”，Chicago Tribune，2005 年 11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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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革命的學者及對中國有一般瞭解的作家、記者、評論家

和政論家的缺少份量的評論。對於一些非專業人士來說，

他們往往根據自己對中國革命的印象簡單地對該書表示歡

迎或者譴責。對毛澤東充滿敵意的人發現自己的偏見被證

實，於是稱讚該書是學術上的「鉅大成功」。相反，那些

對毛澤東敵意不深或者較為友好的人則質疑該書的寫作方

法和結論。另一方面，以本評論集作者為代表的中國研究

專家之間則分歧較少。絕大多數人認為對《毛》一書無可

稱讚，相反應加以譴責，只有非常少的人表示在不同程度上

支持它。⑬  中國問題專家中這種態度上一邊倒的情況既包括

對毛的革命的激烈或者溫和的反對派，也包括其熱情或者含

糊的支持者。這本評論集的作者既有對中國革命有所批評的

支持者，也有其無情的反對者，還有持中立立場的人。但他

們都對該書的方法和結論感到震驚並提出異議。

在這裡沒有必要對這些評論進行複述或者概括。直接

閱讀更好。它們在本評論集中的集合效果是對《毛澤東：

鮮為人知的故事》構成全面的指控。它們揭示了張戎和哈

利戴如何故意歪曲歷史細節來「證明」自己的觀點；根據

自己的目的選擇性地使用證據，對相反的證據則完全無

視；對毛澤東進行誹謗，並把這些誹謗裝扮成證據確鑿的

事實；給一些需要作出判斷的證據加上註腳，使其表面上

看起來非常真實，然而經不住對其來源的進一步核查；引

用資料斷章取義；不適當地引用一些不可能核查的資料；

使用推測作為確定無疑的事實；沒有確鑿的證據或者根本

沒有證據就輕率地做出絕對的結論；「破除」的一些「神

⑬  完全支持《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一書觀點的學術性書評主
要有：林蔚（Arthur Waldron）：“Mao Lives”，Commentary，
2005 年 10 月；林培瑞（Perry Link）：“Mad，Bad Mao”，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2005 年 7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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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其實能被證明根本不是神話，而是確鑿的事實；「震

驚世界」的發現被證明是多年前就被人揭露出來的陳年舊

貨等等。（甚至「毛澤東是惡魔」這一觀點也不是新的，

早在 1994 年，毛澤東的私人醫生李志綏在其引起頗大爭議

的著作中就做過這種描寫。）⑭

總體而言，張戎、哈利戴不願意涉及甚至不願意引

證其他人的著作，他們更喜歡把自己的結論當成是原創性

的來提出，即使它們實際上並不是。大多數學術著作都以

「文獻」綜述章節作為開篇，對有關文獻進行相當程度的

詳細介紹，但張戎、哈利戴卻忽視現有的相關著作。不過

偶爾，當某部作品的觀點與其先入之見不謀而合時，他們

也會提及。在他們的參考書目中，缺少涉及毛澤東性格及

其生涯的英文或中文學術研究資料。而在引用現有文獻

時，他們有時會歪曲其原意，進行帶有偏見的、不正確的

推論。當專家的觀點與其偏見不符時，他們就對其視而不

見。對於一部被當成嚴肅的學術著作加以推銷的書，尤其

內容又有很大的爭議，這樣的文獻處理手法是令人無法接

受的。儘管以學術著作自詡，但張戎、哈利戴卻沒有表現

出任何打算遵循基本學術規範的意思。對相關文獻進行介

紹是學者的義務，這不僅是一種職業性的禮節，更是檢驗

其研究成果的必要步驟。他們必須能夠表明，自己的觀點

比涉及同一主題的其他作品更真實、更有說服力。張戎、

哈利戴卻沒有這樣做。

多數情況下，本評論集中的作者都將自己的質疑限制

在針對張戎、哈利戴的寫作方法和手法，他們對具體問題

⑭  李志綏（Li Zhisui）：The Private Life  of Chairman Mao：
The Memoirs of Mao's Personal Physician（New York：Random 
House，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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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事件的處理，以及他們的判斷上。總體說來，這些評論

並沒有涉及到中國革命是否必要這個更為深遠的問題。對

於這個問題，張戎、哈利戴給出的答案當然是沒有必要。

在他們看來，中國革命不僅沒有必要、不受歡迎，而且是

一場災難。他們的這個理論讓世界各地激進變革的反對者

們都感到舒服，這就解釋了為什麼西方的保守勢力會以如

此大的熱情和敬意來歡呼這部書的出版。在這篇序言的剩

餘部分，我將為中國革命提出抗辯。

張戎、哈利戴把中國革命解釋成毛澤東一個人的邪惡

作品，其手下是一群盲目服從、具有奴性的人。從本質上

講，他們的書講述的是一個宮廷鬥爭式的故事，也就是白傑

明所說的「以專制君主為中心的歷史」。在他們的描寫中，

除毛澤東之外的其他男女革命者的積極貢獻都被抹煞，甚至

連像周恩來這樣重要的領導人都被貶低成毛澤東的具有奴性

的工具。根據書中的描寫，毛澤東之所以能夠從同黨中脫穎

而出，是因為他行事更邪惡、更狡詐。兩位作者幾乎完全專

注於講述陰謀與操縱，而有關中國革命的社會、經濟、政治

和文化背景，實際上完全沒有提及。影響毛澤東和其他中共

領導人思想形成和發展的知識背景，也幾乎完全在他們的視

野之外。與之相對照，嚴肅的研究都把中國革命視為一個複

雜的具有創造性的過程，千百萬普通中國人在與中國共產黨

及其領導人的互動中，追尋著他們的變革理想。⑮  當其他人

的作用和歷史背景以這種方式重新回到人們視野中時，中國

革命就會呈現出一幅完全不同的面貌。

在 1921 年成立時，中國共產黨受到崇高目標的感召。

它的創立者們，受到 1910 年代晚期的以啟蒙、民主、婦女

⑮  Peter Zarrow：China  in War and Revolution，1895~1949
（London：Routledge，2005），是提出這一觀點的最新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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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社會公正、國際主義和中國主權危機的解決為目的的

新文化運動的洗禮。黨的第一任總書記陳獨秀，使這場發生

在 20 世紀早期中國的民主運動充滿人性的力量。在 1920 年

代的早期，陳獨秀所堅持的人道主義和普遍主義的價值觀仍

在繼續感召著中國共產黨。然而在 1929 年，他卻被當成托

洛茨基分子清除出黨。在被清除出黨時，他提醒黨的其他領

導人，「德謨克拉西（民主），是各階級為求得多數意見之

一致而發展其整個的階級力所必需之工具⋯⋯」，並對壓制

不同意見的後果提出警告。⑯  可是他的前同志們，卻把這些

思想視為「資產階級」思想加以拋棄。

中共向官僚主義的中央集權制的轉變，始於 1920 年代

中期的「布爾什維克化」— 設在莫斯科的共產國際，尤其

是斯大林治下的共產國際所提倡的「鐵的紀律」和極端中

央集權制被強加於中共。1927 年中國共產黨人在城市的失

敗，以及他們在農村地區建立根據地，向武裝鬥爭策略轉

變，加速了中共布爾什維克化的進程。在戰爭環境中，中共

領導人強調組織嚴密、秘密活動和自上而下貫徹命令的必要

性。在農村地區，他們開始把自己視為決定與權威的唯一來

源。他們在 1949 年建立的北京政權，是戰爭年代中自視其

命令一貫正確的經歷的反映。它遵循威權主義路線，自上而

下地進行統治，顯然是建立在斯大林模式基礎之上。

雖然悲劇性地受到軍事化、農村化和斯大林化的扭曲

變形，但中共還是保留了許多當初成立時的目標和特性。

在 1937~1945 年的抗日戰爭中，它成為抵抗日本侵略的先

鋒。在 1945 年後的鄉村地區，它領導窮苦大眾改造當地社

會。在革命年代的鄉村和 1949 年後的城市，它使婦女的生

⑯  陳獨秀的〈致中共中央（關於中國革命問題）〉，載水如編《陳
獨秀書信集》，北京：新華出版社 1987，第 434~454、44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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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變得更好 — 儘管不徹底，但變化仍是鉅大的。與之相

比，蔣介石未能成功改革農業經濟，在抵抗日本侵略方面

是個無能的領導人，沒有為改善婦女地位做多少事，其統

治下的中國社會是一個不公平的社會，代表著一個腐敗、

反動的政權。

張戎、哈利戴的關注點完全集中在中國革命的過失

上，其中包括大躍進的災難性後果和文化大革命中的暴

行。因此他們給出的圖像是歪曲的、不完全的。對毛澤東

時代的全面研究認為，中國共產黨功大於過。斯圖爾特．

施拉姆（Stuart Schram）是毛澤東研究領域的前驅，他在

1994 年發表的一篇關於毛澤東遺產的文章中總結說：「在

他執政歲月的其他時期，令人印象深刻的經濟增長率和技

術開發⋯⋯有案可查⋯⋯雖然大躍進帶給農民的是普遍的

災難，而不是先前許諾的集體繁榮和幸福，但自1946 年

以來連續實行的土地政策，摧毀了舊的地主經濟，從而為

1980 年代農民小土地制度的出現奠定了基礎。」⑰

即使是張戎、哈利戴的某些崇拜者，也對他們的片面

論說提出質疑。例如克里斯托夫迫切感到要提醒讀者注意

毛澤東的成功之處：「中國的土地改革⋯⋯為今天的繁榮

奠定了基礎。婦女的解放⋯⋯使中國從一個世界上婦女地

位最糟糕的地方，變成一個男女地位比日本或韓國更平等

的地方。事實上，毛澤東對舊的經濟、社會結構的打擊，

使中國成為世界上新的經濟鉅龍變得更為容易。」毛澤東

的其他成功之處包括：儘管發生過饑荒，但中國人預期的

⑰  Stuart R. Schram：“Mao Zedong a Hundred Years On：
The  Legacy  of  a Ruler”，載班國瑞（Gregor Benton）編輯：
Mao Zedong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第四卷，London：
Routledge，2008，第 384~403、39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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壽命在 1949 年之後急速上昇；中國崛起成為一個強大、獨

立的國家。中國這個曾經的「東亞病夫」，在毛澤東的喚

醒下成為一個世界強國。在大多數中國人的頭腦中，不可

避免地把這一變革與毛澤東這個人聯繫在一起。

由於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共從未完全拋棄那些締造了它

的理想，它在 1949 年之後繼續得到像劉賓雁、王若水和蘇

紹智這樣的受到廣泛尊敬的人道主義者的支持，而富有創

見的思想家、作家則援引馬克思主義來批評後毛澤東時代

的鄧小平政權。工人活動分子援引毛澤東的革命傳統來譴

責鄧小平的改革。⑱  1990 年代鵲起的「新左派」思想則借

助網絡和其他電子媒體，在青年知識分子中流傳。⑲

張戎、哈利戴在書的開頭聲稱，毛澤東「要為超過

七千萬中國人在和平時期的死亡負責，其造成的死亡人

數，比 20 世紀的其他任何領導人都要多」，而這主要發生

在大躍進時期。我的這篇序言，將以討論相對而言的專制

主義、殘暴和卑劣作為結尾。

關於 1959~1962 年間的死亡數字，學者們提出過許多

各不相同的估計，多數估計都要比張戎、哈利戴的低，但

很少有學者會否認大躍進導致了一場不可想像的大災難。

甚至連那些支持大躍進基本目標的中國革命的親密朋友，

也不得不承認大躍進的失敗。根據毛澤東的一個崇拜者傑

克．格雷的說法，大躍進的失敗是因為「等級森嚴和威權

主義的黨內體制，完全不適合領導一場只有得到普遍支持

⑱  〈毛澤東，我們永遠的領袖〉，這是一位匿名者在「毛澤東
逝世 28 週年紀念大會」上的發言。該文收錄在班國瑞（Gregor 
Benton）編輯：Mao Zedong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第四卷，
London：Routledge，2008，第 180~182 頁。

⑲  這是高默波：The Battle for China's Past：Mao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London：Pluto Press，2008）的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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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興旺發達的運動」。⑳

統計大躍進中的死亡人數，對之提出譴責是正確和

必要的。但對大躍進進行全面、正確的觀察也是絕對必要

的，因為 20 世紀的歷史中充斥著類似的悲劇和罪行。說毛

澤東比其他任何人都要殘忍，對大規模死亡無動於衷，有

與認為中國是特殊的「東方專制主義」、中國人是沒有自

我決斷能力的「黃螞蟻」的中國恐懼症論調唱和的危險。

正如雲達忠所言，「很多人熱衷於相信關於中國的最壞說

法，而這本書進一步堅定了他們的信念。心存偏見的讀者

更會把中國革命視為自大狂們互相殘殺以及其他千百萬人

慘遭殺戮的過程，而不是其他什麼。」白傑明也對書的作

者無意中給人造成「東方人壞」的印象表示痛惜。

事實上，要為近現代歷史上世界上最嚴重的死亡事

件負責的，不只是毛澤東，大英帝國有過之而無不及。

1896~1900 年，在英屬印度有兩千萬人死於本可避免的

饑荒和暴行。在 1943 年的孟加拉饑荒中，由於英國的冷

漠與無能，六千萬人口中有超過三百萬人餓死，遠遠超

過張戎、哈利戴提到的 1960 年中國的人口死亡比例。

1943 年的饑荒不過是英屬印度殖民地的一系列危機之

一，它們共同導致千百萬人死去，而這些死亡本可避免。

1845~1846 年，在英國統治下的愛爾蘭，其人口死亡比例

甚至更高。在澳大利亞，土著居民幾乎被滅絕。美國的印

地安人也是如此。能夠與張戎、哈利戴估計的 1960 年中國

的人口死亡相提並論的最新例證，就是今天發生在伊拉克

的暴行。根據歐洲頂級醫學雜誌《柳葉刀》（The Lancet）

⑳  Jack Gray：“Mao  in  Perspective”，載班國瑞（Gregor 
Benton）編輯：Mao Zedong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第四卷，
London：Routledge，2008，第 425~445、43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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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說法，由於美英兩國的入侵，截至 2006 年有 65 萬伊拉

克人被殺死，幾乎都死於暴力。㉑

該書寫作風格偏見的一個極端例證，就是他們把毛

澤東描寫成中國的希特勒。㉒  他們把大躍進引發的饑荒所

造成的後果，比作發生在奧斯威辛的對猶太人的滅絕，把

毛澤東的人民公社等同於希特勒的集中營。這些類比反映

出令人震驚的道德和歷史判斷能力的缺乏。在對猶太人的

「大屠殺」中，八百萬歐洲猶太人中有六百萬人死亡，比

例遠遠超過對大躍進中人口死亡率的最壞估計。奧斯威辛

是希特勒「最後解決猶太人問題」的主要工具，而大躍進

的本意是加速中國的工業化和農業生產。張戎、哈利戴完

全不理解由於中國在國際上的嚴重孤立，中國共產黨人在

1950 年代晚期所面臨的困境。在張戎、哈利戴看來，大躍

進是一個瘋子犯下的罪行。然而其他學者卻把大躍進看作

是為動員農村富餘勞動力創建地方工業，改善農村基礎設

施，實現國家自給自足而實行的一項基本合理的計劃，是

解決因中國孤立所導致的危機的一種方式。大躍進之所以

出現如此災難性的後果，不是由於想法是錯誤的，而是由

於實施方式是錯誤的。與之相對照，「大屠殺」則是有意

為之的野蠻行徑。

至於《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是一部好的傳記，

還是一部諷刺漫畫書和宣傳品，或者兩者都有一點，或者

兩者所佔比重有一方多一點，讀者們自會得出自己的結

㉑  Gilbert  Burnham，Riyadh  Lafta，Shannon Doocy 和 Les 
Roberts：“Mortality after  the Invasion of  Iraq：A Cross-Sectional 
Cluster Sample Survey”，The Lancet，2006 年 10 月 11 日。

㉒  在 2004 年 6 月 25 日英國廣播公司（BBC）Hardtalk Extra 欄目
關於《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一書的採訪中，張戎對米沙爾．侯
賽因（Mishal Husain）說，毛澤東像希特勒和斯大林一樣邪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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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我希望本評論集中的這些文章能夠有助於他們作出判

斷。也許會有人提出反對，說這裡選取的文章都對張戎、

哈利戴抱有偏見，因而無助於客觀意見的形成。然而挑選

的標準是完全公正的。文章中的傾向性，基本上準確地代

表了專家評論中最有分量的觀點。與世界各地的商業媒體

對這本書絲毫不加批判，甚至阿諛奉承不同，專業評論大

都持反對意見。但讓人費解的是對於雪片般飛來的批評，

兩位作者似乎沒有覺得有必要作出任何回應。對於許多針

對他們的指控，如果他們能夠作出有系統的答辯，我們會

很高興在這裡一同發表。但在相關批評首次出現兩年多

來，並沒有看到他們的任何答辯。㉓

㉓  張戎、哈利戴對黎安友在《倫敦書評》（The London Review 
of  Books）上發表的評論作出過簡單回應，但卻拒絕把他們的答
復與黎安友的評論一起再次發表在 Mao Zedong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的第四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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陰暗故事：無情的毛澤東
Delia  Davin �

毫無疑義，毛澤東是 20 世紀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他領

導的革命改變了中國數以億計的人的命運，但正如書中多

次重申，也奪走了數百萬人的生命。張戎、喬．哈利戴所

著的這本新的毛澤東傳記《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在

出版前就受到廣泛的關注和媒體的熱捧，並一連幾週位居

暢銷書之列。但恕我直言，這一方面是因為其著者之一張

戎的名人效應，源自其全球暢銷的自傳體著作《鴻：三代

中國女人的故事》；另一方面是因為題材本身的重要性。

張戎和其丈夫兼合作者喬．哈利戴歷時十幾年，參閱

了數量驚人的資料，花費大量時間和金錢，最終成書。張

戎能夠接近中國某些檔案文件，並網羅了大量中國近年出

版的可資借鑒的毛澤東研究著作。哈利戴熟練掌握俄語，

能夠閱讀從蘇聯角度觀察中國共產黨歷史的檔案和回憶

錄。張戎的精英家庭背景和國際聲望使他們能夠訪談其他

學者難於見到的人。作者訪談的幾百人中有毛澤東的老同

事、家人、某些受害者的親戚等，此外還有一些外國人，

從大名鼎鼎的亨利．基辛格、李光耀、蒙博托到西方和第

三世界一些國家的前毛澤東主義者。

�  全文譯自 Delia Davin：“Dark Tales of Mao the Merciless”，
Times Higher Education Supplement，2005 年 8 月 12 日。作者迪莉
婭．達文（Delia Davin）是英國利茲大學從事中國社會研究的榮譽退
休教授，她在 1960~1970 年代曾在北京居住三年。迪莉婭．達文不
認同這本大肆炒作的片面性著作，其中，偉大舵手毛澤東幾乎就是一
個殘忍而愚蠢的暴君。本文由曲廣為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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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書描述毛澤東一生的主要脈絡我們非常熟悉：毛澤

東出生於一個富有的農民家庭，與他的專制父親矛盾重重

但深愛其性情溫柔的母親。他通過自己的努力獲得受教育

的權利，其間開始尋找救治中國在世界上積貧積弱的良方。

他和當時年輕的民族主義者都認為，必須通過革命式政治

活動來解決中國的問題。他是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

捲入了 1920 年代和 1930 年代的黨內鬥爭，到 1940 年代才

在共產黨的領導層中獲得最高權威。1949 年毛澤東領導中

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在 1976 年去世之前一直是這個國家的

領袖。從 1950 年代中期開始，他努力推動繼續和深入的革

命，經常對中國的經濟發展和政治穩定產生破壞性的影響。

毛澤東和中共高層其他領導人之間在國家政策方面的

分歧主要根源於此。對那些敢於不贊同他的政策的同事，

毛澤東越來越傾向於認為是在挑戰自己的領導地位。悲劇

就由此產生。毛澤東為了快速實現工業化並建立大規模的

集體化經濟發動了大躍進，反而導致了經濟上的災難。中

國糧食產量銳減，國家卻仍在向農民徵收糧稅，甚至一度

增加了徵收量，由此導致了大規模的饑荒。據統計，這期

間（1959~1961）至少有超過三千萬人非正常死亡。毛澤

東不僅應該為這一災難負責，更應該為政府對此遲鈍的反

應負責。

甚至當大饑荒發生的報告已經遞到他面前的時候，毛

澤東仍拒絕對自己的政策做出任何改變。文化大革命是他

最後一個重大的社會試驗，在某種意義上是他重新強化自

己的領導地位、廢黜曾經批判大躍進的人的工具。文革幾

乎整垮了他所有的潛在對手，但也形成一種社會風氣 — 沒

人敢對他說實話。

正如這本書書名所稱，張戎和哈利戴認為人們對毛澤

東的瞭解非常少，他們反復聲稱該書中披露的都是以前不

為人知的事件和事實。這些說法言過其實。其他一些最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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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的毛澤東傳記也都講到了他政治生涯中一些不光彩的

事：1930 年殺害所謂 AB 團成員時他所扮演的角色、為了

維持革命根據地延安的經濟他曾進行鴉片貿易、他在處理

和同事關係方面越來越獨裁、1960 年代大躍進之後饑荒

的產生他應該負主要責任。其他的一些比如骯髒的個人衛

生、奢華別墅中的帝王生活方式、他和護士及情婦之間放

蕩的男女關係都在國內外出版的一些回憶錄中有所披露，

其中包括他一個女友和他的私人醫生的回憶錄。

張戎和哈利戴書中的唯一原創是他們毫不留情地惡魔

化毛澤東。其他一些傳記作者對毛澤東的意識形態理想、

對他作為一個思想家、對他領導中國獨立於世界強國之林

的成就給予了一定的認同。但張戎和哈利戴二人根本沒有

試圖去評價毛澤東遺產中的積極和消極因素。

不幸的是，他們從徹底否定的角度來刻畫毛澤東導致

了很多有問題的判斷。毛澤東在 24 歲還是一個學生時讀過

泡爾生（Friedrich Paulsen）的《倫理學原理》，寫下一些

評論。作者們斷章取義地引用其中的片言隻語，用以證明

毛澤東「逃避一切責任和義務的約束」、「毛澤東人生觀

的本質是絕對地自私自利和不負責任」。但如果我們讀毛

澤東這些尚且幼稚或理想化的批註時能夠相對平和一些，

就會發現他實際上是想從哲學上理解義務。因此他宣稱幫

助需要幫助的人和犧牲自己救助他人等行為並不是他人的

義務，而是自己的義務，一個人只有履行了這些義務才能

心安理得。這很難說是毛澤東「絕對自私自利」的證據。

該書的一個重要觀點是，毛澤東頭腦中根本沒有意

識形態方面的理想，他一生行為的根本驅動力就是權利

慾。這真的可信嗎？我們可以想像，對一個有進取心的年

輕人來說，中華民國中存在很多比加入小小的中國共產黨

更輕鬆和更有前景的上昇途徑，因為當時多數觀察家認為

共產黨絕不可能取得政權。但毛澤東卻選擇了加入共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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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張戎和哈利戴還說，毛澤東儘管出身農民家庭，但在

1925 年 11 月之前對農民的利益沒有表現出絲毫關心，他們

還注意到是「蘇聯人最先命令共產黨去關注農民」。但實

際上，1919 年毛澤東就寫了一篇重要論文，認為農村地主

所有制、地租和賦稅是「農耕者」面臨的重要問題，並設

想建立農民協會。

恐怕沒人會認為毛澤東是一個顧家的好男人。他經常

冷淡甚至殘暴地對待妻子，他的孩子擁有這樣的父親也決

非幸運。有的孩子在戰爭年代留給了當地的農民，從此丟

失，其他的死去，還有兩個精神崩潰。但張戎和哈利戴從

最苛刻的視角描述了毛澤東的家庭關係。他們譴責 1930 年

毛澤東在妻子被害時沒有努力救援。但實際情況和他們的

說法根本不一致。顯然，即便毛澤東知道自己的妻子處境

危險，也決無可能去幫助她（如果他真去救援自己的妻

子，我相信張戎和哈利戴就會譴責他冒著犧牲戰士生命的

代價去換取個人利益）。我們見到很多資料記述毛澤東對

兒子毛岸英在朝鮮戰爭中犧牲的反應。張戎和哈利戴說過

中國元帥彭德懷是一個可以信賴的見證人；但彭回憶說當

他告訴毛澤東岸英犧牲的消息時，這位主席渾身劇烈顫

抖，以至於不能點燃手中的香煙。幾分鐘的至悲無言之

後，毛澤東才說，革命戰爭中總會有犧牲，岸英只是眾多

犧牲者中的一個。張戎和哈利戴完全無視彭德懷的記述，

而寧願採用毛澤東一位秘書含糊其辭的評論 — 毛未表現出

太大的悲痛。

張戎和哈利戴對毛澤東的憎恨不僅僅影響了他們對毛

本人的理解，也影響了他們對歷史的評述。他們要求推翻

「毛澤東創造的長征神話」，想方設法證明 1935 年的瀘定

橋戰鬥根本沒有發生，說長征伊始蔣介石故意讓共產黨的

軍隊從位於中國東南部的根據地中突圍出來，在長征途中

紅軍疲憊之時又故意不去攻擊他們。作者完全無視大量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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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的確鑿證據，甚至他們自己對長征的描述也大致與官方

的歷史紀錄相符 — 長征確實是對精神意志和身體耐力的挑

戰：艱難困苦、連續戰鬥、忍飢挨餓、犧牲生命、爭執乃

至潰敗。作者們認為蔣介石因為擔心兒子蔣經國在蘇聯的

命運，在長征的關鍵時刻對共產黨手下留情。這個觀察不

足為信。蔣經國於 1925 年赴蘇聯學習（徵得父親的同意而

並非像書中暗指的那樣是近乎被綁架）。蔣介石並沒有因

為關心兒子的命運而放棄 1927 年對共產黨進行大屠殺。

張戎和哈利戴對毛澤東的另一個指控，是毛澤東在人

們生活水平還很低、人民吃飯都成問題的情況下，鬼迷心竅

地大搞軍事建設，包括製造原子彈。毛澤東因為提出槍桿子

裡面出政權的觀點而聞名於世，這裡有必要對其提出的背

景有所解釋。毛澤東把軍力發展看作第一要務，因為19 世

紀的中國曾先後戰敗於英、法、俄、日等國，並飽受它們的

凌辱，而成立初期的人民共和國相對貧弱，同時遭到西方國

家尤其是美國的強烈敵視。新中國在核訛詐之下艱難生存，

在外交和經濟方面都感孤立。毛澤東要想應對這一局面，除

了依賴蘇聯之外並無選擇。為了擺脫這種被迫依賴的困難形

勢，增強自己的軍事力量就成為唯一的途徑。

《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中有很多與作者早期

著作自相矛盾的地方。在《鴻》中，1920 年代軍閥統治

下的中國是一個混亂危險的社會，腐敗的軍人彼此爭權奪

利，視人命如草芥，饑荒遍野。家族控制之於個人予殺予

奪，婦女被隨意買賣，成為宗族制度的犧牲品。但《毛澤

東：鮮為人知的故事》一書對此卻少有批判，認為「軍閥

一直在確保社會結構的穩定」、「只要不攪進戰爭，平民

的生活照常進行」。反而是國民黨和共產黨發動革命破壞

了社會的穩定。在《鴻》中，只有共產黨對日本進行了真

正有效的抗擊。然而《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卻鄭重

宣稱，共產黨無論何時只要可能就逃避與日軍交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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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鴻》中，共產黨獲得內戰的勝利是源於民眾支持共產黨

領導的社會革命和蔣介石腐敗、暴虐、無能政府的倒臺。

而《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卻回到冷戰初期的觀點，

把共產黨的最終勝利歸因於美國人的錯誤、蘇聯人的幫

忙、蔣介石的一些將軍倒戈和毛澤東的恐怖策略。

在《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中，作者推翻自己

原來觀點的地方還有很多。兩位作者第一次合作的成果是

1986 年出版的宋慶齡傳記（《孫中山夫人：宋慶齡》）。

宋慶齡是孫中山遺孀、蔣介石夫人的姐姐，後任中華人民

共和國副主席。在這本傳記中，宋慶齡被描繪得聖潔無

比，是「獨一無二的傑出而完美的女性」。但在《毛澤

東：鮮為人知的故事》中，基於薄弱的證據，宋慶齡變成

了一個蘇俄特務。美國人艾格尼茨．史沫特萊是當年英國

《曼徹斯特衛報》駐中國的一位左翼女權主義記者，張戎

和哈利戴在寫作宋慶齡傳記時曾引用過她書中的資料。但

在《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中她也被毫無根據地稱為

共產國際的間諜。史沫特萊確實同情中國共產黨，但她不

是一個能被輕易控制的人，以至於後來受到蘇聯和中共當

局的冷遇。哈利戴是一個以研究朝鮮戰爭而著名的專家，

在 1980 年代出版了很多有關著作。關於朝鮮戰爭的起源和

過程在《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中也和作者早期著作

中的記述截然不同。

當然，學者有權改變自己的觀點，當新的證據出現

時，觀點也會相應地發生變化。但問題在於，整本書的語氣

是如此絕對、充滿偏見。張戎和哈利戴當然知道以別的方式

解釋毛澤東的可能性，但他們很少探討相關爭論，更沒有說

明自己為什麼採用某種觀點而不是另一種。顯然他們讀了幾

乎所有關於毛澤東的資料，但他們很少去批判分析與他們觀

點不同的傳記。他們的寫作自始至終採用了最不利於毛澤東

的敘述方式，資料選擇也是摘取最不利於毛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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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附有令人印象深刻的

參考書目，但作者根本沒有去評價這些書目資料及其可靠

性。書中沒有提醒我們不同的見證人和參與者對同一事件

會有不同的論述，也沒有指出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存在諸多

爭議。最後，再提一個技術上的小問題，即如何書寫中國

人名。中國人名在很多語系中可用拉丁字母拼寫，但中國

大陸官方的拼音早已被廣泛使用。令人遺憾的是，張戎和

哈利戴決定如此拼寫中國人名，「以便它們盡可能突出而

又容易識別」（而不是遵從任何一個一貫的體系），從而

引起混亂，需要羅列出來。

該書在描繪共產黨其他重要領導人時，往往根據他

們與毛澤東的關係而色彩各異。劉少奇和鄧小平在文革中

受到毛的迫害，因此雖然他們曾經認同毛主義的政策和運

動，還是披著褒義的光環出場。周恩來至今仍受到眾多中

國人的尊敬，多數和他有過接觸的外國人也非常欽佩他，

認為他是一個傑出、明智且富有魅力的外交家。但在該書

中周的形象卻是一個有受虐狂傾向的、在毛面前故意貶低

自己、一切以毛唯命是從的跟班。林彪陰謀暗殺毛澤東失

敗後在逃離中國的途中因飛機失事身亡，但此前他是毛澤

東指定的接班人。在書中他的形象是患有恐懼症和失眠

症、不得不依靠安眠藥生存的精神錯亂病人。

有趣的是，在該書中這些人的私生活也和他們的政治

生活一樣精彩。劉少奇和王光美的婚姻被描述為「格外幸

福」，鄧小平失勢時仍有妻子伴隨身邊，生死相依。林彪

的妻子葉群被描述成一個「非常瘋狂的人」。作者信誓旦

旦地告訴我們，由於丈夫的冷淡，葉群生活在一種對性失

望的狀態中（作者還聲稱她曾尋找情人）。周恩來的家庭

生活一般往往被說成是完美的典型。中共其他一些領導人

（包括毛澤東）常會拋棄革命年代的結髮之妻而代之以年

輕漂亮的姑娘，但周恩來和鄧穎超從 20 多歲結婚到他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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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都一直相互忠誠。他們沒有生育子女，但收養了很多孤

兒。張戎和哈利戴對周恩來婚姻的記述也與他們描述周恩

來的筆調一樣毫不留情：鄧穎超是一個平凡而且難看的狂

熱分子，周恩來和鄧穎超的婚姻沒有愛情，因為周恩來只

是需要一個和他一樣全心全意鬧革命的女人。

這部著作中的毛澤東是一個做作、殘忍、狡詐的暴

君，一個懶惰的蠢才，一個不受歡迎的、不能激起人們忠

誠心的無能的瘋子。他的最終勝利是運氣和眾多對手犯錯

誤所致。然而歸根結底這個描述並不可信。我們需要一部

較為複雜而全面的評述，以便能夠真正理解毛澤東和他的

遺產。一部好的傳記無疑需要更加注重對毛澤東著述的評

述，也不能無視或者否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踐上的成功之

處。憑藉這本書，人們不可能理解毛澤東：儘管他應該為

數百萬人的死負責，但他的政權也極大地改善了他同胞的

生活 — 建國後最初八年，中國人口死亡率按不完全統計降

低到原來水平的一半，到毛澤東去世時這一數字變為原來

的四分之一；整個毛澤東時期，中國經濟大大增長了（當

然遠不如鄧時代顯著）、人口平均壽命翻番、文盲銳減。

當然這些並不能補償 1959~1961 年饑荒的可怕代價，但我

們在客觀評價毛澤東時，確實需要對這一切加以考慮。

凡是誠實研究過毛澤東歷史紀錄的人都不會願意自己

被看作是他的辯護者。毛澤東的烏托邦夢想、時而拒絕面

對現實、為取勝而冷酷無情的決心給人類帶來了可怕的災

難。但他領導的革命重新統一了中國，使中國成為世界上

不可忽視的力量。中國人民迄今一直牢記他的這些成就，

我們同樣應該如此。看到有可能是世界上最暢銷的毛澤東

傳記竟然徹底否定他的一生、竟然如此片面地描述有關的

歷史背景，不能不說是一個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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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龍混雜
Andrew Nathan �

毛澤東漫長而邪惡的一生，孕育出許多部關於他的長

篇英文傳記。張戎、哈利戴合著的《毛澤東：鮮為人知的

故事》，已經超過菲利普．肖特的《毛澤東傳》（1999）

和李志綏的《毛主席的私生活》（1995），成為其中篇幅

最長的一部。這部書展現出非凡的研究努力。作者採訪了

許多身居高位、受人關注的人物，例如根據書中引用的最

早一次採訪 — 也就是採訪米洛萬．吉拉斯的日期判斷，作

者至少自 1986 年以來就在為這項寫作計劃忙碌。他們探訪

過長征路上偏遠的舊戰場、毛澤東在延安的窯洞、「超過

兩打」的毛澤東在中國各地的秘密私人別墅、俄羅斯聯邦

總統和外交部檔案館及其他位於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

倫敦和華盛頓的檔案館。他們甚至嘗試過進入平壤祖國解

放戰爭勝利紀念館的中國展廳，但是沒有成功。

書中列出了遍及 38 個國家的 363 名受訪者的名字，其

中包括兩位前美國總統、新加坡首任總理李光耀、剛果獨

裁者蒙博托、毛澤東的助手後來的中國國家主席楊尚昆、

一位前日本內閣官房長官 — 他透露說毛澤東在中南海陪

同首相去廁所、毛澤東的女兒、孫子以及前紅衛兵頭頭蒯

�  全文譯自 Andrew Nathan：“Jade and Plastic”，載《倫敦
書評》（London Review of Books），2005 年 11 月 17 日。作者黎
安友（Andrew Nathan）教授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系主任，
與人合編過《中國「六四」真相》（The Tiananmen Papers），
與杜林（Bruce Gilley）合著過《中國的新統治者》（China's New 
Rulers.）。本文由李新華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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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富。張戎、哈利戴在書中還引用了許多匿名受訪者的談

話，其中包括一位在延安時期為毛家洗衣服的傭人 — 她描

述說，毛澤東的內衣都是用好棉布做的；一位藥劑師 — 據

他講，有人在 20 世紀 40 年代給毛澤東的一位政治對手下

毒；毛澤東女兒在延安的保姆；毛澤東私人別墅的工作人

員毛澤東私人別墅的工作人員；毛澤東的「各種各樣」的

女友。他們在書中還使用了大約一千份非檔案性資料，其

中包括已公開出版或未公開出版的中文、英文、俄文、法

文、意大利文資料。對我本人甚至也許對其他許多中共歷

史和政治研究領域的專家來說，上述資料中有許多是我們

所不熟悉的。

正如這部書的副標題所宣稱的那樣，在每一章中，

張戎、哈利戴都披露了一些關於毛澤東的「鮮為人知的故

事」。其中有些故事如果是真實的話，對歷史學家來說將

是個大新聞。例如：毛澤東在江西蘇維埃時期聚斂了一筆

私財；他的部隊在長征途中只真正打過一次仗；紅軍能夠

突破國民黨的軍事包圍圈是蔣介石故意為之；長征中最著

名的戰鬥從未真正發生過；在蘇聯的支持下，毛澤東於

1962 年進攻印度。

書中披露的其他獨家新聞，是對毛澤東人品的重要暗

示。例如：在延安時期，他給一位對手下毒；如果有助於

自己在黨內高昇，他會不惜讓自己的士兵遭受屠殺；他樂

於看到劉少奇在痛苦中慢慢死去。我們已經知道毛澤東是

個自私、無情的人。張戎、哈利戴又補充說，他是個殘忍

的缺少眼光或理想的權力狂，好逸惡勞，利用革命獲取權

力滿足自己對折磨人和性的貪慾。

就時間跨度、地域範圍和歷史影響來說，很難想像比

中國更為全景式的題目。然而，張戎、哈利戴卻把關注的

目光聚焦到毛澤東身上。書中的描寫讓我們看到，圍繞在

毛澤東身邊的中共領導人都是些膽小鬼和蠢貨，他們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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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周恩來那樣受毛澤東的操控，或是被毛澤東殺掉。在更

為深刻的背景下，我們會看到一個在 50 年時間裡輪番發動

政治運動，毫無意義地大規模實施酷刑、殺戮和破壞，搞

得人民疲憊不堪、挨餓受窮的政權。但是某些也許能夠解

釋毛澤東政權為何如此暴虐、如此長壽的更為強大的歷史

力量，卻被作者遠遠地拋在腦後。例如：社會學或者制度

分析；基於冷戰時期中國地緣政治地位的分析 — 當時中國

處於相互對峙的兩個超級大國中間。也許，對於這部具有

強烈道德熱情的書來說，此類理論過於客觀。它們看起來

是在為毛澤東開脫，暗示他所造成的那些災難，並不總是

出於故意。

中國的檔案資料是保密的，而且中共政權對編史和宣

傳工作實行嚴格控制。1981 年，為維持中共政權的連續

性，鄧小平決定由中共對毛澤東這位前統治者作出「七分

功，三分過」的官方評價。有鑒於此，關於毛澤東的故事

在某種程度上是鮮為人知的，並不會讓我們感到驚訝。今

天，毛澤東的遺體仍被安放在天安門廣場的中心，他的畫

像還被懸掛在中共政權的心臟地帶。鄧小平的決定影響著

所有經中國官方批准出版的有關毛澤東的著作，這意味著

在中國公開出版的與毛澤東有關的每一部作品都要經過審

查。最近幾十年，很少有歷史學家還守著毛澤東傳奇式的

舊形象 — 聖人、夢想家、人文主義者 — 不放。但甚至相

對於今天的已經除魅化的歷史作品而言，張戎、哈利戴筆

下的毛澤東仍算得上是個新發現。

然而他們的發現存在三類問題：許多發現來自無法查

證的資料，其他一些發現是公然臆測的結果或者建立在間

接證據的基礎上，而有些發現則是不真實的。

無法查證的資料包括兩類：匿名採訪和未公開出版

過的文獻。前者包括：「對一位上海代表妻子的採訪」；

「對一位當地黨史專家的採訪」；「對一位老地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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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採訪」；「對從別人那裡聽說有關情況的人們的採

訪」；「對一位知道毛澤東賬目的工作人員的採訪」；

「對毛澤東女友的採訪」；「對毛澤東身邊工作人員的採

訪」；「對一位知道內情的俄國人的採訪」；「對一位毛

澤東家人的採訪」。書中的這類引證有幾十處。

不可查證的文獻包括：未公開出版過的毛澤東第二任

妻子楊開慧的部分文稿（其中大段引用的一篇文稿，「大

部分是在讀過檔案之後，靠回憶記錄下來的」）；「未公

開出版過的 60 年代的死刑犯審問記錄」；「當時的新聞報

道」；「未公開出版過的現場目擊者的手稿」；未公開出

版過的毛澤東兒子毛岸英的「手寫」日記；「證明有人給

王明下毒的醫療檔案」等等。�

張戎、哈利戴的觀點就是建立在這類資料基礎之上

的。他們宣稱，長征途中最著名的戰鬥 — 即 1935 年的飛

奪瀘定橋戰鬥 — 根本沒有發生過。他們的關鍵證據是對一

位「⋯⋯在 1997 年遇見她時，已 93 歲高齡，⋯⋯頭腦清

晰的⋯⋯當地婦女」的採訪，並以他們在 1983 年對瀘定橋

博物館館長的採訪作為補充。張戎、哈利戴有關「蔣介石

故意為紅軍讓開道路」的說法則沒有什麼依據。

�  與通常的更為嚴謹的學術著作相比，這部書的框架結構使書中的
資料更加難以查證。要確認一份資料，你不得不首先翻到書後面的註
釋部分。在註釋中，書中引用的資料是按照正文頁碼列出的，頁碼後
面是以粗體字標識的位於該頁的關鍵句子。每個句子後面是資料名
單，常常達五、六個之多。這些資料名單只提供作者的名字和頁碼。
你不得不在參考書目裡前後翻騰，以確認這份資料是什麼。書中的參
考書目依次分為兩部分：中文資料和非中文資料。而每部分參考書
目，又以縮寫和作者姓名兩種方式列出。此外，書中許多資料的標題
都是縮寫，因此在查對資料之前，你不得不先翻閱參考書目中的兩份
縮寫清單。在引用多種資料來支持一個結論時，哪個資料是用來支持
那頁文字中有爭議的內容往往很難弄清楚。如果引用的前四個資料不
能支持這個結論，而第五個資料又無法查證，那麼就不可能去查證這
個有爭議的結論是否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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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戎、哈利戴宣稱，一位姓金的醫生按照毛澤東的命

令，給其在延安時期的主要政治對手王明下毒。他們的根

據是一份中共官方會診總結，然而這份總結中的「調查結

果，仍是一個被中共捂得嚴嚴實實的秘密。」他們在註釋

中引用了這份文件，但卻沒有說在哪裡可以看到。他們聲

稱，毛澤東曾經批評印尼共產黨在 1965 年沒能在雅加達成

功奪取權力，證據是一份毛澤東與日本共產黨的談話記錄

中毛的評論。根據書中的註釋，談話記錄的「公開版本中

刪掉了」這些評論，「日本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向我們提供

了記錄全本」。至於其他學者如何可以查閱到這些評論，

他們卻沒有加以說明。

張戎、哈利戴透露，在文化大革命即將開始時，毛澤

東的盟友林彪警告其他政治局委員說，毛為預防政變作準

備已經好幾年了，最近幾個月更是加緊準備。他們的資料

依據，是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編纂的三卷本的《「文

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他們說這份資料還未公開出版，

但卻沒有說自己是在哪裡看到的。

他們指出，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否決了對遭到清

洗的國家主席劉少奇處以極刑的建議，因為他更願意看到劉

少奇慢慢死去。他們還說毛澤東對劉少奇死前的痛苦「一清

二楚」，臨死前的劉少奇被拍過一些照片 — 暗示毛澤東看

過這些照片。他們得出這一連串結論的資料依據，是對劉少

奇遺孀王光美和一位不知姓名的林彪家人的採訪。

當然，在一些著名的研究中國的學術著作中，也常常

會使用匿名採訪或未公開出版過的資料。由於中共政權對

自身歷史以及這方面著作的嚴密控制，它們不得不如此。

我本人也從事過此類研究，知道此中的艱辛。但《毛澤

東：鮮為人知的故事》的問題是：作者沒有向讀者提供任

何有助於他們評價書中資料可靠性的信息。這項詆毀毛澤

東聲譽的研究計劃費時很長，涉及到中國各地、跨越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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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的眾多個人和諸多偏遠的地方，引用了相當數量的未

公開出版過的敏感資料。在一個歷史真相仍受到嚴密封鎖

的國家，這樣的研究計劃必然會引發的問題，作者本應該

預料到並且設法加以解決。

他們的這項研究如何可能得到必要的信息？誰給了他

們授權或保護 — 無論是正式還是非正式的？如果授權或保

護都沒有，隨著他們研究工作的進行，又怎能持續保守秘

密？受訪者是怎樣找到的？採訪是在什麼背景下進行的？

他們以什麼方式提問？採訪記錄如何保存？受訪者的談話

動機是什麼？用什麼方法確認受訪者的身份，並判斷其提

供的消息是否屬實？未公開出版過的資料是如何獲得的？

如何辨別資料真偽？其他學者在哪裡能夠查閱到這些資

料？如果不能，又是為什麼？

在這樣一篇交代研究方法的文章中，還應當包括他

們對其研究計劃的歷史以及研究動機的回顧與思考。張

戎是那部理應得到稱讚的《鴻：三代中國女人的故事》

（1991）的作者。該書講述了她的祖母、母親和她自己在

動亂年代的故事，時間跨度長達 70 年（1908~1978）。張

戎是無數受過毛澤東傷害的人們中的一個，她的憤怒是正

當的，同時也成就了她的這部新書。

哈利戴的名字以較小的字體出現在這部書的書脊和封

面上，暗示他在這項研究中的作用是次要的。看起來，他

的分工是查閱俄國、保加利亞和阿爾巴尼亞的檔案資料，

採訪俄國外交官和共產國際官員。哈利戴不是一個中國問

題專家，他的著作包括《日本殖民主義政治史》和與人合

著的修正朝鮮戰爭歷史的書，還編輯出版了英文版的恩維

爾．霍查回憶錄。一般說來，他是左派，對毛澤東的失望

也許是出於政治和個人兩方面的原因。

顯而易見，張戎、哈利戴的許多結論都基於對證據的

曲解、誤導或牽強附會。例如，他們宣稱中國共產黨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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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1920 年，而不是通常所說的 1921 年。他們之所以突出

這一時間的區分，是因為毛澤東 1920 年不在上海，也就不

能成為中共的創始人。然而他們所引用的兩份資料，都不

過是證實一些早期的共產主義小組在 1921 年中共第一次全

國代表大會召開前一年成立 — 關於這一點，在史學界並沒

有什麼爭議。他們還宣稱，在毛澤東的早期政黨生涯中，

國民黨政治家汪精衛是他的「伯樂」，但這段歷史卻由於

汪精衛後來名聲太差而被悄悄掩蓋。短暫地擔任過國民黨

領袖的汪精衛，確曾任命毛澤東和其他中共黨員在國民黨

內擔任職務，但那是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 — 兩位作者顯

然是在對這個事實進行誤導。

為支持他們關於毛澤東在 20 世紀 30 年代早期的江

西蘇維埃時期聚斂了一筆「私財」的說法，張戎、哈利戴

引用了四方面的資料。其中之一，是一段無法查證的匿名

採訪。其中之二，是舒龍寫的一本中文書。書中說在敵人

的進攻威脅到金庫安全的時候，毛澤東命令他的弟弟毛澤

民 — 時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家銀行行長 — 把一座「秘

密金庫」中的錢分發給部隊。其中之三，是哈里森．索爾

茲伯里的《長征》一書（1985）。書中同樣提到毛澤民把

紅軍的錢財埋藏在一個山洞中，這筆錢財在山洞中一放就

是兩年，直到長征開始前不久，才被取出來分發給準備長

征的部隊。其中之四，是存放在哥倫比亞大學的哈里森．

索爾茲伯里文稿中的一份文件。然而，張戎、哈利戴斷章

取義地引用這些資料，而且他們提到的那份哈里森．索爾

茲伯里文稿中的文件在哥倫比亞大學的「珍本與手稿圖書

館」中無法查到。根據他們給出的資料信息，如果正確地

加以引用，不可能得出他們那樣的結論。

在「蔣介石放走紅軍」中，張戎、哈利戴說，他們認

為「毫無疑問」蔣介石在 1934 年是故意放毛澤東的隊伍突

出包圍圈，以使其對四川、雲南的軍閥造成威脅，從而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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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後者為了生存不得不投靠自己。紅軍成功突圍是事實，

但大多數學者都把它歸因於蔣介石的無能。張戎、哈利戴

的所謂板上釘釘的證據是一篇回憶錄，其中記述了蔣介石

對秘書說過的一番話：「川、黔、滇三省各自為政，共軍

入黔我們就可以跟進去，比我們專為圖黔而用兵還好，

川、滇為自救也不能不歡迎我們去。」雖然這段資料的引

用是準確的，但它卻不能證明他們所說的那樣一個戰略的

存在。這段資料的來源不是當事人陳布雷，而是一位低級

幕僚 — 晏道剛。而晏道剛本人也解釋說，蔣介石說這番話

的意思是，只有在阻止紅軍進入貴州的努力失敗之後，他

才會不顧地方軍閥的反對進入當地追擊紅軍。無論如何，

判斷是否有這樣一個複雜、長遠的戰略不能只靠一份難以

捉摸的證據。

他們提出，長征中的土城戰鬥是一場大敗仗，而不

是中國官方所說的勝仗，並說這場災難是毛澤東故意造成

的。但這個結論是靠曲解資料得出的。中國官方資料記述

了一場拉鋸戰，其間毛澤東在戰鬥中拒絕撤回部隊，使其

在戰鬥中遭受重大傷亡。儘管如此，戰鬥還是以紅軍的勝

利告終。官方資料也許是有傾向性的，但張戎、哈利戴並

沒有解釋使用這類資料來支持相反觀點的理由。

張戎、哈利戴認為，在 1936 年的西安事變中，蔣介

石之所以接受共產黨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要求，是

因為斯大林把它作為釋放蔣介石在莫斯科的兒子蔣經國的

條件。他們聲稱，「蔣介石多年來一直在運作的『以中共

換兒子』的交易，就此達成協議」，並說這「標誌著國共

內戰的結束」。他們用以支撐這個觀點的資料，貫穿於多

個章節之中，不過都是些間接證據。其中一個關鍵性證據

是，在西安與蔣介石會面時，周恩來告訴蔣：莫斯科會把

蔣經國送回家。這條證據來源於韓素音寫的周恩來傳記。

但韓素音並不是個值得信任的作家。她在書中透露說，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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炳南在門外無意中聽到周恩來和蔣介石之間的部分談話，

並透露說周恩來「向蔣保證說，他的兒子是愛國的，是尊

敬他的父親的，並且會回來的⋯⋯他希望他的父親會領導抗

擊侵略者的鬥爭。」但是，韓素音在書中並沒有把這段談話

當成是在談交易，而是作為證明周恩來人格魅力的證據。沒

有直接證據表明斯大林、蔣介石之間有這樣一項交易，也沒

有什麼理由認為蔣介石會為個人原因而改變其戰略。

在「紅色間諜引發中日全面戰爭」中，張戎、哈利戴

指認 1937 年違抗蔣介石的命令在上海抵抗侵華日軍，從而

引發更激烈戰事的國民黨的張治中將軍是共產黨的間諜。

而且「幾乎可以肯定」，其行動指令來自斯大林。為支持

這個說法，他們引用了多年後出版的張治中回憶錄。張在

回憶錄中說，在黃埔軍校擔任教官時，自己完全同情共產

黨。而那是在上海「八一三事變」十多年之前的第一次國

共合作時期，當時黃埔軍校領導層由國共雙方人員組成。

他還說，他當時（1925）向周恩來提出參加共產黨，周

恩來要他「稍待適當時機」，說「中共保證今後一定暗中

支持你，使你的工作好做」。在張戎、哈利戴那裡，這段

話變成了周恩來指示張治中「繼續留在國民黨內，『私底

下』與中共合作」。除此之外，他們還把與張治中有過接

觸的俄國人後來被斯大林處死，作為證明其按照斯大林命

令行事的證據，但這個證據是靠不住的。

張戎、哈利戴說，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毛澤東指示周

恩來草擬一份應予保護的知名人士名單；後來人們常引用

這張單子，說周恩來在保護他們，但事實並非如此。然而

他們在書中引用的資料，沒有一個能夠支持他們的這個反

常說法。資料之一是《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其中載有

毛澤東要周恩來保護某個人的指示。編者在註釋中說，周

恩來遵照毛澤東的指示做了工作，並且還草擬了一份應予

保護的其他人的短名單 — 但註釋中沒有說是毛澤東要周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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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做的。另外一份資料是沈邁克（Michael Schoenhals）的

一篇文章。文章中說，周恩來不但沒有干預其他人的迫害

行為，相反，文化大革命中主要的對高層的迫害行為都是

他親自負責的。儘管這份資料能夠支持張戎、哈利戴關於

周恩來並非無可指責的觀點，但卻無助於澄清草擬那份應

予保護的知名人士名單是誰的意思。

張戎、哈利戴的某些論證，不只是濫用資料，而且毫

無根據地捕風捉影。也許他們認為，他們的結論由事件本

身的邏輯推出，不證自明。這些結論包括：1950 年 6 月安

理會召開會議，對北朝鮮入侵南朝鮮作出反應，斯大林故

意不讓蘇聯駐聯合國代表參加會議行使否決權，派聯合國

軍隊支援南朝鮮的決議於是得以通過，因為他想把美國軍

隊拖進朝鮮；斯大林突發腦溢血死亡，與毛澤東有一定關

係；毛澤東向東德領導人烏布利希（Walter Ulbricht）發表

的有關長城的談話，與幾年後烏布利希作出修築柏林牆的

決定有一定關係；毛澤東在 1954、1958 年兩次引發臺灣海

峽危機，為的是刺激美國的核威脅，從而迫使蘇聯向中國

的原子彈項目提供更多援助。

張戎、哈利戴的錯誤結論包括：毛澤東為 1962 年的

中印邊界戰爭作過若干時間的策劃，其中包括一項與蘇聯

討價還價之後達成的重大交易 — 赫魯曉夫告訴即將離任

的中國駐蘇聯大使，作為對毛澤東支持蘇聯在古巴部署導

彈的回報，如果中印戰爭爆發，蘇聯將站在中國一邊。但

是根據他們自己提供的那份資料，那位中國大使向北京報

告說，蘇聯的這些表態是虛偽的，為的是掩蓋其與印度之

間日益加強的同盟關係。張戎、哈利戴還進一步暗示說，

赫魯曉夫支持中國的承諾幫助毛澤東下決心「命令部隊迅

速推進，摧毀印度軍隊的陣地」。但是，他們沒有向讀者

提供一份重要的背景材料：根據約翰．加弗的權威研究，

「雖然沒有首先開火」，但是尼赫魯事先「命令印度軍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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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爭議地區的。在印度無視中國要求停止其『前進政

策』的警告之後，中國軍隊才『突然以壓倒性兵力』發動

進攻」。

張戎、哈利戴宣稱，在文化大革命前夕，北京市長彭

真飛到四川，與遭到清洗的彭德懷元帥秘密會談。根據他

們提供的資料，這次會面的確存在。不過他們說這次會面

是「秘密的」，卻是謊言。根據那份資料，會面是通過四

川省委書記李井泉安排的。儘管李井泉和彭真一致同意不

向北京報告，但在當時的中國，這種會面也只有在當地官

僚系統的安排下才能進行。雖然他們引用的那份資料有四

頁紙的篇幅記錄了當時的談話，但張戎、哈利戴卻在書中

寫道，「二彭到底談了些什麼已無從知曉，但根據彭真造

訪⋯⋯（彭德懷）的時機和所冒的鉅大風險，他們很可能

談到能否動用軍隊來制止毛 —『兵諫』。」但在他們引

用的那份資料中，並沒有任何這方面的暗示。二彭談論的

是北京在意識形態領域開展的一場批判《海瑞罷官》的運

動。他們兩人不可能談論「兵諫」問題，因為他們當中一

個是文官，一個是遭到清洗的元帥，根本沒有調動軍隊的

權力。

張戎、哈利戴透露，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有一個名叫

蔡鐵根的大校想組織一支游擊隊反抗毛澤東，被以反革命

罪槍斃。然而，他們引用的那份資料中卻說，蔡鐵根是遭

到一位政治積極分子的陷害。那個積極分子歪曲蔡鐵根與

朋友之間關於游擊戰爭的談話，造成一種蔡想組織游擊隊

反對現政權的印象。

上文中提到的三類問題，並不能排除在某些情況下張

戎、哈利戴的發現也許是正確的，且有重大學術貢獻的可

能性。《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最大限度地利用了自

毛澤東去世以來出版的許多回憶錄 — 這些回憶錄的作者，

包括毛的同事、幹部、工作人員和受害者 — 並以獨特的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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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來觀察毛澤東的妻子們、孩子們所遭受的苦難。書中透

露的許多信息，來自俄國、阿爾巴尼亞和保加利亞的檔案

資料和出版物 — 就我所知，還沒有其他學者使用過這些

資料。他們從這些資料中得出的新發現包括：是俄國人首

先命令中共注意農民；孫中山的遺孀宋慶齡是蘇聯間諜；

俄國人在 20 世紀 30 年代與某一蔣介石的軍閥對手達成交

易，導致後者相信他們也許會支持他取代蔣成為中國的統

治者；毛澤東在 1939 年開始與日本情報機構長期合作；毛

澤東在美國共產黨內有一張他自己的、不為俄國人所用的

「強大情報網」；在朝鮮戰爭爆發之前，毛澤東向金日成

許諾派中國軍隊入朝；毛澤東曾密謀推翻金日成，但到底

是在什麼時候，書中卻未加詳細說明；20 世紀 50 年代早

期，毛澤東在蘇聯搞「陰謀活動」，不過書中對此也未加

說明。此類新發現必須在未來接受檢驗，不能把它們當成

定論接受。

張戎、哈利戴是饒舌的喜鵲：他們把每個能夠吸引

眼球的證據都放進書裡，卻不管它們出自何處或者是否可

靠。這些證據魚龍混雜，有目的地堆砌在一起，刻畫出一

個可能但卻並不可信的毛澤東形象 — 懶惰；不負責任；貪

戀權力和享受；缺乏創見；戰術上精明，戰略上愚蠢；與

其一起工作過的人都不喜歡他；自私；冷酷無情。按照書

中的說法：

「絕對的自私自利和不負責是毛澤東道德觀的核心內

容。」「毛澤東發現自己喜好血腥的暗殺活動。」毛澤東

是馬克思主義的「不太熱心的信仰者」；他「對慢慢處死

人表現出強烈嗜好」；他「比土匪還土匪」；他「酷愛舒

適」；他的「最可怕的武器就是冷酷無情」；他是個有著

許多敵人的人，這都是由他的迫害和壓迫造成的；「毛澤

東對農民沒有什麼同情心」；「毛澤東極度不受歡迎」；

「毛澤東不受當地人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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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一個人是如何贏得權力的？張戎、哈利戴的答案

是：他比對手更壞。由於他能夠掌握對手的見不得人的秘

密，對他們進行誹謗、人格貶損和暗殺；能扣壓、偽造消

息，善於恐嚇對手，他得以擊敗那些堅定的革命者 — 曾

經與他並肩戰鬥過的同志們；他把周恩來變成一個「不時

自掌嘴巴的奴才」；靠「耍手腕脅迫」劉少奇；與林彪結

成相互利用的同盟關係，隨後又把他拋棄。他為洛甫（張

聞天）做媒，是因為他「熟知人的心理，特別是性拘束的

男人的心理」。毛澤東能夠打敗蔣介石，是因為「蔣介石

⋯⋯讓個人感情左右他的政治、軍事決策」。而毛澤東則

「完全沒有蔣介石身上的這些弱點」。

張戎、哈利戴把自己當成是幾乎無所不知的講述者，

經常任意說一些毛澤東和其他人的真實想法和真實打算如

何如何；而真實情形到底怎樣，我們幾乎無從知曉。一位

謹慎的歷史學家，會避免把毛澤東的詩詞或演講當成其想

法或意圖的明確表述。因為他懂得，詩詞表達的也許是一

種情感，而政治演講或談話也許包含著大量華麗詞藻、幽

默或者反話，或者也許是在故意施放煙霧。張戎、哈利戴

按照字面意思解讀毛澤東的話，甚至連那些眾所周知有些

出格的毛澤東關於饑荒和核戰爭沒什麼大不了的話，他們

也按這種方式解讀。在甚至連一篇詩詞或演講都找不到的

情況下，他們一再把自己對毛澤東的解讀，建立在對其情

感和意圖的臆測之上。

當然，毛澤東應該受到嚴厲的道德評判。對其豐功

偉績的敬畏，使得太多以前的有關作品，沒有注意到為此

而付出的生命代價。然而張戎、哈利戴的描寫手法，卻阻

礙了對毛澤東進行嚴肅的道德評判。要解開現代中國歷史

之謎，一幅毛澤東諷刺漫畫太過簡單。我們從張戎、哈利

戴筆下的這段歷史中得到的教訓是：現代中國歷史上有些

非常壞的人。但實際上，我們從這段歷史中得到的更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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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也更為接近真相的教訓應該是：現代中國歷史上有些非

常壞的制度、非常糟糕的局勢，它們提供了使壞人變得更

壞、做出可怕事情的動機和機會。

張戎、哈利戴心中的狂熱怒火，無疑代表了那些他們

引用過的未公開出版或匿名的資料來源的看法。與官方批

准的宣傳相比，這些迄今為止仍處於地下狀態的看法更為

真實，反映了目前中共黨內外對毛澤東的評價。因此，可

以把《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當成一份毛澤東神話正

在破滅的宣言，一顆意在摧毀毛澤東神話的炸彈。中國人

在破除他們的毛澤東神話，這是值得歡迎的。但我們還有

更多的事情需要做，而不只是發泄私憤。

附：張戎、哈利戴與黎安友的有關商榷

張戎、哈利戴關於資料問題的答復：
黎安友對我們的《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一書的

全面批評（《倫敦書評》，2005 年 11 月 17 日），大部分

是基於歪曲和曲解，尤其是對我們所引用資料的歪曲和曲

解。特列舉一些關鍵性的例子如下。

1、黎安友宣稱，我們引用的資料沒有說中國共產黨成

立於 1920 年，而「不過是證實一些早期共產主義小組」在

那一年成立。事實上，在記述俄國人是如何在 1920 年建立

（催生）中國共產黨時，我們所引用的兩份（權威性）資

料當時使用中國共產「黨」（Chinese Communist Party）

一詞來稱呼這個組織。黎安友聲稱，我們「之所以認為這

一時間很重要，是因為毛澤東 1920 年不在上海」。相反，

我們明確說過毛澤東 1920 年在上海，這是眾所周知的事

實。

2、黎安友指責我們「曲解」有關長征中毛澤東發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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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城戰鬥的資料。據他說，我們引用的資料把土城戰鬥說

成是一場「勝仗」。但在我們引用的七份資料中，沒有一

份這樣說過。在我們引用的資料中，是毛澤東本人曾經兩

次把土城戰鬥說成是一場「敗仗」。

3、黎安友聲稱，我們關於蔣介石在長征開始時是如何

放紅軍逃跑的描寫，建立在「一份難以捉摸的證據」基礎

之上。事實上，只要看一眼註釋就會明白，我們在書中列

出了 26 份書面資料。這其中包括在知道紅軍正在逃跑的情

況下，蔣介石簽發的調動軍隊的命令。

4、我們在書中說，被吹捧成長征中最著名戰鬥的「飛

奪瀘定橋」戰鬥，從來沒有發生過。但我們的舉證卻遭到

黎安友的歪曲。他宣稱，我們的「關鍵證據是對（一位 93

歲老婦）的採訪」。他完全無視我們列出過七份書面資

料，其中包括一份紅軍當時的出版物，以及能夠明確無誤

地證明瀘定橋沒有國民黨軍隊把守的國民黨的電文。他還

故意無視我們曾經說過，「最強有力的證據⋯⋯就是沒有

任何戰鬥傷亡」。

5、黎安友指責我們關於毛澤東為 1962 年晚些時候

爆發的中印邊界戰爭作過「若干時間」策劃的結論是「錯

誤結論」。中國官方關於這場戰爭的歷史資料表明，從

1962 年5 月以來，毛澤東確實這樣做過。他在文章中還寫

道，「根據他們自己提供的那份資料（source）」，�  赫

魯曉夫沒有與毛澤東討價還價進行交易，最終釀成古巴導

彈危機。我們在書中引用了五份書面資料，其中關鍵的一

份是張德群（不是劉曉）的《60 年代中蘇關係惡化的幾件

事》，當中詳細交代了這場討價還價的交易。

6、按照黎安友的說法，我們只列出一份不可查證的

�  在這裡，資料一詞用的是單數形式，暗示我們只提供了一份資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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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公開出版過」）資料證明林彪在 1966 年文化大革命

即將開始時，發表過一篇關於政變的講話。事實上，我們在

書中引用了三份書面資料，其中包括權威的英文資料。至於

那份保密資料的出處，我們在參考書目中作過詳盡說明。

7、黎安友說，我們就毛澤東是如何對待處於關押之

中（1967~1969）的劉少奇得出的一連串結論只是基於兩

次採訪。事實上，我們的主要資料是一份權威性的書面資

料 — 黃錚的《劉少奇傳》。我們的註釋表明，每個受訪者

名下只對應著一條非常具體的信息。

8、黎安友聲稱，根據我們引用的資料，我們說北京市

長彭真與失勢的前國防部長彭德懷在 1966 年的會面是「秘

密的」，是「謊言」。他斷言實際情況並非如此；然而他

自己也承認，我們引用的資料中說，安排這次會面的人

（四川省委書記李井泉）同意不向北京報告這次會面。根

據中共的標準，在毛澤東不知曉的情況下造訪他下令關押

的高級別囚犯（彭德懷），是最具「秘密」性質的活動。

沒有什麼比這更「秘密」的了。黎安友對這個事件的輕描

淡寫表明，他不瞭解中共的體制是如何運作的。

9、黎安友指摘我們說，「張戎、哈利戴按照字面意思

解讀毛澤東的話，甚至連那些眾所周知有些出格的毛澤東

關於饑荒和核戰爭沒什麼大不了的話，他們也按這種方式

解讀。」他暗示我們沒有理解毛澤東談話中的「幽默或反

話」。讓人驚愕的是，他竟然相信抹煞此類至關重要的確

鑿無疑的證據是正確的。這些談話代表了毛澤東的政策，

而這些政策導致了數千萬中國人的死亡。

10、黎安友聲稱，我們的許多發現「來自不可查證的

資料」。這完全是不正確的。只要瀏覽一下書中的註釋就

會發現，我們的大量主要發現都是基於文獻資料，是可以

查證的 — 只要你願意付出些許辛勞。為了證明我們的資

料是「不可查找的」，他列舉了兩份未公開出版的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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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毛澤東的對手王明被下毒的文獻，以及毛澤東與日共

關於印尼共產黨的談話記錄。就第一份文獻而言，也許他

可以看一下王明在俄羅斯的檔案資料，我們在那裡按圖索

驥，找到了這份文獻。就第二份文獻而言，正如我們在書

中正文中所說的那樣，來源於日本共產黨 — 其詳細聯繫方

式完全公開。

黎安友：
張戎、哈利戴的大多數抱怨可以被分為相互關聯的兩

類：我沒有查對足夠多的資料；我曲解了他們的話或者他

們所用的資料。

張戎、哈利戴引用資料的方法，使讀者要想查到書

中任何一個結論的立論依據，都必須要查對多種資料。書

中有許多段內容，我懷疑自己是否能夠查證，因為他們引

用的資料或是匿名，或是未公開出版，或是太難搞到。的

確，我沒有到俄羅斯查閱王明的檔案資料，或者致電日本

共產黨。張戎、哈利戴邀請我這樣做，是否就能夠在相當

程度上代替他們對所引文獻作出更詳細的說明 — 作者、標

題以及他們在何時、何地看到的。我把自己的公開批評，

限制在針對那些看起來能夠支持它們的所有資料我都能夠

掌握的內容上。

如果一部書的引註體系不能告訴讀者某個結論得到

註釋中列出的哪些資料的支撐，那它就沒有起到引註體系

應有的作用。正是為了避免出現張戎、哈利戴在其答復中

表現出的證據範圍無限模糊的問題，嚴謹的學術著作會以

有系統、可查證的方式列出其證據鏈和結論。如果有人用

26 份不相關聯的資料來支持一個結論，那麼他使用的就是

那類可以被稱之為間接證據的證據。在張戎、哈利戴列出

的 26 份資料中，有哪一份、兩份或是三份資料能夠毫不含

糊地支持他們的那個不可信的結論 — 蔣介石故意放走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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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那位沒有看到瀘定橋上發生過戰鬥的 93 歲老婦，是

他們用來支持這個說法的關鍵證據，而其他證據都是間接

的。至於書中所謂的赫魯曉夫與毛澤東在討價還價之後，

就中印戰爭和蘇聯在古巴部署導彈達成交易，那位中國駐

蘇聯大使是唯一的見證者，但他的有關報告是在駁斥而非

支持曾經有過這樣的交易。而至於書中關於劉少奇關押和

死亡情形的段落，我的意思不是說那樣的情形沒有發生

過，而是說那三個具體結論的線索在註釋中完全限於兩次

採訪，而他們的書中又不包含對採訪方法的必要交代。

為了節省篇幅，我有時會歸納介紹張戎、哈利戴或者

他們所引資料的意思，但這無損於問題的實質。他們說在

其引用的資料當中，有一份資料談及「黨」在 1920 年的

「誕生」，這個說法是正確的。但接下來，資料作者又明

確表示，他說的是黨的小組的建立要先於黨的成立大會的

召開。張戎、哈利戴的確說過毛澤東 1920 年在上海，但他

們接著又說，「毛澤東離開上海後⋯⋯中共成立。」總而

言之，這個問題的實際情況依然是：正如歷史學家一直說

的那樣，毛澤東出席過中共成立大會；而至於他沒有參加

成立大會之前的所有活動，這並不令人感到驚訝。

在書中，張戎、哈利戴在三個章節中談到土城戰鬥。

在他們列出的兩份（他們提到的其他五份資料與書中的描

述無關）相關資料中，既沒有使用我用過的「勝仗」一

詞，也沒有使用他們用過的「敗仗」一詞。不論真相到底

如何，正如人們可以預料到的那樣，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資

料講述了紅軍英勇戰鬥的一個故事。張戎、哈利戴有選擇

地引用資料中的講述，把這場戰鬥描寫成一場災難。這場

戰鬥也許確實是一場災難，但這卻不是那些資料中給出的

說法。

一次向當地省委書記透露過的會面是否算是秘密進行

的，這是一個如何進行解讀的問題。我向自己的讀者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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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相關事實，而張戎、哈利戴卻沒有。不管怎樣，他們並

沒有回應我提出的一個更為重要的批評 — 那就是作為聲稱

「瞭解中共的體制是如何運作」的作家，他們不應該臆測

二彭在會面中可能談到能否動用軍隊來制止毛澤東。這令

人難以想像。而且他們的這個臆測與其所引用的資料明顯

相互矛盾。

我為沒有注意到在引述林彪有關政變的談話時，他們

引用過柯英茂（Ying Mao Kau）在 1975 年出版的那部作

品而感到抱歉。但這卻無損於我的批評的實質：在這裡和

其他地方，他們引用過一套未公開出版過的三卷本中文資

料，但他們卻沒有說自己是在哪裡看到這份保密資料的。

至於如何解讀毛澤東話裡的意思，這位獨裁者還說

過許多充滿理想主義的漂亮話，張戎、哈利戴卻沒有把它

們當成「至關重要的確鑿無疑的證據」。我同意研究毛澤

東的政策是有價值的，也同意這些政策是災難性的。但張

戎、哈利戴書中的一個主要觀點卻是，研究毛澤東的意圖

也是有價值的。與其他歷史人物一樣，在評價毛澤東的話

時，我們不得不面對這樣的事實 — 歷史人物和我們一樣，

也會抓住機會講些反話、幽默和迂迴曲折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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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毛澤東上臺過程中
機會主義、背叛和操控的描寫

Gregor Benton 和 Steven Tsang �

通過一個與中共的政治生活長期交織在一起的人來觀

察中國革命，本身並不是一個壞主意。鑒於毛澤東的支持

者往往把中國革命的歷史簡化為毛澤東這位聖人個人的歷

史，寫一部專門研究這位領導人的生活與歷史背景之間複

雜關係的書是一件值得歡迎的事情。遺憾的是，張戎和哈

利戴不過是從相反的方面來重複毛澤東的崇拜者所犯過的

錯誤。毛澤東的崇拜者認為他自出娘胎便是一位馬克思主

義者，而張戎和哈利戴則認為他自出娘胎便是一個惡魔。

在上述觀點的支配下，張戎和哈利戴把複雜的因果關係簡

化為集中描寫一位獨裁者如何玩弄權術。

此種寫作手法，只會創作出糟糕的歷史著作和更為糟

糕的傳記作品。歷史著作的寫作，需要像虔誠的教徒那樣

尊重史實，尤其是那些據說會顛覆先前偏見的史實。它需

要根據歷史背景對相關歷史證據和歷史事件作出公正的評

判。而人物傳記的寫作，則需要對人物的情況有全方位的

把握，對傳主的認識要具有一致性和整體性，並能夠設身

�  全文譯自 Gregor Benton 和 Steven Tsang：“The Portrayal of 
Opportunism, Betrayal,and Manipulation in Mao's Rise to Power”，
《中國研究》（The  China  Journal），2006 年 1 月第 55卷，
第 95~109 頁。作者班國瑞（Gregor Benton）是英國威爾士卡迪夫大
學歷史系教授；曾銳生（Steven Tsang）是英國牛津大學政治學系和
亞洲研究中心教授。本文由李新華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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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地地去理解他為什麼要那樣做。《毛澤東：鮮為人知的

故事》的作者，把 1949 年以前的毛澤東描寫成一個更多地

是遭到其同志和追隨者鄙視而不是尊重的「權力飢渴」型

的虐待狂、土匪、膽小鬼、遊民、極端利己主義者、狡猾

的白癡、無能的演說家和極為「自私」的領導者；一個不

稱職的冷酷的軍事指揮員；一個機會主義者 — 在一場奪取

中國這個世界上人口最多國家政權的運動中，其憑藉偶然

因素最終成為一個革命者和領導人。他們忽視或者是歪曲

了毛澤東的思想，沒有對毛澤東本人與其所處的政治、社

會和知識環境之間的關係進行分析。他們把中共的成功首

先歸結於毛澤東在掌權之初就建立的恐怖統治，歸結於莫

斯科的大規模援助和長期指導，歸結於共產國際巧妙地安

插在國民黨內的三個間諜。

張戎、哈利戴窮十年之功寫作《毛澤東：鮮為人知的

故事》，花費大量時間來進行研究，列出了一長串令人望

而生畏的資料來源和受訪者名單。因此，我們的評論主要

是仔細審查他們的研究，並側重於那些我們力所能逮的問

題和那些很容易就能夠查證的極端結論。我們審查的是書

中 1949 年以前的部分（就這段歷史而言我們是專家）。

我們發現，作者就毛澤東以及更廣闊的歷史背景作出的大

量結論都存在瑕疵。他們或是誤讀資料，或是有選擇地使

用資料，或是脫離歷史背景使用資料，或是剪裁、歪曲資

料，透過冷酷的有色眼鏡來審視毛澤東。他們還對其他重

要事件和人物進行了評論，不過，這些評論是在歪曲而不

是在正確展示中國現代史上一個關鍵時期的歷史。

一、個人主義與利己主義

儘管毛澤東著作中的大量證據與他們的觀點相左，

張戎和哈利戴仍堅持認為 1927 年前的毛澤東對農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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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和婦女的苦難完全無動於衷。他們越走越極端，直至聲

稱毛澤東把道德等同於絕對的自私自利和不負責任（第

13~14 頁），其根據是毛澤東為泡爾生的《倫理學原理》寫

過的一些批註。但他們對這些批註的解讀，是帶有偏見的。

如同 1910 年代的許多中國人一樣，毛澤東也相信個人主義

的救贖力量，認為昇華了的個人主義不僅是打破僵化的儒家

等級制度的根本，而且是催生利他主義，把「小我」與「大

我」聯繫起來的根本。毛澤東在批註中寫道，互助代表「個

人之實現⋯⋯人類固以利己性為主，然非有此而已也，又有

推以利人之性，此仍是一性，利人乃所以自利也」。� 但張

戎和哈利戴的歪曲描寫，完全無視毛澤東的這些思想。

二、蘇俄式的共產主義者

作者在書中寫道：

（毛澤東）本性是個列寧主義者。而其他一些中

國共產黨人，尤其是黨的領導人陳獨秀，始終都不是

蘇俄式的共產主義者，一聽說群眾的暴行，他就火冒

三丈，堅持必須要制止。（第 43 頁）

的確，陳獨秀反對群眾的「過火」行為，但並非出於

張戎和哈利戴所想出的原因。他害怕對地主的攻擊會引發

「社會恐慌」，使國民黨軍官脫離統一戰線。陳獨秀採取

這種立場，是受到俄國人鮑羅廷（Borodin）的影響，後者

擔心「當地地痞」的過火行為可能會毀掉在莫斯科支持下

�  毛澤東有關泡爾生《倫理學原理》的批註，引自 S t u a r t 
R. Schram：Mao's  Road  to  Power：Revolutionary Writing，
1912~1949，Vol.1 The Pre-Marxist Period，1912~1920（New 
York：M. E. Sharpe，1992），第 175~313、201~205、209、211、
25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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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的統一戰線。�  後來，在擺脫俄國人的影響之後，陳

獨秀後悔曾經指責農民運動「過火」，並認為莫斯科的中

國政策是「可恥的」。�  因此，陳獨秀在 1927 年是真正的

「蘇俄式的共產主義者」，而稱讚農民的「過火」行為是

革命所必需的毛澤東，則與共產國際的意見相左。

三、毛澤東與普通話

作者在書中寫道：

毛澤東在語言方面並不擅長，終其一生只會講自

己家鄉的方言，甚至連被自己政權定為官方語言的普

通話都不會講。（第 16 頁）

實際上，毛澤東是會講普通話的，不過是帶有非常重

的口音而已。假如他只會講家鄉的方言，那麼除非是韶山

人，沒有人能夠聽懂他講的話。如同他那個時代的其他人

一樣，毛澤東也強烈支持推廣國語。1917 年，他建議在工

人階級中使用國語。1919 年，在編輯一份雜誌時，他堅持

文章應當用國語寫作。他還請以前的老師寄給自己一些國

語方面的資料，並在學校中推廣國語。�  從這方面來看，

�  鮑羅廷的觀點，可參見郭華倫的《中共史論》第一卷，（臺
北：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暨東亞研究所印行，四冊，
1968~1971），第 323 頁。

�  陳獨秀：《我們的政治意見書》，1929 年 12 月 15 日，引自
Tony Saich：The Rise to Power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Documents and Analysis  （Armonk：M. E. Sharpe，1994），第
414~428 頁。

�  毛澤東：〈夜校日誌．卷一〉，第 145~156、156 頁；〈湘江評
論〉，第 354 頁；〈致黎錦熙信〉，第 538、424~425 頁。上述資料
均引自 Stuart R. Schram：Mao's Road to Power，Vo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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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是他那個時代的弄潮兒，而不是像張戎和哈利戴描

寫的那樣，是一個狹隘的反啟蒙主義者。

四、長征的開始

作者在書中寫道：

在 1934 年年底，沒有人希望被留在中央蘇區⋯⋯

項英強烈反對帶毛澤東一起長征。（第 127~129 頁）

實際上，沒有可靠證據表明毛澤東害怕留在江西，他

希望踏上長征之路是因為想離黨的權力中心近一些。事實

上，李德是張戎和哈利戴得出上述結論的資料來源，但他

並沒有說項英想把毛澤東留在江西。�  項英為什麼要讓一

個自己憎惡的人一塊留在後方呢？留在江西的人中，有的

是毛澤東的支持者，有的不是。後來，人們把後方描寫成

死亡之地，但在當時，沒有人知道是留下來更安全還是離

開更安全。�  關於選擇什麼人留在後方還有許多流言，大

多數是有關派系鬥爭和利己主義的。這些流言幾乎可以被

用來支持任何一種說法。

五、蔣介石「放走長征紅軍」

作者在書中寫道：

（何鍵將軍）設置了第四道防線，在湘江西岸佔

�  李德（即 Otto  Braun）：Chinesische  Aufzeichnungen
（1932~1939）（Berlin：Dietz Verlag，1973），第 118~121 頁。

�  上述觀點是由班國瑞提出的，參見其 Mountain Fires：The Red 
Army's Three-Year War  in South China，1934~1938（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2），第 20~2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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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了消滅紅軍的有利位置。寬闊的湘江上沒有橋，沒

有高射機槍的紅軍不得不涉水過江，很容易成為地面

和空中打擊的靶子。但他們卻再次安然脫身⋯⋯蔣介

石讓中共領導層和紅軍主力脫身⋯⋯是想把紅軍趕進

貴州和四川，那樣當地的軍閥就不得不讓他進入以趕

走紅軍⋯⋯讓紅軍逃脫，也是蔣介石向俄國示好的一

種姿態。（第 136~140 頁）

的確，蔣介石有利用長征削弱地方軍閥的勢力，許

多軍閥也以消極避戰來應對。然而，難道連忠於蔣介石的

人也會讓紅軍衝破湘江防線逃脫嗎？臺灣歷史學家郭華倫

（Warren Kuo）曾引用陳建（該人參加過長征，是郭華

倫的主要信息提供者）和劉伯承的話，來說明共產黨「不

得不決一死戰」，付出傷亡五萬人的代價才得以突破湘江

防線。�  張戎和哈利戴筆下的「最誠實」的共產黨人彭

德懷，也提到過紅軍在湘江的苦戰。�  他們信任有加的

李德，也曾提到過紅軍在湘江的鉅大損失，並說蔣介石想

「趁我們的主力渡湘江時予以消滅」。�  然而，張戎和哈

利戴的書完全無視這些可靠的第一手證詞。

六、蔣介石為長征選擇目的地

作者在書中寫道：

蔣介石不想讓紅軍盤踞在富裕的中國中心地帶。

�  郭華倫：《中共史論》第三卷，第 13~16 頁。

�  Memoirs of a Chinese Marshal：The Autobiographical Notes of 
Peng Dehuai 1898~1974，外文出版社 1984，第 360 頁。

�  引自李德：Chinesische  Aufzeichnungen（1932~1939）
（Berlin：Dietz Verlag，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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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目的是把紅軍趕到更為荒涼、人口稀少的角落 

⋯⋯陝西省的北部，從而把他們圍困在那裡⋯⋯蔣介

石派去執行這項計劃的主要人選，不是別人，正是邵

力子⋯⋯邵力子在 1933 年 4 月被任命為陝西省政府主

席⋯⋯1934 年 10 月中旬，也就是長征開始的時侯，蔣

介石前往陝西視察。（第 141 頁）

張戎和哈利戴的這個理論是在假設，早在蔣介石發

動第五次圍剿，並最終控制江西中央蘇區的一年零四個

月之前，即 1933 年4 月，他就已經決定把共產黨從他們

在南方的根據地趕到陝西北部 — 至少大體情況是如此。

1933 年 4 月，日本關東軍正在華北調動，蔣介石的兩個師

在江西大敗於共產黨。1933 年 4 月 11 日，蔣介石私下對

他的高級官員講，「中國生死存亡之關鍵，不在於外部威

脅，而在於內部威脅。」⑪  幾乎沒有任何跡象表明，在制

定抵抗日本侵略的長期計劃的同時，蔣介石會容忍共產黨

繼續削弱國家的統一。當時，蔣介石正在大規模整編其軍

隊，準備抵抗日本人的侵略。⑫  即使蔣介石在 1933 年具備

制定上面提到的戰略的想像力、能力和時間，並找到合適

的地點圍困共產黨人，他是否能夠騰出必要的軍事資源把

長征隊伍趕到陝西 — 尤其是在 1935 年日本人的軍事壓力

不斷加劇之後？據臺灣國史館（張戎和哈利戴也曾到那裡

查過資料）蔣介石檔案中的日記來看，他並沒有想到長征

隊伍會去陝西。他預計紅軍會試圖與其蘇聯盟友會合，從

⑪  秦孝儀等編：《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第二卷，第 293 頁。

⑫   臺灣國史館館存《蔣中正總統檔案． 特交檔案》中的
080102~068、08 A~00697、080102~068、08 A~00670 號檔案，
提供了蔣介石在 1934 年進行的軍事改革的詳細資料，紅軍正是在那
一年開始長征的。之前或之後軍事改革的情況，在其他檔案條目中也
有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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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途經青海、四川的西部或北部、寧夏向外蒙方向前進。⑬

至於蔣介石在 1934 年視察陝西，那不過是他推行新生活運

動努力的一部分。為了推行新生活運動，他在 40 天內視察

了十個省。⑭

七、大渡河「神話」

作者在書中寫道：

其實，在瀘定橋根本沒有戰鬥⋯⋯蔣介石早已讓

開道路。（第 159 頁）

張戎和哈利戴引述當地一位 93 歲高齡婦女的話，來

證明大渡河上的戰鬥是毛澤東編造出來的，並聲稱國民黨

的通訊社沒有提到過這場戰鬥。然而，當地居民中另一位

仍舊健在的見證人，即 85 歲的李穀秀（音譯）告訴一位

想查證張戎和哈利戴所言是否屬實的澳大利亞記者，她能

回憶起在瀘定橋上發生過戰鬥。⑮  無論真相如何，在事情

過去那麼長時間之後，平民旁觀者的回憶多數並不可靠。

毛澤東當然會誇大這場戰鬥，但也有充分證據表明一場戰

鬥曾經發生過。李德（這個人討厭毛澤東，張戎和哈利戴

經常引用他的話，但在這裡卻沒有）記述了 5 月 25 日他站

在「高處」看到的發生在河面上的戰鬥，以及 5 月 29 日

⑬   臺灣國史館館存《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1935 年
5 月 10、30 日。

⑭  秦孝儀等編：《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第三卷，第 119 頁。

⑮  Hamish MacDonald 與 Steven  Tsang 的私人通信，2005 年
9 月 21 日。

大風網站‧版權所有  https://strongwindhk.com/product-category/strongwindbooks



377366

發生在瀘定橋上的戰鬥。⑯  李德講的情況與毛澤東講的相

似。據李德講，國民黨抽掉了瀘定橋上的木板，並企圖燒

掉剩下的木板。張戎和哈利戴引用彭德懷模糊不清的話來

證明沒有發生過這場戰鬥，但卻無視他在其他回憶中清楚

地講過紅軍打敗了劉文輝，強渡大渡河，飛奪瀘定橋。⑰ 

5 月 26 日，也就是在戰鬥結束後的第二天，紅軍的《戰士

報》報道了發生在大渡河上的戰鬥。5 月 30 日，《紅星

報》報道了奪取瀘定橋的戰鬥，《戰士報》則列出了先頭

部隊的名單。⑱  成都的《川報》（5 月 17、22、25 日）和

《新新新聞》（5 月15、18 日，6 月 8 日）也提到國民黨軍

隊在大渡河佈防。⑲  5 月 22 日，蔣介石命令第 90 師消滅大

渡河附近共產黨殘餘部隊。⑳  有電訊報道，蔣介石任命楊

森為大渡河防務的指揮官。㉑  為讓薛嶽的十萬大軍能夠追

上紅軍，從而把其消滅於大渡河南岸，蔣介石在 5 月份致電

劉文輝，令其牢牢守住大渡河，否則「定以軍法從事」。㉒ 

⑯  李德：Chinesische Aufzeichnungen（1932~1939）（Berlin：
Dietz Verlag，1973），第 165~166 頁。

⑰  Memoirs of a Chinese Marshal：The Autobiographical Notes of 
Peng Dehuai 1898~1974，外文出版社 1984，第 371~372 頁。

⑱  上述出版物引自李安葆：《長征史》，中國青年出版社 1986，
第 188 頁；國防大學黨史政工教研室編：《長征新探》，解放軍出版
社 1986，第 259~260 頁；王延科：《紅軍長征研究》，四川省社會
科學院出版社 1985，第 131 頁。

⑲  王延科：《紅軍長征研究》，第 97、113 頁。

⑳  秦孝儀等編：《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第三卷，第 195 頁。

㉑ 《四川專電》，收錄於《共匪西竄記》第 13 卷，第 464 頁；轉引
自李安葆的《長征史》，第 178 頁。

㉒  張伯言、楊學端、朱戒吾、張懷猷四人合著：《二十四軍在川康
邊區阻截紅軍的實況》，載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資料研
究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輯》，中國文史出版社 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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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文輝手下的旅長袁國瑞，命令團長李全山守衛大橋。㉓

張伯言（劉文輝的參謀長）和其他前國民黨官員也記述了

瀘定橋之戰的情況。5 月 28 日，李全山在瀘定橋上部署了

一個營的兵力。該營在晚上到達，並控制了瀘定橋兩岸。

士兵開始抽掉橋上的木板，但由於雨大天黑，他們非常疲

勞，鴉片癮也犯了，於是停了下來。李全山團的其餘部隊

在第二天清晨，也就是 5 月 29 日到達瀘定橋。那時，紅

軍已經抵達瀘定橋對岸，李全山團沒能抽掉橋上的其餘木

板。在戰鬥中，李全山團傷亡 50 人。晚上，紅軍主力到

達瀘定橋。李全山打電話給袁國瑞，說瀘定橋難以守住，

問怎麼辦。但袁國瑞本人也在激戰，正自顧不暇。電話被

掛掉後，李全山驚慌失措，下令撤退。他留下一個班的兵

力斷後，下令燒掉瀘定橋。㉔  張戎和哈利戴說李全山當時

並不在瀘定橋，但中共先前的資料卻記述是他在防守瀘定

橋。㉕  5 月 30 日，國民黨的一個師報告，紅軍「圍攻瀘定

橋，與劉文輝部發生激烈戰鬥」。㉖  上述資料沒有一條在

書中被列出。蔣介石並沒有故意放走長征紅軍。

八、西安事變

作者在書中寫道：

（張學良）欲取蔣介石而代之⋯⋯有統治整個中

㉓ 《二十四軍在川康邊區阻截紅軍的實況》，第 166 頁。有的資料中
把李全山寫成李金山，蓋因兩字相似，容易混淆。

㉔ 《二十四軍在川康邊區阻截紅軍的實況》，第 167~168 頁。

㉕  鄭廣瑾、方十可：《中國工農紅軍長征記》，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7，第 454~457 頁。

㉖  王延科：《紅軍長征研究》，第 97、133 頁，作者引自國民黨軍
事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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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的野心（第 182 頁）⋯⋯到 1936 年 10 月末，紅軍

已陷入令人絕望的境地。少帥看到了援救紅軍，並贏

得莫斯科好感的機會。他的計劃簡單而極端，那就是

扣留蔣介石⋯⋯毛澤東處心積慮地瞞著莫斯科，他知

道，斯大林會斷然反對這項計劃⋯⋯毛澤東給少帥的

印象是，他是中共唯一可能的合作者，並暗示莫斯科

會接受他的計劃。（第 187 頁）

如果情況屬實，那麼毛澤東同時欺騙斯大林和張學良

將是一項重大發現。然而，張戎和哈利戴關於西安事變的

敘述缺乏可信度，因為他們漏掉了一個關鍵性人物 — 楊

虎城。他們的書中沒有任何地方提到過楊虎城，而正是楊

虎城與張學良共同制定了扣留蔣介石的計劃，並參加了張

學良與共產黨人的一些討論。而扣留蔣介石時，負責西

安安全的也正是楊虎城。㉗  他多次阻止張學良釋放蔣介

石。㉘  在蔣介石被扣留期間，張學良承認直到 1936 年 12

月 10 日，也就是離事變發生不到兩天時間的時候，他仍沒

下定決心扣留蔣介石。㉙  張戎和哈利戴唯一一次提到楊虎

城，是在書中的一個腳註裡（第 141 頁）。在腳註中，他

們把楊虎城說成是共產黨的「同路人」，與共產黨安插在

國民黨內的間諜邵力子合作。他們為什麼要把楊虎城從記

錄中抹掉？也許是因為如果不這麼做的話，他們關於張～
毛共謀發動西安事變的理論就會破產。至於張學良，張戎

和哈利戴告訴讀者，他們在 1993 年採訪過他。然而，我

㉗  臺灣國史館館存《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1935 年 12 月
25 日。

㉘  臺灣國史館館存《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1935 年 12 月
14、24~25 日。

㉙  臺灣國史館館存《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1935 年 12 月
15 日。張學良被解除囚禁之後的個人口述，也證實了這一點。見《張
學良口述自傳》，香港香江時代出版社 2004，第 310~32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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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尋遍所有檔案以及張學良在被軟禁半個世紀之後發表的

其他回憶，都沒有找到任何證據表明他扣留蔣介石的動機

是想取而代之，並得到蘇聯的支持。蔣介石的軍隊在北伐

後期佔領北京之後，張學良是唯一一個主動宣誓效忠中央

政府的重要軍閥，而不是像其他軍閥那樣，是由於受到蔣

介石的武力脅迫或者想攫取政治回報。張學良扣留蔣介石

不是想取而代之，而是因為他不同意蔣介石「攘外必先安

內」的政策。

九、1941 年 1 月的皖南事變 ㉚

作者在書中寫道：

（截至 1940 年 1 月）在劉少奇領導下活動於上海

和南京附近的新四軍，其人數已經增長三倍，達到三

萬人。（第 225 頁）

長江以南的新四軍並非由劉少奇領導。大多數新四軍

都在長江以北，其人數兩倍於張戎和哈利戴所說的數字。

作者在書中寫道：

毛澤東置項英的部隊於慘遭國民黨軍隊殺戮的境

地，是想利用這場大屠殺來說服斯大林讓他放開手腳

反對蔣介石。（第 236 頁）

張戎和哈利戴提出，毛澤東佈置這個陷阱是因為項英

以前曾經反對過他，是因為他想找一個「攻擊蔣介石」的

藉口。他們在書中說，就在那場導致項英走向毀滅的事變

㉚  這一節主要參考了班國瑞，Mountain Fires：The Red Army's 
Three-Year War in South China，1934~1938（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2）的有關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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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之前，也就是 1941 年 1 月，蔣介石告訴項英沿一條

有安全保障的直線路線過長江。然而，毛澤東卻命令項英

沿一條被蔣介石否決了的、偏向東的路線北上，並且將這

個命令秘而不宣。他還扣留了項英發給蔣介石的有關行軍

路線的通報。項英在事先沒有通知的情況下進入一支國民

黨軍隊的防區，致使該國民黨軍隊以為自己遭到攻擊，於

是進行了猛烈還擊。項英請求毛澤東讓蔣介石下令停止戰

鬥，但毛澤東卻什麼都沒有做。直到 1 月 12 日，也就是停

火的前一天，毛澤東才讓身在重慶的周恩來設法解圍，但

為時已晚。

沒有什麼證據支持張戎和哈利戴關於毛澤東讓項英去

送死的觀點。毛澤東真的讓項英沿一條被蔣介石否決的路

線北上，並將這個命令秘而不宣嗎？1940 年 12 月 25 日，

毛澤東讓周恩來請求蔣介石允許項英沿兩條路線北上，

其中包括偏向東的那條。第二天，他又讓項英自行決定

北上路線。12 月 28 日，江南新四軍領導人電告毛澤東

說，他們將遵照延安先前的指示，沿偏向東的路線北上。

12 月 29 日，周恩來電告毛澤東，偏向東的路線是安全的。

毛澤東把周恩來的電報轉發給項英。第二天，劉少奇和陳

毅電告毛澤東說，他們正在力促項英走偏向東的路線，並

請毛澤東也這樣做。12 月 31 日和 1941 年 1 月 1 日，江南

新四軍領導人說他們正準備沿偏向東的路線北上。毛澤東

真的扣留了項英發給蔣介石的有關行軍路線的通報嗎？即

使他真的這樣做了，新四軍軍長葉挺也曾於 1 月 2 日電告國

民黨，他正準備派一個團東進。1 月 3 日，葉挺請求偏向東

路線沿線的國民黨將領方日英給北上新四軍讓開一條道。

然而，方日英卻封鎖了這個地區。1 月 3 日之後，葉挺和項

英陷入重圍 — 方日英顯然是有備而來。

1 月 6~10 日之間，項英真的曾經頻頻請求毛澤東與蔣

介石交涉停火嗎？張戎和哈利戴似乎並不知道，項英在 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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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日擅離職守，在大山裡躲了三天，與葉挺和指揮部失去

聯繫。1 月 10 日，葉挺請求毛澤東和周恩來與蔣介石交涉

停火。葉挺和項英（兩人已重新會合）電告毛澤東，說他

們還能夠堅持一週，並請求延安以全面破裂威脅蔣介石撤

圍。1 月 11 日，葉挺電告毛澤東說，他計劃突出包圍圈。

1 月 12 日，毛澤東電告葉挺，讓他進行談判並準備突圍，

不要指望在重慶的談判。1 月 13 日，葉挺與劉少奇的通訊

中斷。1 月 14 日，毛澤東說蔣介石已下令停火，但此時葉

挺已經成為階下囚。1 月 11 日，葉挺曾經起草一份電文，

懇求蔣介石撤圍，並請延安決定是否發出這份電文。毛澤

東沒有同意，也許，他認為既然周恩來已在重慶開始談

判，發出這份電文已經沒有什麼意義。

在 1940 年，毛澤東對於項英是否留在江南的看法有過

多次反復。當擔心蔣介石想投降日本人的時候，他力促項

英北上。而當認為蔣介石會繼續抗日的時候，他又告訴項

英可以暫時按兵不動。但毛澤東這次卻失算了，蔣介石對

日本的敵意並不妨礙他反共。

項英也自有打算，他並不是一個傀儡，也想找理由留

在江南。毛澤東指示的自相矛盾，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他和

項英相互磋商的結果。最多可以說毛澤東與項英串通一氣

拖延北上，但卻不能說他是項英拖延北上的原因。在戰爭

時期的複雜環境中，錯誤發生了。新四軍的原始資料中有

那個時期毛澤東、周恩來、項英和劉少奇之間內容相互矛

盾的電文。張戎和哈利戴以為自己揭開了皖南事變之秘，

但實際上他們是在把複雜的局勢削足適履，以支持他們的

偏見。

他們有關毛澤東策劃了對新四軍的「大屠殺」，以使

斯大林讓他放開手腳反對蔣介石的結論也是非常難以令人

相信的。的確，在局勢達到白熱化並聽說葉挺面臨毀滅的

時候，毛澤東曾經決定在政治和軍事上發動反擊。但在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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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來、劉少奇和共產國際的建議下，他很快放棄了這個想

法。他知道，當時斯大林在亞洲的首要利益，是確保蔣介

石繼續抗日，從而減少日本進攻蘇聯的危險。事實上，就

在事變剛剛結束之後，斯大林向蔣介石提供了他在幾個月

之前還拒絕提供的飛機。㉛

作者在書中還寫道：

共產黨的宣傳稱蔣介石屠殺了一萬新四軍。實際

數字是傷亡兩千餘人。兩三千新四軍掙脫包圍圈後，

轉身走北線，渡過長江成功歸隊。他們走的是蔣介石

指定的路線，一路安全，沒人騷擾⋯⋯（蔣介石發現

自己很難譴責皖南事變），因為在以前發生的更大規

模的衝突中，儘管其軍隊是受害者，但他一直不肯公

開提出抗議。（第 241 頁）

實際上，沒有人知道新四軍的傷亡數字是多少。毛澤

東提到的數字是七千人，一位共產黨幹部則說是六千人。

而在國民黨方面，陳誠說是一萬人，而冷欣則說是三千到

四千人。蔣介石的《事略稿本》則記載有 4400 名共產黨人

被俘虜，其中包括九百名幹部。㉜  張戎和哈利戴宣稱蔣介

石為北上新四軍制定的北線路線是安全的，但事實上，國

民黨早已在沿線部署強大兵力，計劃把新四軍消滅於長江

之上。國民黨方面還把新四軍可能的行軍路線透露給日本

人。走北線的新四軍遠非「一路安全，沒人騷擾」，而是

遭到了猛烈攻擊。1940 年 11 月初，蔣介石原則上授權顧

祝同，只要他已做好充分準備，並有信心取得成功，從而

㉛  臺灣國史館館存《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1940 年 8 月
8 日，1941 年 1 月 13、17 日。

㉜  臺灣國史館館存《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1941 年 1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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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中共無法查清事件真相，他就可以相機解決新四軍。㉝ 

蔣介石作出這個決定，是在其軍隊在一個月前遭到新四軍

沉重打擊之後。在那次衝突中，第 33 師被部分殲滅，其師

長和一名旅長被俘。㉞  作者說蔣介石沒有公開抗議先前新

四軍對其軍隊的攻擊並不正確。

十、三個共產黨間諜

作者在書中寫道：

安插在國民黨內的間諜，是莫斯科留給中共的

價值無可估量的禮物之一⋯⋯這些間諜，大多數是

在 1920 年代前半期加入國民黨的⋯⋯他們的滲透工

作遍及各個層面。除了像毛澤東那樣以公開身份在國

民黨內工作的共產黨員外，還有一些秘密黨員被安插

在國民黨內⋯⋯在隨後的 20 年和更長的時間內，他們

（後者）為毛澤東奪取中國政權立下了極大的功勞。

（第 138~139 頁）

眾所周知，國民黨在防止共產黨滲透方面很失敗，作

者關於三個安插進國民黨內的超級間諜的敘述，本身並非

令人難以相信。這三個所謂的間諜是邵力子、張治中和胡

宗南。在張戎和哈利戴的敘述中，邵力子遵照莫斯科的指

示，於 1925 年 11 月把蔣介石的兒子蔣經國帶往莫斯科，

成為斯大林的人質，從而使中共免遭毀滅（第 139 頁）。

因為在長征過程中，蔣介石想「以中共的生存換回蔣經

㉝  臺灣國史館館存《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1940 年 11 月
4 日。

㉞  臺灣國史館館存《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1940 年 11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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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第 140 頁）。至於張治中，作者說他引發了與日本

的全面戰爭，從而削弱了國民黨政權，為中共重建和壯大

提供了機會。而他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斯大林擔心「日

本迅速佔領全華北（1937）會構成對蘇聯的直接威脅」

（第 208 頁）。至於胡宗南，作者說他在 1947 年按照蔣介

石的命令佔領延安之後，有意讓共產黨殲滅了其 50 萬主力

的大部分。作者還說他決定了國民黨在陝北戰場的命運，

並使反蔣內戰出現轉機。但在上述三個案例中，作者的證

據主要是推論，他們的結論缺乏縝密的前後一致的分析。

邵力子：作者花費大量筆墨描寫蔣介石與斯大林之

間以中共的生存換回蔣經國的所謂交易，但卻拿不出任何

證據，哪怕是一份「君子協議」。他們的結論是以蔣介石

被傳宗接代的念頭所困為前提的。但即使蔣經國的確是蔣

介石唯一的親生兒子，蔣介石也極為關心他的兒子們，但

無論是蔣介石的檔案中還是蔣經國及其弟弟蔣緯國（非蔣

介石的親生兒子）的著作中，都沒有暗示蔣介石更疼愛前

者。事實正好相反，蔣最疼愛的是緯國。1943 年 11 月，

蔣緯國在中國駐印軍服役的時候，蔣介石曾經三次向他施

加壓力要其回國，但均未奏效。在開羅，蔣介石同意中國

駐印軍與英軍協同進攻緬甸。在從開羅返回重慶途中，他

安排專機在藍姆迦（Ramgarh）停留，接上蔣緯國回國。㉟ 

與此相對照，蔣介石在派蔣經國承擔高度危險的使命時卻

沒有猶豫過。例如在 1949 年 9 月 22 日，在抵達昆明幾小

時之前，他派蔣經國冒險前往，以確認要投奔共產黨的盧

漢將軍不會扣留自己。㊱  如果事情真如作者宣稱的那樣，

蔣介石很生邵力子的氣，為了報復邵把蔣經國扣在蘇聯，

㉟  臺灣國史館館存《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1943 年 11 月
9、14、18、30 日。由蔣緯國所在的新一軍擔任先頭部隊的戰役，後
來被推遲。

㊱  蔣經國：《風雨中的寧靜》，中正書局 1988，第 5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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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931 年派人殺害了邵力子的兒子（第 140 頁）。那麼，

他們的另外一個結論就不會得到可靠證據的支持 — 在蔣

經國於 1937 年回國之後，蔣介石為什麼還會與邵力子保

持親密的工作關係？據蔣介石的事略稿本記載，在蔣經國

回國時，蔣介石沒有表現出強烈的感情色彩。㊲  以中共的

生存為代價來換回兒子，這對蔣介石來說可能嗎？蔣介石

是一位老派人物，但他並沒有王朝世襲的野心。在陳誠於

1965 年去世後，蔣經國才成為他的接班人。蔣介石日益倚

重蔣經國，是在後者在 1949 年的危機中證明自己是一個

「革命同志」之後。1920 年代，蔣介石不過是黃埔軍校的

校長；1925 年蔣經國決定去蘇聯的時候，蔣介石不過是國

民革命軍六個軍長中的一個。為什麼是蔣介石的兒子被選

作人質，而不是其他更高領導人的兒子？

張治中：作者斷言，斯大林在 1937 年 7 月 7 日盧溝

橋事變之後啟用了長期潛伏在國民黨內的間諜張治中。然

而，他們卻提不出任何證據說明斯大林是如何做的。他們

聲稱，作為京滬警備司令的張治中於 8 月 9 日在虹橋機場挑

釁日軍，並且違抗蔣介石 8 月 14、16 日的命令，進攻駐滬

日軍，從而引發了與日本的全面戰爭。但虹橋機場事件發

生的時候，日軍已經佔領北京、天津，並正在加強其在華

北的兵力。儘管某些日本外交官也許想避免戰爭昇級，但

作者斷言「日本人的表現是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是

錯誤的。

在虹橋機場事件發生 11 天之前，也就是 7 月 29 日，日

軍最高指揮官簽署命令，要在京津地區打垮中國軍隊，並

㊲  臺灣國史館館存《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1937 年 4 月
19 日。這個資料充分反映出什麼才是蔣介石認為的關鍵事情和關鍵人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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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在青島和上海動武。㊳  就在事件發生的當天，在交火

發生不到五個小時之後，日軍開始調動海軍陸戰隊增援，

並在不到 40 個小時的時間裡把他們部署到上海。㊴  事件發

生之後的第二天，日本內閣加派三個陸軍師團到上海。㊵ 

而在中國方面，早在 7 月 11 日，蔣介石就已命令其軍隊處

於臨戰狀態。他在前線部署了一百個師，另外還有 80 個

師作為後備部隊，並且下令在長江沿線囤積足夠六個月

用的軍需物資。㊶  7 月 13 日，蔣介石命令張治中在上海

做好抵禦日軍進攻的準備。8 月初，儘管華北急需空軍支

援，蔣介石仍舊嚴令把空軍部署到能夠保衛上海的機場。㊷ 

8 月 7 日，即事件發生兩天前，儘管外交斡旋仍在繼續，蔣

介石和高級軍官們已經決定抗日。外交的作用是讓中國進

行戰爭動員的準備。㊸

8月12 日，即第一支日本海軍陸戰隊增援部隊登陸上

海的第二天，南京政府成立國防最高會議以應對戰爭。蔣

介石不惜違反 1932 年上海「一．二八事變」之後簽訂的

協議，（按照該協議，中國正規軍不得進駐上海），派

遣兩個最精銳的師進駐上海。8 月 13 日，在超過中國海

軍全部火力的海空軍火力的支援下，1.2 萬日軍登陸上海

㊳  復旦大學歷史系編譯：《日本帝國主義對外侵略史料選編》，上
海人民出版社 1983，第 240~241 頁。

㊴  王輔：《日軍侵華戰爭 — 1931~1945》，遼寧人民出版社
1990，第一卷，第 577~578 頁。

㊵  馬振犢：《抗戰正面戰場大寫意》，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3，
第 111 頁。一個標準日本師團大約有 1.8 萬人。

㊶  秦孝儀等編：《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第四卷，第 74 頁。足
夠六個月使用的軍需物資，是當時中國的最大供應能力。

㊷  王輔：《日軍侵華戰爭 — 1931~1945》，遼寧人民出版社
1990，第一卷，第 574 頁。

㊸  蔣永敬：《抗戰史論》，臺北東大圖書公司 1995，第 272 頁，作
者引自 1938 年 8 月 7 日的王世傑日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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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變發生前，日本在上海駐有三千餘海軍陸戰隊），發

動戰爭。而戰爭初始，「中國人的行動迅速、果斷而且配

合良好」。㊹  作者聲稱張治中於 8 月 14、16 日違抗蔣介

石的命令進攻日軍（第 209 頁），但實際上當時上海會戰

已經開始，中日雙方都在派軍隊馳援前線。戰爭在上海

的迅速昇級，並不能支持張戎和哈利戴「8 月 22 日，隨

著大批日軍增援部隊的到達，戰爭已不可避免」的結論

（第 209 頁）。

張戎和哈利戴忘記了，蔣介石在 1935 年曾經決定，當

戰爭到來時，中國軍隊在利用機動部隊防守長江流域的同

時，在北方部署縱深防禦。㊺  對於想通過把西方的利益暴

露於日本的侵略之下，以贏得西方援助的蔣介石而言，至

關重要的是要在上海積極抵抗。在編造斯大林～張治中間諜

陰謀時，作者忽視了日本在 1937 年時的壓倒性軍事優勢。

幾乎沒有觀察家會相信蔣介石的軍隊能夠長時間堅守。斯

大林又怎麼會認為把戰爭從華北擴大至上海可以使蘇聯更

安全？難道在征服中國之後，日本在威脅蘇聯時會更加縮

手縮腳嗎？張治中真的策劃了虹橋機場事件嗎？張戎和哈

利戴引用的資料是張治中的回憶錄，但無論是那頁回憶錄

還是張治中有關上海會戰的敘述，都不能支持作者的結

論。張治中真的沒有遵守蔣介石在 8 月 14、16 日下的兩道

命令嗎？他的回憶錄只是提到自己對蔣介石的某些指示感

到不認同和不滿。㊻

胡宗南：張戎和哈利戴關於胡宗南的結論更加站不住

腳。作者根據毛澤東在蔣介石下令進攻延安的當天就已得

㊹  Hsi-sheng Chi：Nationalist  China  at War（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82），第 42 頁。

㊺  臺灣國史館館存《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1935 年 7 月
9、30 日。

㊻  張治中：《張治中回憶錄》，第 121~12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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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情報，來說明胡宗南是一個間諜（第 313 頁），顯然是忽

視了其他更為可能的解釋。這份情報可能來自我們（包括

張戎和哈利戴）所知道的真正的共產黨間諜，例如劉斐和

郭汝瑰，他們所處的位置使其有可能知曉蔣介石的命令，

並透露給毛澤東。更為可能的是，中共自己的解釋是正確

的，那就是這份情報來自中共安插在胡宗南辦公室的間諜 

— 熊向暉。㊼

為什麼儘管在參考書目中列出了熊向暉的自傳，但作

者卻無視其關於自己所扮演角色的敘述？㊽  既然沒有提供

證據表明胡宗南與毛澤東有聯繫，作者又怎麼能夠認為自

己的解釋更加合理？至於作者說胡宗南在佔領延安之後，

故意致使其軍隊被毛澤東蠶食掉，那為什麼當時指揮蔣介

石軍隊最多的他不公開表明心志，轉而反對蔣介石？為什

麼從陝西到四川，直到於 1950 年 3 月飛離西昌，胡宗南自

始至終都在為蔣介石作戰？為什麼在 1949 年 12 月蔣介石處

於其保護之下的時候，胡宗南沒有扣留他？㊾

張戎和哈利戴認為，把這三個「間諜」聯繫起來的共

同之處是：在 1920 年代統一戰線時期對共產主義事業的同

情；阻止國民黨摧毀中共；轉移蔣介石的注意力或者故意

致使手下的軍隊被共產黨消滅。遵循這條推理思路和舉證

標準，張戎和哈利戴本可以揭露中共在國民黨內安插的第

四個，同時也是最大的間諜 — 蔣介石。作為 1926 年之前

廣州最主要的「紅色將領」，作者所說的邵力子、張治中

㊼  路陽：《運籌帷幄．經綸天下 — 周恩來領導藝術探微》，http://
www.people.com.cn/BIG5/shizheng/8198/34150/254612.html。

㊽ 《我的情報與外交生涯》，中共黨史出版社 1999。

㊾  蔣經國：《風雨中的寧靜》，中正書局 1988，第 275~282 頁。
胡宗南的舉動，與 1949 年 12 月中共試圖趁蔣介石在成都的時候將其
扣留的計劃形成對照。參見陳宇：《蔣介石在大陸最後一百天》，香
港巴比倫出版社 1995，第 310~31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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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胡宗南幹過的事情，蔣介石實際上都幹過 — 他無疑才是

「莫斯科留給中共」的最大禮物。

結 語

在以我們自己的研究為背景對張戎和哈利戴的寫作材

料進行審查之後，我們得出的結論是：該書對毛澤東形象

的重塑並不審慎，或者是沒有公正地評價他。它也沒有告

訴我們多少以前所不知道的關於毛澤東或者中國歷史的有

價值的東西。它把複雜的事物以及塑造了中共並使其成功

奪取政權的真正力量，簡單化為毛澤東個人的不道德和他

對付其同志和中國人民的恐怖手段。我們並非不同意作者

認為毛澤東兇惡殘暴，為推動他自己或者黨的事業前進而

威逼、殺害黨員和其他人的觀點。但是作者的片面描述並

不能解釋中共何以上臺，毛澤東如何成功確立並維持他對

其他中共領導人的領導地位，以及他如何巧妙地利用蘇聯

的援助實現自己的目的。與北京官方的調子相比，張戎和

哈利戴對毛澤東偏見與歪曲的看法毫不遜色，不過是屬於

另一個極端而已。

作者關於毛澤東（1949 年之前）的某些最重要結論，

與證據不符。作者的其他一些結論，例如中共從蘇聯獲得

大規模援助或者延安時期曾種植鴉片，其他學者已經進行

過評論。這部書最大的問題在於其片面性和對材料的不恰

當使用。因此，我們認為它無益於人們正確地理解毛澤東

或者 20 世紀的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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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內新的第一號反革命：
群眾批判式的學術傳記

Timothy Cheek �

邁克爾．奧克肖特有一個著名的觀點：教育是一種

對話。這一洞見揭示了張戎和喬．哈利戴所著的毛澤東傳

記 — 尤其是關於 1937~1949 年這一時段的章節 — 問題

的核心。這一時段是日本人入侵的年代，是國共第二次合

作的年代，是毛澤東在延安整風並走向權力巔峰甚至被神

化的年代，是中國共產黨在大陸勞工階層中急劇膨脹、軍

事力量極度擴張的年代，同時也是共產黨和國民黨之間展

開最後一次國內戰爭並最終取得勝利、在中國共產黨和毛

澤東的領導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年代。在毛澤東人生

的這一段歷程中，在中國共產黨的這一段歷程中，甚至是

在中國由戰亂和革命走向國家重新整合的過程中，發生過

很多很多精彩的故事。�  然而該書對這些故事一件未提。

相反，我們在前面 19 章中就已經看清了其根本思路：毛

�  全文譯自 Timothy Cheek：“The New Number One Counter-
Revolutionary  Inside  the Party︰Academic Biography as Mass 
Criticism”，《中國研究》（The China Journal），2006 年 1 月
第 55 卷，第 109~118 頁。作者齊慕實（Timothy Cheek）是加拿大
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亞洲研究所教授。本文由曲廣為翻譯。

�  這些故事的標準學術版本見費正清、崔瑞德︰《劍橋中國史》
第 12 卷，中華民國，1912~1949，第一部分，劍橋出版社 1983 ；
費正清、費維愷、崔瑞德︰《劍橋中國史》第 13 卷，中華民國，
1912~1949，第二部分，劍橋出版社 198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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澤東這個惡魔和斯大林、一些間諜、賣國賊、美國傻瓜一

起，利用邪惡至極的手段創造了歷史。

儘管張戎和哈利戴的書參考資料之豐富令人印象深

刻，但從可接受的理性歷史分析角度來看，這本書並不是

一部歷史著作。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本質上它是毛澤東主

義者對毛本人的譴責，是 1960 年代中後期文革中被毛打倒

的眾多同事，如劉少奇、鄧小平、彭真等等對毛的譴責，

只不過辭藻較為華美而已。顯然這種所謂創造性探索是一

個騙人的把戲，因為作者歪曲利用並拒絕接受其參考的一

手和二手文獻中的不同意見，拒絕為學術共識提供反證和

駁斥的機會。這裡不存在奧克肖特式的對話，結果所有的

努力都是白費。張戎和哈利戴還是非常勤奮的：他們從多

得令人恐怖的參考書籍中篩選材料，但最終卻沒有告訴我

們什麼新東西，即歷史學家們可以通過調查核實來相信的

東西。這本書確實也講了一些「鮮為人知的故事」：其中

有非專業讀者以前不知道的故事，有關於毛澤東生活世界

的故事；也包括了一些代表其他參與中國這段歷史的人們

的觀點，對某些特定歷史事件的不同評價，還有隨著時間

變遷對歷史事件的重新認識。然而這本書根本沒有令人信

服地告訴我們，1940 年代馬列主義為什麼會在全國範圍內

變成如此強大的一股有組織的力量，更沒有負責任地指出

在如此可畏的意識形態的發展中毛澤東起到了什麼作用。

儘管起初這一意識形態與中國傳統格格不入，但一經與中

國實際相結合竟天定般地有效。我們從這本書中根本不能

獲得多少關於中國的信息，更不用說毛澤東是怎樣領導共

產黨展開行動的了（除了作者的一貫觀點 — 共產黨始終是

僅僅依靠恐怖政策加以管理的）。儘管在該書中毛澤東一

直被妖魔化，但我們確實不能相信中國共產主義黑暗面的

悲劇，因為沒有參照物，沒有對中國社會主義成就的合理

分析來形成對照，從而判斷這些悲劇的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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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這本毛澤東傳記讀來有點像一部娛樂性的電視

肥皂劇。對於老一代來說就像是中國版本的《豪門恩怨》

（毛澤東就像是其中的惡棍 J. R. 艾文），對於年輕讀者來

說就像是中國版本的《橘子郡男孩》。由於出版商和作者

張戎（因個人傳記《鴻：三代中國女人的故事》非常流行

而受到一般讀者廣泛的讚譽）對該書不遺餘力的宣傳，它

會對中國在世界民眾心目中的形象產生消極影響，尤其可

能會影響正想瞭解中國的學生。因此，我建議把該書作為

一本漏洞百出之作，結合其他一些較為學術性的觀點，一

起加以介紹。

一、「惡人」歷史學派

張戎和哈利戴把毛澤東描述為一個惡魔、權力狂和

性飢渴式的虐待狂，他為了個人利益不惜使用最卑劣的手

段，包括各種陰謀詭計、操縱民意乃至恐怖活動。該書在

第三部分「鞏固其權力基礎」中告訴我們，毛澤東獲得蘇

聯資助去打蔣介石而不是打日本（第 20 章），以便最終和

斯大林一起瓜分中國（第 21 章）。毛澤東借助皖南事變消

滅了新四軍中一些他所討厭的高級官員（第 22 章），在黨

內則通過延安整風和肅奸運動中赤裸裸的恐怖鞏固自己的

權力（第 23 章），對威脅其領導地位的主要對手王明下毒

（第 24 章）。身為最高領袖的毛澤東非常喜歡使用這類迫

害行為，玩弄利用那些諂媚者（康生和劉少奇）和他自己

的女人來達到樹立其個人崇拜的目的（第 25 章）。該書

的第四部分〈征服中國〉，讓我們看到毛澤東政權的貪婪

性 — 繁重的農業稅，鴉片生產（第 26 章）；看到毛再一

次任由斯大林在遠方做危害中國的事情（第 27 章）。當這

些都沒有取得預期效果的時候，共產黨就誘騙愚蠢的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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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為其提供救援支持（第 28 章）。與此同時，新揭露的共

產黨間諜 — 國民黨高級將領胡宗南和國民黨滿洲最高軍事

指揮官衛立煌（據說也是一個共產黨間諜）一起搞垮了國

民黨軍隊的抵抗力。毛澤東憑藉其「最可怕的武器」— 冷

酷無情佔領了東北（第 30 章）。該部分的結尾是毛澤東通

過「鎮壓反革命運動」建立了極權主義國家，而他自己則

享受著奢侈的生活方式（第 31 章）。第 32 章是第五部分

「追逐超級大國之夢」的開頭，寫的是毛澤東和斯大林兩

個獨裁者之間的鬥爭。

以上簡要概括了讀者在記述這個時段的 140 餘頁書

中能夠得到些什麼信息。前面二百多頁已經暴露了該書最

明顯的問題：浮誇不實的大眾雜誌風格的故事情節，一切

都是毛澤東或者斯大林或者間諜或者賣國賊所為，而所有

這些人都一貫是徹頭徹尾的壞蛋、壞蛋、壞蛋！這是一種

屬於「惡人」歷史的偉人歷史編纂方法的驚人復興，也是

一種單向度的歷史，用中文叫做「一元化」。這些惡人，

包括最惡的（毛澤東和斯大林）和比較惡的（叛變的將軍

們和輕信的美國人）都居心不良：要麼邪惡，要麼愚不

可及。此外，就再沒有與中國革命史的故事相關的因素

了。但是，這幫由教授和激進學生組成的奇特的組織是

如何發展成為一股潛在政治力量的呢？他們建立的政黨

又是如何在農村地區領導軍隊展開鬥爭的？黨是如何在

1940~1950 年代用一種意識形態征服千百萬民眾、帶來民

族的重新統一和經濟發展？又如何能在 1950 年代晚期自我

損毀之後重整旗鼓、進而在 1960 年代中後期又重新陷入動

蕩、然後經濟再次恢復並以驚人的速度持續發展？而這一

發展又是如何得以在一個極權政治下遭到資本主義矛盾和

不平等的嚴重破壞、然而保持穩定的國家裡實現的？以上

這些，這本書都沒有說明。僅僅把毛澤東描述為一個完全

徹底的壞人無法解釋中國歷史之複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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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群眾批判的歷史：公開撻伐的編纂法

這些章節的另一個嚴重缺點是給人以欺騙性印象，似

乎這些故事基於大量有根有據的文獻。過去半年中有些不

具專業背景的新聞記者在大報上（比如《紐約時報》、多

倫多《環球郵報》）寫書評時就完全接受了這種印象 — 無

論你對張戎和哈利戴的觀點贊同與否，你必須尊重他們所

引用的具體事實。畢竟該書有大約 150 頁左右符合學術規

範的詳細註解、採訪名單和（用細小字體印刷的）參考書

目。但是，這本書並非一部站得住腳的歷史，其註解也往

往並不支持其主要觀點。結果，導致挑剔的讀者不能相信

書中文獻引證的真實性。

比如，張戎和哈利戴曾經採訪了數百人（列於第

661~674 頁），其中有很多西方知名學者。人們於是認

為該書得益於資深學者提供的資料及其見解。但是張戎和

哈利戴如何使用這些他們想方設法讓我們相信的採訪資料

呢？泰維斯的話使讀者真正產生了懷疑：

在張戎和哈利戴開始研究毛澤東時，我們偶然相

遇，彼此交換了觀點。我很快就意識到，他們非常固

執己見，不可能有所改變。他們（確切地說是張戎）

根本無意聽取不同意見，無論是總體上的不同意見還

是具體事件方面對他們不利的證據。顯然，我當時就

知道，任何追求客觀公正的努力並不在他們的意願或

計劃之內。�

確實，該書的史學方法與那些毛式政治運動整人的方

法具有驚人的一致性，從延安整風至少延續到 1980 年代 

�  2005 年 8 月 8 日與泰維斯博士的私人通信，引用徵得本人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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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2 年對王實味的批判，50 年代的各種運動，文化大

革命中的迫害，80 年代中期對方勵之等知識分子的撻伐。

每一次這類整肅都伴隨著整風運動和群眾性批判。其藍本

就是 1942 年 6 月延安《解放日報》上對王實味《鬥爭日

記》的批判，過去很多學者稱之為毛澤東的「批判邏輯」

或「文本分析」。�

毛式運動抹黑其撻伐對象、說服群眾的方法主要有

三：首先，設置黑白對立的兩種立場，不問證據地斷言撻

伐對象是徹頭徹尾的壞蛋，從沒幹過一件好事。其次，斷

言的根據是一些似是而非但實際上錯誤的立論，往往來自

對一些資料斷章取義、選擇性地加以使用。再次，這種撻

伐中夾雜著低級的攻擊、詆毀、性方面的諷刺、有時甚至

是粗魯的雙關語和用禽獸來作比喻。�  這種撻伐最令人驚

歎的做法是不斷重印被整人的作品。因此，即便是在消息

閉塞的 1960 年代，戈德曼教授還是能夠從共產黨的出版

物中找到對批判其迫害王實味有用的信息。但是黨的權力

機構似乎對重印的複雜文獻與簡單武斷的撻伐之間的鴻溝

（至少在獨立研究的學者眼裡）並不在意。顯然，共產黨

�  Noriyuki Tokuda：“Yenan Rectification Movement：Mao Tse-
tung's Big Push Towards Charismatic Leadership”，Developing 
Economies，第九卷，第一號（1971）；Timothy Cheek︰“The 
Fading of Wild Lilies：Wang Shiwei and Mao Zedong's Yan'an Talks 
in the First CPC Rectification Movement”，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第 11 期（1984），第 44~46 頁；也見於 Merle 
Goldman：Literary Dissent  in Communist China（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7）；Dai Qing：Wang Shiwei and
“Wild Lilies”：Rectification and Purges i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1942~1944（Armonk：M. E. Sharp）。

�  H. C. Chuang 在他的文章中仔細研究了這種運動語言。見“The 
Great Proletarian Cultural Revolution：A Terminological Study”，
Studies  in Chinese Communist Terminology，第 12 卷（伯克利加利
福尼亞大學中國研究中心 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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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員借助思想改造的機制將他們的解讀灌輸給中國民眾的

力量是很強大的。由於這種形式的撻伐往往伴隨著群眾性

的批判 — 重印的資料正是專門用作群眾大會的學習材料

的 — 我稱之為「群眾性批判的歷史」。

張戎和哈利戴歪曲利用資料還包括使用一些有問題的

資料（比如 1950 年代國民黨的宣傳材料和中蘇矛盾期間蘇

聯的宣傳材料）、從可靠的資料中摘取一些片斷迎合自己

的故事主線而對於相反的證據置之不理、將主要論點放置

在難於核查的訪談資料中、對某些主要觀點更是乾脆不予

提供來源。但是這種情況被多少掩蓋了，因為從第 667 頁

往前翻，每一頁都有 3~10 個帶有詳細頁碼的引註。這似乎

令人難以置信。然而該書對於我們理解毛澤東並沒有提供

什麼新的可靠的信息。

具體說來，比如，第 20 章記述了毛和張國燾 �  之間

那場眾所周知的鬥爭和 1938 年 9 月在中共歷史上非常重要

的六屆六中全會。但是張戎和哈利戴只是描述了一些人，

而甚至根本沒有提到會議的名字、它在中共發展史上的

地位（確立了抗日戰爭的軍事策略，鞏固了中國共產黨的

組織機構）、它所提出的主要方針政策。我們所讀到的只

是脫離宏觀歷史議題的人身攻擊和籠統斷言：中國共產黨

倖存下來和毛澤東崛起並全面掌權的根本原因是蘇聯的支

持。第 218 頁一開始就是中共想方設法去外蒙古接收蘇聯

提供的武器。張國燾的軍隊被稱為「西路軍」，被派遣從

事一個無望的使命，導致多數人犧牲，極少數回到延安的

人也的確被殘忍地殺害了。作者直接引用了一段話來記述

這場悲劇：

當他們被國民黨軍隊追得無路可走到達我們關中

�  張戎和哈利戴按照威妥瑪式拼音法稱之為 Chang  Kuo-t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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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區的時候，我們首先舉行一個歡迎會接待他們，然

後繳下他們的武器，對他們說：「同志們，你們辛苦

了，現在調你們到後方去休息。」再把他們一批一批

騙到山溝裡，把這些龜孫子都活埋了。活埋的時候那

才好玩呢。開始，我們笑嘻嘻地對他們說：「同志，

把坑挖好了，我們要活埋國民黨軍隊了。」他們果真

起勁地挖起來⋯⋯挖好了，我們把他們一個個推進

去，踢進去。（第 219 頁）

這很可怕，但這一記載並非來自於可靠的資料，而是

摘取於司馬璐 1952 年在香港出版的反共宣傳材料。�  張

戎和哈利戴有一種嗜好：喜歡引用一些聳人聽聞但未必可

靠的回憶錄或者虛構歷史，尤其是野史，一如那些專門披

露富人名士的出軌行為的香港和大陸 90 年代以來報刊的風

格。

作者利用司馬璐筆下誇張的故事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不加甄別地使用明顯帶有偏見和未加證實的中文材料。同

樣，也不加甄別地使用回憶錄資料和使用例如蘇聯勃列日

涅夫時期的資料 — 眾所周知這是一個中蘇之間相互抹黑

的時期。張戎和哈利戴書中的一個主要觀點，即毛獲得了

蘇聯的資金支持，源於 1995 年楊奎松在臺北出版的《西安

事變新探》和 1970 年代早期 A. 托托夫在莫斯科出版的三

卷本《毛澤東政治傳記資料》（俄語版）。他們根本沒有

試圖去確定資料的真偽。我們也不知道楊奎松這一斷言來

源何處，是基於某些回憶錄還是文件，哪種類型的文件？

總之，無論是在這一章還是其他章節中，張戎和哈利戴都

沒有做職業歷史學家必需完成的最關鍵任務 — 資料來源鑒

定。這樣，不瞭解內情的新讀者就會認為：如果資料是中

�  司馬璐︰《鬥爭 18 年》，香港亞洲出版社 1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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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的，那肯定是真實的；如果是俄文的，那一定是新公開

的機密。但是張戎和哈利戴又一次故意捨去了相關背景：

俄國人給共產黨以經濟援助，這不是新聞；但同時俄國人

也給了國民黨以經濟援助。蘇聯資助蔣介石僅僅對張戎和

哈利戴來說才是一個秘密。斯利克在 1986 年出版的《劍

橋中國史》中說：「有趣的是，恰恰是蘇聯成為國民黨最

早和最慷慨的朋友⋯⋯1937~1939 年，蘇聯提供給國民黨

大約 2.5 億美元的援助，包括大約一千架飛機、二千個志

願飛行員、五百個軍事顧問、大量火炮、軍需品和汽油儲

備。」�  難道蔣介石也被斯大林利用了嗎？

早在十幾年前，福格爾就告誡其同行，使用中國的

一些回憶錄存在危險和局限性。這些回憶錄並非原始資料

的檔案文件，而是出於種種原因而寫下的極為詳細的個人

陳述。它們並不提供適合出版的全部信息，而只是適合自

己故事的信息。歷史學家當然也可以利用這些資料，因為

中國的這些出版物多數並非無端臆造。但必須對它們進行

資料甄別 — 借助其他公開的信息核對斷言的真偽、檢查

其內部是否存在自相矛盾之處、與其他可獲得的記述相互

對照等。福格爾說：「確實有些人故意混淆是非，也有很

多口述的東西，我們的研究必須避免受其影響太多。」� 

1990 年代早期以來，中國的出版機構開始市場化，非官

方（並且往往沒有史料支持）的歷史出版物湧現。與此相

�  費正清、費維愷、崔瑞德編︰《劍橋中國史》第 13 章第二部分
第 576 頁。

�  Joshua A. Fogel，“Mendacity and Veracity  in  the Recent 
Chinese Communist  Memoir  Literature”，見 Timothy  Chee
k 和 Tony  Saich 編︰New Perspectives  on  State  Socialism  in 
China（Armonk： M. E.Sharpe，1997），第 354~357 頁，引自
第 35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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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資料甄別的問題就大量產生了。⑩

張戎和哈利戴除了採用一些表面看來有價值但實際上

很可疑的資料之外，其描述中還充滿了武斷和影射。比如，

他們毫無根據地、輕率地稱王稼祥為「紅色教授」。他們還

聲稱整個六屆六中全會是一場毛澤東和王明之間為了爭奪黨

的控制權和同莫斯科之間的關係而比拼智力的鬥爭。因此，

他們寫道：「由於毛澤東關於統一戰線的戰略直接違背了斯

大林的指示，他很擔心消息會被王明知道後告訴莫斯科，

於是命令自己的講話要絕對保密⋯⋯。」（第 224 頁）這個

推理是肆意歪曲事實。中國共產黨的會議和黨內文件一直是

保密的，因為共產黨是一個革命組織，正在受到國民黨政府

的追捕。但在黨內，六中全會的文件並不是秘密。確實，這

個秘密的全會再次肯定了毛的兩篇著名論文中的軍事戰略：

《論持久戰》、《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作者聲稱毛

澤東和中國共產黨嚴重依賴俄國的物質支援，否則就生存不

下去，這不過是他們的臆斷而已。

張戎和哈利戴這本書最令人失望的一點，是它根本沒

弄清毛澤東政見和思想體系的本質內容。中國共產黨將游

擊戰爭的經驗轉化為政策是其生存下來並最終取得勝利的重

要原因。⑪  既然張戎和哈利戴認為這一公認的觀點有誤，

他們就需要瞭解現有的學術成果，包括泰維斯（Fredrick 

C Teiwes）和孫萬國（Warren Sun）、托尼．塞奇（Tony 

Saich）和阿普特（David Apter）、戴維．古德曼（David 

G. S. Goodman）、周錫瑞（Joseph Esherick）等人的著

作；也包括 1970~1980 年代中國問題專家的支持材料豐

⑩  史景遷（ Jonathan  Spence）指出了張戎和哈利戴使用《超
級審判》中葉群的案例，見 Jonathan  Spence，“Portrait  of  a 
Monster”，New York  Review  of  Books，2005 年 11 月 4 日，
第 26~27 頁。

⑪  見費正清、崔瑞德︰《劍橋中國史》和其姐妹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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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邏輯推理清晰的研究成果，諸如馬克．塞爾登（Mark 

Selden）、雷蒙．懷利（Raymond Wylie）、賀大衛

（David Holm）的著作，和泰維斯的里程碑之作《中國的

政治與清洗》（1979 年第一版）。⑫  然而張戎和哈利戴既

不瞭解毛澤東的政策，也沒注意其早期論述政見的作品。

張戎和哈利戴的書同樣缺乏對毛澤東思想發展和影響

的探討。斯圖爾特．施拉姆剛剛譯就毛澤東解放前的著作

系列。⑬  其中延安時期的著作最為著名，不僅僅因為它們

系統闡述了軍事政策，也因為他系統闡發了中國化的馬克

思主義辯證法和關於整黨的思想：《改造我們的學習》、

《反對黨八股》、《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等等。

這些極為重要的文獻不僅為 1940 年代的共產黨施政定下

基調，也深刻影響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的共產黨政

權。此外，正如托尼．塞奇和阿普特指出的，毛澤東關於

黨史的著作對他成為黨的領袖、他主要同事的自我認同以

及延安的軍民有著關鍵的作用。⑭  但是，毛澤東的這些

⑫   最近學界在研究毛澤東時提出的問題有的富有思想性，見
Jeffrey Wasserstrom：“Mao Matters：A Review Essay”，China 
Review  International，1996 年春第一期第三卷，第 1~21 頁；
Brantly Womack：“Mao Before Maoism”，The China Journal，
2001 年 7 月第 46 期，第 95~117 頁。

⑬  Mao's  Road  to  Power（Armonk：M. E. Sharpe，1992，
第 1 卷；涵蓋 1939~1941 時期的第 7 卷，2005）。

⑭  David  E. Apter 和 Tony  Saich：Revolutionary Discourse 
in Mao's Republic（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也見 Tony Saich 自己編的文獻集︰The Rise to Power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Documents and Analysis（Armonk：
M. E. Sharpe，1996）；還有他對延安時期黨史問題的重要評論：
“Writing or  rewriting History：The Construction of  the Maoist 
Resolution on Party History”；見 Tony Saich 和 Hans van de Ven 主
編的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volution
（Armonk：M. E. Sharpe，1995），第 299~33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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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及其中包含的思想根本沒得到張戎和哈利戴的認真對

待。

張戎和哈利戴使其讀者相信主流學界對毛澤東採取

了非批判的態度。但熟悉泰維斯和孫萬國或者塞奇著作的

人都知道，實際情況並非如此。比如，這些作者明確表達

了對王實味事件和延安時期 1942~1943 年肅奸運動的憤

慨；這些事件在 2005 年並不是什麼新聞。⑮  英語讀者早在

1994 年也已經見到戴晴和宋金壽編著的資料翔實、筆調生

動的有關著作。⑯  借助這些資料，普通讀者可以和專家一

樣，將毛澤東關於整風的著作之理想主義和鉅大能量同王

實味在群眾批判下悲慘死亡的故事、同「搶救運動」之恐

怖對照起來理解（現在譴責的是當時的情報部長康生，但

正如泰維斯和孫萬國特別指出的，很明顯是毛的錯誤）。

張戎和哈利戴的另一主要觀點是中國共產黨的軍隊

並不真正打日本，但他們沒有提供證實這一指控的任何系

統性資料。張戎和哈利戴完全無視中國共產黨和日軍在中

國北部地區 — 晉察冀、太行山區和其他根據地的長達七

年多的殘酷戰爭。他們聲稱，「另一方面，蔣介石的軍隊

在緬甸與日軍展開了大規模的戰鬥，在一次戰役中斃傷日

軍的人數就超過了中共軍隊在全中國八年戰果的總和。」

這很驚人，也可能真是一個重要的「鮮為人知的故事」。

但張戎和哈利戴卻不能為之提供任何支持性的文獻資料，

⑮  Frederick  Teiwes 和 Warren  Sun：“From  a  Leninist  to 
a  Charismatic  Party：The  CCP's  Changing  Leadership，
1937~1945”，見 Tony Saich 和 Hans  van de Ven 主編的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volution（Armonk：
M.E.Sharpe，1995），第 339~387 頁；The Formation of the Maoist 
Leadership：From  the Return of Wang Ming  the Seventh Party 
Congress（London：Contemporary China Institute，1994）。

⑯  Dai Qing：Wang Shiwei and“Wild Lil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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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該頁的尾註（第 710 頁）中僅僅列出了六個不相干的文

獻。他們一遍遍空洞地重複：「通過故意迴避與日軍發生

戰鬥，毛澤東最終培養了一支根本不能應對現代戰爭的軍

隊。」（第 298 頁）

張戎和哈利戴確實是將令人頭暈目眩的極其大量的資

料組合在了一起，儘管他們沒有認真評估這些資料，或者

是堅持以令人懷疑的方式使用這些資料。無視這本書的存

在是愚蠢的，相關領域中懂漢語的學者應該仔細研究書中

引證的資料裡有沒有什麼新的有價值的東西。我確實發現

了一些有關的資料。比如，我多少對延安時期尤其是王實

味案件做過一些基本的研究，很高興在該書的參考書目中

見到溫濟澤及其同事們在 1993 年出版的關於王實味案件的

論文集。但事實上，除了俄羅斯新解密的檔案資料，在該

書所羅列的關於毛澤東歷史的參考資料中，我沒發現西方

主要學者在最近十到十五年間研究中沒使用過的資料，一

些有問題的回憶錄和非官方歷史流派也得到這些學者的認

真對待。⑰  評價新解密的俄羅斯檔案文件和後蘇聯時期的

回憶錄，我們需要懂俄語的比較研究學者的幫助。如果哈

利戴能把他擁有的檔案和訪談資料向其他獨立研究的學者

公開，那將是對學界的莫大恩惠。

⑰  Frederick  Teiwes 和 Warren  Sun：“From  a  Leninist  to 
a  Charismatic  Party：The  CCP's  Changing  Leadership，
1937~1945”；Roderick MacFarquhar：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三卷本，（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4，1983，1997）；Roderick  MacFarquhar 和 Michael 
Schoenhals：Mao's  Last  Revolution（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6）；Frederick Teiwes和 Warren Sun：The 
Politics of Transition  in China，1972~1982，卷一（Armonk：M. E. 
Sharpe，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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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結 論

鑒於張戎和哈利戴的毛澤東傳記問題多多，又經廣泛

宣傳，作為一個學者應該怎樣應對呢？首先，教授該書；

其次，為讀者寫出更好的東西。

《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引人入勝，至少在讀者

剛開始接觸這本書時會是這種感覺。學生們可能會喜歡讀

其中幾章，甚至讀 50 頁或 100 頁。其故事情節非常像流行

的電視劇。對於講授中國現代史、中國政治乃至世界歷史

的教師來說，該書提供了一個有益的教訓 — 如何寫作好的

歷史著作。我估計該書對事實的歪曲很快將大白於天下，

但我也不認為其他有關毛澤東的書不持批判態度就能成

功。學術性的歷史著作大多極為乏味，而且即便是最仔細

的、支持資料最豐富的歷史專著也往往會受某些未經檢驗

的假定的影響。

儘管張戎和哈利戴的寫作方法令人懷疑，但他們畢竟

吹響了清算毛澤東罪過的號角。考慮到中國共產黨在毛領

導下導致了可怕的災難，這本書迫使我們去反思我們是如

何受到毛澤東革命著作的鼓動的。這是一個使我們自己、

我們的學生直面事關歷史評判的道義、專業和學術問題的

恰當而痛苦的機會。毛澤東鼓動了整整一代人去建設新中

國、毛澤東領導人民解放軍最終取得了勝利、毛澤東領導

中國共產黨統治中國取得了偉大成績（土地改革、婦女權

利的改善、經濟的鉅大增長）。但與此同時，毛主義的政

治運動也帶來了恐怖、大躍進導致普遍的饑饉、文革造成

了自相殘殺。我們應該如何評判這兩方面的事實呢？張戎

和哈利戴的答案可能很差勁，但他們畢竟很好地、以一種

我們不應忽視的方式提出了問題。

最具諷刺性的是，《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中的

故事不僅毛本人曾講過一些，很多人也早已經講過了。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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戎和哈利戴的書與毛主義者思想改造運動最壞的方面 — 群

眾大批判式的編史法相一致，這令人非常失望。張戎本人

在文革期間是一個紅衛兵，因此她本能地熟悉這套模式。

為什麼哈利戴也以新斯大林主義的譴責性描述方法為英語

讀者寫這樣一本書，就不得而知了。二位作者對毛澤東的

指控也許具有詩樣的正當性 — 讓毛也嚐嚐自己給別人開的

藥的滋味。但這並不是歷史，而只是政治宣傳。

令人困惑不解的是，西方主要的商業媒體卻得出了

如此結論：這本書不僅是歷史，而且是令人恐怖的歷史。

英澳最大的出版商藍登書屋（Random House）和北美的

諾普夫出版社（Knopf）把這樣一本漏洞百出之作作為歷

史書出版，傳遞了一個令人遺憾的信息：我們不能相信商

業性出版機構能夠把真正的學術同偽學術加以區別。通常

情況下，它們只出版能賣錢的書。菲力普．肖特（Philip 

Short）早已寫出一本文字流暢觀點公允的毛澤東傳記，但

商家對之似乎不屑一顧。⑱  再沒有比這個更好的例子來支

持大學出版社實行嚴格學術評審的制度了。

因此我非常贊同周錫瑞的呼籲 — 讓我們的學生去讀

其中的 50 頁或 100 頁，同時花些時間查看註釋，也讀一些

該書排斥的其他故事，思考一下哪些才是可靠的歷史。然

後，我們（職業歷史學家和研究中國現代史的學者）的任

務就是為這些讀者寫書。張戎和哈利戴的荒誕故事這一案

例也揭露了一個更深層的問題 — 西方大學和提供經費資助

的機構中「現存的學術自由」不能有效支持和鼓勵高水準

的流行著作。即便有一天《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被

下一個商機所覆蓋，努力提供大眾知識仍舊是對我們的一

大挑戰。

⑱  Philip Short：Mao：A Life（New York：Henry Holt，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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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授能力的危害

Lowell Dittmer �

我認為，這部書之所以招致如此多的批評，中國當局

之所以如此努力阻止它進入中國大陸（連評論性文章都嚴

禁）的原因，在於其對中國政治腐敗的尖銳關注。人們通

常把腐敗與後毛澤東時代的市場化、私有化聯繫起來，與

思想解放對道德的徹底淨化形成對照。但張戎、哈利戴卻

指出，毛澤東時代受到一種完全不同類型的腐敗的困擾，

這種腐敗集中發生在中共具有神授能力的領導核心身上，

而毛澤東正是阿克頓勛爵那句「權力導致腐敗，絕對的權

力導致絕對的腐敗」警句的鮮活體現。

這部書是一個怪胎。一方面，它是作者十多年令人印

象深刻的廣泛研究工作的巔峰之作。在書中，作者用長達

139 頁的篇幅來展示參考文獻、註釋和採訪名單，羅列出

363 名雖然不算密切，但卻在某種程度上與毛澤東的一生有

關聯的受訪者 — 這些人從參加過朝鮮戰爭的演員邁克爾．

凱恩，到兩位美國前總統，再到毛澤東的前護士或女友，

不一而足；書中還附有範圍很廣的中文檔案文獻書目和長

達 23 頁的資料目錄，其中許多資料是新的，至少用六種語

�  全文譯自 Lowell Dittmer：“Pitfalls of Charisma”，《中國研
究》（The China Journal），2006年 1 月第 55 卷，第 119~128 頁。
作者羅德明（Lowell Dittmer）是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政治系教
授。在此，我要感謝理查德．鮑姆、黃靖、布蘭特利．沃馬克就本文
草稿提出的有益意見。本文由李新華、曲廣為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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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寫成。另一方面，它不是一部客觀的學術著作，而是帶

有感情色彩的攻擊，可能會損害毛澤東革命家聲譽的每一

丁點資料都被收羅到書中。

其結果就是，對於預期中的中國讀者來說（張戎正在

為出版該書的中文譯本作準備），毛澤東在他們心目中的

崇高形象必定會被打得粉碎。而在今天的中國，毛澤東的

畫像仍高高懸掛在天安門城樓上。正如白傑明（Geremie R. 

Barm ）在後面的評論中提到的那樣，當今中國領導層對毛

澤東依舊相當恭敬。雖然許多書籍已經曝光過毛澤東私生

活中更為醜陋的一面 — 例如他的前私人醫生的回憶錄。� 

但在某種程度上，對於西方的中國觀察家而言，《毛澤

東：鮮為人知的故事》還是透露出許多信息。在其領袖生

涯中，毛澤東對自己的眾多政治對手進行過有計劃有步驟

的人格摧殘 — 往往也會造成他們身體上的傷害。相比之

下，他的水晶棺卻依然堅固。在這個意義上，有這麼一部

損害其聲譽的傳記也不算為過。雖然張戎、哈利戴的研究

策略風險很大，但他們的方法在某些情況下卻有利於調查

的進行 — 在採訪中，他們向那些會透露爆炸性消息的可

能受訪者清楚地表明自己不為中共傳統政治所接受，以此

來使他們放心。任意剪裁材料式的攻擊手法，被認為是這

部野心勃勃的著作的主要缺點而受到批評。關於這一點，

我在專欄中的同事和其他著名評論家已經作過詳細評述，

�  李志綏著：The Private Life of Chairman Mao（London：Chatto
＆Windus，1994）。中國讀者還可能私下讀過該書的香港版本以及
其他幾本此類圖書。這些書通常是在大中華地區出版，後來走私進
中國大陸的，京夫子著：《毛澤東和他的女人們》，臺北聯經出版
社 1990；單少傑著：《毛澤東執政春秋》，香港明鏡出版社 2000 。
《中國研究》No. 35，1996 年 1 月，第 97~127 頁也曾開闢專欄，對
李志綏的書進行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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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此不打算再多說些什麼。�  這部書的全部主題，當然

是說毛澤東是一個權力飢渴型的自大狂，除了他自己的榮

耀，其他什麼也不關心。對於如今已經習慣了此類片面描

述的研究當代中國的學者來說，面對的挑戰是在對書中包

羅萬象的引註體系暫緩做出判斷的同時，從真實的新資料

和似乎可信的 — 如果無法核實的話 — 臆測中篩選出有價

值的東西。

本文評論的是該書的第五部分，也就是文化大革命前

的時期。在這一部分，大量篇幅是中國的外交政策。大概

作者認為（並非毫無道理），外交政策是毛澤東在這一時

期最關注的政策領域。這一部分也涉及到中國國內政治，

但所佔篇幅很小，與外交政策所佔篇幅不成比例。兩種涉

及到不同領域的章節在這一部分交替出現，使整個敘述

顯得有些脫節、鬆散。在轉向評論有關國內政治的章節之

前，我會把有關外交政策的章節作為一個整體來考慮，簡

要總結作者在文中著力做出原創性貢獻的同時，對已經存

在的有關說法進行補充的地方。最後，我會總結在前文中

一直引而未發的有關判斷，回到那個令人困惑但卻無法迴

避的中心問題上 — 即毛澤東的特質及其累積起來的歷史

影響。

�  參見其他評論：Jonathan  Spence：New  York  Review  of 
Books，Vol. 52，No.17，2005 年 11 月 3 日；Andrew Nathan：
London Review of Books，Vol.27，No. 22，2005 年 11 月 17 日；
Delia Davin，The Times Higher Education Supplement，No. 1704，
P. 22，2005 年 8 月 12 日；Perry  Link，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No. 5338，P. 22~23，2005 年 7 月 22 日。以及有洞見
的新聞記者、專欄作家大量的評論。到目前為止，觀點上的鉅大分歧
一直存在。毫無疑問這不僅由於有眾多的學術研究機構，而且因為書
中有大量武斷的觀點，特別體現在作者的動機及由此引起的同樣武斷
的詆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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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蘇聯與原子彈

書中關於文化大革命前中國外交政策的描寫，中蘇關

係佔據首要地位，這在很大程度上靠的是哈利戴的俄語。

正是得益於其俄語功底和 1992 年後俄羅斯解密大量前蘇聯

時期的檔案材料，哈利戴的採訪和文獻研究工作才得以進

行。書中呈現出的毛澤東與斯大林關係的總體畫面是這樣

的：作者在強調 1945 年之前毛澤東 — 斯大林之間保持緊

密關係之後，轉而描述說滿懷狐疑的斯大林謹慎地同意接

見毛澤東這位急切而難以捉摸的求見者，而不久前鐵托脫

離蘇聯集團事件則使兩者之間的關係更加緊張。書中說，

在朝鮮戰爭中 — 毛澤東極力鼓動金日成發動戰爭，為此

不惜犧牲其收復臺灣的衝動 — 展現出中國的鬥志之後，

毛澤東不再與比他年輕的赫魯曉夫維持最初的友好關係，

變得異常盛氣凌人。這一切都使毛澤東確信應當由他來獨

自領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近來西方學術界對「美國在華

錯失機會論」進行了駁斥，認為中美早期的友好關係不過

是毛澤東的戰術性偽裝，為的是最大限度地減少美國對國

民黨的援助，向蘇聯政府施加壓力 — 最初斯大林傾向於

保留與國民黨在 1945 年簽訂的中蘇同盟條約，再三拖延之

後才很不情願地同意見毛澤東。�  張戎、哈利戴同意這種

觀點。不過這部書的新穎之處，在於其作者對中蘇同盟關

係中根本性戰略內容的強調：在毛澤東看來，中蘇同盟關

係更多地是為了實現其戰略目標而不是為了經濟發展，其

中首要的就是他的「秘密超級大國計劃」。而且看起來，

在朝鮮戰爭表明中國敢於去碰一個自己無法打敗，而且連

蘇聯都害怕去直接對抗的對手之後，毛澤東就已著手進行

�  Chen Jian：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Chapel Hill：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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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項計劃。雖然我們早就清楚中國奉行的是「蘇聯模式」

的趕超式發展戰略，其中包括以重工業為重點的中央計劃

經濟；但是根據張戎、哈利戴的說法，重點不只是發展重

工業那麼簡單 — 幾乎全部重點項目都是軍事工業。他們

聲稱，在「第一個五年計劃」中，軍事相關工業的投資在

總預算中不少於 61%，比例之高甚至連斯大林都感到吃

驚。

書中說，毛澤東表面上對原子彈擺出一副輕蔑的樣

子，說原子彈不過是「紙老虎」；但實際上，他幾乎從一

開始就念念不忘獲得它們。事實上，對張戎、哈利戴來

說，毛澤東決定獲得核武器製造技術以及蘇聯以各種方式

遲遲不答復中國的要求，是兩國關係的粘合劑。接下來，

他們對三個令人費解的中國外交政策進行了解讀。第一個

是中國在朝鮮戰爭中扮演的角色。書中說，與謹慎的斯大

林相比，毛澤東對金日成請求中國幫助其進犯南朝鮮的答

復要爽快得多。不過，毛澤東不顧大多數中共政治局成員

持保留態度而執意大規模介入朝鮮戰爭，並不是基於社會

主義陣營的團結一致，更不是在鐵托背叛蘇聯之後向斯大

林表忠心，而是基於毛的一個如意算盤 — 如果中國捲入

一場與美國的戰爭，那麼蘇聯就會給中國與美國這個世界

上最主要的資本主義軍事大國作戰所需的武器，而不是自

己捲入戰爭或是看著中國崩潰。從實際效果來看，毛澤東

的這個邏輯是成功的 — 俄國最初只願意賣給中國武器而

不願幫助中國具備製造武器的能力，但最後終於同意向中

國轉移七類小型武器的製造技術。艾森豪威爾在總統就職

演說中，發出用核武器對付中國的威脅（張戎、哈利戴荒

謬地聲稱這個威脅「在毛澤東聽來簡直是美妙無比的音

樂」）。毛立刻向斯大林要原子彈製造技術。斯大林不但

沒有同意，反而在其去世前決定結束朝鮮戰爭（不過毛又

拖了兩個月，直到莫斯科威脅說要曝光中國指控美國發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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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菌戰」是騙術）。

第二個是毛澤東先後在 1954、1958 年炮擊金門。同

樣令人感到費解的是，張戎、哈利戴後面的研究表明，

當時毛澤東並沒有進攻臺灣的計劃或能力，炮擊金門似乎

是基於與上面同樣的邏輯：通過挑起中美之間的對抗，刺

激美國發出對中國大陸進行核打擊的威脅，中國就可以要

求莫斯科幫助自己發展核武器，而不只是按照防務同盟

的約定提供核保護傘。1954 年的炮擊，的確刺激美國在

1955 年 3 月發出核威脅。也就在同一年，莫斯科同意幫助

中國建一臺迴旋加速器和一座核反應堆。但從北京後來再

次使用此類勒索手段推斷，蘇聯並不願意持續其核援助：

1957 年，面對斯大林分子的挑戰，赫魯曉夫需要中國的

支持；北京同意了，條件是蘇聯先簽署一份向中國提供

「製造核武器以及運載手段的材料和模型」的協定。於是

在 1958 年，毛澤東又一次炮擊金門，目的還是刺激華盛

頓發出核威脅 — 毛澤東滿不在乎地吹噓說，蘇聯和美國

會在核戰爭中被毀掉，而託中國人口多的福，共產主義最

終仍舊會取得勝利。在從莫斯科那裡得到向中國提供核潛

艇和潛射彈道導彈技術的保證後，炮擊才暫時停止。第二

年，赫魯曉夫不再履行幫助中國發展核武器的承諾，並在

1960 年從中國撤回蘇聯專家。中蘇之間的這次分裂，是由

毛澤東對蘇聯領導層的公開批評造成的。然而在後來的兩

年多時間裡，他卻繼續償還欠蘇聯的債務，繼續在表面上

維持與蘇聯的友好關係（同時繼續進行意識形態鬥爭），

因為他發現自己此時還需要蘇聯提供投放原子彈的導彈

技術。在莫斯科於 1963 年 7 月加入《部分禁止核試驗條

約》，承諾不搞核武器擴散之後，毛澤東才下令公開譴責

赫魯曉夫是「修正主義者」。

第三個是把中國的重工業重新部署到中西部的三線

建設。書中說，歷時十年之久的三線建設，至少吞噬了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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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投資的三分之二，沒有任何經濟價值。西方學術界認

為三線建設是出於安全和經濟發展的雙重考慮，�  而張

戎、哈利戴更具體地把其歸因於毛澤東害怕中國在獲得

核武器之後遭受到敵方先發制人的攻擊（三線建設始於

1964 年 6 月，中國的第一顆原子彈在 1964 年 10 月 16 日

引爆）。毛澤東援助越南的理由是把美國軍隊作為「人

質」，使美國不敢輕易對中國的核設施發動打擊。看來與

目前平壤或德黑蘭的核試驗一樣，中國獲得核武器也令當

時的兩個大國感到驚慌 — 華盛頓、莫斯科在不同時候都認

真考慮過對中國實行先發制人的打擊。張戎、哈利戴把毛

澤東的這一系列對抗行為與其對核武器的強烈渴求聯繫在

一起，固然證據不足、動機不純，但他們的分析還是為這

三個令人費解、高度冒險的外交行動提供了一個可接受的

解讀框架。

雖然沒有多少新內容，書中對與那個時代息息相關的

其他中國外交政策也進行了評論：中印邊界衝突，中國爭

取第三世界革命支持的努力，與古巴的分裂，對 1965 年的

印尼共起義的反應。按照書中的說法：中印邊界戰爭的時

機安排得益於蘇美在古巴導彈危機問題上的對抗，在美國

對中國進行海上封鎖之後，毛澤東宣佈中國單方面停火。

然而毛澤東卻在古巴導彈危機解決後，馬上拋開與莫斯科

的非正式交易，公開譴責赫魯曉夫從古巴撤出導彈是懦夫

行為。書中還說，毛澤東還想利用 1965 年的印巴戰爭重新

對印度開戰，但巴基斯坦提前宣佈接受聯合國印巴停火的

決議使他的這個打算落了空。�  書中對中印邊界衝突起因

的檢討，只針對中國，尼赫魯在書中沒有受到任何批評，

�  巴瑞．諾頓（Barry Naughton）：〈大三線〉，《中國季刊》
1988 年 9 月，第 115 期，第 351~386 頁。

�  參見 Barhma Chellanery 的評論，http：//www.Japantimes.
co.jp/cgi-bio/makeprfy.p157.htm，2005 年 10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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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描寫成是無辜的。

給張戎、哈利戴留下最深刻印象（甚至感到震驚）

的，是北京對世界革命鬥爭的慷慨援助，尤其是在「三年

困難」（1959~1961）的大饑荒期間（1973 年，中國的外

援達到其國民生產總值的 6.92%，是目前為止世界上外援在

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中比例最高的）。他們於是批評毛澤東

為其外交冒險而浪費寶貴的國內財富。然而可以想像，當

中國如此慷慨地對外貸款和贈款時，毛澤東並沒有完全意

識到農民大眾的困境。可能除了彭德懷之外，中南海內的

精英們已經與大眾日益疏離；正如作者在書中插入的兩幅

照片中表明的那樣，到 1961 年，當劉少奇回到家鄉視察的

時侯，他甚至被農民的困難生活所震驚。毛澤東的改革派

繼任者顯然從這種革命揮霍中吸取了教訓，直到為 2005 年

亞洲海嘯提供援助，中國才重新回到捐助國的行列。

國內政治和大躍進

張戎和哈利戴在書中只記述了大躍進及其帶來的饑

荒，沒有提到「社會主義改造」政策的內容。他們對「社

會主義原始積累」戰略和生產資料公有化（此舉很可能得

到黨內精英的認同）嗤之以鼻，很有些自相矛盾地認為，

一方面它剝奪農民的農業剩餘資助重工業（主要是軍事工

業）和對外援助，另一方面它又不能快速提高生產力以彌

補所需的這種剩餘。張戎和哈利戴記述的重心是毛澤東時

而運用權謀對精英們展開鬥爭和清洗，在這方面作者們確

實做出了一些原創性貢獻。

作者們認為高崗～饒漱石事件最初起源於共產黨的

紅區部隊（戰爭年代在革命根據地）和白區或敵佔區部隊

（戰時在日戰區或重慶）之間的分裂，是過早爭奪繼承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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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鬥爭造成的延安圓桌瓦解。�  張戎和哈利戴的敘述主要

依賴蘇聯的資料，因此他們根據這些人和蘇聯的關係來看

待這場鬥爭。�  高崗是中共東北局的負責人，與俄國人關

係密切，他有點過於散漫地和蘇聯人討論黨內制度運作問

題。我認為從派系鬥爭角度來解釋這一事件仍舊是最有說

服力的：毛澤東最初鼓動高崗去挑戰劉少奇和周恩來的地

位，當周恩來的支持者開始反擊的時候，毛澤東放棄了對

高崗的支持。但是，毛澤東選擇在斯大林死後清洗高崗有

點令人吃驚。

1956~1957 年圍繞「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口號展

開的知識分子啟蒙運動，在書裡被嘲諷為一個「捕鼠器」

運動。當局鼓勵知識分子自由鳴放，不是為了認真解決他

們的不滿，而是為了懲罰那些認真對待這個運動的傻瓜。

在這個運動之後的聲明中，毛澤東對自己的動機做出了重

新解釋，人們僅僅據此認為這可能就是運動的真實動機。

但是黨內有些人比如周恩來確實是想鼓勵知識分子能夠為

社會主義建設多做貢獻。鎮壓右派之後，民主集中制的原

則也要求毛澤東放棄對「自由」的任何同情，重申集體領

導。作者說毛澤東在 1957 年 4 月同柯慶施等人談話，在

「鳴放」運動真正展開之前就明確道出了他的「引蛇出

洞」戰略，這種說法我是第一次聽到。雖然可以認為毛澤

東為了說服那些有疑慮的黨內精英展開運動而調整了自己

的說法，但作者對運動的解釋還是比較可信的。這樣一

�  見 F.C.Teiwes：Politics at Mao's Court：Gao Gang and Party 
Factionalism in the Early 1950s（Armonk：M.E. Sharpe，1990）；
Jing Huang：Factionalism  in Chinese Communist Politic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

�  亦見 Paul   Wingrove：《毛澤東同蘇聯駐華大使的談話，
1953~1955》，華盛頓智庫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國際冷戰史項目，工
作底稿第 36 頁，2002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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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我們理解毛澤東 1957 年 2 月的著名報告《正確處理人

民內部矛盾問題》，就要做出些許調整，把「誘敵深入」

作為一個變量加入到毛澤東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政治策略

中去。

在記述毛澤東和彭德懷的矛盾時，作者很大程度上

借鑒了李銳對 1959 年廬山會議的回憶錄。�  毛彭二人長

期以來關係錯綜複雜，據說毛澤東把兒子在朝鮮戰死的責

任歸結到彭身上。（張戎和哈利戴認為毛澤東對自己兒子

的死漠不關心，達文不贊同這個觀點，認為它有失準確和

公平）。�  作者們很明顯同情彭德懷，因為彭批評大躍進

而不是搞派系陰謀，這一點上他完全正確。彭德懷被清洗

之後，他的事件在黨內獲得的同情要比他受到清洗前多很

多。1960 年代早期，黨內有些人提出動議要求給彭德懷恢

復工作，但遭到毛的否決。

無論如何，1959 年除了彭德懷和少數幾個支持者之

外，絕大多數人尚未充分瞭解大躍進所造成的災難之深重

（周恩來、劉少奇、鄧小平當時都參與了對彭德懷的批

判）。但到 1962 年，災難再也隱瞞不住了，時任中國共

產黨副主席、國家主席的劉少奇（毛澤東親自指定的接班

人）發現之後，勇敢地挑戰毛澤東提出的優先發展政策。

作者對這場挑戰的描述主要根據的是對劉少奇遺孀王光美

的訪談，挑戰的嚴重程度第一次在該書中披露出來。

1961 年 4、5 月間，劉少奇回湖南老家省親，被大躍

進災難之深重深深震撼了，他充滿感情地為共產黨治理不

善向當地農民道歉，並決心採取行動彌補這一損失。在

1962 年 1 月的七千人大會上，毛澤東準備了一個講話底稿

發給與會代表，為大會定下基調 — 支持並延續現存政策，

�  李銳：《廬山會議實錄》，北京，春秋出版社 1989。

�  迪莉婭．達文在《泰晤士報高等教育增刊》上的評論，第 1704
期，第 2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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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在劉少奇唸討論後的書面報告之前只發一個短社論。

但是 1 月 27 號召開全體會議時，劉少奇就在毛澤東座位前

面，以驚人的膽識放棄原來的書面報告，代之以自己的講

話。大概早期的中共權力政治分析家們都沒見到過劉少奇

的講話記錄，因為出版的只是經過改動的書面發言稿，毛

澤東對之當然不存異議。⑪  劉少奇的講話據說獲得了與會

代表雷鳴般的掌聲，他在講話中對大躍進的批評之嚴厲遠

超過毛澤東的原稿（劉少奇特別不點名地批評了背離「民

主集中制」的現象），並且聲稱不再支持繼續實行毛澤東

的沒收農業剩餘政策，不再繼續實施大躍進，並第一次在

講話中提出了調整政策。

作者對此的紀錄多少有些鬧劇性質（總之非常含

糊）。如果按照共產黨開會的正常程序，劉少奇的講話一

定要分發給其他中央領導徵求意見，假如他們一致同意，

「一線領導」實際上就成功制定了一個漂亮的政策。張戎

和哈利戴說，儘管毛澤東立即「動作以控制損害」，把責

任歸結到各種主客觀因素而不是自己身上，要林彪出來表

態支持他，說他的領導一貫正確，但他還是在大會上被迫

做了可能是掌權以來唯一一次「自我批評」。毛澤東做自

我批評受到了林彪（他說領導層沒有正確按照毛澤東的指

示去做）、周恩來（他代表國務院承擔責任）、鄧小平

（整個中央政府都應該為此負責）、甚至劉少奇的保護。⑫ 

這些在書中只是順便提及。

如果我們仔細深入讀一下該書對七千人大會的描述，

就會發現它為此後文革前五年提供了新的鋪墊。劉少奇的

「突然襲擊」，使毛劉二人的關係徹底破裂了，雖然其他

⑪  比如，見 Jing Huang：Factionalism，173~197 頁。

⑫  毛澤東自我批評的原文見單少傑《毛澤東執政春秋》第 231~235
頁，他在其中為大躍進承擔了自己的責任，並允諾在黨內進一步發揚
民主集中制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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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人還沒有充分意識到究竟發生了什麼。但是劉太強大

了，毛不可能像往常那樣把他簡單清除了事，他必須要先

找到合法的理由並掌握足夠的權力。因此他開始盯著他的

獵物轉圈。劉少奇也意識到毛澤東正在伺機攻擊他，於是

開始培育自己的支持基礎。他首先為彭德懷的支持者平

反，同時給某些在 1957~1958 年反右運動被判刑的人「摘

帽」，接著通過出版《論共產黨員的修養》新版首次培植

自己的「個人崇拜」，發表「兩個主席」肩並肩的照片，

甚至在公開場合游泳。劉少奇還在鄧小平、彭真、陳雲和

其他「一線領導」成員的協助下，推動不同於毛的、「修

正主義」的政策，以便使國家重新回到經濟復甦的道路。

無疑，劉少奇採取這些措施，毛澤東必然會認為直接

威脅自己的領導地位，於是更加憤怒，開始實施自己的計

策。他鼓動新近提拔的國防部長林彪逐漸抬高激進化了的

軍隊的政治地位，將毛的個人崇拜推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鼓動江青在文藝領域實行「革命化」，同時在赫魯曉夫已

經下臺的情況下，還在國內公開批判蘇聯「走資本主義道

路」和搞「修正主義」。這樣，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張戎和

哈利戴重新揀起了過去「兩條路線鬥爭」的模型，後者在

1981 年 6 月的十一屆六中全會上為改革派所徹底否定。這

已超出我們的論述範圍，但文革本身已經能夠被重新探討解

釋，而馬若德在其文革起源三部曲的第三卷中視文革為黨內

精英派系陰謀的頂點似乎是可信的。⑬  當然，毛澤東堅持聲

稱，發動文革一直是他最大的夢想，但他的這一夢想在內心

深處已經牢牢地與公開羞辱和摧毀其對手聯繫在一起了。然

而即便這樣來理解文革，毛澤東的動機也並非僅僅是權力政

治，至少還有在文化方面破除陋習的因素。

⑬  見馬若德（MacFarquhar）：《文革的起源》，（倫敦）牛津大
學出版社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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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評

總而言之，我們應該如何評價毛澤東這些「鮮為人知

的故事」呢？這些描述確實過分。當然，對它們進行批判

很容易，比如指出把一切都歸結為毛澤東邪惡的動機，造

成了對毛澤東一目了然的錯誤的解釋不必要的複雜化；再

如指出心胸狹隘而看不到毛澤東同樣驚人的天賦（無論他

的作品內容如何，他都是一個偉大的詩人、中國現代最有

力、最有影響的散文作家之一），和毛澤東統治時期中國

取得的無法否定的鉅大成就（經濟增長較快、人口壽命增

長一倍、貧困人口和文盲大幅減少、腐敗程度降低）。作

者評述毛澤東的性格過於偏重道德指摘並且簡單化，無視

存在於毛身上的明顯矛盾：儘管毛澤東決心堅定地走自己

的路摧毀一切對手，他還是從心裡瞧不起那些對他討好奉

承的人（比如周恩來）；他本人儘管是一個博學的知識分

子，他還是把知識分子稱為書呆子並試圖讓他們終生從事

體力勞動，等等。張戎和哈利戴對形勢背景或者制度文化

的描述也過於個人化：黨內鬥爭是一個殘忍的零和遊戲，

但鬥爭規則都被雙方認可和接受（比如，毛澤東隱瞞周恩

來患晚期膀胱癌的消息，周恩來同樣也知道並隱瞞毛澤東

患肌萎縮性側索硬化並只能活兩年的診斷結論）。而且，

中國人對現代軍備的強烈興趣遠早於毛澤東，可以一直追

溯到早期要求「富國強兵」的人，並一直延續到江澤民和

胡錦濤時代。中國當前的現代軍備主要由俄羅斯武器供應

商提供。

不過，我還是認為作者的描述是較為可信的，並深具

破壞性 — 它可能會徹底改寫我們熟知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革

命起源的歷史圖景。這些描述也是一個絕對權力導致政治

腐敗的故事，主要表現為兩種截然不同的形式。其一通常

是個人的腐敗，包括無所顧忌地放任自己的性慾望，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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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約地豢養大批侍從、衛隊和助手，擁有私人火車、飛機

和直昇飛機，奢侈地建造 50 所以上的秘密宮殿，這些宮殿

都是混凝土堡壘風格並且都有秘密出口。但第二種形式的

政策腐敗代價更為昂貴，它包括擁有特權去樹立自己幻想

的神授能力的形象和根本無視負面消息的反饋一意孤行，

這二者往往都出乎意料地帶來悲劇性結局。大躍進和十年

動亂就是最明顯的兩個例子。

但真正的挑戰在於，如何把書中描述的政治惡魔和

中國人心目中的毛澤東形象協調起來。因為在我看來，這

本書對毛澤東的抨擊未必能夠影響毛在其國民心目中的

形象。毛澤東這種超凡的抵抗力與他三個不尋常的特質有

關。首先，儘管毛澤東並不是一個蠱惑性的演說家，但他

在公共關係方面展現了無與倫比的能力。他不僅培育了世

界上最大的個人崇拜之一（這種崇拜有效地化解了他自我

削弱的個人魅力），而且馴化了世界上最大規模的人口按

照他的世界觀鸚鵡學舌，並在民眾心目中深深打上了既是

民族敗類又是民族英雄的烙印。他通過不斷向人們灌輸

「彌天大謊」，簡單高效地把自己的語錄變為神的啟示，

把讀他的語錄變成一種新的傳統儀式。這種公共關係方面

的天賦使他僅僅靠出版《毛澤東選集》的稿費（中國每個

家庭都必備一本），就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大富豪，

而他卻在大會上威脅性地點數他的政治局同事每週吃幾斤

肉。⑭

其次，無論他在戰爭領域中的勝敗紀錄如何，他都是

一個足智多謀的、終生都在銳意創新的政治家和軍事家，

他和孫子、曹操都屬於「現實主義」流派。毛澤東對中國

⑭  參閱 Helmut Martin：Cult  and Canon：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State Maoist（Armonk：M. E. Sharpe，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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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爭文化的影響決非僅僅局限於「人民戰爭」⑮  期間。他

是現代游擊戰爭的創始人之一，對現代恐怖主義也做出了

創新性的貢獻，但他使用的暴力並非希特勒的「夜與霧法

令」模式，而是公開羞辱、非法拘禁後進行公審、公開處

決的方式。他能夠一直非常信任人民解放軍對他的政治忠

誠度 — 無論發生什麼情況，他都時刻準備著帶領他們去戰

鬥。這一點根本不用驚訝。他喜歡把矛盾統一起來，能夠把

一些看似不可能結合在一起的對立面統一到一起，比如把暴

力和談判、暴力和工作、暴力和教育統一起來。最終，持續

的暴力運動超過了愛好和平的中國群眾的接受程度，而他也

和希特勒一樣，在生命的盡頭哀歎他的人民最終背叛了他。

第三，毛澤東確實抱有一個樸素的但引人注目的革命

理想 — 實現社會的平等，為群眾的利益而無私奉獻自己。

如果按照基尼係數的某些指標來衡量，他確實做到了這一點

（伴隨著像螞蟻一樣單調的文化）。該書對這個理想非常蔑

視，因為作者們認為理想並非毛澤東動機的驅動因素，而僅

僅是他為無情地進行自相傾軋而作的華麗的表面文章。我認

為這是一種誤解。不能實現自己抱有的理想畢竟不是什麼大

的缺點，而且一個理念的正當性或政治有效性和其傳播者的

動機也根本不同。但對那些認為毛澤東仍有現實意義的人來

說，他高尚的理想儘管是不切實際的，但並未隨著時間而暗

淡，帶給人們的好處還是超過了他的罪過和錯誤。當前，中

國成功實施了經濟改革和開放運動，但也帶來了一些問題，

如腐敗和不平等的顯著加劇，於是毛澤東所追求的理想似乎

又在他同胞的心目中具有了新的價值。

⑮  Anita M. Andrew 和 John A. Rapp：Autocracy and China's 
Rebel Founding Emperors：Comparing Chairman Mao and Ming 
Taizu（Lanham：Rowman＆Littlefield，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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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如此寂寞
Geremie R. Barm  �

毛澤東回歸

2002 年胡錦濤當選國家主席和中共中央總書記的時

候，很多人認為江澤民時代相對寬鬆的意識形態統治將會

繼續延續下去。更有一些樂觀的觀察家認為，中國終於有

了自己的蘇聯風格的改革家（這使人想起有「中國的戈爾

巴喬夫」之稱的喬石）。

但是，2003 年 12 月，中共當局在人民大會堂舉行了

毛澤東誕辰 110 週年紀念大會，胡錦濤在大會上的發言

徹底打消了人們的這種幻想。十年前紀念毛澤東誕辰百週

年時，當局借機大力頌揚鄧小平理論和文革之後中國發展

的轉向。這樣做的目的部分是試圖扭轉新出現的群眾性毛

澤東崇拜現象。�  這是一種群眾情緒的湧現，它產生於

1980 年代末，在 1989 年抗議活動之後開始明顯形成。我在

毛澤東的「身後履歷」中記述了這一現象。

江澤民在 1993 年紀念毛澤東誕辰百週年大會上的講

�  全文譯自 Geremie R . Barm ：“I'm So Ronree，”《中國研究》
（The China Journal），2006 年 1 月第 55 卷，第 128~139 頁。作者
白傑明（Geremie R. Barm ）是澳大利亞國立大學亞太研究院教授。
本文由曲廣為翻譯。

�  白傑明：《毛澤東幽靈：偉大領袖身後的個人崇拜》，紐約阿芒
克 M. E. Sharpe 出版社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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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至少還提到了毛澤東的錯誤。�  但胡錦濤在 2003 年的

講話對毛澤東只有讚美，說毛澤東思想的偉大旗幟「在任

何時刻任何情況下都應該一直高舉」。�  儘管 1976 年 9 月

毛澤東去世之後，給中國留下的遺產是政治經濟的徹底崩

潰和社會的深層混亂。

胡錦濤施政模式很明顯地體現在 2003 年他讚頌毛澤東

的講話中，這個講話宣告了一個逐漸從緊的意識形態統治

時期的到來。這對那些重新探討毛澤東及其遺產的著作或

者觀點來說（我認為它們的出現是必然的），不論是中文

的還是其他什麼語言的，似乎是一個不錯的出臺機會。張

戎和喬．哈利戴的新作《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就是

在這個時機出現的這樣一本書。它令人驚訝地揭露了毛澤

東的偏執、惡魔一般的自負和極端的殘忍，呈現給讀者一

個與共產黨的記述完全相反的、一個暗淡的消極版本的毛

澤東。出版商的銷售戰略更是使該書在英語世界的大眾媒

體上風行一時。但是，鑒於毛澤東是 20 世紀中國歷史上一

位至關重要的人物，他的故事對中國影響深遠，這本書對

於我們把握和理解毛澤東是否真的具有重要意義呢？

毛 賊

我記得那是 1980 年，第一次聽到一個大陸朋友稱呼毛

澤東為「毛賊」。他是一個老作家，1957 年以來遭受了非

人的虐待，他妻子在文革初期被殘忍地打成殘廢。四人幫

�  江澤民：〈在毛澤東同志誕辰百週年紀念大會上的講話〉
（ 2003年 12 月 26 日），《人民日報》，1993 年 12 月 27 日；還見
於白傑明：《毛澤東的陰影》，第 259 頁。

�  2003 年 12 月 26 日新華社的報道：《中共中央舉行紀念毛澤東同
志誕辰百週年的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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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剛被逮捕之後，在一次過去 20 餘年中受到政治迫害而天

各一方的文藝工作者聚會上，我們見了一面。此後這位特

殊的朋友（現在中國媒體稱他為左傾年代受迫害的天才作

家）經常稱毛澤東為毛賊。據他自己和一些朋友說，即便

在開會時有一些支持毛澤東的共產黨元老在場，他也照說

不誤。他也是最早強烈建議把毛澤東的屍體移出陵寢、把

至今仍然籠罩在天安門廣場上的毛澤東肖像摘除的人。

但是，他僅僅是眾多在毛澤東時代受到野蠻對待、以

各種形式大聲疾呼反對毛澤東及其有害遺產的、有正義感

的男男女女中的一個。此外還有如星星畫社的先鋒派藝術

家王克平在 1978 年創作了木雕《佛》，把毛澤東和佛的形

象有機融合在一起；白樺在 1979 年發表了劇本《苦戀》；

1980 年 1 月四川詩人孫靜軒寫了一首有力的詩形容這位

陰魂不散的領導人，他在詩中警告讀者「有一個可怕的幽

靈 � 在中華民族的廢墟上遊蕩」。

儘管鄧小平謹慎地採取措施還原了毛澤東的本來面

目，黨中央《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胡錦濤在 2003 年毛澤東誕辰紀念座談會上的發言的依據 

— 也對毛澤東的歷史功過做出了最後的官方定論，但整

個 1980 年代中國作家和思想家們還是一直在不遺餘力地譴

責和質問毛澤東對中國的不良影響。其中我最喜歡李劼，

他借助自己獨特的心理分析理論和文化研究，「有意無意

地」刺穿了「毛澤東藏屍的迷霧」。�  這位上海作家對毛

澤東的分析可以和蘇聯哲學家亞歷山大．季諾維也夫對斯

大林和斯大林主義的思考相媲美，後者在其著作中分析了

俄羅斯人和蘇聯統治者之間複雜而牢固的心理政治糾結。

李劼也這樣評價毛澤東：「毛澤東利用了中國人的弱點去

�  李劼：〈毛澤東現象：一個倖存者的批判〉，見《毛澤東的陰
影》，第 14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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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進他自己所謂的革命⋯⋯」�

中國的審查制度時而相對寬鬆，時而非常嚴苛。中國

大陸文化名人就是在這種審查制度下初步探索了評價毛澤

東的方式。我這裡簡要提及這些的原因是，如果說張戎和

哈利戴的書中存在一個根本不足的話，那就是作者根本沒

有提及毛澤東、他的同事和那些曾經參與和推動中國革命

的人、那些從中國革命中受益或受害的人之間複雜的相互

關係，尤其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

此外還有一個原因。1980~1990 年代研究毛澤東的中

文著作很多都是富於想像多姿多彩的，它們之所以對評論

《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有用是因為後者誇張的筆調和

不容置疑的口氣，使之與近來其他流行的獨裁者體裁傳記

（比如伊恩．克肖（Ian Kershaw）的希特勒傳記）較為平

實的敘述方式不同。它對毛澤東的描述，更像是對中國大陸

文革後眾多歷史評述的一個苦澀的呼應，追求民眾的轟動效

應。如果一個人比較熟悉毛澤東時代的真實情況，他可能會

和作者一樣對那個時代的暴行感到憤怒。但是我們也必須要

問一下，在這樣一部市場運作投入鉅大、宣稱是毛澤東及其

歷史研究領域中的抗鼎之作中，復仇心態是否能有助於作者

深入研究毛澤東、把毛澤東全面呈現給讀者呢？

書中存在的問題

前些年我和同事一直在波士頓進行合作，想製作一

�  李劼：〈毛澤東現象：一個倖存者的批判〉，見《毛澤東的陰
影》，第 143 頁。

�  我這裡順便指出，由於中國歷史編纂中經常使用一些強有力的
「道德評價」術語，因此張戎和哈利戴的書似乎更應視為根據中文譯
出。關於現代中國道德評價語言的重要性，見我的《赤字：當代中國
文化論》（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 1999），第 326~32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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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反映文革時代歷史的電影，創辦一個記述文革時代歷史

的網站。�  但在此期間我遇到了很多棘手的問題。於是在

《中國研究》（The China Journal）編輯的推薦下，我抱

著一些預期去閱讀了張戎和哈利戴《毛澤東》一書中的第

六部分 —〈復仇〉。由於作者聲稱他們深入研究了共產黨

精英尤其是毛慣用的陰謀詭計，我希望至少能從中得到一

些新的信息或者思路，以便更充分地瞭解文革的起源和演

變、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動機和那一段歷史。

但自從我讀〈復仇〉的第一頁開始，問題和疑慮就開

始出現了，而且越來越多。

●  毛澤東立即安排江青「作為警察總監負責在全國範

圍內毀滅文化」。進而作者告訴我們：「江青是毛毀滅文

化的主要助手，她確保了在毛澤東的有生之年文化不會復

甦」。江青在 1966 年解放軍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作

者們稱之為「毀滅文化的宣言」）中氣勢洶洶地重新提出

了一個老問題 — 五四以來中國文藝界進行的一個長期而重

要的論爭：究竟是要改良還是要革命，是要大眾的價值觀

還是要資產階級的價值觀。但在大約 60 頁之後作者自相矛

盾地說，毛澤東去世前幾年，文化開始部分地復興起來。

而且，作者在書中大費筆墨痛批江青在文革中的作用（作

者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批判江青），竟然忽略了江青在建

國初期批判電影《武訓傳》中的作用，那也是文化界發生

動蕩的一個重要時期。更進一步說，該書對文化論爭（無

論它們是如何迂迴表達或是如何受到權力因素驅動的）的

批判使感興趣的讀者很難（確切說幾乎不可能）理解文革

的真正意義和邏輯，很難明白文革的產生源於作者所說的

毛澤東的人格扭曲變態和江青的癲狂。

� 《八九點鐘的太陽》（波士頓：長弓影視 2003）。相關網站見 
www.morningsu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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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對文革徹底展開之前的複雜序幕中，《海瑞罷

官》事件和明代史學者、北京市副市長吳 受牽連這一段歷

史描述得非常混亂。

●  文革初期高校學生是如何參加進來的，文革中至關

重要的紅衛兵是如何形成的，作者對此的記述非常草率。

●  作者們聲稱教師和行政官員「是紅衛兵最先批鬥的

對象，因為他們是傳播文化的人」。這就忽略了這樣一個

事實：這幫年輕造反派的最初受害者中有一些教師屬於激

進的毛澤東主義者，是他們最先向這些年輕人灌輸了暴力

和激進的思想。張戎和哈利戴評論說「毛澤東播下的仇恨

的種子終於開花結果了」，而沒有看到人們如何積極投身

於作為集體事業的社會改造，也沒有指出民眾不滿和反抗

的始作俑者並非僅僅毛澤東本人。

●  1966 年 8 月 18 日紅衛兵天安門廣場集會時，宋彬

彬給毛澤東戴上了紅袖章，她因此而名聲昭著。但作者對

這一令人困惑的複雜事件的處理方式非常隨便。所使用的

資料不正規，而且根本沒有介紹宋彬彬本人的觀點（該書

出版足足兩年之前，我們就已專門拍了紀錄片《八九點鐘

的太陽》，其中她第一次公開表態）。

●  書中到處都是一些經不起證明的甚至實際上是錯誤

的歸納，比如「全中國沒有一所學校中沒發生過暴行」；

還比如「實際上共產黨統治期間沒有為普通市民建過一所

新住房」。

●  毛澤東和儒家思想之間令人困惑而且複雜的關係

（乃至中國知識分子和孔子之間長達一個世紀的鬥爭）被

頗具諷刺意味地總結成這樣一句話：「毛澤東甚至仇恨孔

子，因為儒家思想要求統治者必須要愛護其國民。」

● 等等。

儘管作者們宣稱他們正在寫的是一部通俗的傳記，而

不是一部學術性著作，但大概是出於使讀者相信其學術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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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性的目的，該書的正文之後被加上了一系列精心設計的

陪襯：正文有 67 頁的尾註，還有很多不同語言的參考書目

和文章以及檔案文件。僅僅〈復仇〉部分所引用的詳細資

料就涵蓋廣泛的領域：優秀的學術著作、沒發表的論文、

大陸出版的無數書籍和文章，包括較為嚴謹的學者的作

品，也包括低檔次刊物上的東西。此外書中還有多年來在

很多地方對無數「知情人」的訪談目錄，作者們確實借此

獲得了大量詳情。

僅僅是所引用的訪談這一項就好像在暗示讀者：任何

一個歷史學家都很難獲得這麼多富含新信息的資源。比如

第 731~733 頁的註釋中就有對各種訪談的引用：〈對毛澤

東私人工作人員的訪談，1999 年 4 月 19 日〉；〈對地方官

員的訪談，1996 年 4 月 13 日〉；〈對毛澤東女友的訪談，

1995 年 11 月 2 日〉；〈對很多高官子女的訪談〉等等。很

多時候資料來源的提示僅僅是〈對某知情人的訪談〉，後

面加上一個日期；或者是〈對毛澤東私人工作人員之一的

訪談〉加上一個日期；〈對某經濟管理人員的訪談〉加上

一個日期等等。關於毛澤東和江青的女兒李訥及其文革生

涯的詳情資料主要基於〈同李訥的一次談話〉、〈對一個

同事的訪談〉、〈對拜訪李訥的一個朋友的訪談〉、〈對

毛澤東的一個朋友和前僕人的訪談〉、〈對毛澤東無數私

人工作人員的訪談〉和〈對毛家近鄰的訪談〉等等，後面

有不同的日期附著。

所有這些資料都令人困惑。當然裡面也有很多是可信

的。但是，作者如果不向讀者和專家提供更為詳細的信息

或者證實的途徑，來交叉核查並求證這些資料的可信度，

那麼我認為張戎和哈利戴就是在重複美國著名的政治傳記

作家基蒂．凱利（Kitty Kelly）走過的路。或許張戎和哈

利戴的訪談紀錄（詳述訪談的時間地點、被採訪人姓名、

與討論主題的相關性、全部而不是部分訪談紀錄及副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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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向公眾開放並接受核查之後，這些挑剔之詞才會逐漸

消失。考慮到作者對各種資源（尤其是中文資料）的折衷

有時甚至是有選擇性的使用，我認為我們需要注意中國歷

史著作中一個非常重要、但未必總是靠得住的傳統 — 外

史或「非正史」。這是不明內情的人對宮廷政治運作方式

和其中陰謀詭計的一種無中生有的、非官方甚至下流的記

述，或者說是歷史事件的非正統版本。這種著作也稱為

「野史」，或「稗官野史」，和官方能夠接受的記述形成

對照。本質上看，野史或者稗史的記述方式一般是小說化

或者半小說化。但野史所提供的事件發生的資料、參與者

和時間有時候也被歷史家採用。有些學者還用一些比較可

信的手段 — 多為檔案資料 — 來矯正野史。野史對歷史事

件的記述儘管並不可信，有時候卻獲得人們很大的信任。

正是由於中國歷史著作的這一傳統，《毛澤東：鮮為人知

的故事》可能會在中國流傳開來，甚至可能會比在英語世

界裡面流傳得更久遠。�

寫到這裡，我不由想起另一部記述中國宮廷政治的作

品 —《景善日記》。該日記據稱是一個知情人對 1900 年

義和拳起義前後清廷事件的紀錄，在一個世紀前出版時曾

經引起國際轟動，大大影響了人們對晚清帝國尤其是慈禧

太后的生活、心態、行為的認識。但它很大程度上是巴克

斯憑空想像寫出來的著作，是一部閒聊出來的故弄玄虛的

故事。《景善日記》全部包括在巴克斯和濮蘭德（他編

輯了日記的譯本）合著的《慈禧外傳》（1910 年）一書

中。該書在擁有多年影響、享盡西方報界大幅讚頌之後，

於 1936 年被揭露是一本偽書（最終的致命打擊發生在

�  也見賈佩琳的〈野史〉，發表於 2005 年 8 月 9 日 The Bulletin  上
的對《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的書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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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 年）。⑩  此前興奮的國際媒體對《景善日記》出版的

反應是 — 正如駱惠敏所言 —「讚美的浪潮」。我們這裡

有必要回顧一下：

通俗媒體引領了這本書的成功：中國迄今沒有一

份報紙或雜誌倉促發表評論歡呼這本書的問世。但中

國之外所有地方的所有評論家都爭先恐後拼命表達對

這本書的欣賞之情，好像對這本書來說任何讚譽都不

為過。在這似乎是永無休止的讚頌浪潮中，從格拉斯

哥到新西蘭丹尼丁，從多倫多到約翰內斯堡，所有讀

者都被告知：這是「一部穿越中國政治迷宮的絕對必

要的指南」；是「近十年來問世的描述中國事情信息

量最充足的一本書」；它「比最近 25 年出版的所有

關於中國的書都更加關注北京的內政史」；它「無疑

是對我們時代新興的現代歷史著作的一個最重要的貢

獻」⋯⋯⑪

《景善日記》事件最近還有過一次波動。我們現在能

買到該書的中譯本（大概是根據儲存於大英歷史博物館中

的該書「原本」翻譯而成），出版者吹捧它是紀錄晚清宮

廷史的一部重要「野史」。⑫

⑩   見駱惠敏：《景善日記：偽造的線索》，《東亞歷史》第一
卷（1991 年 6 月），第 98~124 頁。該日記和最近新出的《中國
「六四」真相》一樣臭名昭著，墨爾本學者謝埡對後者進行了專門研
究。

⑪  駱惠敏：《景善日記》第 104 頁。

⑫  見惲毓鼎等人：《光緒皇帝外傳 — 景善日記》（重慶：重慶出
版社 1998），《清末稗史叢書》系列。實際上，在 1940 年代中國共
產黨的作家和歷史學家們比如鄧力群等人，就接受了這本偽造的日
記，所以這本書在中國重新出現也有其歷史淵源。見駱惠敏：《景善
日記》第 112 頁。

大風網站‧版權所有  https://strongwindhk.com/product-category/strongwindbooks



我
是
如
此
寂
寞

899888

當我讀到張戎和哈利戴的毛澤東傳記時，又想起另外

一部通篇描述後帝國時代極權主義宮廷的作品 — 蒙塔菲

瑞（Simon Sebag Montefiore）在 2003 年出版的前蘇聯

領導人斯大林的傳記《斯大林：紅色沙皇的宮廷》。它詳

細描述了斯大林的貪婪、卑怯和殘暴，主要資料來源是官

方和個人的記述。作者在記述這個殘暴制度的恐怖行徑時

喜歡用極其誇張的描述方法，有點類似張戎 � 哈利戴在其

長篇大論中所用的手法。但不同的是作者仔細閱讀了一些

重要歷史人物的通信和日記，並把它們和檔案加以對照，

使該作品表現出一種有層次的深度。蒙塔菲瑞深入細緻地

分析了斯大林時代的政治背景，在書中還附有對斯大林家

人的訪談，生動地向讀者展示了斯大林的惡魔和變態本

性，而不是像張戎和哈利戴描述毛澤東那樣令人感到模糊

不清。

回到中國，我寧願推薦一個真正知情人的著作 — 十

幾年前毛澤東的私人醫生李志綏大夫的回憶錄。當時一

些編輯敏銳地注意到馬若德再現毛澤東時代的著作打

開了一個新的國際市場，於是推出了李志綏大夫的回憶

錄。儘管如此，李志綏和安妮．塞斯通的《毛澤東的

私人生活》（1994 年）還是值得反復閱讀，並據之核

對張戎這本有爭議的著作。很多學者都非常重視李志綏

的這本書，並在《中國研究》上發表了書評，包括我本

人 1996 年 1 月的評論。儘管該書中存在一些缺點，也可

能有失精確，但它大致提供了毛澤東使人敬畏的一些原

因，也描述了毛澤東掌權時他和同事們在靜謐的中南海

中對世界的看法。

毛澤東在中國研究領域一直深受關注，很多負責任的

學者也一直在試圖揭開歷史詳情並借助文化分析的方法恢

復其本來面目，但我堅持認為「李志綏的書並不能改變很

多人心目中的毛澤東形象 — 他是一個做過好事的農民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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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尚武的文學家和一個哲學王」。⑬  而且我對以下觀點

表示異議：由於很多著名評論家對《毛澤東：鮮為人知的

故事》書中內容的歷史真實性展開爭論，無論該書的記述

在史實上有沒有價值，它必然會對未來的某些事情、對中

國的第二波非毛化產生顯著影響。

美猴王

我們讀了《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之後，就會迫

切想找到令人信服的著作，來瞭解毛澤東在人民共和國前

30 年中的行為動機（除了他妄自尊大地決心稱霸世界之

外），或者他當時獲得那麼多人支持的理由，或者他直到

今天都在民眾心目中有鉅大影響的原因。然而張戎在接受

新聞採訪時給我們提供了一個毛澤東的恐怖肖像，並確信

自己已經摸透了毛澤東思維的脈搏，讀者通過該書只瞭解

到毛澤東是一個病態而邪惡的天才、一個有著超強的權利

慾的極端的自我主義者。當然，這並不是說作者們根本沒

有試圖去解析毛澤東的人格特點。

我們可以從〈復仇〉部分中看到對毛澤東政治慾望與

個人衝動之間矛盾的分析。比如在該書的第 565 頁，作者

描述毛澤東思想工宣隊開進清華大學之後，毛澤東和清華

大學造反派頭頭蒯大富（毛澤東在當時情況下欽點的人）

的那次有名的會見。毛澤東和這位造反派在人民大會堂相

遇了，蒯大富非常激動，撲在毛懷裡號啕大哭。作者下面

這樣寫道：「毛也哭了 — 很可能是個人衝動與實際需要不

能兩全，他憋氣。」接著，作者們又用他們標誌性的笨拙

⑬   白傑明：〈李大夫的文化啟示〉，《中國研究》第 35  卷
（1996 年 1 月），第 12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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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敘述風格宣稱：「感情上毛恨不得把『保守派』全部打

垮，但理智上毛為了政權不能不恢復秩序。」

但可悲的是，作者對毛澤東自相矛盾的動機的這一難

得分析，不過是把毛澤東那次眾所周知的真情表現變換一

種說法而已。大約是在文革前夕毛澤東在寫給江青的一封

信中，說自己是「王氣」和「猴氣」的結合，前者是統治

和教唆民眾的需要，後者是發動暴亂把一切都搞亂的原動

力。這封信在林彪倒臺後為了防止黨內動蕩而發表。

至於推動文革發展、使眾多受過良好教育的年輕人激

情澎湃、刺激文革時代特殊文化形成的思想根源（無論你

喜歡文革與否，它確實復興了一種文化，這種文化的根源

遠早於江青在 1966 年解放軍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

作者根本沒有提及。同樣完全忽視了的還有：1960 年代早

期昭示著中國共產黨和蘇聯發生原則性分歧的「九評」、

關於文化的長篇（而且沉悶）的理論評論、關於中國經濟

基礎和上層建築（法律和教育制度、文藝和媒體）之間發

生嚴重失衡的討論和警告（報紙上普遍稱之為「文化革

命」，類似蘇聯在 1920 年代由政治理論家們推動起來的

「文化革命」），還有黨內一些理論家的著作（實際上這

些作品都未署名），毛澤東秘書（胡喬木、田家英等）的

行為等等。

老謀深算的理論研究家陳伯達在文革之前寫了很多重

要的文章，對中國走向文革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但在

《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書中他僅僅作為一個合謀者

而被一筆帶過。張春橋有可能是中國 1970 年代的最重要

的理論家了，他在文革早期一個關鍵的時刻提出了「中國

公社」的概念。作者對這兩人的處理有點過於輕率。張春

橋僅僅「能夠給毛的所作所為打上漂亮的馬克思主義包裝

⋯⋯ 他的文章使海內外許多人對文革的真正性質形成錯誤

認識」。這樣，作者們就乾脆徹底抹去中國近代歷史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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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想、意識形態和非個人的動因，而把中國徹底從 20 世

紀中剝離開來。留下的僅僅是一幅中國領導人爭奪國際霸

權，或是借助屠殺自己國民來不擇手段地擊敗其國外競爭

對手的孤立圖景。

「文革旗手」江青的情況如何呢？她因在那些年中最

初插手文化後又插手政治而聲名狼藉。林彪妻子葉群的情

況又是如何呢？她們為什麼要捲入骯髒的政治之中呢？當

然，原因是她們得不到性的滿足！她們喜歡無情的革命暴

力，原因就在於她們好色的「親密戰友」不理會她們。於

是作者認為，「在長期壓抑的環境裡，葉群跟江青一樣變

得歇斯底里，如今要從搞政治陰謀和政治迫害中尋找補償

和釋放 — 儘管她整人不像江青那樣惡毒。」

我不知道下面應該說什麼了。我應該贊同作者偶爾發

現的這些深刻見解，還是應該深入反思作者這些基於檔案

的調查和個人訪談得出的新發現的準確性，重新衡量其相

對價值？我應該對毛澤東個人和其意識形態統治的可怕代

價再一次感到震驚？抑或是我應該盡力質問作者對事實的

每一個誇大、斥責作者對事實的每一個簡單化描述、指出

作者書中每一個事實上的錯誤？在這本討厭的著作中，作

者自以為是地採取油腔滑調的新聞文體，我應該嚴正地嘲

弄這種寫作模式嗎？還是應該盡一個歷史學家的責任，居

高臨下地指出寫作這種暴君史普遍存在的問題 — 除暴君之

外的其他參與者都略去，引發讀者的極大義憤，然而又讓

他們困惑不已，不知何所云、又為何所云？

一人獨舞

毛依然踱步似的跳著舞。隨著時間的流逝，同事們

一個個從舞廳裡消失，有的被清洗，有的失掉了作樂的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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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漸漸地，舞池裡的領導人只剩下毛一個。⑭

該書中我最喜歡的也是最體現作者誇張敘述風格的一

部分是關於中美秘密和解的一節，儘管作者使用的標題很

粗俗：「尼克松上鉤」。在這一部分中，強調效果的毛澤

東和只會一廂情願的尼克松兩個獨裁者和他們狡猾的助手 

— 周恩來和基辛格 — 一起成功實現了世界地緣政治關係

史上最大的轉變之一。這一現實政治的轉變是非常耐人尋

味的，極富喜劇效果但反過來又非常殘酷。中美兩大國之

間一唱一和、各取所需，使觀察家們哭笑不得。該部分也

是本書中我最沒有發言權的一段。

兩位領導人相見時應該是火花四濺的場面。但我們在

張戎和哈利戴書中見到的僅僅是這位東方暴君的卑污。⑮ 

通篇都是毛澤東笨拙地使用各種陰謀詭計、各種計策和欺

騙的手段，然後激起動蕩和不安。該書詳細描述了一系列

的恐怖行徑和謊言，其核心思想清楚地體現在新聞媒體關

於本書對張戎的無數次採訪和該書的第一頁中：「毛澤東

主宰世界四分之一人口命運數十年，導致至少七千萬中國

人在和平時期死亡，超過 20 世紀其他任何一個國家的領導

人致死人數。」

中國由此在統治的殘暴性方面似乎成了世界第一。

而且我在該書令人震驚的描述中似乎感覺到一種「比較屍

體數量」的氣息，裡面還有一種幸災樂禍的味道。書中一

些令人非常不舒服的句子強化了這種感覺，比如「如果毛

能少殺幾百萬人的話，今天對他來說就似乎是個不錯的日

⑭  張戎和哈利戴：《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第 546 頁。

⑮  就像伏爾泰對暴君的描述：「當前，土耳其、摩洛哥、印度、中
國的皇帝都被我們稱為暴君，我們賦予這個詞這樣的含義：一個殘忍
的瘋子，他只顧及自己的怪念頭」。引自戈瑞斯查得《蘇丹的宮廷：
歐洲人對東方的幻想》，利茲．赫倫譯（倫敦：VERSO 出版社），
第 3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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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了」。無數無辜（還有那些不太無辜的）民眾的恐怖遭

遇、苦難和死亡簡直能把人嚇得失去知覺。我清楚記得自

己也曾經經歷過越來越強的恐懼感、簡直令人發狂的壓抑

感和精神上的窒息感，當時的情況是我遇到了一些 1970 年

代和 1980 年代早期從軍營、學校和監獄中回來的人，他們

講述自己經歷的苦難、傷痛和死亡的故事給我造成了這種

感覺。還有，我覺得該書作者表現出的強烈憤怒，似乎是

為了喚起那段扭曲歷史的受害者們的痛苦回憶，因為這段

歷史在中國民眾今天的生活中仍舊存在影響。作者的強烈

憤怒在讀者中引起了不安，也使得讀者們對這些反復強調

的恐怖行徑以及它們對民眾、家庭、團體造成的影響的起

源、規模和意圖產生一種冷漠和厭倦。

張戎和哈利戴的書不僅違背了寫作負責任的歷史著

作的規範，強化了人們對中國當前形勢的本質和遇到的問

題的冷漠心態（儘管是無意的結果），他們使用的語言也

很容易使人們認為中國人非常壞。毛澤東的同事們被稱為

朝臣，中國人民被稱為毛的子民，上海市長柯慶施被稱為

「親信」，負責保衛中南海安全的解放軍 8341 部隊被稱

為「禁衛軍」，汪東興被稱為毛澤東的「大總管」，周恩

來被稱為毛澤東的「奴才」。作者們聲稱，即便毛澤東口

頭上講「所謂」黨的集體，他的意思其實是「我們掌權

的」。為了強調毛澤東的極端殘暴，作者們還觀察到毛澤

東的「女友不像皇室的王妃情婦，沒有珠寶首飾，沒有千

嬌百寵，毛要她們像妻子那樣為他提供性的服務，還要她

們像女傭和護士那樣服侍他」。然而，這種維多利亞宮廷

風格的事情、克勞迪奧～朱利安的術語和中國宮廷陰謀論的

影響相結合，似乎給我們提供了隱喻，使我們以為毛澤東

是一個古怪的、不可理喻的人，並且把複雜的歷史削減為

一個自大的帝王任意頒佈法令的歷史。我還注意到，很多

時候這種宮廷政治術語又讓位於動物寓言上的術語：張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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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是「眼鏡蛇」，「四人幫」是「文革走狗」。

肯定會有人覺得奇怪，作者是不是專門為讀者提供了

一個「恐怖時代」版本的毛澤東呢？然而，作者攻擊毛澤

東鬼迷心竅想統治世界（見《秘密超級大國計劃》一章，

「毛決定在他有生之年把中國變成一個軍事大國，這是影

響中國人民命運的唯一的最重要的因素」），使我想起了

另一個東方暴君，此人比毛澤東小一些，也有一篇通俗文

化產品對他進行了刻畫，但要比張戎和哈利戴對毛澤東的

描述靈活得多。

動話劇《南方公園》創作者馬特．斯通（Matt Stone）、

特雷．帕克（Trey Parker）和艾黎．拉斯（Elle Russ）以

其作品辛辣的諷刺和滑稽的模仿而聞名。他們在電影《美

國戰隊：世界警察》中塑造了一個「小毛澤東」— 金正

日，詹姆斯．霍伯曼在美國《村聲》雜誌上的影評稱之為

「機會平等的侵犯者」。⑯《美國戰隊：世界警察》的主人

公並非從事平息恐怖行動的、專踢別人屁股的、被高科技

武裝起來的愛國者們 —「美國戰隊」，也不是那些被暗

殺和嘲弄的好萊塢頂級名流，而是北韓的金正日。在影片

中，創作者把金正日描繪成為一個自怨自艾、心理扭曲的

當權者，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電影中的金正日在他帶有寬屏的鯊魚坦克裡處決掉聯

合國武器核查官漢斯．布利克斯後，這位小獨裁者踱著方

步穿過他社會主義的附庸風雅宮殿的走廊，移走牆上那張

工人們高舉紅旗奔向共產主義未來的陳舊壁畫，接著悲哀

地躺倒在一張寬大的床上，床邊是一個可動人偶展示架。

最後金正日出現在走廊盡頭，那裡有他父親金日成的肖

像，肖像的背景是一個月亮門。

⑯  見詹姆斯．霍伯曼：〈神經兮兮的英雄〉，《村聲》，2004 年
10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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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過程中金正日一直哼著自己改編的歌曲《我是如

此寂寞》。

我是如此寂寞，如此寂寞，

如此寂寞而且孤獨。

我一無所有，只有我自己一個人，

孤獨地坐在小小的王位上。

我非常努力地工作，結交了一個偉大的朋友，

但沒人聽我說話，沒人理解我。

好像也沒人尊重我

因此，我非常寂寞，

一股痛苦的孤獨感，可怕的滄桑感侵襲著我。⑰

⑰  該電影情節的視屏剪輯參見 www.teamamerica.com，2006 年
2 月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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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
陳永發 �

毛澤東在 20 世紀中國史上的重要性，不論如何加以評

價，都不容否認：事實上，他在 20 世紀世界史上也有其一

席地位。他以俄為師，領導中國共產革命，推翻國民黨政

權，建立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中央集權黨國體制，

並全心全力締造一個迥異於一般資本主義國家體制的國

家，徹底消滅私人財產為基礎的競爭性市場經濟，改變了

中國之命運。即便今天中國大陸已經成為世界資本主義國

家體系中的一環，也仍然可以看到毛澤東時代政治體制的

延續；毛澤東思想雖已由鄧小平重新詮釋，卻依然是中共

政治合法性的泉源。胡錦濤出任中國共產黨總書記後的第

一件事，就是到北京郊外的西柏坡，重溫當年毛澤東進入

北京城前的艱苦奮鬥精神，許多在改革開放過程中未能獲

益的工農群眾，懷念毛澤東時代的社會地位和福利主義，

而一些知識分子，也揭櫫毛澤東時代的平等觀念，嚴厲批

評當下中國的貧富不均。然而，同時仍有知識分子憂心毛

澤東時代的思想鬥爭和控制會捲土重來。

對於這樣一個重要歷史人物，怎麼可能沒一點好奇心

呢？過去臺灣在「反共抗俄」的時代，由於政治宣傳，我

們對毛澤東並無任何具體瞭解，視毛澤東為集所有獨裁暴

君大成的人物，若不是痛斥他為現代的秦始皇，就是醜詆

他為中國的斯大林或希特勒。在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大陸，

�  本文原載於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52 期。作者陳
永發是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歷史所研究員兼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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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也是十惡不赦的大壞人，但秦始皇和斯大林卻是被

讚美謳歌的對象，前者為後代中國確定疆域規模和制度基

礎，後者使落後的蘇聯脫胎換骨，提供社會主義建設的現

實典範。中國大陸的黨史專家在具體敘述毛澤東的一生

時，更強調毛澤東「作之師、作之君」的經過，指出他是

發現馬克思列寧主義真理的思想先驅，不僅將之中國化成

為更適合革命實踐的科學工具，而且據以正確分析中國社

會，制定革命策略，在不同歷史階段，領導中國人民打敗

日本侵略，推翻國民黨政權，並建設社會主義的新中國。

這些黨史專家發展出來的大敘述，尤其強調馬克思列寧主

義的放諸四海而皆準，毛澤東繼承馬克思、恩格斯、列寧

和斯大林的道統，在資本主義十分落後的中國，別出心

裁，既動員又組織、既解放又領導中國廣大農民，以之為

實力後盾，把中國改造成進步的社會主義全新國家。這一

個大敘述，以創造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為第一要義，雖不

強調毛澤東的民族主義信仰，卻讓毛澤東贏得中國民族主

義的桂冠。相形之下，西方則有一些中國學專家，為了駁

斥毛澤東是斯大林傀儡、中國共產革命是蘇聯共產革命延

伸的說法，特別強調毛澤東的民族主義性格，不僅凸顯毛

澤東中國化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過程，也盡情刻畫毛澤東的

民族主義認同和心理，認為這是中蘇共後來漸行漸遠，成

為不共戴天之仇的最重要原因。

作者張戎博士的父母都是忠貞的共產黨員，父親到過

延安，是毛澤東中國的四川省委宣傳部副部長。1960 年代

的文化大革命中，張戎的父母慘遭紅衛兵和造反派批鬥，

而她自己當時還在中學唸書，在毛澤東發出知識青年上山

下鄉的號召後，被下放到四川西南漢藏民族混居的不毛之

地。鄧小平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以後，她負笈英國，專攻歷

史，出版了一本英語世界的暢銷書：Wild Swans：Three 

Daughters of China，中文本譯名《鴻：三代中國女人的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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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描寫祖母、母親和自己三代女人的心路歷程。她的

夫婿喬．哈利戴（Jon Halliday）研究蘇聯和東歐共黨史。

為了撰寫這一本毛澤東傳，兩人合作無間，在過去十幾年

中，非僅跑遍毛澤東留下行蹤的中國各地，也走訪了蘇聯

和東歐國家的許多檔案館；非僅訪問了生命歷程曾和毛澤

東有過交往的耄耋老人，也訪問了許多曾經叱吒風雲的有

關國際政治領袖；非僅訪問了中外許多過氣的高官，也訪

問了一些曾經侍候過毛澤東起居的小人物。特別是，他們

更尋訪到毛澤東夫人楊開慧留在長沙板倉故居的書信和回

憶文字。從這些豐富無比的文獻資料中，他們聲稱發現了

一個不為人知的毛澤東：亙古狂人，只知道自己，只知道

權力，只知道征服；對父母不孝，對兄弟不仁，對妻子不

貞，對朋友不義，對同志不忠，對國家不愛，對工農大眾

沒有悲憫，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沒有誠摯信仰，甚至也毫不

在乎死後是流芳百世還是遺臭萬年；既無領導才能，也無

政治理念，既無共產道德，也無策略思想，完全憑藉暴力

恐怖、欺騙陰謀和特務滲透，取得中國大陸的政權；為打

倒政敵和對手，不擇手段，陰險自私；他們又說毛貪殘狠

忍，享受特權，貪生怕死，性好漁色，不知誠信。我們在

她描寫的毛澤東身上，既看不到馬列主義信仰對他的影

響，也看不到 20 世紀中國民族主義留下的任何烙印，他只

是一個徼天之倖的獨夫。

張戎夫婦呈現的毛澤東，戳破了一些流行於中國大陸

和海外關於毛澤東的神話。他們證實了毛澤東在和第一位

夫人楊開慧戀愛期間，已不斷染指其他女性，而且上井岡

山後不久，儘管癡妻來信問候，卻置之不理，反而另結新

歡，並且沒有離婚就再次結婚；他們也證實了毛澤東在加

入中國共產黨後，曾經收取來自蘇聯的優渥「職業革命家

津貼」，並十分感嘆其改善物資生活之大用；他在江西崛

起之時，曾縱容李韶九諸人，假借肅清內部奸細的名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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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酷刑清除異己，株連成千上萬無辜；他在抗戰前夕，迫

於斯大林嚴令，放棄借刀殺害蔣中正的初衷，改採和平解

決西安事變之謀略；在抗戰爆發後，數度秘密接受斯大林

的鉅款援助，並下令種植人神共憤的鴉片，透過境外貿

易，籌集鉅額政費；他還在抗戰後期利用特務頭子康生，

發起搶救運動，製造赤色恐怖，以國民黨特務的不實罪

名，逼迫黨員接受搶救，並進行自我救贖；在內戰時期，

為贏得長春戰役，製造饑饉，並拒絕前線指揮官林彪的請

求，准許平民離開圍城，以致 50 萬無辜居民餓死 17 萬。

張戎夫婦也證實，中共建國以後，毛澤東簽訂《中蘇友好

同盟互助條約》的時候，同時也簽訂了承認東北和新疆是

蘇聯勢力範圍的秘密協定；朝鮮戰爭期間，毛澤東不顧金

日成的屢次求和意見，堅拒對美國任何讓步，以致戰禍綿

延，北朝鮮生靈塗炭至極，直到蘇聯以暴露中共自導自演

的美國細菌戰真相為要挾，才逼迫中共讓步，簽訂停火協

議。他們也重新證實了毛澤東透過土地革命、鎮壓反革命

運動、反右運動、大躍進，以及文化大革命等一連串運

動，殃及無辜，並導致幾千萬人死於暴力和饑饉。他們更

特別強調周恩來的愚忠，周恩來雖然不一定認同毛澤東的

政策，卻任由毛澤東利用他的柔弱和順從，展開對中共黨

國體制的大清洗和整肅。所有以上這許多細節，都值得採

信，只是其中一大部分，並非完全不為人知，有些甚至已

為中國大陸以外的一些專家所耳熟能詳。可能因此之故，

張戎夫婦出版中譯本時，書名易為《毛澤東：鮮為人知的

故事》。

不過，張戎夫婦同時也確實提出了一些真正不為人

知，甚而駭人聽聞的見解，只是證據說服力不強，殊難令

人苟同。譬如，他們為了說明毛澤東邪惡，指責毛澤東早

在 1932 年獲悉上海《申報》刊出周恩來脫離共產黨的啟事

後不久，便據以逼迫周恩來交出指揮軍事的職位，夫婦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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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甚至暗示這一份啟事根本就是毛澤東自導自演；他們指

責毛澤東在陝北藉口肅反，肆行逮捕，再大喊刀下留人，

藉以騙取土共領袖劉志丹的好感，隨後派往前線作戰，乘

戰場混亂加以暗殺；指責毛澤東唆使親信醫生在藥方中攙

雜毒物，蓄意謀殺抗戰期間和他分庭抗禮的對手王明；指

責毛澤東內戰期間向蘇聯大量輸出糧食，造成東北嚴重饑

饉，也使陝北成為餓鄉；指責毛澤東是戰爭販子，指使北

朝鮮的金日成侵略南韓，以便從蘇聯訛詐大量的現代軍事

裝備，並貿然發動八二三金門炮戰，以便逼迫蘇聯提供原

子彈樣本和投射工具；指責毛澤東為取得世界共產主義的

霸權，表面主張以蘇聯為社會主義國家之首，實際則暗示

東歐共黨國家的領袖出面擁戴；指責毛澤東在大躍進前

夕，明明知道糧食已經短缺，卻故意製造糧食生產的曠世

紀錄，以便有藉口竭澤而漁；指責毛澤東為了個人復仇，

發動文化大革命，通過抄家沒收善本書籍以充實其個人書

屋，或像 1930 年代的斯大林一樣，以沒收的珍貴文物換

取外匯；指責毛澤東不在乎死後留名，只注意生前享受名

位，所以臨終前的兩年，鄧小平、周恩來和葉劍英已經掌

握實際權力，卻只提醒他們不要在他生前搞政變，而不管

死後文化大革命體制能否繼續維持。以上一連串指責，都

缺乏足夠的證據，有一些根本是子虛烏有。值得特別提出

來說明的是兩個聳動聽聞的新見解。第一個是強調中共所

謂「二萬五千里長征」的英雄事蹟完全出於捏造，若非蔣

中正為換取斯大林對其兒子蔣經國的照顧，以及收復西南

各省軍政大權，故意暗中放行，則毛澤東根本不可能率領

紅軍安抵陝北黃土高原；另一個令人震驚的歷史大發現則

是，毛澤東在蔣中正陣營裡安置了四個紅色代理人 — 邵力

子、張治中、衛立煌，以及胡宗南；這四個人皆有扭轉乾

坤之功，毛澤東全靠他們的吃裡扒外，贏得國共內戰；其

中三人在毛澤東佔領中國大陸前後相繼投共，僅胡宗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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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不曾暴露其政治面目，終其一生以反共聞名，並埋骨臺

灣孤島。可惜這兩個驚人之見，雖發前人所未發，但不是

建立在確鑿的證據之上；基本上乃屬揣測之詞，經不起嚴

肅的質疑和考證。

因此，張戎夫婦這一本傳記給人一個印象，就是他

們好像在師法中共黨內鬥爭的一貫作法，尤其是採用毛澤

東攻其一點不及其餘的批鬥策略，把毛澤東本人放在個人

道德層次上來鬥倒鬥臭；義憤填膺之餘，也就像毛澤東一

樣，矯枉過正，但求痛快淋漓，上綱上線，以至於過度、

錯誤甚或扭曲地解釋歷史事實。正因為他們有了先入之

見，所以儘管取得了大量蘇聯、東歐檔案和口述資料，卻

只看到其中不利於毛澤東的各種批評和指斥，除了進一步

坐實毛澤東是一個完全沒有倫理和道德信仰的政治野心家

以外，並不能增加他們對毛澤東的理解；他們反而因為完

全不注意毛澤東所處的時代脈絡，一意窮追猛打，攙雜太

多的個人情緒，結果把毛澤東寫成只有邪惡一個面向的簡

單歷史人物。

其實，張戎夫婦在全書開卷不久，就已經定下批鬥毛

澤東的基調。他們引用三段毛澤東 24 歲時閱讀德國哲學家

泡爾生《倫理學原理》的批註，結論是毛澤東根據其個人

的倫理觀展開其後來的一生，而其倫理觀不過是鼓吹絕對

自私：只滿足個人衝動，不要社會良心；只算計對自己有

無好處，對任何人都不必負責任，既不關心流芳百世，也

不在意遺臭萬年；趨利避凶，只要沒有懲罰後果，便可以

為所欲為。但是張戎夫婦完全沒有注意到，從他們書中所

引兩段批註的全部文字中，可以發現另外一個完全不同的

毛澤東：

人類固以利己性為主，然非有此而已也，又有推

以利人之性，此仍是一性，利人乃所以自利也。自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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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主要在利自己之精神，肉體無利之價值。利精神在

利情與意，如吾所親愛之人吾情不能忘之，吾欲救之

則奮吾之力以救之，至劇激之時，寧可使自己死，不

可使親愛人死。如此，吾情始浹，吾意始暢。古今之

孝子烈婦忠臣俠友，殉情者，愛國者，愛世界者，愛

主義者，皆所以利自己之精神也。

吾於倫理學上有二主張，一曰個人主義。一切

之生活動作成全個人，一切之道德所以成全個人，表

同於他人，為他人謀幸福，非以為人，乃以為己。吾

有此種愛人之心，即須完成之，如不完成即是於具足

生活有缺，即是未達正鵠。釋迦、墨翟皆所以達其個

人之正鵠也。一曰現實主義。⋯⋯吾只對於吾主觀客

觀之現實者負責，非吾主觀客觀之現實者，吾概不負

責焉。既往吾不知，未來吾不知，以與吾個人之現實

無關也。或謂人在歷史中負有繼往開來之責者，吾不

信。吾惟發展吾之一身。�

張戎夫婦從道德虛無主義者的立場出發，看到毛澤

東要以其本性中至大之動力，排除本性以外之一切外鑠之

事，如制裁束縛之類，因此感覺不寒而慄。然而，他們如

果另從道德的實踐主義來看，則毛澤東強調自我作主，是

透過對自己負責來追求實現，強調爭取行動的絕對自由。

毛澤東這一套倫理觀的危險之處，不在於缺乏道德感，而

在於道德感特別強烈，正因為道德感特別強烈，他才會強

調真理如果在握，雖千萬人吾往矣，「不能因為損於人，

而不盡吾之性，完吾之心」。其結果就難免不把自己定義

的真理強加在旁人身上。毛澤東所謂真理是個人主觀上對

�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澤東早期文稿》編輯
組：《毛澤東早期文稿（1912.6~1920.11）》（長沙：湖南出版社
1990），第 146~148、203~20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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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觀實際的理解，主觀上雖是放諸四海而皆準，客觀上卻

有寬大無比的「解釋」空間，毛澤東為了實踐理想，遂經

常流於剛愎自用，一意孤行，甚至不擇手段；為了自己所

謂的大仁政，不惜犧牲別人心目中的各種仁政（小仁政是

也）；為了自己所謂大恩大德，不顧別人心目中的各種恩

德（小恩小德是也）；而為了發揚真理，可以不顧程序正

義，可以不避暴力和謀略，甚至可以殺人奪命。

張戎夫婦只看到毛澤東為了達到目的進行的政治權

謀，只看到毛澤東的無情和殘酷，也只看到毛澤東對暴力

和恐怖的使用，而不瞭解毛澤東的鬥爭講究「有理、有

利、有節」三大原則；最在乎義正詞嚴，儘管義正詞嚴可

能是強詞奪理，也可能帶來暴力、血腥、苦難和死亡，但

是他們完全不理解毛澤東所謂「理」的具體內容，也完全

不理解毛澤東如何宣傳這個理的過程，也就無法理解毛澤

東在中國共產黨內外享受到的擁護和盲目崇拜。他們既不

瞭解毛澤東如何征服許多中國知識分子，視其為科學真理

（馬列主義）和愛國主義（民族主義）的代言人，也就無

法理解毛澤東如何動員和組織社會基層的廣大貧苦群眾，

當然更無法理解廣受中國人民愛戴的周恩來為什麼像「奴

隸」一樣接受毛澤東驅使，為他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而

被張戎夫婦視為中國良心的彭德懷，或人民救星的劉少

奇、鄧小平，也曾經像中共前華東局書記兼副總理柯慶施

所說那樣，相信毛澤東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從毛澤東服

從到盲從的地步。

毛澤東透過對科學真理和愛國主義詮釋權的取得，

進而壟斷道德的合法性，並以之驅使全國人民；如果離開

這一個觀察角度，我們不僅難以解釋毛澤東本人矛盾而複

雜的言行，更難以解釋他為什麼今天仍然有那麼多信徒，

或相信毛澤東的社會主義理想，或相信毛澤東率領中國人

民已經站立起來了。其實，毛澤東固然需要嚴加批判，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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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單靠妖魔化他個人品質來達到目的，我們應該同時批

評和解構經過毛澤東解釋過的馬列主義和民族主義，提醒

讀者，馬列主義和民族主義並無放諸四海而皆準的永恆內

容，其解釋因人而異，當其與政治權力結合，且走上狂熱

的極端時，勢必會變質為教條馬列主義或是民族沙文主

義，禍害難以勝計。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瞭解毛澤東的民族

主義和馬列主義，就不必完全否認毛澤東對馬列主義和民

族主義信仰之真誠，也可分辨毛澤東馬列主義和民族主義

中所蘊含的正確和錯誤成分，承認它們都是兩面刃，既可

能帶來解放，也可能帶來殺戮；既可能帶來團結，也可能

帶來分化；既可能帶來希望，也可能帶來迫害。

再者，毛澤東在樹立其思想唯我獨尊地位的過程中，

從來就是強調現實政治中的實力原則。他在締造一個高度

中央集權權力體制的同時，也建立了一個敢於挑戰世界兩

大強權的軍事機器，所以可以不斷以個人的意志詮釋、代

言或操縱他信以為是的科學真理和民族主義，更由於他同

時發展出群眾運動和思想改造兩套手法，並對其成效深信

無疑，中國人民因而有時成為他的意識形態和民族主義的

犧牲品。若把毛澤東想像成只知崇信恐怖政治的陰謀家，

不僅忽略了毛澤東如何在思想上征服一代知識分子，而且

也過分低估了他取得意識形態和民族主義代言人地位的領

導才能。

毛澤東如何成功地成為中國民族主義和馬列主義的詮

釋者和代言人，是中共建國以前黨史的主要問題，而如何

解釋中國民族主義和馬列主義，則是中共建國以後黨史的

最重要問題。很遺憾的是，張戎夫婦耗費了極大的心力，

發掘了所謂我們所不知道的毛澤東，卻無助於這兩大問題

的解答。毛澤東帶給中國人民的，既有解放，也有奴役，

既有浴火重生，也有紅色恐怖，既有信仰，也有詛咒；他

從小就有救國救民的主觀願望，有用世之心；在擁抱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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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列寧主義以後，相信階級鬥爭是科學真理，是促成社會

進步的不二法門。但是他為了實踐馬列主義所揭櫫的理

想，也主張衝破所有外在世界加在他身上的各種網羅和限

制，雖千萬人吾往矣，尤其不在乎是否犧牲部分人命；對

暴力、恐怖、強迫、分化、權謀，亦從不避之若浼，沒有

狷者有所不為的傳統操守，反而相信為了目的可以不擇手

段，把實現自己的主觀願望提到最重要的地位，結果也為

中國人民帶來前所未有的災難。對這樣一位複雜的歷史人

物，張戎夫婦竟以極簡單的角度來處理，攻其一點，不及

其餘，尤其為了坐實毛澤東是邪惡的化身，甚至忽略了

「小心求證」的基本原則，因而嚴重減損了全書的說服力

與學術價值，不得不令評者深表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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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超級惡魔？
Alfred  Chan �

在中國，有關毛澤東的國家神話仍在以官方和非官方

的方式傳播。有鑒於此，任何關於毛澤東生平及其時代的

新作品都應該受到歡迎，哪怕那些把毛描寫成一個冷酷無

情的革命者、統治者、空想家和現代化主義者的著作。有

關的傳記、回憶錄、歷史著作、官方和非官方的文件與年

表等中文材料到目前為止已堆積如山。但是，除了在港臺

發表言論的作者，鮮有中國學者或作家敢置中共的政策界

限於不顧，跨越雷池一步。有關毛的英文資料更加有限，

儘管最近湧現出了一批頗具洞見的毛澤東傳記，其中包括

肖特和特里爾的作品，以及史景遷、費貢、戴韋因、布雷

斯林和林奇撰寫的小型傳記。�

�  全文譯自 Alfred Chan：“Mao︰A Super Monster？”Pacific 
Affairs，2006 年 No.1，Vol. 79，第 97~103 頁。作者陳仲禮（Alfred 
Chan）是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學政治系副教授。本文由馬湘臨翻譯。

�  菲力普．肖特：《毛澤東一生》（Philip Short：Mao：A Life，
London：Hodder  and  Stoughton，1999）；羅斯．特里爾，
《毛澤東傳》修訂擴充版（Ross Terrill：Mao：A Bibliography，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史景遷：《毛澤東傳》
（ Jonathan Spence：Mao，London：Phoenix，2000）；利．費
貢：《重新解讀毛澤東》（Lee Feigon：Mao：A Reinterpretation，
Chicago：Ivan R. Dee，2002）；德里爾．戴韋因：《毛澤東傳》
（Delia Davin：Mao Zedong，Phoenix Mill：Sutton Publishing 
Limited，1997）；熊．布思林：《毛澤東傳》（Shaun Breslin：
Mao，London：Addison Wesley Longman，1998）；邁克爾．J. 林
奇：《毛澤東傳》（Michael J. Lynch：Mao，London：Routledge，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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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號稱是「關於毛澤東

生平最權威的著作」，將會「震驚史學家和普通讀者」。

該書的作者之一張戎，曾因寫作《鴻：三代中國女人的故

事》而出名；而另一位作者喬．哈利戴，則寫過一些關於

朝鮮戰爭和日本帝國主義的學術著作。他們夫妻聯手進行

了艱難的研究工作，窮十年之功完成此書。他們的採訪足

跡遍及 35 個國家，對那些熟悉毛澤東或者曾與之有過接觸

的人士進行了廣泛的訪談；為了研究檔案，他們去過包括

俄羅斯在內的十個國家。在這部總共 58 章的書中，光是參

考書目就長達 46 頁，而註釋則更是長達 86 頁。

此書把毛澤東刻畫成一個殘酷無情的陰謀家，利用一

切條件和機會來滿足私慾，滿足其對權力的貪婪；一個喜

歡趕盡殺絕的嗜血暴君，為達目的不惜犧牲任何人與物；

一個在報復心的驅使下，從暗殺、拷打和把人慢慢折磨死

去中獲得快感的虐待狂。此外，他還被描寫成是一個懶

惰、裝腔作勢和「貪圖享受」的人。最重要的是，作者宣

稱毛澤東對意識形態漠不關心，而且並不愛國。

此書描寫了一位「完全不為人知的毛澤東」，其中

「令人震驚」的披露包括：毛澤東輕視農民和工人；為了

攫取權力，毫無必要地犧牲戰士，甚至自己的一位兄弟；

毒死對手，恐嚇自己的追隨者和副手，聚斂鉅額個人財

富。作者聲稱蔣介石放過長征紅軍是因為斯大林把他的兒

子扣為人質；聲稱英雄史詩般的長征是一場騙局；聲稱毛

澤東的無能致使許多戰役失利，並說他下令圍困長春所造

成的死亡人數超過南京大屠殺。作者還宣稱，毛澤東當政

時故意餓死農民，告訴他們去吃樹葉，並在饑荒時期賣掉

糧食換取武器；指控他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時期，

設陷阱誘捕知識分子。

這部著力描寫毛澤東惡行的冗長作品，貫穿著一條

主線：毛澤東對權力和主宰世界的無休止的追求。在描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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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作者顯得自己好像已然進入他的內心世界，他們甚至

與讀者分享毛澤東臨終時的想法：「他的腦子裡只轉動著

一個念頭：他自己和他的權力」（英文版第 630 頁）。

人們期望一部打破偶像神話的作品能夠對資料進行謹

慎而負責的分析。但是張戎和喬．哈利戴在這一點上卻恣意

妄為，歪曲資料，斷章取義。儘管披上了學術著作的外衣，

但該書卻無視很多現存的中、英文學術成果。許多所謂「令

人吃驚的披露」其實是眾所周知的，但作者仍然聲稱是首次

披露。書中的所謂新信息，來源於對事實的極端歪曲，以至

於無法得到任何經驗性證據的支撐。我對這部書的總體印象

是，作者把一個複雜、矛盾、多面的人物簡化為一個不折不

扣的惡魔，從而把傳記寫成了純粹的諷刺漫畫。

一、操縱資料

看看張戎和喬．哈利戴的主要觀點：毛澤東沉溺於推

行「秘密超級大國計劃」，目的是使中國能夠統治世界。

但是，該計劃僅僅是張戎、哈利戴二人的想像；「秘密」

和「超級大國」這兩個完全相反的東西是無法統一在一起

的。首先，他們認為《過渡時期總路線》就是該計劃，然

而總路線在 1953 年是完全公開地提出和推行的，其目的

是促進工業化，發展農業和商業（第 380 頁）。其次，他

們堅稱「秘密超級大國計劃」還體現在《第一個五年計劃

（1953~1957）》之中，具有毋庸置疑的「軍事性質」

（第 426 頁），理由是軍事和軍工產業佔了預算的 61%。
這一比率是他們把國防預算（23.4%）和基本建設預算

（37.6%）簡單相加的結果。而這一數字卻嚴重歪曲事

實，因為基建包括了工業、農業、教育和醫療等多方面的

投入。當然，國防預算當時很高，而且公佈的數字可能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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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情況要低，因為某些工業建設也可能被用於軍事。但

是，作者並無依據證實所有的投入都與軍事有關。在第 426

頁，他們更是把毛澤東號召加速實現《全國農業發展綱要

（1956~1967）》— 一個全面的農村發展計劃 — 與加速

實現工業化和假想的「秘密超級大國計劃」混為一談。

毛澤東有野心，而且有時候像是一個妄想狂，但是

沒有證據表明他認為在其有生之年中國有能力實現世界霸

權。在毛澤東看來，即使完成了《過渡時期總路線》、

《第一個五年計劃》和《全國農業發展綱要》的目標，中

國仍舊是「一窮二白」。張戎和哈利戴的令人費解的結論

什麼也不能證明。

他們說毛澤東企圖通過控制太平洋來主宰世界（第 426

頁）的論據，也同樣是捏造的。他們引用毛 1959 年 6 月的

一句話作為證據 —「目前太平洋實際上是不『太平』的，

將來歸我們管了才算是『太平』洋。」還引用林彪的插話

作為旁證 —「我們一定要造大船，準備到日本、菲律賓、

舊金山登陸。」但是，在這次講話中，毛澤東關心的是當

中國遭到攻擊、當北京、上海遭到核彈轟炸時，應該怎麼

做。他說，中國必須還擊，因此需要海軍。他還問要建立

這樣一支海軍需要付出多少努力和時間。�

張戎和哈利戴引用毛澤東的一句話 —「將來我們要搞

地球管理委員會，搞地球統一計劃。」（第 426 頁）— 作

為他謀求超級霸權的證據同樣是荒謬的。在這裡，毛澤東

講的是與越南的團結，督促援越的人要關心那裡的一切，

因為越南的事情不僅僅是胡志明的事情，而且是所有勞苦

大眾和全球的事情。而毛之所以提出如有必要，中國要建

立「地球管理委員會」，不過是以中央計劃體制的思路而

� 《毛澤東思想萬歲》別集及其他，收入《毛著未刊稿》卷 11 B（中
國研究資料中心 1990），第 8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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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想制定統一計劃向任何糧食短缺的地方輸送糧食。�

張戎和哈利戴認為，毛澤東最可怕的武器是他毫無

惻隱之心。他們以解放軍 1948 年圍攻長春時使用飢餓戰

術作為證據，說當時長春的人口從 50 萬縮減到 17 萬（第

312~314 頁）。但是，這正好顯示了他們是如何歪曲證

據得出片面結論的。這個說法同他們自己資料裡的證據自

相矛盾。這些證據描繪出的長達五個月的圍城畫面是複雜

的，國共雙方都對悲劇的發生負有責任。的確，共產黨打

算利用圍攻來打垮國民黨軍隊。但是，不是毛澤東而是蔣

介石禁止城內人口大批撤離；是蔣介石下令堅守長春等待

（始終未到的）援軍；也是蔣介石不給長春空運物資；更

是蔣介石下令強徵所有平民的口糧給飢餓的士兵。

書中所有觀點一旦涉及到資料核實，都證明是張戎和

哈利戴的主觀臆斷。他們經常依重於歷史小說重構對話的

戲劇性手法，把娛樂性、轟動性和刺激性凌駕於歷史準確

性之上。在這種情況下，困擾歷史學家的事實缺位和不確

定性便由作者的想像加以填充，從而完成了整個敘述。張

戎和哈利戴還肆意使用一些不可靠的野史資料來支撐他們

的說法。其中一個例子是明曉和赤男的《謀殺毛澤東的黑

色「太子」》。�  他們把此書與其他資料一並使用，用來

證明林彪及妻子知道並默許林立果所謂的刺殺毛澤東的計

劃（第 557~558、728~729 頁）。

張戎和哈利戴還誇大事實；而他們所「披露」的大多

數事實也並不是歷史著作中不曾記述的。例如，毛澤東在

� 《毛著未刊稿》卷 13，第 131 頁。

�  明曉、赤男著：《謀殺毛澤東的黑色「太子」》（香港：中華兒
女出版社 2000）。其後記中說，其中一位作者曾經參與過林立果案件
的調查（第 507 頁）。無論如何，此書屬於中國人稱的「野史」，或
者最多算是「報告文學」，因為它混合事實與虛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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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採用的所謂恐怖手段在龔楚回憶錄  �  中可以找到，而

毛澤東所謂的背信棄義也紀錄在《張國燾回憶錄》裡。�

書中的其他許多所謂「披露」也是學術界眾所周知的。例

如，延安鴉片收入對支撐經濟發展的重要性（第 276 頁）

陳永發做過研究，�  高華 �  等人 �  對殘酷的延安整風運動

也有所研究。

張戎和哈利戴認為孫中山夫人毫無疑問是一個蘇聯間

諜，但他們提供的孤立證據什麼也證明不了（第 134 頁）。

這種奇談怪論甚至與他們自己在《孫中山夫人》一書中的

言論自相矛盾，該書用英文寫作，後譯為中文。⑪

關於共產黨在長征中的最大敗仗 — 土城戰役（第

143~144，674 頁），張戎和哈利戴的版本提供了更歪曲的

說法。他們說毛澤東下令堅持設伏，但是一份被引用的重

要資料證實那個決定是毛澤東、周恩來和劉伯承集體達成

的。為了描寫毛澤東的狡詐，張戎和哈利戴聲稱在目睹部

隊大量傷亡一整天之後，他才同意撤退。而這與他們所引

用的資料是不相符的。例如，郭晨提到紅軍從下午三點開

始，花了三個小時才成功地佔領土城。下午六點時收到的

� 《我與紅軍》，香港南風出版社 1954。

� 《我的回憶》，第三卷，香港明報月刊出版社 1974。

� “The Blooming  Poppy  under  the  Red  Sun：The  Yan'an 
Way and  the Opium Trade”，Tony Saich，Hans van de Ven：
NewPerspectives on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volution，Armonk，
NY：M.E. Sharpe，1995。

� 《紅太陽是怎樣昇起來的》，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2000。

�  David E.Apter，Tony Saich，Revolutionary Discourse in Mao's 
Republic，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4。

⑪   Jung   Chang，Jon   Ha l l i day：Mme  Sun   Ya t~Sen ，
Harmondsworth，Middlesex：Penguin Books，1986（張戎、喬．

哈利戴著：《孫逸仙夫人：宋慶齡傳略》，北京：中國和平出版
社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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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報顯示，附近的敵軍增援部隊達到了八個師，而不是最

初估計的四個師。得到這份情報以後，紅軍迅速撤退，但

隨後被追擊的國民黨軍隊打敗。⑫  張戎和哈利戴並沒有引

述任何訪談資料來論證毛澤東肆意犧牲其軍隊，所以我們

可以斷言這又是他們的虛構。他們又聲稱此次敗仗「完全

被禁止公開」，只有「民間」記載，因為毛澤東要對之負

責。這同樣不真實。毛澤東曾公開承認自己在高興圩、南

雄、土城和茅臺四大戰役中指揮錯誤，並願意承擔責任。⑬ 

對這些錯誤的記述可能不乏掩飾和委婉之辭，但它們並非

不為人知，胡哲鋒 ⑭  在其著作中就曾探討過毛的這些錯

誤。

毛澤東被張戎和哈利戴刻畫成對死亡無動於衷的人。

他們引述他 1958 年 5 月的講話，聲稱他告訴聽眾要歡迎

黨的政策所導致的死亡（第 439 頁），用這段斷章取義

的引言來證明毛澤東的「殘忍哲學」。然而在這個講話

中，毛澤東不過是運用幽默手法來思考戰爭與黨內分裂問

題的辯證哲學和對立統一。他看到中國人的思維是非常辨

證的：人死了，會哀悼，但同時也有理由慶賀。毛澤東從

冷幽默開始，「你們設想，如果孔夫子還在，也在懷仁堂

開會，他二千多歲了，就很不妙。」他於是勸告聽眾考慮

問題不要太絕對，因為分裂、失衡、死亡、毀滅和災難也

能走向反面，導致統一、平衡、生命和發展。⑮  毛澤東

的這次講話發生在令人樂觀的「大躍進」全盛時期，那時

候廣泛的饑荒尚不為人知。張戎和哈利戴把這段引言與

⑫  郭晨：《特殊連隊 — 紅一方面軍幹部修養連長征紀實》，北京
農村讀物出版社 1985，第 198~199 頁。

⑬ 《毛澤東澤東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9，第 106 頁。

⑭ 《毛澤東澤東武略》，臺北彙明文化實業有限公司 2002。

⑮ 《毛著未刊稿》卷 11 B，第 68 頁。《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卷
七，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2，第 20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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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 和 1961 年的「鳳陽大饑荒」相提並論，用這種方式得

出他們的結論，是非常不公正的粗魯做法。像這樣的歪曲

在書中比比皆是，由於篇幅限制，在此舉出的只是幾個極

端的例子。

二、推理簡單化與邏輯缺陷

張戎和哈利戴的道德狂熱遮蔽了他們的雙眼，使他們

看不清驅使像毛澤東這樣的政治家採取行動的必要因素是什

麼，看不清把包括詭計、操縱甚至背叛在內的策略作為國家

管理尤其是與外國強權打交道時的正常手段的必要性。對於

書中提供的證據可能會有多種解釋的事實，他們同樣視而不

見。他們把毛澤東不願意直接對抗日本人看作是膽怯和虛

偽，指責他是「為了保存自己的實力」，等著斯大林替他打

仗（第 204 頁）。他們說，毛澤東在公開讚揚林彪的平型關

戰鬥和彭德懷的百團大戰（八路軍傷亡九千人）是共產黨決

心抗戰的標誌的同時，私下對這兩次未得到他批准的戰役憤

怒至極（第 221 頁）。張戎和哈利戴對毛澤東在有著壓倒性

優勢的日軍面前採取保存力量、避免正面作戰的策略表示反

感；但正是這項戰術，使他成為一位偉大的戰術家，並贏得

其追隨者的尊重。當然，倘使毛澤東以犧牲大量生命為代價

與日本人作戰，以張戎和哈利戴內在的惡意解讀傾向，他們

又會責備毛澤東的冷酷魯莽。

同樣，書中提到毛澤東邀請尼克松和基辛格訪華背後

的操縱與詭計。關於那次訪問，在〈尼克松：上了紅色誘餌

的鉤〉一章中，張戎和哈利戴描述了毛澤東如何使尼克松

「認為他是兩人中更迫切一方」，尼克松「以許多貴重禮物

相贈，卻不要求任何回報」。這些重禮包括美國在外交上承

認新中國、放棄臺灣和保證中國主權的承諾，以及基辛格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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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美國從越南和朝鮮撤軍並與中國分享關於蘇聯的情報的提

議。基辛格現身北京，並幫助中國重新獲得了聯合國安理會

的席位。在尼克松的幫助下，對毛澤東的妖魔化被顛覆了，

他變成了一位「富有無與倫比吸引力的」國際人物。姑且把

書中的這種分析是否恰當，尼克松、基辛格的團隊是否如此

容易上當的疑問放置一邊，作者的論據其實展示了毛澤東、

周恩來團隊的卓越外交才能，而這恰恰與他們眼中那個作為

偽君子或者無能傻瓜的毛澤東大相徑庭。

張戎和哈利戴的寫作手法，把焦點集中於毛澤東及其

所謂的背信棄義，拋開了局限毛澤東行為的時代的文化、

歷史和社會經濟背景。與毛澤東同時期的人物 — 外國領導

人、對手、同事、農民等等 — 在書中似乎只是毛的詭計和

謀求霸權過程中被動而順從的棋子。作者認為毛澤東不停

地恐嚇他的軍隊和支持者們，只有當他需要他們的時候才

加以安撫（第 247 頁）。

讀者期望張戎這位親身經歷過毛澤東時代的前紅衛兵

和中國學者，能夠從特殊的視角出發洞察行為和權力之間

的微妙關係。像毛澤東的一生及其時代這樣複雜的主題，

不能以非白即黑的方式加以對待。但是，作者只看重問題

的表面，在書中長篇累牘地提出許多奇談怪論，讓讀者沒

有思考和想像的空間。固然沒有明智之士會想為毛澤東辯

白，尤其是在官方的審查和掩飾阻礙許多中國人講述真相

之時。對於毛澤東的政策失誤和生命代價，應該不斷地加

以揭露和討論。但是張戎和哈利戴卻在濫用資料，其分析

極端簡單化，聳人聽聞，白白糟蹋了機會。

既然毛澤東是這樣一個帶來如此多災難和毀滅的死亡

天使，又怎麼可能在死後 30 年仍會得到那麼多人的尊重？

難道他那打動數百萬人的非凡魅力與才華僅僅建立在恐

嚇、殘忍和鎮壓的基礎之上嗎？《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

事》對回答這些緊迫的問題毫無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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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與達芬奇密碼：
陰謀、敘事與歷史

David  Goodman �

指責丹．布朗的作品缺乏歷史真實性似乎沒有什麼意

義。《達芬奇密碼》在多數情況下都被看作是一部小說，

講述了一個具有濃重虛構色彩的冒險故事。這樣一部書的

主要關注點在於揭示所謂內幕，把臆測作為證據幾乎是不

可避免的，而歷史著作在處理兩者之間關係時通常要謹慎

得多。有兩個內幕是《達芬奇密碼》的核心內容。內幕之

一是關於峋山隱修會的，書中說它是一個守護基督教早期

真相和「聖女」的秘密組織。另外一個內幕，是關於羅馬

天主教會主流在掩蓋真相以維護其教義和組織，尤其是通

過「天主事工會」（Opus  Dei）。�  布朗在書中把「天主

事工會」描寫成一個「極度虔誠的天主教派別」；但在教

會內部，它通常被看作是一個高級神職團體，也就是在任

命牧師和世俗會員管理方面獨立於地方教會的組織。

《達芬奇密碼》的暢銷在某種程度上無疑與它對內幕

的關注有關。如同關於名人的故事一樣，內幕故事也令大

眾著魔。在過去的幾十年裡，社會、文化、政治等廣大領

�  全文譯自 David Goodman：“Mao and The Da Vinci Code︰
Conspiracy, narrative and history”，The Pacific Review，2006 年
9 月，No. 3 Vol. 19，第 359~384 頁。作者戴維．古德曼（David 
Goodman）是澳大利亞悉尼理工學院當代究中心教授。本文由李新
華翻譯。

�  成立於 1928 年，網址：http://www.opusdei.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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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內的陰謀論或者準陰謀論層出不窮。這些陰謀論包括對

政府角色、政府機構、跨國公司、科學家以及「那些熟知

內幕」— 例如氟化物處理、人造甜味劑和外星人造訪地球

等問題 — 但卻試圖誤導公眾的人的懷疑。�  但事實上，

人們對於發現陰謀存在的興趣是如此濃厚，以至於能證明

某種陰謀存在的最強有力證據往往變成毫無證據。�  這種

現象，往往與工業化對社會的衝擊、宗教組織重要性的減

弱、信仰的喪失以及對政治家不信任感的上昇有關。�

許多情況下也許是出於同樣的原因，在 1978 年以來的

中國，也同樣能夠觀察到上述趨勢。1978 年末，這個「黨

化國家」召開了一系列高級別會議，決定放棄毛澤東的政

治路線，結束先前的閉關鎖國狀態。改革開放帶來的變

化，包括中國國內的迅速工業化、城市化和經濟的飛速增

長，對國家政治體制的公信力構成嚴重挑戰，使得國內人

民和外界評論家對中國共產黨更加充滿懷疑 — 這在很大程

度上也是由於中共在有意識、有目的地篡改自己的歷史。

自 1980 年代早期以來，中國國內的學術界、政界和報社評

論員常常會談及由此帶來的信仰危機以及對國家政治體制

的信任危機，因為這些危機關係到政權合法性的鞏固。�

當然，在最近 25 年中的更為寬鬆的時期（尤其是在國

內出版物的管理方面），中國共產黨政治的非透明性質更

使其成為產生陰謀論的沃土。在世界其他地方出現具有類

�  Jonathan  Vankin 和  John  Whalen：The  80  Greatest 
Conspiracies of All Time，Lincoln，NE：Citadel Press，2004。

�  Charles Wright：“Web  of  deceit”，Australian Financial 
Review，1998 年 3 月 21 日，第 8 頁

�  Hamish McDonald：“A  swan's  little book of  ire”，Sydney 
Morning  Herald，2005 年 10 月 8 日，第 7 頁。

�  David S. G. Goodman：“The Chinese political order after 
Mao：‘socialist democracy’and the exercise of state power”，
Political Studies，1985 年 33（2），第 218~23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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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關注點的陰謀論（尤其是那些與間諜、跨國公司和外星

人有關的陰謀論）的同時，一大批中國版圖書披露了中共

政治的內幕故事以及個別名人的私生活。�  在中國之外，

此前與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國共產黨有關的定論，

也在各個方面受到挑戰。尤其是最近十年，由於對修正歷

史和所謂內幕的探求，中國研究領域出現大量各色圖書。

這些書把中國政治體制的內幕作為核心研究內容，而那些

曾經選擇不講故事的理論家和學者，如今也在紛紛修正其

書中披露的所謂內幕（在某種程度上更多地通過暗示手

法）。最新出版的一本此類圖書，是張戎、喬．哈利戴合

著的《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此書把毛澤東描寫成

一個自戀的獨裁者，其行為在各個方面甚至比斯大林或希

特勒還要極端，有過之而無不及。

由於各種原因，張戎和哈利戴的這部書極具爭議性。

在很大程度上，書中的結論以及得出結論的方式是相當聳

人聽聞的，該書的市場宣傳已經反映出這一點。特別是，

它被說成是對既有見解與認識的徹底修正，而這些見解與

認識不僅涉及到作為書中核心研究內容的事件，更涉及到

整體的中國歷史。此外，書中的這些修正還被說成是非主

流的學術觀點，從而顯示其分析具有反權威鋒芒。在關於

該書的部分評論中，有學術界人士批評其缺少學術性，而

這反而幾乎必定會使作者及其支持者（通常來自學術界之

外）的信心倍增，使他們在辯論時更具道德優越感。當

然，這種學術批評並沒有阻止《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

事》成為在全世界暢銷的主流文學作品。

除了沉迷於修正歷史和感性主義之外，該書還具有此

�  其中最著名的，也許是前毛澤東私人醫生李志綏的披露，以及
Yao  Ming-le 披露的關於毛澤東的指定繼承人林彪的政變陰謀及其
在 1971 年出逃、摔死的內幕。（Yao Ming-le：The  Conspiracy and 
Murder  of  Mao's Heir，London：Collins 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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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書的其他一些共同特點。它明白無誤地披著學術著作的

外衣，但顯然從一開始其作者就沒打算遵守標準的學術規

範。該書連正式的規範和基本的框架結構都不具備，更不

用說學術著作的其他特性。書中沒有導言，也沒有結語。

與其他此類書一樣，該書還把歷史視為等待發掘的過去。

這當然有利於內幕的虛構，但卻使得它把關注的重點集中

到把握十足地披露所謂「真相」上，而不是謹慎地進行更

為開放的探討和詮釋。

這種寫作風格絕非不帶感情色彩，同時極富爭議性。

更何況自認為受害者，該書的主要作者也被捲入故事當

中。這本書以及它的歷史修正主義主張所引發的思考，豈

止是提供了一個詳細說明和展示此類書是多麼缺乏學術性

的機會而已 — 就這一點而言，它還算是令人滿意的。更為

有趣的是，它從反面促使人們去思考學術著作尤其是歷史

著作的特點，以及它們與其他類型作品的不同之處。這本

書還引發出與證據和論證方法的性質有關的問題，而對於

學術成果而言，證據和論證方法是至關重要的。這些問題

又涉及到敘事方法以及內幕的性質問題，並且還引發出作

為過去事件的歷史與作為對過去的解釋的歷史兩者之間關

係的問題。

要找到一個能夠恰當地形容這本書所代表的那類作

品的辭彙遠非易事。按照較為寬鬆的標準，這本書似乎可

以視為一部「通俗學術作品」。一方面，這個詞能夠說明

學術作品與小說之間的明顯區別，即使是那類涉及到歷史

事件、人物或者是以史學為基礎的小說 — 例如《達芬奇

密碼》；另一方面，學術作品本身也包括「通俗學術作

品」。不同領域和學科的學術尺度必定有所不同，但很難

認為缺少以下三個特性的作品是學術作品：能夠證實的證

據；知識的脈絡化；有關知識的理論（哪怕是間接的），

其中包括對如同法律般的一般看法是如何確立的理解。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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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大程度上，歷史和社會科學總是被視為較少具有精確性

的知識領域。在這兩個領域，證據就是那些不只能夠論證

特定事件確實如此，而且能夠論證相反的觀點似乎更為不

可能的論證。

「通俗學術作品」一詞，可能意味著以一種不尊重上

述標準的學術作品基本特性的方式來對待知識。更為通常

的是，它還意味著以一種更為直觀和取悅讀者的方式來傳

播那些不具備某些學術作品特性的學術信息。當然，按照

更為通常的關於「通俗學術作品」的描述，《毛澤東：鮮

為人知的故事》並不具備成為「通俗學術作品」的資格。

它似乎是在把「真相就在某處」作為圭臬；明顯缺乏知識

論；論證中運用的是孤立、片面的證據，而不是與之相反

的符合邏輯的證據。如同劉易斯．卡羅爾筆下的鈴鐺先生

一樣，它在論證中靠的是反復說明而不是論據 —「謊言

說上三遍就會成為真理」。�  無論這本書還有什麼其他

缺點，沒完沒了的誇大性描寫已經成為它的特色。臆測經

常取代證據，而書中提出的證據也往往是不可證實的。此

外，其他人的著作在很大程度上也被該書作者所忽視，哪

怕它們看起來（在很大程度上）支持他們的觀點。

與其他此類圖書一樣，《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

具有很強的敘事能力。事實上，可以認為該書是在用強大

的敘事能力來取代證據和論證。這種論證方法也極具爭議

性。如果採用此種論證方法，隨之而來的後果可能就是：

人們的疑問並不能完全被打消。讀者在審視該書時，可能

會對富有爭議的證據和知識的本質進行反思。知識的獲取

不僅依賴於有關記錄，而且依賴於對於這些記錄的詮釋。

人們有時也會承認，有關詮釋必然會受到當代因素的影

�  Lewis Carroll：The Hunting  of  the Snark（1876），Fit One  —
The  Landing，stanza 2，Kindle，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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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但實際上，這些詮釋對時代精神的依賴程度要比他們

承認的還要大。儘管許多歷史學家的確是實證主義的，但

更為確實的是，歷史學仍舊是對有關過去的詮釋的繼續探

討 — 其中包括對先前的學術觀點的探討。包括小說和學術

作品在內的各種作品，都對某個知識環境的形成作出了貢

獻。在此背景之下，《達芬奇密碼》和其他各色陰謀論就

具有了新的重要性。鑒於堅持小說和學術作品之間存在區

別遠非那麼容易讓人理解，堅持學術作品乃至歷史小說都

不應該故意誤導讀者，堅持無論小說還是通俗學術作品在

宣佈其描寫具有歷史正確性的同時，應該展現出嚴謹的寫

作態度和當代歷史學知識背景，似乎是更為妥當的做法。

一、關於毛澤東的內幕

正如《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已經證明的那樣，

要一個身為中國人，但目前卻生活在英國並用英語寫作的

魅力十足的暢銷書作家，加上她那通曉俄語並具有研究履

歷的丈夫，來共同為 20 世紀的一位重要人物寫一部傳記，

無疑是一部作品在文學上取得成功的標準模式。張戎和哈

利戴的毛澤東傳記，在 2005 年成為在整個英語世界轟動一

時的文學作品。張戎是《鴻：三代中國女人的故事》的作

者，該書描寫了一個中國家庭在 20 世紀的歷史，是一部引

領許多人認識中國的具有無可爭議的聲譽的作品。

《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的出版，受到許多持

贊同觀點的評論家的歡迎。其中有評論家稱它是「一部震

撼世界的書」，�  其他此類評論也大體遵循這個基調。許

多評論家甚至在認為該書有爭議的同時，仍對其在重新評

�  Lisa Allardice：“This  book will  shake  the world”，The 
Guardian，2005 年 5 月 26 日，第 1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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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毛澤東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所發揮的重要作用持肯定態

度。⑩  甚至在對該書持保留看法的人中，那些更為受人尊

敬的評論家也大多不願公開提出批評。⑪

當然，這部書表面上似乎具有很高的學術水準。按照

出版商的說法：

《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是一部開創性的傳

記⋯⋯已出版的關於毛澤東生平的最權威的著作⋯⋯

書中隨處可見令人震驚的披露⋯⋯打破了關於長征的

神話，展現了一個鮮為人知的毛澤東⋯⋯無論從內容

還是寫作方法來看，它都是對毛澤東的全新解讀。它

將令史學家和普通讀者感到震撼。⑫

⑩   Brahma  Chellany：“Neo-emperor  of  evi l   genius”，
The  Japan  T imes ，2005 年 9  月 4  日，第 23 頁；Howard 
W. French：“Putting a  knife  into  the heart  of  the Chairman's 
legend”，San  Francisco Chronicle，2005 年 10 月 23 日，第
17 頁；Nicholas Kristof：“The real Mao”，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2005 年 10 月 23 日，第 82 頁；Perry Link：“Mad，bad 
Mao”，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2005 年 7 月 20 日，第 5 頁；
Paul Monk：“So vile  a  thing as Mao”，Australian Financial 
Review，2005 年 8 月 26 日，第 11 頁；Jonathan D. Spence：
“Portrait  of  a Monster”，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52
（17），2005 年 11 月 3 日，第 1019 頁；Arthur Waldron：
“Mao Lives”，Commentary，2005 年 10 月，第 13 頁；Keith 
Windschuttle：“Mao and  the Maoists”，The New Criterion，
2005 年 10 月，第 21 頁。

⑪  Delia Davin：“Dark  tales of Mao  the Merciless”，Times 
Higher Education Supplement，2005 年 8 月 12 日，第 29 頁；
Andrew Nathan：“Jade and plastic”，The London Review of 
Books，2005 年 11 月 17 日，第 31 頁；Jeffrey N. Wasserstrom：
“Mao as Monster”，The  Chicago  Tribune，2005 年 11 月 6 日，
第 43 頁。

⑫  http：//www.randomhouse.co.uk/catalog/book.htm?command= 
Search&db= main.txt & eqisbndata = 0224071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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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宣稱該書是對歷史的修正時，張戎本人甚至走得更

遠（在公開採訪中，而不是書中），她提到其他人沒能看

到真相。在這裡，又一位作家在宣稱自己具有接近和揭示

真相的特殊能力，而其他人對這些真相不是一無所知，就

是在合謀掩蓋：

我們講述的關於長征、抗日戰爭、毛澤東如何上

臺、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等歷史事件的故事，與此前

別人講過的完全不同。沒有人曾像我們這樣來解讀毛

澤東。有關片段資料到處都是⋯⋯，只是它們就像一

條斷成數段的鋸子，不再有任何意義。沒有人把它們

粘合成一幅完整的毛澤東畫像。人們在用眼看，但卻

看不到真相。（第 11 頁）

該書作者能夠在中國以及其他地方獲取寫作資料，是

由許多因素造成的。中國政府警告仍舊健在的毛澤東核心

集團的成員，在接受張戎、哈利戴採訪時要注意自己的言

行，但這些威脅卻起到相反的作用：

人們很願意講出某些事情。他們認識到，如果自

己的故事令政府不安，就會有人聽。我總是會送給他

們一本《鴻：三代中國女人的故事》，那樣他們就會

瞭解我是個什麼樣的人，會寫出什麼樣的書。他們知

道，我的這本書不會符合黨的路線。⑬

張戎閱讀的是中文資料，哈利戴閱讀的是俄文檔案資

料。為什麼他們能夠在其他人不敢越雷池一步的地方取得

突破？答案在很大程度上與個人恩怨和動機有關，要弄清

這部描寫關於毛澤東的內幕的書是如何出爐的，必須要知

⑬  Lisa Allardice：“This book will  shake  the world”，The 
Guardian，2005 年 5 月 26 日，第 1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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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這一點。張戎在香港接受採訪時透露：

毛澤東主宰了我早年的生活。我親眼目睹了他給

我的家庭帶來的災難。我的⋯⋯父親和祖母死於文化

大革命中，我親眼目睹了他給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命

運帶來的天翻地覆的改變。然而，我感到這個世界對

他的瞭解之少令人震驚，當然，我對他也知之甚少。

我不知道是什麼在驅使他，不知道他的腦子裡在想什

麼，不知道他是如何成為中共以及中國的最高領導人

的，不知道掌權之後他在想什麼。我想發現的更多一

些。⑭

張戎、哈利戴為自己筆下的毛澤東迅速定調，他們在

書的開頭寫道：

毛澤東這個主宰世界四分之一人口命運數十年，

並導致至少七千萬中國人在和平時期死亡的人，其所

造成的死亡人數，比 20 世紀的其他任何領導人都要

多。（第 3 頁）

毫無疑問，書中的毛澤東留給讀者的印象決不是一個

聖人。在後面的描寫中，作者再次強化讀者對毛澤東的這

種印象。他們詳細引用毛澤東在 1917~1918 年冬天讀泡爾

生的《倫理學原理》時寫下的批註，並評論說：

在這些批註裡，毛澤東直言不諱地表述了他的道

德觀念。這些觀念伴隨了他此後六十年的人生，是其

做人原則的詳細註解。

毛澤東的整個道德觀的核心是：「我」高於一

⑭  Lorraine Hahn：“Interview with Jung Chang”，Talk Asia，
2005 年 7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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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他寫道：「道德之價值，必以他人之利害為其行

為之動機，吾不以為然。」「吾人欲自盡其性，自完

其心，自有最可寶貴之道德律。世界固有人有物，然

皆因我而有。」「或謂人在歷史中負有繼往開來之資

者，吾不信也。吾惟發展吾之一身⋯⋯」「吾自欲遂

行也，向誰負責任？」除非自身能夠從中獲得好處，

毛澤東不相信任何東西。（第 13 頁）

絕對的自私自利和不負責是毛澤東道德觀的核心

內容⋯⋯毛澤東的這些品質，是為「偉人」們 — 毛澤

東以此自詡 — 預備的。毛澤東性格中的另一個中心是

「破」字當頭，並且以此為樂。（第 14 頁）

總而言之，書中把毛澤東描寫成一個惡魔，在他身上

找不到一絲好品行，找不到絲毫崇高目的。張戎、哈利戴

筆下的毛澤東，覺得自己秉承天命，具有靠個人和政治上

的卑鄙手段進行破壞的強大能力；他既是個機會主義者，

又是個極度自私自利的人。這些主題貫穿整部書的始終，

不過書中的有關描寫是由一些罪惡插曲構成的，而不是像

一般傳記那樣嚴格按照更為常規的年代順序方式進行描

寫。書中把毛澤東的一生劃分為六個主要時期，每個時期

都包括一些描寫具體事件的獨立章節，而這些獨立章節時

間上往往前後重疊。例如，對於 1937~1945 年（抗日戰

爭時期）的描寫，就是由橫跨書中兩個大章的九個小節構

成。這種框架結構和寫作基調，在書中的章節題目和有關

描寫中得到體現：

第三章：建立權力基礎

18. 新形象、新生活和新妻子（1937~1938；

43~44 歲）

19. 紅色間諜引發中日全面戰爭（1937~1938；

43~44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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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打政敵，打蔣介石，不打日本（1937~1940；

43~46 歲）

21. 最盼望的事情：斯大林與日本瓜分中國（1939~ 

1940；45~46 歲）

22. 給自己人設置死亡陷阱（1940~1941；46~47

歲）

23. 靠恐怖手段建立權力基礎（1941~1945；47~51

歲）

24. 向不肯俯首稱臣的對手下毒（1941~1945；

47~51 歲）

25. 終於成為中共最高領導人（1942~1945；48~51

歲）

第四章：逐鹿中國

26.「革命性的鴉片戰爭」（1937~1945；43~51

歲）

這種敘事手法並不常見，但從突出毛澤東的背信棄義

和道德卑鄙的角度來看，是頗為成功的。幾乎在所有章節

中，讀者都可能會讀到貌似全新的故事和詮釋，其中有些

內容聳人聽聞。在此，僅從書中一系列此類故事中，挑選

三個最令人吃驚的作為例證：1. 書中說，在 1930 年代的

江西蘇維埃時期，毛澤東聚斂了相當大的一筆私財；而在

以前，這段時期是以第一個中國共產黨國家（偏於一隅）

的建立而著稱的（第 117 頁）。2. 長征中（1935 年）發

生在大渡河上（位於中國西南）的那場著名的飛奪瀘定橋

戰鬥，在書中被說成是「徹頭徹尾的編造」；而在以前，

這場戰鬥因為確保了中國共產黨成功擺脫國民黨軍隊的追

擊，使中國革命得以繼續而英名遠揚（第 159 頁）。3. 書

中說，在文化大革命期間（1966~1969），毛澤東與劉少

奇 — 在失寵之前，劉是中共領袖之一、中華人民共和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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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 — 發生衝突。在一份遞交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中，專案

組建議判處劉少奇死刑。當時，劉已遭到關押，受到飢餓

的折磨和各種形式的羞辱，健康狀況完全惡化。按照張戎

和哈利戴的說法，這個建議遭到毛澤東的否決，因為他更

希望看到劉少奇「慢慢死去」（第 556 頁）。

另外，這部書所宣稱的學術性和嚴謹性至少是相當可

疑的。書中存在三類根本性問題：1. 書中敘事的創新性被

誇大；2. 證據的使用存在問題；3. 最多只具備相當混亂的

知識論。對於該書宣稱的，在某種意義上它講述的是一個

關於毛澤東的「鮮為人知的故事」，的確值得商榷。上文

已經提到，書中確實披露了一些新細節，有許多關於具體

事件的新故事、新詮釋。最近 20 年，隨著中國共產黨對其

歷史的重新發掘，許多資料尤其是個人回憶錄在中國公開

出版。與張戎在中國生活的那個時代相比，在今天，人們

對中共內部政治以及毛澤東本人的知曉要多得多。此外，

認為毛澤東是一個具有很強破壞慾，以自我為中心的卑鄙

小人的觀點也決不是什麼新觀點。在最近十年裡，毛澤東

的私人醫生李志綏（1994）和菲力普．肖特（2004），已

經把毛澤東刻畫成一個惡魔。也許更值得注意的是，白魯

恂（Lucian Pye）早在 1976 年就按照上面的路數寫過一部

具有修正色彩的毛澤東傳記。在書中，他著重分析毛澤東

的心理：作為家中的長子，在家裡的其他孩子出生後，他

感到自己遭到父母尤其是母親的拋棄，從而導致其對各種

人際關係產生逆反心理。在這裡，白魯恂的研究之所以值

得注意，是因為儘管張戎、哈利戴進行過廣泛研究，但他

們似乎沒有讀過白魯恂的《作為領袖的毛澤東》一書，至

少在他們列出的長達 44 頁（第 745~789 頁）的參考書目中

沒有這本書。最近出版的迪莉婭．達文（1997）、肖恩．

布雷斯林（1998）、肖特（2003）所著的毛澤東傳記，也

沒有出現在該書的參考書目中。同樣值得注意的是，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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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寫作完成的一些毛澤東傳記，⑮  也未列

入這部作品的參考書目。

如果無視其他人的研究著作，要宣佈自己的書具有創

新性和權威性是很容易的。通常來說，學術著作是在研究

其他著述的基礎上完成的，並且往往會在文中加以明確說

明。但《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卻沒有這樣做，即使

是在參考書目中列出有關毛澤東生活和工作的其他毛澤東

傳記的地方，作者也沒有做到這一點。此外，如果本文提

到的該書對毛澤東的妖魔化被證明是正確的，那麼就有可

能得出以下結論：在此書出現之前，毛澤東是個卑鄙小人

的真實性被完全忽視。要使書中的結論站得住腳，需要證

據。然而很顯然，書中的許多證據非常值得懷疑。

越是有爭議的話題，越是需要可證實和可靠的證據。

但《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中的證據兩者都不具備。

哥倫比亞大學的黎安友在 1980~1990 年代期間寫過一些

關於中共內部政治的著作，他在對該書的評論中寫道： 

「⋯⋯他們的許多發現來自無法查證的資料，其他一些發

現是在公然臆測或者是建立在間接證據基礎上的，而有些

發現則是不正確的。」⑯

上文引用的該書中最聳人聽聞的三個發現，很好地說

明了其在證據的可證實性和可靠性方面存在的問題。上文

曾提到，該書宣稱毛澤東在江西蘇維埃時期聚斂了一筆私

財。在這裡，值得全文引用黎安友教授的有關評論：

為支持其關於毛澤東在 1930 年代早期的江西蘇

⑮  京夫子（古華）：《毛澤東和他的女人們》，臺北：聯經出版
實業公司 1990 年；單少傑：《毛澤東執政春秋：1949~1976》，香
港：明鏡出版社 2000。

⑯  Andrew Nathan：“Jade and plastic”，The London  Review 
of Books，2005 年 11 月 17 日，第 3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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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埃時期聚斂了一筆「私財」的說法，張戎、哈利戴

引用了四方面的資料。其中之一，是一段無法查證的

匿名採訪。其中之二，是舒龍寫的一本中文圖書。

書中說在敵人的進攻威脅到金庫安全的時侯，毛澤

東命令弟弟毛澤民 — 時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家銀

行行長 — 把一座「秘密金庫」中的錢分發給部隊。

其中之三，是哈里森．索爾茲伯里的《長征》一書

（1985）。書中同樣提到毛澤民把紅軍的錢財埋藏

在一個山洞中，這筆錢財在山洞中一放就是兩年，直

到長征開始前不久，才被取出來分發給準備長征的部

隊。其中之四，是存放在哥倫比亞大學的哈里森．索

爾茲伯里文稿中的一份文件。然而，張戎、哈利戴是

在斷章取義地引用這些資料，而且他們提到的那份哈

里森．索爾茲伯里文稿中的文件在哥倫比亞大學的

「珍本與手稿圖書館」中無法查到。根據他們給出的

資料信息，如果正確地加以引用，不可能得出他們那

樣的結論。⑰

張戎、哈利戴宣稱發生在大渡河上的飛奪瀘定橋戰鬥

是編造出來的，這個結論所引發的爭論甚至更為直接。在

書中，張戎、哈利戴引用了他們對一位據說當時就在現場

的不知姓名的老婦的採訪。書中說，「我們在 1997 年遇見

她時，她已 93 歲高齡，但是頭腦清晰」，她否認瀘定橋上

發生過任何戰鬥（第 159 頁）。最近（2005）前往當地的

探訪者發表的報道說，他們不僅無法找到那位不知姓名的

老婦，而且沒有人能夠幫助指認她可能會是誰。此外，他

們還找到一位健在的瀘定橋戰鬥的目擊證人 — 李桂秀（當

時 15 歲）。她說：

⑰  Andrew Nathan：“Jade and plastic”，The London Review of 
Books，2005 年 11 月 17 日，第 3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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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嚇唬我們說，紅軍要吃掉年輕人，活埋

老人⋯⋯人們逃到山裡。但我們看到他們的時候，他

們說別害怕，他們只反對壞人。我記得，他們穿著草

鞋，腿上纏著綁腿。戰鬥在晚上開始。紅軍這邊死了

好多人。國民黨放火燒河對面的橋樓，試圖燒化鐵

鏈，其中一根鐵鏈被砍斷。佔領瀘定橋之後，紅軍花

了七天七夜渡過大渡河。後來有人告訴我，我們看到

的某個人就是毛澤東。⑱

書中關於毛澤東公開決定讓劉少奇慢慢死去的說法，

也同樣帶有傾向性。書中引用的資料，是他們在 1995 年 11

月與劉少奇妻子的一次淺談，以及他們在 1995 年 12 月

與一位沒有提到姓名的林彪家人的另一次淺談。被張戎、

哈利戴忽視的研究毛澤東生平的另一位作家 — 迪莉婭．

達文，恰如其分地強調了該書在使用此類證據時存在的問

題。她評論說：

張戎、哈利戴忽視了大量相反證據的存在⋯⋯他

們的參考書目令人印象深刻，但缺少一樣東西，那就

是對資料及其相對可靠性進行的評估。他們沒有設法

讓我們意識到不同的目擊證人和親歷者都有「自己的

斧子要磨」— 也就是懷有私心，也極少提醒我們中國

共產黨的許多歷史都存在爭議。⑲

中國共產黨的政治不可避免地充滿神秘性，存在大量

謠傳和影射。在涉足這個領域時，尤其要把資料置於更廣

泛的背景之中進行評估和解讀。用孤立、膚淺的證據來說

⑱  Hamish McDonald：“A swan's  little book of  ire”，Sydney 
Morning  Herald，2005 年 10 月 8 日，第 7 頁。

⑲  Delia Davin：“Dark  tales  of  Mao  the Merciless”，Times 
Higher Education  Supplement，2005 年 8 月 12 日，第 2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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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問題，是一種極端魯莽的做法。然而，這在很大程度上

是張戎、哈利戴的慣用伎倆。該書在證據使用方面存在的

這些問題，與作者對學術著作的膚淺理解及其知識論的混

亂有關。書中沒有導言，沒有關於傳記或者歷史著作的探

討，也沒有對社會和政治變革的進程以及個人在其中扮演

的角色進行探討。學術著作的寫作不是機械的，其方法論

也不需要交代得很清楚 — 尤其一部書從一開始就定位為

通俗讀物時更是如此。但是，像《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

事》這樣一部具有爭議性的書，人們有理由期待作者在附

錄中就其方法論以及資料評估作出說明。考慮到這對讀者

理解作者在許多情況下如何避免出現謬誤至關重要，尤其

應該如此。弗雷德．特韋斯被普遍認為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之外最有成就的中共黨史專家。在其各種有關中共內部運

作情況 — 其中許多情況主要與毛澤東有關 — 的著作中，

他付出相當大的努力來解釋自己對可疑或者存在潛在不可

靠性的資料進行評估的複雜過程。對於學術著作的寫作而

言，引用其他已知的信息或資料來肯定、否定或者印證手

頭的信息或資料是至為重要的。

在《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中，知識論似乎隱藏

得很深，而且一點也不具有說服力。首先，從該書在宣傳

中提到的那些採訪來看，張戎、哈利戴顯然相信收集到所

有與毛澤東有關的不帶感情色彩的事實是可能的，並且相

信學術或歷史著作就是由這些事實構成的。至少他們曾明

確指出他們就是這樣做的。⑳  對歷史的詮釋通常被認為是

一個更為主觀的過程，不可避免地會涉及到取捨與判斷。

與此相對照，《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的表現更像是

⑳   Lisa  Al lardice：“This  book  wil l   shake  the  world”，
The Guardian，2005 年 5 月 26 日，第 11 頁。Lorraine Hahn：
“Interview with Jung Chang”，Talk Asia，2005 年 7 月 23 日。The 
Brian Lehrer Show，WNYC，2005 年 10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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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進行資料挖掘作業。它仿佛是在向讀者保證，沒有任何

資料被漏掉。然而致命的是，相對於對資料的描述而言，

書中缺少對資料的解讀。在這本書的核心觀點中，存在一

個重大的自相矛盾的觀點。書中說，終其一生，毛澤東都

是個權力狂，貪污腐化，無能，給中國和中國共產黨帶來

災難，令那些與其交往過的人都對他充滿恐懼與仇恨。雖

然如此，他卻能夠行使絕對的權力與權威。關於這一點，

考慮到作為個體的獨立性，書中至少應該解釋一下毛澤東

周圍其他中共領導人的行為。

其次，《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對於作為傳主的

毛澤東的識別並不一致。有時候，它把毛澤東及其行為與

其他中共領導人區分開，但有時候又把他們等同起來。一

方面，當寫到在 1930 年代早期處於中共政治邊緣（第 115

頁），或者在 1962 年遭到劉少奇公開反對（第 509 頁），

或者在 1974 年及以後遭到鄧小平反對（第 634 頁）㉑  的毛

澤東時，作者把他當成是孤家寡人。另一方面，在寫到中

共從事罪惡活動時 — 其中最臭名昭著的就是在抗戰時期共

產黨的首都延安生產和買賣鴉片（第 283 頁），毛澤東的

行為又被描寫為與其他中共領導人沒有什麼區別。毛澤東

也許要為鴉片生產和買賣政策負責，但至少在一部詳實、

權威的傳記中，人們還是期望讀到關於毛澤東的責任是親

自指揮還是出於疏忽的分析。這種分析也許能夠增加人們

對其如何行使領導權的理解。

《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列出了一長串有關毛澤

東的資料信息。關於書中資料的數量和質量，作者在有關

採訪和宣傳資料中已經說過不少。除二手資料外，還有大

量文獻、檔案、回憶錄和對數百人 — 往往都是與毛澤東

㉑  鄧小平與毛澤東自 1933 年以來保持著親密關係。毛澤東去世
後，鄧小平對重新評價他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進行了嚴格限制。有鑒
於此，書中的這種說法就更加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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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過面的名人 — 的採訪。書中充斥著細節、藝術加工和臆

測。在這當中，有些的確是正確的，有些其真實性是可疑

的，有些明顯是錯誤的 — 例如：中國共產黨不是成立於

1920 年（第 19 頁），納爾遜．洛克菲勒在 1972 年不是尼

克松政府的副總統（第 604）。㉒  然而張戎、哈利戴卻多

次選擇此類與眾不同的說法。最後，作者在採訪中多次說

過，他們的初衷是寫一部容易讀的毛澤東傳記 — 像《鴻：

三代中國女人的故事》那樣通俗易懂 — 但他們是在打自己

的嘴巴。這部書著力把毛澤東塑造成一個惡魔，以至於除了

那些具備相關歷史專業知識的讀者，一般讀者並不那麼容易

讀懂。對於那些不具備相關歷史專業知識的讀者，在讀這部

書時需要在身邊放上一部中共黨史或者 20 世紀中國史。

二、電視談話秀的犧牲品

在剝落其學術外衣之後，這部書的自以為是和學術性

的缺乏便一覽無餘。顯而易見，為了眼前的名利，《毛澤

東：鮮為人知的故事》的作者犧牲掉了他們作為知識分子

的名譽。他們不斷強調自己為這部書的研究和寫作工作付

出過大量時間與努力。在採訪中，張戎經常會提到，早在

1990 年代早期寫作完成《鴻：三代中國女人的故事》時，

她就產生了寫這樣一部毛澤東傳記的想法。

雖然如此，這部書的出版顯然還是過於倉促。如果出

版社、作者的朋友或同事更為仔細地讀過該書的話，書中

的許多敗筆本來是可以避免的。拋開這些敗筆暫且不談，

在對眾多名人和權威人物進行廣泛訪談的基礎上，張戎、

㉒  正如黎安友教授在其評論中耐心說明的那樣，儘管在此之前成立
了一些共產主義小組，但中國共產黨是在 1921 年成立的。書中引述
的那段談話發生時，尼克松政府的副總統是斯皮羅．阿格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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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利戴本來可以完成一部有見地的毛澤東傳記，但一本可

能的好書卻因為倉促出版而夭折，機會就這樣失去了。這

部書中有許多欠考慮的地方，故而不能認為它具有其寫作

主題所需要的嚴肅性。更為不幸的是，中國共產黨對與中

國有關的歷史資料進行了相當明確的控制，而對於那些想

要研究中國社會、文化和政治發展變遷過程的歷史學家而

言，這些資料又是必須的。如果只貪求搜尋更容易獲得的

聳人聽聞的內幕，或者只注重娛樂性，就有把上述研究工

作模糊化的危險。

如果像這樣一部書也可以被稱為學術著作的話 — 它

的出版商就是這樣做的 — 那麼學術界可以要求歷史小說

也適用與學術著作類似的規則，或者至少可以要求出版社

以對歷史負責的態度出版歷史小說。回過頭來看《達芬奇

密碼》，在涉及到是事實還是虛構的地方，文中的交代是

相當模糊的。但丹．布朗在書前面的一個註釋中聲明過，

「在這部虛構的作品中，人物、地點和事件皆出自作者的

想像，或者說書中完全是以虛構的方式來使用它們。」儘

管如此，平裝本《達芬奇密碼》上印有的再版評論聲稱，

這部書傳遞出的「迷人的歷史知識和有見地的推論，其價

值超過數篇博士論文」，㉓  並說它加入了「大量歷史和學

術資料」。㉔《達芬奇密碼》中的故事，也是以被當成「事

實」來描寫兩個主要內幕的存在作為開頭。讓人感到些許

安慰的是，《達芬奇密碼》中的「事實」與那些我們在

《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中發現的「事實」，在可靠

性方面是差不多的。

㉓  Chicago  Tribune。

㉔  The  Mystery  Rea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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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鴻》到《毛》
— 評《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

Bill Willmott �

張戎在四川成都出生長大，是我同鄉。她的第一本書

《鴻》全球熱賣，廣受好評。這是一本關於三代中國女人

的傳記，它成功描述了 20 世紀中國革命影響下跨度為 60 多

年的社會史。一位成都的朋友告訴我，張是一個共產黨高

級官員的女兒，在毛澤東宣佈實施「大躍進」後的三年自

然災害期間她遭受的苦難遠比一般民眾輕得多，但這一特

權在文化大革命中失去了效用。文革中張戎參加紅衛兵成

為毛的一個狂熱信徒，但當父母被不公正地迫害致死時，

她的崇拜就變成仇恨，毛澤東對她來說就成為一個魔鬼。

這就是張戎寫毛澤東傳記的來龍去脈。

毛澤東的傳記很多，我把其中一部分書名列入文後的

附錄。這些傳記裡我最喜歡的有史景遷新近出版的《毛澤

東傳》，優雅的散文筆調一如他過去的所有著作；有陳志

讓的《毛澤東和中國革命》，不僅僅因為我父親在成都時

曾是他的英語啟蒙老師，更因為該書在 1965 年出版時獲得

了極高的評價；有斯圖爾特．施拉姆最為著名的《毛澤東

的政治思想》，施拉姆一度是西方研究毛澤東及其思想的

�  全文譯自 Bill Willmott：“From Wild Swans to Mao︰A Review 
of Mao,  the Unknown Story by Jung Chang and Jon Halliday”， 
http://www.nzchinasociety.org.nz/MaoReview07.2.doc。作者雲達忠
（Bill Willmott）是新西蘭坎特伯雷大學太平洋地區研究中心教授。本
文由謝百盛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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頂尖權威，寫過數本關於毛澤東的書，在該書中他將毛的

著作與其歷史背景和個人背景結合得相當好。

在我看來，那種主題現行的傳記是最壞的傳記。

比如，韓素音在其三部曲的前兩本中幾乎是宗教狂熱般

地讚頌毛；與之形成對照的是霍瓦斯（George  Paloczi 

Horvath）的《毛澤東：藍蟻之帝王》，其寫作主題則是

徹底否定的。同樣，張戎和哈利戴試圖證明毛澤東是一個

精神錯亂的魔鬼，其書中到處充斥著對這一主題的惡意證

明。當作者 2004 年在新西蘭基督堂市的一個公共集會上被

問及他們是否認為毛澤東身上存在一些正面因素時，張戎

回答說：「一無是處。」凡是最近訪問過中國的人都很難

相信：他們採訪的二百個人會異口同聲徹底否定毛澤東的

任何一點積極因素。

這本書讀起來並不輕鬆，非常長，有 655 頁正文外加

參考書目、索引和 67 頁的註釋。對每件事實的註釋和材料

來源進行核查非常煩人，因為全書沒有腳註，你只能先找

到每個觀點的註釋然後再去查閱參考資料。上述工作都做

完之後，我得出一個結論：該書的學風非常壞。原因有以

下三點：

1. 作者先確定毛澤東是一個惡魔，然後圍繞這一出發

點選擇和解釋材料。

2. 書中沒有對材料作最基本的學術鑒定，這些材料的

真偽都沒經過多方驗證。支持主題的材料被當作事實重複

多次使用，與主題相衝突的材料則被忽略不計。

3. 該書缺乏歷史視野，作者根本沒有為書中記載的事

件提供社會背景和政治背景。這就把中國革命史簡單地歸

結為某個人的邪惡動機。由於兩位作者其實都比較熟悉中

國社會，這一點是該書最致命的缺陷。

在詳細展開上述三點批評意見之前，我想先談談該書

的積極方面。該書率先利用了最近剛剛對學界開放的蘇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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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哈利戴對這些檔案進行了仔細研究，他是一個研究

東歐語言的專家（一個語言學家但非歷史學家）。另外，

該書基於大量的研究成果，囊括了事關毛澤東的所有細

節，甚至超出了人們想知道的範圍：我們是否真的有必要

去讀毛有狐臭或便秘？瓦薩斯特羅姆教授批評該書「混淆

了傳記與小說的界限」，但也認為該書不僅不能被忽視，

還應該結合毛澤東的其他傳記來一起閱讀。

一、否定性主題

作者對毛澤東先入為主的否定態度不足為奇。從

《鴻》裡面我們已經知道，張戎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是一個

狂熱崇拜毛的紅衛兵，但當父母 — 二人都是模範的共產黨

人 — 被迫害致死時她醒悟過來。文革幾乎毀了她一生。於

是，毛澤東在她心目中就從半人半神蛻變為一個惡魔，她

認為毛個人應該為文化大革命中所有可怕的方面負責。

哈利戴過去同樣也支持文革，甚至到 1973 年還公開

讚頌毛澤東，後來他和張戎結婚並採納了張戎對中國的觀

點。

2005 年 10 月 8 日的《墨爾本世紀報》引用意大利《新

聞報》資深記者郗士的話說，「在這本書中你看不到冷靜

的分析，那裡只有憎恨。」悉尼大學中國史教授泰維斯並

不是毛澤東的擁護者，談起他與張戎的會面時說：「她頑

固地堅持自己的觀點，即便找不到證據。她也不願接受其

他一些觀點⋯⋯他們把毛刻畫成一個徹頭徹尾的魔鬼，只

會不惜一切代價屠殺百姓和維護自己的權力。但對比實

際，這不僅僅過頭，而且是有點瘋狂了。」

張戎和哈利戴認為，毛澤東喪盡天良、「極端自私而

且極端不負責任」，他行為的唯一動機就是個人的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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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一切行為都是出於對殺戮和摧毀的嗜好，他獲得廣泛

支持的手段是敲詐勒索和操縱民意。

當然，許多見過毛澤東的人對毛的記述不同於這一駭

人聽聞、不近人情的形象。埃德加．斯諾筆下的毛澤東精

明冷酷但是「決不妄自尊大」，有著極強的幽默感和孩子

般的笑聲。《遠東經濟評論》駐北京記者李淑珊（Susan 

Lawrence）這樣描述她外婆抗戰期間在延安見到的毛澤

東：「她記得毛澤東是那麼平易近人，那麼真誠地詢問他

們前往延安途中兩個月的艱辛跋涉。外婆尤其感動的是，

毛澤東一見面就被母親 — 當時才七個月大一個好動的孩

子 — 吸引住，全神貫注地看著她並用他的湖南方言和善地

逗她笑。」�

（一）選擇材料

作者帶著強烈的否定性觀點開始他們的研究，在選材

上必然無視那些與其觀點相衝突的材料。比如，陳志讓詳

細記述毛澤東孩童時期的五處材料張戎和哈利戴就沒有引

用。而且，陳志讓認為李銳的一本書「非常重要」並「忠

於史實」，施拉姆在其毛澤東的傳記裡也曾重點參考。書

中有毛澤東年輕時的一些正面的故事，其中一件是他替父

親收賬時卻把收來的錢給了一個貧困的農民，另一件是收

割莊稼時遇到壞天氣，毛澤東不是在自家地裡而是去幫佃

戶們收割稻穀。

張戎和哈利戴說沒有「任何證據」表明毛澤東對貧苦

農民有過一點關心（第 8~9 頁）。這個觀點令人驚訝，因

為毛澤東絕大多數的設計 — 從土改到合作社 — 毋庸置

疑都是以改善貧苦農民的命運為目標的。作者為了支持自

� 《遠東經濟評論》，2000 年 1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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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觀點，無視一些關鍵的材料，拒絕採用毛本人說過的

話。確實，他們的整本書都對毛澤東說過或寫過的關於自

己的任何話根本置之不理。

令人難以置信的是，作者甚至無視他們自己過去與現

在的貶毛主題相衝突的著作。張戎在《鴻》一書中對內戰

期間的蔣介石有負面評價，哈利戴早期也曾經對朝鮮戰爭

做出過比較負責的分析，但他們在這本書中對這些都一字

未提。

（二）解釋材料

作者把毛澤東定性為精神錯亂的殘忍的人，這決定了

他們如何解釋所引用的材料。比如，他們引用毛年輕時在

一本哲學書上做的旁註，其他傳記作家也曾經引用過這一

重要材料，但是張戎和哈利戴選擇使用和解釋的方式和別

人完全不同，這種做法對於他們證明毛澤東是一個魔鬼至

關重要。

1917~1918 年，當毛（24 歲）還是長沙師範學院的一

個學生時，讀到了晦澀難懂的德國哲學家泡爾生的《倫理

學原理》（翻譯本）。他對書中普魯士價值觀的反應清楚

地反映在他的頁邊批註中（這些批註保留至今），表現了

他還很朦朧的追求個人自由的思想。但張戎和哈利戴絲毫

不提泡爾生在倫理學界是一個強調自控和頑強意志的督導

者，卻從批註中斷定「毛澤東人生觀的核心是極端自私和

不負責任」（第 14 頁）。

面對同樣的批註，陳志讓和施拉姆得出的結論完全

不同，他們認為這些批註表達了毛對傳統和家庭權威的反

抗。毛寫道：

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這是無罪的。這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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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為什麼我們國家的三綱五常必需除去，還有官僚主

義、宗教、資本主義和獨裁政治這國家的四大惡魔。�

施拉姆認為：「這些旁註中也可能包含著毛澤東希望

改變世界的革命激進主義思想」。�

張和哈利戴還利用毛澤東對泡爾生的批註來支持他們

認為毛喜歡摧毀和屠殺這一觀點，並視之為毛澤東一生行

為動機的核心。當毛在批註中體現出破舊立新的革命思想

時，他們就得出結論說「毛極其強調摧毀」，並且繼續引

用毛的話比如「吾人甚盼望其（國家如此，民族亦然，人

類亦然）毀」（第 15 頁）。

陳志讓同樣引用了這些批註，卻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結

論：

過去我很擔心我國會滅亡，但是現在我知道了

這種擔心完全是多餘的。中國的政治體系、我們民族

的特性和我們的社會無疑會發生變革；但我不清楚這

些變革將以何種方式成功發生。我傾向於認為必須要

進行一次徹底的重建。在毀滅的母體中孕育出新生國

家。過去幾個世紀中其他很多國家都是通過大革命蕩

滌舊世界帶來新生的。這種大革命就是清除腐朽復興

新生的偉大變革。�

換句話說，毛澤東是一個革命者，他的目標就是推翻

舊社會建造新社會。說毛偏執於摧毀是因為不能從整體上

�  Stuart  Schram：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Mao Tse-tung，
London＆New York：Frederick A . Praeger，1963，第 13 頁。

�  Stuart  Schram：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Mao Tse-tung，
London＆New York：Frederick A . Praeger，1963，第 13 頁。

�  Jerome Chen：Mao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5，第 4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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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毛澤東的革命思想。

張和哈利戴還說，毛在其著作中特別強調軍事說明其

本性殘忍並酷好摧毀。但是，施拉姆指出，中國在歷史上

一百多年中由於軍力虛弱飽受西方列強和日本欺凌，注重

軍事是「百年恥辱」期間與毛澤東同時代的中國知識分子

的共識。

在毛澤東對待婦女的態度上，張戎和哈利戴的分析也

同樣曲解材料迎合自己的主題。儘管毛澤東個人與女人的

關係並不完美，但他很早就把男女平等問題列入了議事日

程。在早期一篇名為〈婦女自立問題〉的文章中，毛澤東

強調女性經濟上必須獨立，甚至說「女子需自己預備產後

的生活費」。張戎和哈利戴看不到這裡毛根本解決兩性平

等問題的唯物主義思想，而是得出結論說：「毛並不想照

顧婦女，不想負一點責任」，是一個自私自利的惡魔。

二、缺乏學術鑒定

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系主任黎安友（Andrew Nathan） 

教授曾為《倫敦書評》寫過一篇長篇評論，細緻地分析了

該書表現出來的治學態度。黎安友對作者所用的絕大多數

材料包括中文材料都相當熟悉。他指出張戎和哈利戴不時

誤用和誤引材料，有些極其重要的觀點缺乏材料支持，還

使用了許多其他學者無法驗證的「不知來源的材料」。他

說，「很明顯，張戎和哈利戴的很多觀點是基於對證據的

歪曲利用、欺騙性使用甚至虛構。」黎安友文章的標題是

〈魚龍混雜〉，結論如下：

張戎、哈利戴是饒舌的喜鵲：他們把每個能夠

吸引眼球的證據都放進書裡，卻不管它們出自何處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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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是否可靠。這些證據魚龍混雜，有目的地堆砌在一

起，刻畫出一個可能但卻並不可信的毛澤東形象 —

懶惰；不負責任；貪戀權力和享受；缺乏創見；戰術

上精明，戰略上愚蠢；與其一起工作過的人都不喜歡

他；自私；冷酷無情。⋯⋯毛澤東是馬克思主義的

「不太熱心的信仰者」；他「對慢慢處死人表現出強

烈嗜好」；他「比土匪還土匪」；他「酷愛舒適」；

他的「最可怕的武器就是冷酷無情」；⋯⋯「毛澤東

對農民沒有什麼同情心」。�

其他一些評論也同樣嚴厲批評該書缺乏嚴謹的學術態

度，其中部分篇名列在本文之後。我自己不敢對該書的學

術態度過於嚴厲，因為我不可能對每處材料都進行仔細核

對。不過，即使是普通讀者也能一眼看出其中不少材料來

源可疑。作者很明顯沒有核查一些論斷的真實性，而僅僅

因為它們與該書主題相符就拿來使用。例如，蔣介石方面

對毛澤東的說法被通盤接受，而毛澤東自己的說法卻被簡

單否定。毛澤東的一些反對者的說法被無條件引用，比如

張國燾對黨內鬥爭的記述（1935 年張國燾是中國共產黨領

袖的一個競爭者，後來離開中國去了加拿大）。王光美的

說法也同樣被直接使用。王的丈夫劉少奇在文革期間被迫

害致死，她自己也深受毛主義者的迫害，她的觀點是書中

毛澤東建立人民公社動機不純的唯一來源。她還認為毛澤

東「有用數字代替人名的想法」（第 453 頁）。書中關於

長征初期毛澤東在自己隊伍中搞屠殺的證據，來自一位現

居香港的脫黨人員的可怕但未經證實的記述，其人有明顯

的理由想粉飾自己的變節。

還有一些材料似乎經過了鑒定，但實際上卻證據

�  黎安友（Andrew Nathan）：“Jade and Plastic”，載《倫敦書
評》（London Review of Books），2005 年 11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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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力。比如，1920 年毛澤東曾放棄向伯樂佛（Sergei 

Polevoy）學習俄文，原因「據伯樂佛說，是很多人取笑毛

澤東連字母表都掌握不好」（第 16 頁）。我們翻到書後的

註解，發現這一紀錄的來源僅僅是事件發生 80 年後張戎和

哈利戴與伯樂佛兒子的一次電話交談。

該書治學態度如此不端，以至被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教

授托馬斯．波恩斯坦（Thomas P. Bernstein）斥為「是當代

中國研究領域的鉅大災難」�。多數中國學者都認同他的觀

點。

三、缺乏歷史視野

根據這本書，整個 20 世紀的中國歷史不過是一個惡魔

滿足自己權力慾和摧毀慾的歷史。中國革命被簡化為一個

不存在任何政治和社會背景動力的陰謀。該書極力貶損中

國人民及其革命戰爭的聲譽，使之對那些想瞭解一些中國

歷史的人失去參考價值。下面舉例說明。

（一）蘇聯陰謀

首先是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張戎和哈利戴聲稱中共純

粹是蘇聯建立的（第 19 頁）。這一斷言完全無視中國當時

的政治環境。隨著 1919 年反對凡爾賽條約的遊行示威運動 

— 五四運動 — 的爆發，一場思想分化就逐漸展開了，中

國各行各業的知識分子都在醞釀成立新的組織。早在 1918

年，李大釗和陳獨秀就在北京大學成立了一個馬克思主義

學習小組，1920 年蔡和森更是建議成立一個獨立於蘇聯領

� 《墨爾本世紀報》，2005 年 10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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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的共產國際的共產黨。這就是共產國際代表和李大釗、

陳獨秀及一些左翼人士共同建黨的政治背景。

這個蘇聯陰謀論更進一步推廣到宋慶齡 — 領導了路

易．艾黎曾在其中工作過的工合運動 — 是蘇聯特務（第

140 頁）、1942 年羅斯福的特使居里是蘇聯間諜（第 142

頁）、英國大使克拉克．克爾 — 他也熱情支持了抗戰時期

艾黎的工合運動 — 也「和蘇聯有聯繫」（第 141 頁）的結

論。他們證明克爾親蘇的證據是，他曾向英國政府報告說

周恩來「吸引了所有愛國人士團結在他的周圍」。

（二）1927 年

其次是 1927 年的事件。1927 年 4 月 12 日夜，蔣介石

在上海背叛了統一戰線，並在青幫流氓的協助下屠殺了近

3000 名共產黨員。我見到的對該事件的最好記述是在西格

雷夫的《宋家王朝》（哈伯．羅出版公司，1985 年）一書

中。張戎和哈利戴的書完全沒提及蔣介石的背叛行為，而

蔣的背叛恰恰導致了中國共產黨的根本轉變 — 向農村地區

發展和接受毛澤東的領導。

順便提一下，張戎和哈利戴宣稱毛澤東此時「登上

了武漢長江邊上著名的黃鶴樓」，還「靠著雕欄」寫了首

詩（第 46 頁）。實際上，黃鶴樓在 1884 年就被燒毀，

1985 年才重建！

就在這一年，毛澤東寫下重要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

報告》。他在報告中記述了農村地區的鬥爭，並勸告其黨內

同志支持農民而不要譴責農民是反革命。他指出，農民暴動

是打碎壓迫農民的傳統等級制度的唯一途徑。他還讚揚農會

在 40 天的時間裡就完成了孫中山一生沒有完成的任務。張

戎和哈利戴為了證明自己的觀點，即殘暴的毛澤東「發現

了自己內在有一種對血腥謀殺的偏愛」（第 41 頁），對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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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的總結集中於「暴力」二字，根本無視其中的政治思

想。對於共產黨政策的關注焦點轉向農村這一根本轉折書

中更是隻字未提。

（三）「蘇維埃政府」時期

第三個例子是他們對 1927~1934 年共產黨在江西農村

建立「蘇維埃政府」時期的記述。書中的全部筆墨都集中

在毛澤東一個人身上，忽略了當時正在混亂的國內和黨內

上演的複雜的政治鬥爭劇目。當共產黨軍隊與蔣介石軍隊

之間爆發激烈的內戰時，共產黨自身卻分裂了：在城市中

的秘密總部要求部隊去攻打城市，而在共產黨的農村基地

中，毛澤東和其他一些人反對這一政策。張戎和哈利戴記

述這些的目的是要顯示毛澤東自高自大。但實際情況是，

黨的領導層批評毛「右傾」和「燒殺不力」，�  作者乾脆

省略了這一情節，因為它與他們對毛的定性 — 嗜殺的暴徒 

— 相衝突。他們甚至攻擊毛澤東通過成立士兵委員會來對

農民軍隊實行民主化改造的嘗試，把組織士兵委員會說成

是通過給予士兵「戰利品分配發言權」來「討好軍隊的手

段」（第 59 頁）。

（四）長 征

作者在描述 1935 年紅軍從中國東南部到西北延安長達

四千英里的撤退時，其目的非常明顯，就是要貶低長征，

尤其是詆毀毛澤東在長征中的作用。他們說在整個長征途

中毛澤東一直躺在擔架上，卻不提毛澤東當時長期生病、

�  Jerome Chen：Mao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5，第 13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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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高燒無法步行這一事實。�

對長征途中兩個事件的描述尤其凸顯了作者主題先行

的手法。第一個是毛澤東的軍隊在貴州時有幾週時間行軍

方向變幻不定，放棄直接進入四川的路線而最終在再次北

上之前西進雲南。張戎和哈利戴完全從毛澤東和張國燾 — 

張在四川東部的山區領導著一個「蘇維埃」政府 — 之間的

競爭去解釋這場戰略轉移。據他們推斷，毛澤東意識到如

果此時與張國燾的軍隊會合，張就有可能順利地從他手中

奪取黨的領導權，因此他等到張國燾的軍隊被擊潰、幾個

月後自己在川西北能夠掌控軍隊時才與張會師。

無論毛澤東的個人動機是什麼，其軍隊當時不能直接

進入川東地區確實有兩個現實原因。一是蔣介石的軍隊佔

據著陡峭的長江北岸，在其火力封鎖下橫渡寬闊的江面將

會造成極大傷亡。二是北上以後毛才知道張的「蘇維埃」

政府被擊潰而張本人也已經向西轉移。

第二個事件就是飛奪大渡河上的瀘定橋，埃德加．斯

諾稱之為長征途中「最關鍵的一役」。當蔣介石的軍隊快

速西進試圖截住紅軍時，毛澤東的軍隊必須搶先通過一個

對岸由小股敵軍守衛的鐵索橋。最終他們輕取瀘定橋並在

蔣的主力軍隊到達前安全抵達對岸。這一事件已經被美化

成一個英雄主義的傳奇，但是張戎和哈利戴一心想要顛覆

它。他們聲稱這個故事「純屬捏造，大渡河橋上根本沒發

生過戰鬥」（第 159 頁）。但是他們的最關鍵證據僅僅是

一位目擊者的話：1997 年他們採訪的一位 93 歲的老婆婆告

訴他們當時幾乎沒有一聲槍響。張戎和哈利戴聲稱蔣介石

故意指示放慢行軍速度以便讓毛澤東的部隊通過。

2005 年 10 月，《墨爾本世紀報》派出記者去瀘定調

�  Jerome Chen：Mao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5，第 19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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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這一聳人聽聞的歷史修正案，但調查結果是沒人記得有

這樣一位老婆婆。記者只找到了一位李女士，當地人稱她

是目睹過瀘定橋事件的最後一個倖存者，她說那裡確實發

生過一場爭奪鐵索橋的戰鬥。並且，牛津大學的曾銳生

（Steve Tsang）考證說蔣介石的檔案顯示他「確實命令過

當地軍閥去把守這一關隘，違者軍法處置」。黎安友也支

持曾銳生的觀點，並指出張戎和哈利戴為支持自己編造的

故事所引用的材料無一得到其他學者的證實。

2006 年有兩本關於長征的新書出版，二者雖然在細節

描述上有所差別，但都引證了目擊者的話證實該場戰鬥確

實發生過。�

（五）中日戰爭

張戎和哈利戴一反其他所有歷史學家的觀點，聲稱

國共統一戰線是蔣介石的主意，共產黨最初反對合作。這

個說法無視一個基本事實，即 1932 年中共在中國東南的

「蘇維埃共和國」時期就對日本宣戰了，作者對此隻字未

提。張戎也忘了她自己在《鴻》中曾寫道：蔣介石稱「日

寇是癬疥小疾，共產黨才是心腹大患」。正是蔣介石的這

一思想引發了 1936 年的「西安事變」，國民黨的一個將

領綁架了蔣並以死相威脅，旨在說服蔣聯合共產黨抗擊日

本。

這一觀點也無視以下事實：蔣在八年抗戰中並沒有全

力抗擊日軍，相反，他把精銳部隊留在後方封鎖共產黨的

地盤，時刻準備著一旦美國幫他打敗日本，就發動期盼已

�  Andrew McEwen 和 Ed Jocelyn：The Long March：The True 
Story  Behind  the Legendary March  that Made Mao's China，
Constable＆Robinson，2006；Sun Shuyun：The Long March，
Harper Collins，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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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的內戰。戰時駐重慶的西方軍事代表和外交官們，諸如

英國大使克爾（Clark Kerr）和美國將軍史迪威，都曾嚴厲

批評蔣在戰爭中的行為。我哥哥當時任職於重慶的美國戰

略情報局，接觸了很多美國情報，包括關於蔣介石藏匿大量

美國軍援物資以供日後打共產黨這一事實的報告。當我告訴

他張戎和哈利戴是如何寫蔣介石的時候，他大笑起來。

（六）朝鮮戰爭

在作者這些反常的觀點中，最離譜的是他們堅持認為

朝鮮戰爭純粹源於毛澤東和斯大林發起的一場陰謀。杜勒

斯、杜魯門總統和麥克阿瑟將軍在作者的鬧劇中連小角色也

算不上，因為一切都是 20 世紀的那兩位魔鬼設計出來的。

哈利戴以前研究朝鮮戰爭的重要著作  ⑪  甚至沒有收入在這

本書的參考書目裡，因為它與該書片面的主旨相矛盾。

（七）紅色高棉

最後一個例子也許不很重要，但我擁有第一手資料。

在該書第 650 頁作者寫道，1972 年「毛澤東讓西哈努克親

王回柬埔寨」聯合波爾布特。1971 年 11 月我在北京採訪過

西哈努克親王，那時他告訴我他決定返回柬埔寨，因為他

相信紅色高棉是真正的愛國者（那時人們還不知道波爾布

特），他們將會保護他親愛的祖國免受越南人的統治。當

時我已經關注西哈努克親王的政治活動長達十年之久，我

能看出他做出這一決定的一貫性。說毛澤東「派他回去」

簡直是無稽之談。

⑪  Jon Halliday 和 Bruce Cumings：Korea：The Unknown War，
Penguin，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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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上述分析可見，這本書很惡劣而且毫無價值。它

對於那些想理解中國革命的人來說沒有幫助，因為它很狹

隘，只限於描述毛澤東個人。然而對於那些想瞭解毛澤東

的讀者也毫無用處，因為書中內容非常不可信。正如黎安

友教授所說，作者的「強烈憎恨」導致他們對資料有選擇

地使用、錯用乃至誤解到如此程度，以至其任何結論都不

可以輕易接受。有很多其他傳記值得我們花費時間和金錢

去關注，它們要比這本書好得多。

順便提一下，布蕾迪博士在《新西蘭基督城快報》上

的評論從一個相當不同的角度來解讀該書。她認為作者不

可能獲得那麼多的資料和訪談的機會，除非他們被現在的

中國領導人利用來貶低毛澤東。我覺得這很難相信，更甚

於相信我自己是中共的「助手」。不過，我發現書中試圖

證明蔣介石無罪的章節倒是與最近中國政府的表態有點一

致，當然，這與中國政府向臺灣國民黨示好的政策有很大

關係。

我認為該書最惡劣的地方在於它以獨特的方式強化了

一些人對中國和中國人民的負面看法。很多人熱衷於相信

中國是最壞的國家，而這本書進一步堅定了他們的信念。

已經存有偏見的讀者現在更會把中國革命視為自大狂們互

相殘殺和數百萬人死亡的過程。這本書完全無視我從小就

知道的事實：中國過去是一個落後、貧窮、普遍存在野蠻

剝削的社會，是一個一度被多數西方人稱作「東亞病夫」

的國家，面對這種狀況當時最常說的就是「沒有辦法」。

這本書完全無視了中國走到今天的真實歷程。

而中國的進步又大多是在毛澤東領導之下完成的。

鄧小平儘管是毛的政治受害者，但他做出了這樣的評價：

「沒有毛主席就沒有新中國」。我哥哥在 2005 年 9 月訪問

中國時，問成都的一個老人如何看待毛澤東，老人回答：

「人不好，思想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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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的領導人
Thomas  P. Bernstein �

正確理解毛澤東是一個嚴峻的挑戰。就在不久以前，

他還作為一位哲學鉅擘、平等主義和非官僚主義國家的締

造者、和戲謔地自稱為「孤僧執漏傘」的詩人受到人們的

歡呼和致敬。但現在，他被廣泛認為是「恐怖三人幫」的

成員：阿道夫．希特勒、斯大林、毛澤東；在他治下致死

的人數超過了前二者。但是，把毛澤東視為一個嗜血暴

君，能準確把握他對中國共產主義革命（1928~1949）

的長期領導嗎？能全面概括他對中華人民共和國 27 年

（1949~1976）的統治嗎？

張戎和哈利戴《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一書的

出版恰恰提出了這個問題。張戎是廣受讚譽的家庭傳記

《鴻》（1991 年）的作者，哈利戴則是一個懂俄語的英國

學者。他們的這本書（包括其中 14 頁對中國和其他 37 個國

家相關人士的訪談名單）是十幾年辛勤研究的結果。他們

梳理了蘇聯的檔案，也使用了一些未解密的中國檔案（但

沒有列入參考資料的清單之中）。44 頁的參考書目羅列了

大量一手和二手資料的來源，表明他們幾乎閱讀了所有曾

經涉及到或者有關他們寫作主題的材料。

作者付出的大量勞動換來的是這位共產黨領袖的一張

�  全文譯自 Thomas P. Bernstein：“Inside the Great Shipwreck. 
Mao︰The  Unknown  Story”，The  New  Leader ，88.5，
2005 年 9 /10 月號。作者托馬斯．波恩斯坦（Thomas P. Bernstein）
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系教授。本文由曲廣為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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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肖像。作者聲稱，毛一切行為的動機是權力慾。為此

他針對自己的對手使用陰謀詭計、背信棄義，殘酷折磨他

們、最終殺害他們甚至逼迫他們自殺。他對付自己周圍的

人乃至整個社會的主要武器就是恐怖主義。很早他就喜歡

將敵人折磨致死並從中獲得快樂。

當他的副手劉少奇在 1962 年尖銳批評大躍進之後，毛

澤東對劉產生了強烈憎恨，並最終在四年後的文革中爆發

出來。當得知自己以前的同事助手遭到群眾大會的野蠻羞

辱，被迫雙手彎曲向後擺成「噴氣式」的痛苦姿勢時，他

非常高興。1970 年代早期，毛澤東擔心周恩來總理（他最

忠誠的助手）可能活得比自己久，於是一直不批准周去治

療膀胱癌，等到批准的時候癌症已是晚期。

毛澤東是一個差勁的軍事領導人，他總是帶兵打敗

仗。共產黨最著名的戰略思想 — 以農村包圍城市最終奪取

政權 — 也並非毛本人提出，而是他的戰友和他一起提出

的。長征之前，毛澤東熱衷於不惜一切代價奪取大城市，

造成了紅軍的鉅大損失。解放戰爭時期東北戰場上的長春

戰役，他命令軍隊圍城，導致餓死的居民數量超過 1937 年

日軍在南京屠城的人數。他在朝鮮戰爭中命令中國人民志

願軍向南挺進，遠遠超越了部隊的補給線，同樣造成大量

不必要的損失。

毛澤東的自大狂傾向使他不顧一切地傾心於「超級大

國計劃」和「稱霸全球」的目標。1950 年代他和蘇聯關係

的核心是試圖獲得現代軍事技術。因此當 1955 年蘇聯答應

提供核技術時，他欣喜若狂。但後來蘇聯感覺毛澤東其人

過於危險不可信任，於是終止了援助。

作者拒絕採用學界廣泛認可的觀點，即毛澤東上臺是

因為至少獲得了部分純樸農民的支持。相反，他們認為毛

壓迫剝削農民、鎮壓農民的反抗，強迫農民支持共產黨。

他們還說建國初期，毛澤東殘忍地強行徵收農民的穀物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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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軍事建設，使農村陷入「絕對悲慘」的境地。

與此同時，毛澤東還堅持享受某些特權。即便在戰爭

年代，他也擁有當時根據地所能找到的最為奢華的住所，

遠遠超出游擊隊員們所過的簡樸生活。在長征的絕大多數

行程中，他都被那些境況已經非常悲慘的奴僕們抬著前

進。在他統治中國的幾十年中，在全國各地建造了很多造

價昂貴的行宮，卻很少去住。書中還告訴我們，毛澤東非

常令人討厭，他從不洗澡而且虐待自己的妻子，他的性生

活像古代帝王一樣荒唐。

面對張戎和哈利戴描述的毛澤東，我們至少必須提出

疑問，即這種描述是否全部真實。也就是說，如果權力慾

是毛澤東行為的唯一動機，如果他所做一切都是錯誤的，

如果他與其追隨者聯繫的唯一紐帶就是恐怖震懾，他怎麼

可能激發他的同志為革命勝利而獻身呢？又如何能激發他

們去參加他那些宏大的社會工程呢？

事實上，1949 年毛澤東擁有的絕對權威來源於他領

導共產黨克服重重困難最終戰勝蔣介石的國民黨。作者沒

有去分析毛澤東成為人民共和國的締造者和國家領導人地

位的根源。一年之後，中國人民又驕傲地注視著他們的志

願軍成功地把聯合國遠征軍驅逐出北朝鮮。這是中國軍隊

第一次擊退西方軍隊，很多中國人視之為一個歷史的分水

嶺，標誌著中國飽受西方強權欺凌的「百年恥辱」的結

束。作者承認，1964 年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使得全

國人民「歡欣鼓舞」，但他們完全忽視了民眾這一情緒的

重要意義。

1950 年代美國曾經威脅要對中國使用核武器，蘇聯在

1960 年代末也做出過同樣的威脅，張戎和哈利戴對此都一

筆帶過。中國大敵當前，把核武器看作一個必要的自衛威

懾力量並非不可理解。毛澤東有次說：「沒有核武器，人

家就瞧不起你，你說的話就不算數。」無論如何，畢竟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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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的中國的立國基礎部分歸功於他對外國強權的抗爭。

作者進一步通過曲意選擇和引用資料，使人們不能真

正理解毛澤東。仍以農民為例。毛澤東確實驅使他們去從

事其建設工程，他熱衷於嚴酷剝削農民。他確實應該為因

大躍進造成饑饉而餓死的 3000~4000 萬人負責。但這可以

和斯大林 1933 年故意借助大規模饑荒而鎮壓農民反抗相提

並論嗎？作者直截了當地說：「毛澤東故意通過飢餓和過

度勞累使數千萬人死去。」他們寫大躍進的一章標題就是

毛澤東的一句話：「中國非死一半人不可」。但該句話在

其上下文語境中本來並沒有絲毫的血腥氣。

1958 年底即大躍進的頭一年，毛澤東試圖緩和過激

的政策，因為這個政策已經由於缺乏食物和過度勞累造成

了疫疾流行和死亡。他和省委書記們談到大躍進建設大規

模水利灌溉工程和工業工程時說：如果所有工程都同時

展開，「中國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

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萬人。」毛澤東接著針對因沒

能預防饑饉而被免職的一位省委書記說，「死五千萬人，

你的職不撤，至少我的職要撤，頭也成問題。要不要搞那

麼多？你搞多了也可以，以不死人為原則。」

當然，只要不死人就可以任意奴役農民，這一觀點我

們並不認為全可接受，或從歷史的角度全可諒解。作者正

確地指出，1959 年秋毛澤東不再關心農民死活，再一次啟

動大躍進的過激路線，造成了他統治期間最嚴重的一次大

規模人口死亡。

有證據表明，殘忍的毛澤東因其中國稱霸的野心而被

意識形態和可憐的妄想沖昏了頭腦。但沒有證據說他故意餓

死數千萬農民。相反，有充分的理由證明他不會去這樣做。

共產黨認為自身政治合法性的核心就是承諾其統治最終結束

了中國長期以來一直吃不飽飯的歷史。在實踐層面上，毛澤

東經常思考保持農民工作能力的必要性，他稱之為「生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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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性」。餓死他們不可能有助於實現這一目標。

當毛澤東在 1960 年秋季瞭解到大躍進造成的災難之嚴

重後，他被深深地震撼了。於是開始實施大規模的補救措

施，包括從 1961 年起長期大規模從澳大利亞和加拿大進口

糧食。作者花費大量筆墨論述糧食出口是造成饑饉的一個原

因，但對糧食進口卻僅僅有所暗示 — 譴責中國從加拿大買

糧食送給當時的盟友阿爾巴尼亞，而不是供應給本國民眾。

必須指出，該書對國民黨和美國人的指摘也不公允。

作者宣稱蔣介石為保護自己當時在蘇聯當人質的兒子，故

意放走紅軍完成長征。蔣後來在解放戰爭中失敗的原因則

是「間諜出賣、叛徒告密和領導無能」。至於美國，作者

聲稱杜魯門總統派往中國的特使馬歇爾將軍「對毛澤東統

一中國貢獻頗著」，這一論點為老掉牙的討論「誰丟掉了

中國」提供了新素材。更有甚者，在 1970 年代，美國總統

尼克松又被毛澤東和老謀深算的周恩來總理所欺騙。

顯然，正確理解毛澤東仍舊是一個我們必須面對的嚴

峻挑戰。張戎和哈利戴為此付出了鉅大努力，但並沒有得

到較為公允和富有創見的研究成果，這不能不說是一個遺

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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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敵人反對是好事
Robert Weil �

「被敵人反對是好事而不是壞事」，我一直認為這是

毛澤東語錄中最有價值的一句話。它不僅改變了我的鬥爭

觀，而且也許比毛澤東的任何其他語錄都更為簡練地濃縮了

毛澤東思想和策略的深刻辯證性。正是此種辯證性，使毛澤

東能夠利用敵人之間的矛盾去「排除萬難」，一次又一次轉

敗為勝。毛澤東指的，並不是敵人的反對所造成的損失和苦

難，他認為那是為革命必須作出的「犧牲」，並在詩中寫道

「為有犧牲多壯志」。� 被敵人反對是「好事」而不是「壞

事」的原因在於，敵人的反對意味著革命力量進行的鬥爭是

成功的，它把敵人打疼了，對其統治構成了挑戰。

要不然，為什麼那些反革命勢力甚至會為反對我們

而煩心？那是因為敵人越少克制自己，暴露出的弱點就越

多，就會使他們看不清現實。毛澤東說過，「如若敵人起

�  全文譯自 Robert Weil：“To be Attacked by  the Enemy  is a 
Good Thing”，China Study Group，2005 年 12 月 31 日。《中國
研究組》（China Study Group）是 1995 年成立於紐約的一家非盈利
機構。作者羅伯特．韋爾（Robert Weil）是兩個美國加州大學校園
的演講人與圖書館員聯合會的組織人，發表過多篇論及中國經濟、政
治及勞工狀況的論文，著有《黑貓白貓：中國及其「市場社會主義」

的矛盾》（Red Cat, White Cat：China and  the Contradictions of 
“Market Socialism”，美國《每月評論》出版社 1996）。本文由李
新華、曲廣為翻譯。

�  毛澤東：〈到韶山〉，《毛澤東詩詞》，北京外文出版社 1976，
第 3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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勁地反對我們，把我們說得一塌糊塗，一無是處，那就更

好了，那就證明我們不但同敵人劃清界線了，而且證明我

們的工作是很有成績的了」。�  因此，革命者受到的反對

愈是猛烈，說明他們取得的成績愈大。而那些反革命的人

僅僅是出於仇恨而作出的輕率結論，將會使他們犯下嚴重

錯誤，並使其在人民當中名譽掃地。

最近出版的張戎和喬．哈利戴合著的《毛澤東：鮮為

人知的故事》，不僅對毛澤東個人的領導地位，而且對其

領導的那場革命的全部歷史，對中國乃至全世界 — 社會主

義事業是其中一個重要構成 — 為實現社會主義而進行的鬥

爭，進行了無情而又令人噁心的攻擊。該書在美國出版伊

始 — 此前在英國和亞洲已經能夠買到 — 其寫作手法和調

門哪怕是一位粗略讀過的讀者都能迅速領會。不過，英國

廣播公司（BBC）「新書速遞」欄目摘播的內容，已使該

作品的性質昭然若揭。通常，該欄目更多地是摘播小說。

顯而易見，毛澤東生活當中的所有行動和事件都被最大可

能地進行了負面解釋。2005 年 10 月 20 日美國全國公共廣

播電臺對作者進行的一次採訪，以及五天後英國廣播公司

的另一次採訪，都驗證了這個事實。該書的美國版本面市

之前，有關評論也已經清楚地說明了其品性。正如那些評

論家普遍闡明的那樣，這本書的出發點，就是要從最細微

處著手，毀掉毛澤東作為領導者乃至作為人的形象，否認

過去中國革命的社會主義性質。在這本書中，毛澤東這位

中國人民民族解放鬥爭和社會主義革命的主要領路人，被

描寫成一個膽小鬼，藐視農民，他從革命造成的死亡中獲

得樂趣，只會通過恐嚇和玩弄權術進行統治，而且私生活

放蕩。這本書已引起西方主流評論界的關注，至少某些被

稱為「新中國通」的評論家在認可書中披露的內容時的熱

� 《被敵人反對是好事而不是壞事》，1939 年 5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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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要比先前對李志綏的《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時高

得多。英國廣播公司也迫不及待地認可了這本新書，雖然

把其稱為經過精心研究的非小說類作品，但在摘播《毛澤

東：鮮為人知的故事》時，用的卻是一種富有「戲劇性」

的冷嘲熱諷的語調。

已發表的評論，都對該書的權威性表現出一種相似

的深信不疑。其中有一位評論家稱該書是「一部具有無可

辯駁的權威性的著作⋯⋯總體來說，毛澤東自始至終無論

在小節還是大節上都並非那麼光彩；他是殺人犯，是虐待

狂，是沒有天分的演說家，是好色之徒，是文化破壞者，

是販賣鴉片的奸商，是慣於說謊的人」。�  該書聲稱毛澤

東要為七千萬中國人的死亡負責，這大大超出了其他激烈

爭議的說法中提出的最大數字。「張戎說：『毛澤東的邪

惡和給人類造成的損害，猶如希特勒或是斯大林』」。�

即使是如此詆毀，對某些評論家來說仍嫌不夠。在把毛澤

東與前俄國領導人進行了比較之後，西蒙．塞巴格．蒙蒂

菲奧里聲稱，「毛澤東是他們當中最大的惡魔 — 中國的

紅色帝王」。�  菲利普．亨舍自一開始就加入了那些熱

情過頭的評論家的合唱當中，用與他們類似的語言譴責書

中提到的「所有殘暴的事情」。該書在美國出版之後，最

初的評論完全是在鸚鵡學舌。《紐約時報》刊發的一篇書

評，其標題為〈中國惡魔，首屈一指〉，作者角谷美智子

（Michiko Kakutani）認為該書「以令人感慨不已的事例表

明，毛澤東是所有時代中最恐怖的暴君」。�  兩天後，尼

古拉斯．克里斯托夫在《紐約時報書評》上發表的一篇書

�  菲利普．亨舍，www.seattlepi.com，2005 年 6 月 8 日。

�  喬納森．米爾斯基：〈毛澤東神話的延續〉，《國際先驅論壇
報》，2005 年 7 月 6 日。

�  倫敦《星期日泰晤士報》，2005 年 5 月 29 日。

� 《紐約時報》，2005 年 10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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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仍在重複上述論調，其語言毫無新意，完全是在自說

自話。儘管對該書的學術性以及資料的來源和準確性表示

懷疑，並表示「我對該書的判斷持保留態度，因為我自己

的感覺是，毛澤東儘管殘暴，但也給中國帶來了有益的變

革」，克里斯托夫仍宣稱該書是一部「極好的傳記」，是

一部「富有權威性」的著作。�

上述評論中大多數流露出的不只是對毛澤東這位中國

社會主義革命的領導者的敵意，他們或有意或無意地在脅

迫任何對毛澤東的生活和成就持肯定態度，或者儘管持否

定態度但要比張戎和哈利戴的全面否定稍顯溫和的人。因

此，弄清楚《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是在何種氣候下

出爐的，以及那些急不可待地認可該書的人的背景以及為

誰效力就顯得尤為重要了。顯而易見，該書恰如其分地符

合毛澤東本人在其文章中已經預言過的情況 —「被敵人

反對是好事而不是壞事」，「如若敵人起勁地反對我們，

把我們說得一塌糊塗，一無是處，那就更好了，那就證明

我們不但同敵人劃清界線了，而且證明我們的工作是很有

成績的了」。正是該書完全片面的寫作手法，使大部分評

論家急不可待地去認可它，並對任何關於毛澤東地位的更

加持平的分析視而不見。與其他許多人一樣，我對這棵大

「毒草」— 這是澳大利亞阿德萊德大學教授高默波對《毛

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一書的評語 — 的出版感到憤怒

和驚愕。這部書以及許多讚美它的評論，已經在互聯網和

其他地方遭到中國和西方讀者的挑戰和鄙視。當最初的憤

怒和驚愕過去之後，我想到的是這樣的問題：為什麼會有

這樣一本書，為什麼要在現在出版這樣一本書？在毛澤東

去世近 30 年之後的今天，當前的中國領導人已經改變了

他領導下的社會主義革命的方向，回到「資本主義道路」

� 〈書評〉，《紐約時報》，2005 年 10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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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 毛澤東早已預見到這一點，並試圖阻止此類情況的發

生。如果說「被敵人反對是好事而不是壞事」，那麼在今

天，毛澤東身上還有什麼東西會對敵人具有威脅？為什麼中

國社會主義革命的敵人，例如張戎、哈利戴以及他們的出版

商喬納森．凱普和阿爾弗雷德．克諾夫，感到有必要把毛澤

東的遺產貶得一無是處，而且徹底性要比過去有過之而無不

及？為什麼中國之外的許多評論家感到有必要去熱切地認可

他們的書？毛澤東身上到底有什麼東西與當今中國社會和世

界上的矛盾和鬥爭息息相關，從而招來如此攻擊？

在此，人們不能完全不理會出版該書的個人和經濟因

素。對張戎而言，毛澤東尤其是他領導的文化大革命，仍

舊是讓她痛苦不堪的根源和產生報復心理的動機。張戎曾

為自己的家族寫過一本名為《鴻：三代中國女人的故事》

的傳記，在書中，她特別把描寫的重點放在其父母、後來

是她本人在最初毫不懷疑、滿懷熱情地信奉毛澤東之後產

生的幻滅感和被背叛感上。這段個人歷史，是隱藏在新書

深處的寫作動機。

有評論認為：

對毛澤東的毫不寬恕的敵意，以及羅列證據把毛

澤東抹黑成為一個極端自私的人和虐待狂的決心，促

成了《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的出版。對張戎而

言尤其如此。在文化大革命開始之初，十幾歲的她還

是一個滿腔熱情的紅衛兵，但當目睹從事學術研究的

父母遭到殘酷迫害之後（其父被迫害致死），她改變

了自己的態度。�

這種情況已是屢見不鮮。正如那些熟悉此類作品傳

統的人所知道的那樣，它們往往出自那些最狂熱的前革命

� 〈擲向毛澤東的書〉，www.theage.com.au，2005 年 10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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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徒之手，而在他們完成「轉變」之後，隨之就會對革

命過去進行最惡毒的攻擊。在評論《毛澤東：鮮為人知的

故事》時，人們不能無視個人恩怨方面的因素。此外，

《鴻：三代中國女人的故事》已售出大約一千萬冊，無疑

給張戎帶來了豐厚的金錢回報。今天，「借助於從她的那

本全球暢銷書中獲得的收益，（張戎）在倫敦諾丁山的高

檔社區中過著非常舒適的生活」。�  據此推測，無論是作

者還是出版商，都希望能夠藉新書複製前一次的成功。

不過，顯而易見的是，該書並非只是想獲得個人滿

足 — 無論是情感還是金錢方面的 — 那麼簡單。像《毛澤

東：鮮為人知的故事》這類書，顯然具有政治目的。對於

那些對中國的共產主義革命 — 無論其採取何種形式 — 充

滿敵意的人來說，今天的中國領導人雖然已在很大程度上

疏離了毛澤東並完全改變了他的政策，但這並不足以讓他

們感到滿足。今天的中國領導人仍自稱「共產主義者」，

而高高懸掛在天安門城樓上的，仍舊是毛澤東的畫像 — 那

裡可是全中國最具象徵意義的中心地帶。甚至時至今日，

中國領導人仍要在很大程度上借助毛澤東的遺產來維繫他

們日益減弱的合法性。正如喬納森．米爾斯基對當今中國

領導人的質問那樣，「為什麼在今天仍要維護毛主席？因

為如果沒有毛澤東，中國共產黨的腳下就會裂開一個黑洞

⋯⋯如果沒有毛澤東，他的繼承人 — 無論他們是什麼樣

的人 — 就會在意識形態上搖擺不定、陷入虛無」。這位

前倫敦《泰晤士報》東亞版編輯，《毛澤東：鮮為人知的

故事》的又一位熱情評論家繼續寫道，「因此，對當前的

（中國）領導人而言，毀掉毛主席的形象將是災難性的。

畢竟，這些領導人仍在繼續強調『中國共產黨會犯錯誤，

但只有黨才能夠糾正錯誤。』⋯⋯可如果黨本身就是一個

� 〈擲向毛澤東的書〉，www.theage.com.au，2005 年 10 月 6 日。

大風網站‧版權所有  https://strongwindhk.com/product-category/strongwindbooks



1676716666

錯誤，而毛澤東是一個更大的錯誤，那又將如何呢？中國

領導人決心阻止此類思想在中國廣大民眾中的散播。」毋

庸置疑，這是必須寫作《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一書

的主要原因。對象張戎和哈利戴這樣的反共分子和許多評

論家而言，毛澤東的名字必須被抹掉，甚至連當今中國領

導人與毛澤東在形式上的聯繫也必須被掐斷。唯有如此，

中國才會再次「擺脫」毛澤東領導的革命以及他所追求目

標的殘留影響。

可是他們為什麼如此關注毛澤東？毛澤東又怎麼會

時至今日仍能把敵人打得如此「疼」，以至於他們感到有

必要採取如此史無前例的行動，滿懷敵意和憤恨地把他領

導的那場革命的歷史歪曲得面目全非？為什麼他們連那場

革命鬥爭的細枝末節都要否定？為什麼他們要把毛澤東變

成一個比世界上的其他任何領導人都恐怖的「惡魔」？為

什麼毛澤東的地位仍是如此至關重要，他遭到反對是「好

事」而不是「壞事」？最後，那些仍舊堅信中國社會主義

革命目標的人，應當如何以毛澤東那樣的辯證態度來應對

此類攻擊，從而在面對挫折和反復時，能夠扭轉乾坤？答

案就在於，在一定程度上，張戎、哈利戴對毛澤東的攻擊

表明，甚至在今天他仍舊代表著中國人民的利益。中國正

在崛起，全世界都在為如何適應這個新現實而苦苦思索。

正如西方世界一貫的做法，在應當把中國實力的飛速發展

視作機遇還是威脅問題上，美國和大英帝國的領導人，尤

其是他們在學術界和大眾傳媒的吹鼓手如張戎、哈利戴感

到左右為難。一方面，對於全球的資本家來說，中國這個

發展中的鉅大市場的誘惑不可抵擋。另一方面，他們不僅

害怕中國在經濟上強大起來，而且害怕伴隨著經濟上的強

大，中國的政治、軍事力量也會飛速增長。

這個問題成為當今美國主流媒體上的永恆話題，不只

是右派媒體，而且包括自由派媒體和進步媒體。2005 年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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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7 日的《聖何塞信使報》上的一個大字標題 —「中國

世紀正在形成」，就表明了這一點。大標題下文章的作者

是奈特里德公司（Knight Ridder）的提姆．約翰遜，文

章開頭寫道，「如果說 20 世紀是美國的世紀，那麼 21 世

紀也許屬於中國。入世不過五年，中國已經成為全球第三

大貿易國，成為全球增長最快的經濟體，成為東亞地區正

在崛起的軍事強國，成為影響力已經擴展至非洲、中東和

拉美的全球事務的重要參與者。」隨後，《紐約時報》也

以「誰在害怕中國公司？」為題，表達了它對這個問題的

關注，分析了為什麼甚至連那些「自稱支持自由貿易的

人」，也開始擔心中國對美國「國家安全」的威脅。⑪  專

欄作家羅伯特．薩繆爾森也對最近中國公司競購美國尤尼

科石油公司一事進行了分析。在美國的政治反對勢力將會

阻止此次競購的事實已經再也清楚不過的時候，中國公司

放棄了競購計劃。薩繆爾森說，「我們無法斷定中國是威

脅還是機遇，而在我們作出決定之前，有關兩國關係的所

有討論似乎都會陷入混亂和刻薄。」⑫  2005 年 6 月 27 日的

《時代》雜誌，也表達了同樣模棱兩可的態度。這期專刊

的標題很長 —「中國的新革命：重塑世界，步步為營」；

副標題則反映出既害怕中國的崛起，又把中國的崛起視為

機遇的矛盾心理 —「中國來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崛起

是否意味著美國的衰落？」，「中華人民共和國從未像今

天這樣熱情地擁抱世界。我們該為此而慶幸還是為此而憂

慮？」

對於那些認為中國的崛起更多地是威脅而非機遇的

人來說，足夠糟糕的是，即使是一個資本主義中國的崛起

也會對美國的全球霸權構成挑戰。但如果中國人拒絕拋棄

⑪ 《紐約時報》，2005 年 7 月 24 日。

⑫ 《華盛頓郵報》，2005 年 7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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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的歷史，並再次走上社會主義革命的道路，那危險就

會更大。因為如果那樣，不僅美國帝國會面臨威脅，就連

全球資本主義的根基都會面臨威脅。因此，中國必須與它

的革命過去「徹底告別」，甚至連一丁點革命的殘跡都不

能留下；而中國的「新革命」必須是一種安全的「美國模

式」，也即只能致力於構建「自由市場」和「做生意」，

而不能致力於實現社會主義和工人階級的利益。但問題隨

之出現。這期《時代》專刊的封面人物，既不是在毛澤東

去世後把「市場化改革」引入中國的鄧小平，更不是當今

中國的國家主席胡錦濤。《時代》選擇毛澤東來代表中

國，把他那幅以光芒四射的紅太陽為背景的畫像作為這期

專刊的封面。在文化大革命的歲月裡，這幅畫像曾經廣為

流行，頗具象徵意義。在某些人看來，自 1949 年 10 月 1 日

站在天安門城樓上宣告「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以來，

毛澤東就已成為中國現代化崛起的象徵。因此，必須與他

留下的遺產進行鬥爭，這關係到中國的崛起是機遇還是威

脅，關係到中國是朋友還是敵人。在那些把毛澤東領導的

革命視為當今世界的最大災難和危險的人 — 例如張戎、哈

利戴之流 — 看來，堅決毀掉毛澤東作為中國象徵的地位至

關重要。正在崛起的「新中國」，必須徹底消除毛澤東的

榜樣力量，轉而去拙劣蒼白地模仿西方，從而順利地融入

美國主導的世界帝國和資本主義的「全球化」。在上述觀

點看來，英美「自由世界」象徵著樂土 — 在《鴻：三代中

國女人的故事》的結尾，張戎最終逃到了那片樂土。在他

們看來，只有把毛澤東徹底妖魔化，只有徹底否定而不僅

僅是抹黑毛澤東領導中國人民進行的社會主義革命事業，

中國才能最終擺脫時至今日仍如幽靈般在中國遊蕩的「毛

澤東主義」的毒害，中國人民才能體驗到西方式的「自

由」。

在《鴻：三代中國女人的故事》出版後不久，張戎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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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利戴即著手寫作《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並花費

了十年時間來完成該書。但他們出版該書的時機，卻是在

中國的性質已不僅在國內引發爭論，而且在全世界都引發

爭論的時刻。只有在這場鬥爭的背景下，才能正確地理解

他們對毛澤東的攻擊 — 那不過是一場更大規模鬥爭中的一

小部分，對中華民族命運攸關。毛澤東是中華民族復興的

領導者和象徵，為此，中國人民 — 無論其屬於何種社會階

層 — 都深深地崇敬他。不過，對於今天的矛盾而言，毛

澤東作為中國社會主義革命事業領導者的地位更為重要。

中國在崛起，但中國的農民和工人對「改革」時代資本主

義剝削的反抗卻日益強烈。對於中國工人階級來說，他們

當中許多老人的記憶裡仍保留著社會主義是基本國策時的

生活片斷，毛澤東仍然象徵著免遭剝削、失業，象徵著社

會保障，象徵著沒有嚴重的兩極分化和「改革」造成的腐

敗。不過，這決不僅僅是一種懷舊之情，或者是一種認為

在「過去的美好日子」裡一切都好的朦朧感覺。對於當前

中國工人和農民的鬥爭而言，毛澤東仍然是一個重要的參

考來源，他們頻繁地翻閱他的著作，希望從中獲得鼓舞和

指引。

當然，中國領導人對於這種聯繫不會沒有覺察。隨著

中國廣大工人階級狀況的惡化，甚至連中國的官方媒體也

不得不去面對日益嚴重的兩極分化問題和可能出現的革命

幽靈。

美聯社發表評論說：

中國國家媒體⋯⋯引用官方研究數據說，中國的

貧富差距正在達到一個危險的水平，可能導致社會動

蕩。

中國官方的新華社報道，佔人口五分之一的富裕

階層佔有社會百分之五十的財富，而佔人口五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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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底層民眾僅佔百分之四點七。⋯⋯

該報道說，「收入差距已經超出合理的限度，

而且還有拉大的趨勢。如果持續下去，不利於社會穩

定。」

在當今中國，貧富差距隨處可見，從蹣跚在上海

市區垃圾箱之間回收塑料瓶的老年人，到上海郊區被

擠壓在豪華別墅之間的流浪者的陋室，不一而足。⑬

在報道中，新華社盡力避免社會動蕩的事實：不滿不

僅僅是潛在的，而且已經蔓延開來。對這家官方新聞機構

來說，情況繼續惡化下去會出現什麼後果是顯而易見的。

因為它知道，對社會主義革命的記憶從未在中國工人階級

的意識中遠逝過。在美聯社的報道中，有這樣一段話：

「在（他們的）話語中，會提到革命的毛澤東時

代。那時，共產黨對私有企業實行國有化，並剝奪了

富裕農民的土地。這是中共發動的最為極端的運動之

一。」⑭

而今，隨著私有化再次得到官方的提倡，中國農民面

對的是相互勾結剝奪他們土地的鄉村幹部和企業，其轉而

發動更為革命的鬥爭行動的潛在可能性再次浮出水面，這

令北京領導人感到擔憂。

世界上一些最大規模的工人階級抗議活動實際上每天

都在中國各地發生，不過這個事實在很大程度上被西方所

忽視。這些抗議活動包括：發生在中國南部沿海地區外資

出口企業的罷工，發生在中部和東北部老工業基地的示威

活動，以及針對腐敗官員和東部城市郊區和西部偏遠地區

⑬  美聯社，2005 年 9 月 21 日。

⑭  美聯社，2005 年 9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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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災難的抗議活動。《紐約時報》的一篇報道引用中國

公安部的數字說，中國的「群體性事件、示威活動或者騷

亂」從十年前的不過一萬件，上昇至 2003 年的五萬八千件

和 2004 年的七萬四千件。該報道說：

面對不斷蔓延的工業污染，以及當地腐敗官員和

勢力日益強大的開發商相互勾結把他們從自己的土地

上趕走，徵用他們的土地，普通中國百姓似乎在說，

他們已經受夠了，不會再忍受下去。

每個星期都有至少一兩件群體性事件的消息傳

出：成千上萬的村民與警察發生激烈對抗；在警察的

圍捕中，數百名抗議者遭到催淚瓦斯和棍棒的血腥鎮

壓。根據中國官方自己的記錄，遠離公眾的視野之

外，每星期都會有數百件類似事件發生。⑮

這些示威活動已經蔓延到「市場化改革」的中心地

帶，例如上海，那裡是中國商業資本的新中心。在這些鬥爭

中，工人和農民往往不約而同地把毛澤東思想以及他制定的

社會主義政策與今天他們日益惡化的社會地位進行對比。

《紐約時報》的報道說：

在一次抗議活動中，中年居民引用他們年輕時在

文化大革命中使用的造反口號 — 諸如「造反有理」之

類，譴責為給高樓開發商讓路而把他們從家中當場趕

走，並要求合理補償。⑯

不管他們在抗議中是否清楚地提及毛澤東的名字，但

正是毛澤東為他們分析自己目前的狀況並採取行動提供了

一個歷史參照物，並為那些反對當前資本主義的和腐敗的

⑮ 《紐約時報》，2005 年 8 月 24 日。

⑯ 《紐約時報》，2005 年 8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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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政策的人提供了一個團結起來的基礎。

為聲援「鄭州四君子」而發動的廣泛示威活動，就

是一個例證。「鄭州四君子」是河南四位工人活動分子，

他們散發傳單譴責中國共產黨目前的指導方針，並在紀念

毛澤東逝世 28 週年的一次集會上宣讀了這份傳單。他們

把毛澤東與當前肆虐的資本主義以及領導人的腐敗進行了

對比，呼籲他們回到毛澤東在世時的社會主義道路上。由

於這一「罪行」，他們當中有兩人被捕，並被判處三年有

期徒刑。不過，這四位工人活動分子絕非孤立無援。在不

開庭審判他們時，中國各地的左派人士團結起來，網絡上

也出現有關該案的大量討論，為四人的行動辯護。此外，

一百多位中國人 — 鑒於面臨的政治風險和通訊渠道的限

制，這個數字已經非常大了 — 與同樣人數的海外人士聯名

簽署了一份請願書，抗議關押四人。在聲援具有戰鬥精神

的四位左派工人問題上，出現了史無前例的國際大聯合。

此外，還有其他一些跡象表明，人們在拒絕遺忘毛澤東領

導的革命鬥爭。在鄭州工人聚居區的一個公園內，每天傍

晚都有數百人，在週末甚至會達到千人左右，聚集在一起

大唱老的革命歌曲，緬懷毛澤東時代。工人和農民往往會

表達同樣的看法：在中國走上毛澤東反對過的「資本主義

道路」之前，生活與現在完全不同，要好得多。當然，上

述看法並不普遍。有一些工人和農民從當前的改革中「獲

益」，他們當中甚至有一些人遵照鄧小平的號召而「先

富」起來。在當今中國，追求個人經濟利益成為最重要的

生活目標。尤其是工人階級中的年輕人，他們對社會主義

時代沒有什麼記憶，正日益被當前盛行的消費主義所吞

噬。但是，正如「鄭州四君子」案表明的那樣，仍有足夠

多的工人和農民在鬥爭中還在從毛澤東那裡尋求鼓舞。他

們的鬥爭已經促使中共和中國當局，以及那些害怕中國重

新實行毛澤東的社會主義政策和他領導的階級鬥爭，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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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回到文化大革命時代的人作出非常強烈的回應。而文化

大革命，正是毛澤東為防止中國回到「資本主義道路」而

發動的最後一場大運動。

社會矛盾在迅速增加，抗議活動的規模也在不斷擴

大，而且不只限於上面提到的工人階級的鬥爭。到目前為

止，這些示威或者騷亂大多數都是孤立和自發的，矛盾的

焦點集中在單個工廠、村莊或者市區的狀況。把這些鬥爭

在更廣泛基礎上聯合起來的努力在增加，例如在遼寧省瀋

陽市，整個城市所有工廠的代表都被集合在一起；甚至在

特定的地區，工人和農民之間的聯繫也在發展。不過截至

目前，這些鬥爭整體而言很少有配合。因此，中國當局及

其支持者主要擔心的，是那些更具戰略眼光，其目標不是

在當地發動抗議活動，而是挑戰整個「資本主義的」改革

體制的人取得對目前抗議活動的領導權。已經有跡象表

明，配合也在不斷增加，「在網上信息交流的助力下，抗

議活動日益擺脫自發自為的狀態」。在廣東省太石村，有

數百名村民靜坐絕食，抗議徵用他們的土地用於房地產開

發。他們的抗議得到了一個「民主活動分子網絡」的支

持，它「定期發出附有這次抗議活動信息的電子郵件，並

發表村民們的聲明」。村民們要求的不只是他們的問題得

到現場解決，而且包括公正、法治、民主參與和「作為國

家主人⋯⋯選擇自己未來的權利」。⑰  儘管自由主義分子

和非政府組織也對中國共產黨和政府的控制構成挑戰，但

對其構成最大威脅的，還是與毛澤東以及社會主義革命有

著歷史聯繫的左派。

當前的中國領導人決心阻止的，惟有「毛澤東主義」

的復興以及左派知識分子和工人階級的聯合。他們有理由

⑰  理查德．麥格雷戈：〈胡在盡力使中國擺脫農民起義〉，《金融
時報》，2005 年 9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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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怕。在過去五年左右的時間裡，左派已在中國再度出

現。儘管人數仍然很少，還處於分裂和被邊緣化的狀態，

但他們終於又一次成為中國舞臺上的重要一員。這種狀況

的出現，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不斷增長的工人和農民鬥爭

的推動 — 兩者的鬥爭形成了新的壓力，並鼓舞了各社會

階層中的行動主義。面對「改革」時代日益嚴重的兩極分

化和腐敗現象，越來越多的知識分子和大學生開始回頭從

毛澤東那裡尋求指引，並再次與新的工人階級運動聯繫起

來。左派對「鄭州四君子」的廣泛支持就是例證。表面

上，其中一名被關押的工人活動分子的釋放是由於健康原

因，但實際上左派的廣泛支持在其中起了作用。工人和農

民正在「教育受教育者」，這一進程得到了一些猶如軼事

般的證據的確認。例如，在花費大量時間對農村地區進行

考察之後，一位知識分子領袖發現，他在村莊中訪問的每

位農民都支持毛澤東，這與城市自由主義者的態度形成鮮

明對照，於是他向「左」轉。同樣，北京的一位改革派理

論家也講述了她是如何「回到」毛澤東那裡。她說，那是

因為毛澤東對「資本主義道路」的批評，在今天顯得尤其

正確。不只一位活動分子提到，在試圖用「其他理論」解

釋當今中國發生的事情，但卻沒能為解決當前日益嚴重的

兩極分化和其他負面社會現象找到答案之後，許多人再度

從「毛澤東思想」那裡尋求指引。

工人階級的鬥爭和當前中國社會的各種矛盾，正在

迫使越來越多的知識分子向左轉。在這一過程中，許多人

開始「修正」他們對毛澤東遺產的看法，其中甚至包括文

化大革命。這在意識形態和實際後果上都具有重大意義。

一方面，有越來越多的出版物、網絡和論壇致力於發表對

「改革」政策的左派分析和批評。其中有些人明確表明自

己是「毛澤東主義者」。但另一方面更多的人採取的是

「新左派」的表達方式。與西方的「新左派」類似，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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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左派」也是把馬克思主義的概念與社會學和社會民

主的理論結合在一起。在毛澤東去世後，有關毛澤東時代

的負面解釋曾經被廣泛接受。而如今，尤其是青年知識分

子，對這種解釋提出了嚴重質疑。甚至是「老左派」— 他

們中有許多人先前至少在某種程度上從鄧小平的「改革」

政策中獲益 — 這些年來也一直對黨和國家的指導方針提

出批評，而今天他們願意更加公開地提出批評。上述人態

度的改變，有著廣泛的群眾基礎。例如，每年都會有大約

四百萬中國人前去延安訪問，從「揹包的大學生到成群結

隊乘坐公共汽車前來的中年工人」不一而足。延安，這個

位於中國西北的偏遠革命根據地，是長征結束的地方。在

那裡，毛澤東領導了抗擊日本侵略的游擊戰爭，發動了對

蔣介石和國民黨的最後決戰。也正是在那裡，中國共產黨

的目標得到發展和完善，從而吸引了成千上萬的工人和知

識分子加入毛澤東領導的革命鬥爭運動。儘管張戎、哈利

戴之流以及某些中國國內的批評家極力批判延安的精神遺

產，但也許是由於地處偏遠，延安仍然是犧牲和為人民服

務精神的一個象徵。這種精神曾經是革命的標誌，與當今

的奢華、腐敗以及對工人和農民的剝削形成對照。⑱

對於那些反對哪怕點滴毛澤東主義復興跡象的人來

說，中國早期革命歷史的復甦和延安精神思潮令他們極為

擔憂。舉一個現實的例子：文革結束之後，知識分子和工

人階級鬥爭相結合的趨向就杳無蹤跡了。現在，許多青年

知識分子開始左轉，逐漸與工人階級結盟，未來可能會對

工人階級的鬥爭產生很大影響，這一現象引起了反毛派極

大的恐慌。大約五年前，在中國一些著名大學的校園裡漸

次興起了一些小型的馬克思主義研究組織。起初他們只是

彼此孤立地研讀馬、恩、列、尤其是毛澤東的著作，現在

⑱ 《紐約時報》，2005 年 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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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組織逐漸聯合起來結成了左翼校園組織網絡。隨著參

與數量的增加，學生們開始與一些城市（比如鄭州）的工

人接觸，研究並報道他們的生存狀態，為他們提供法律和

物質方面的幫助。其中一個學生組織「農民之子」正在派

遣學生前往農村地區。這些小組織僅僅是大學校園的一

角，參加者可能正處在學習階段或者正在工作，但這些校

園組織的產生無疑是中國的一個鉅大進步。成百上千的學

生和那些持有激進政治思想的人通過這些活動開始積累了

關於工人階級狀況和鬥爭的實踐經驗，有的甚至參加工人

的活動，反對黨和政府當局的現行政策。而自文革以來，

這種形式的工學聯合還是第一次出現。

鄧小平改革之後，官方教育政策重新偏向於專業精

英統治和學術成果，知識分子和工人農民之間的分裂加深

了。隨著學生組織的深入基層，這一分裂開始被彌合，儘

管這類學生組織仍很邊緣化，並不得不屈從政府的壓制政

策 — 某些試圖進入鄭州的學生被當地火車站禁止下車。

因此，在當前時局下張戎和哈利戴出版這本書，有試圖阻

止工人階級和左派結盟之嫌。年輕的一代要注意預防這種

「毛澤東主義」威脅論。當前大陸已經禁止此書的出版，

禁止雜誌刊登書評，但其地下版本和網絡版本必然會很快

流傳開來，因為香港和臺灣已經允許該書發行了。而且該

書的主要觀點至少會在相對大追隨者範圍內得以流傳。

當前中國處於轉型的關鍵時期，顯然這本書是目前民

眾思想鬥爭的一個分水嶺 — 中國到底應該徹底全球化，一

頭跳下資本主義的深谷，還是應該懸崖勒馬，重建一種新

社會？其中社會主義者和工人階級能夠對官方的政策制定

產生壓力，起到一種決定性的作用。目前中國階級鬥爭重

新浮現，各方都在積聚力量，在這個意義上，該書是一件

階級鬥爭的武器，作者對待革命時期階級鬥爭的態度正顯

示了該書的這一根本作用。書中第一章指出：在傳統官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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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中，任何人通過獲得教育都可以官至高位，而且任何

背景的人都能得到權利和財富 — 這句似是而非的話掩蓋

了舊社會對農民的壓迫和通過革命鬥爭來結束這種壓迫的

必要性。相反，1920 年代的農民起義被說成和強盜沒什麼

區別，而毛澤東參加起義的目的被說成是增加人生經歷。

顯然，這本書的出版是一個有預謀的戰略步驟，旨在反對

中國現實中正在成長的革命思想的萌芽，這種革命思想不

僅僅滋生於工人階級的意識，而且出現在逐漸向左傾轉並

開始與文革以來即受冷落的工人階級結合在一起的知識分

子的頭腦之中。為了阻止這種有組織的鬥爭進一步發展，

政府最近向社會警告：「共產黨的喉舌《人民日報》最近

發佈了一篇措辭嚴厲的社論〈保持穩定加速發展〉，警告

民眾必須遵守法律，任何影響社會穩定的行為都會受到懲

罰」。⑲  話音剛落，一輪更為嚴厲的互聯網管制以及其他

形式的電子交流就開始了。

《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一書並不僅僅對目前中

國有意義，對其他各國也同樣重要。因為促使中國向著新

方向前進的這種力量同樣也在影響著其他地區的工人和受

過教育的階層。因此，從全球反帝反資本主義剝削鬥爭的

歷史性地位這一角度理解毛澤東極為重要，他和胡志明以

及後來的卡斯特羅同樣是民族統一解放和社會主義革命的

卓越領導人。冷戰 — 冷戰實際上就是一系列連續不斷的

「熱戰」— 的根本目的實際上就是防止左翼力量結盟。

西方國家到處伸手，從向中國革命勝利後敗逃臺灣的國民

黨拋出保護傘，到朝鮮戰爭、豬灣事件、越南和拉美及非

洲的無數次戰爭，他們試圖通過干涉第三世界國家的革命

來打破反帝和社會主義聯盟，慢慢包圍和壓制共產主義。

隨著蘇聯集團的解體，中國向資本主義的再一次轉向，美

⑲ 《紐約時報》，2005 年 8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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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國主義及其附庸終於松了一口氣：他們已經徹底拔除了

心頭之患，徹底消除了左派對其世界規則的威脅，一勞永

逸地達到了人類歷史的終點。用弗朗西斯．福山的話說就

是：「人類意識形態停止了演化就意味著人類歷史的終

結」。

左派力量也不會安靜地呆在墳墓中。英國倫敦的《觀

察家》雜誌最近說，右翼報紙《每日郵報》刊登了一篇兩

頁的文章〈怪物馬克思〉，其中誹謗馬克思是「尋找貧民

收容院的人」，他「早已在 1883 年死去了」。該文是獲

悉英國BBC廣播四臺中數千聽眾把馬克思視為他們最喜歡

的思想家後，所做出的強烈反應。「屠殺成性的斯大林、

毛澤東、波爾．布特、穆加貝都是其信徒，為什麼馬克思

還是被選為最偉大的哲學家呢？」⑳  似乎「怪物」這個詞

是新近對馬克思和毛澤東最合適的稱謂了，因為使用這個

詞的人根本不能明白為什麼世界上還有那麼多人對他們念

念不忘。《觀察家》雜誌分析道：答案是資本主義在不斷

為左派提供復活的原料。當前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中的矛盾

（這種矛盾目前在中國和世界各地都普遍存在）推動著工

人階級、知識分子不斷左轉去理解世界，因為只有這樣的

理解才能解釋當前人們生活中正在發生的事情，才能不僅

僅滿足於微調，而是尋找徹底解決這種壓迫體系的矛盾的

方案。因此，馬克思及其信徒（包括毛澤東）有必要再一

次被說成是怪物，有必要從名譽上徹底損毀，以預防全球

再一次左轉，工人和農民再一次走向革命和社會主義。英

國新聞界、張戎和哈利戴，他們的需求是相同的：召集一

切力量防止世界範圍內左翼勢力的復興。

就中國而言，目前遇到的威脅並不僅僅是意識形態方

面的。特別是第三世界國家甚至世界上的主要資本主義國

⑳ 〈怪物馬克思〉，《每日郵報》，2005 年 6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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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中每天都有數千萬人在同資本主義全球化作鬥爭。這種

鬥爭的具體表現在諸如拉美國家左轉，全球最受壓迫和被

邊緣化的本土階層對經濟惡化和環境破壞的抗議；亞洲工

人和農民反對資本主義跨國公司的剝削、反對社會兩極分

化的鬥爭；非洲民眾要求急需免除債務，急需獲得治療艾

滋病的廉價藥物；以及像最近蘇格蘭八國峰會期間那樣的

在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元首集會處舉行的大規模示威活動，

等等。這些運動表明面對毫無限制的資本主義，民眾已經

自發地組織起來，抗議資本家剝削、環境破壞、經濟和社

會兩極分化的活動空前高漲。

但就像在冷戰時期一樣，這種鬥爭的反全球化也即反

對美國操控的帝國及跨國公司擴張、反資本主義與支持社

會主義很難統一起來。比如，世界社會論壇一直處於「全

球正義」運動的最前線，但其參加者和追隨者（尤其是美

國成員）普遍反感社會主義革命和左翼意識形態傳統。其

會址沒有一次設置在激進主義分子和革命運動所在地，像

尼泊爾和秘魯的毛澤東主義者，哥倫比亞和菲律賓的馬克

思主義者的游擊戰，還有很難與傳統鬥爭形式相吻合的位

於墨西哥恰帕斯州的薩帕塔運動等等。甚至中國數百萬工

人的抗議活動也很難引起反全球化力量的重視，一方面因

為中國工人很難參加像世界社會論壇這樣的會議，另一方

面可能也因為這些工人被看作為社會主義革命和毛澤東主

義的遺跡。㉑  同時，儘管參加全球正義運動的成員觀點千

差萬別，但他們都自認為是「社會主義者」。比如 2006 年

世界社會論壇將在委內瑞拉召開，其總統查韋斯強烈支持

「玻利維亞社會主義運動」。

在反殖民主義的時代，只有在特定情況下，反對帝

㉑   約翰．久利克：〈中國工人農民的暴動〉，埃迪．于、丹尼
爾．伯頓∼羅斯、喬治．卡茨菲克編：《對抗資本主義：全球運動一
覽》，紐約軟頭骨出版社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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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主義體系的鬥爭和社會主義運動才能統一起來，目前兩

者的分歧仍是最大的缺憾。因此，在中國的帝國主義者及

其意識形態的支持者必然會想盡一切辦法阻止工人階級與

左翼革命力量結盟，阻止全球正義運動和社會主義運動結

盟。目前這種已經造成反對美帝國主義世界秩序和資本主

義體系的力量減弱的分裂狀況可能會進一步加深。張戎和

哈利戴出版的這本書應該被視為這場全球性鬥爭中全世界

右派反應的一個組成部分，它旨在用一切辦法阻止毛澤東

所代表的反帝鬥爭和社會主義運動的統一，因為二者的統

一有重新興起、不斷壯大的希望。

當然，這並不是說該書或熱捧書評就是這一全球性

的反毛鬥爭的全部內容；它們僅僅是當前反左氛圍的一個

組成部分，他們與那些擁有反動觀點的人共享同一種意識

形態，只是表達方式不同罷了。該書的出版是全球階級鬥

爭和意識形態鬥爭的一部分，它必然會導致相反的結果。

該書引用的每一份攻擊毛澤東的材料儘管有菲利浦．亨舍

等人的支持，也必然會引起人們的關注和質問，到時他們

將啞口無言。首先那些曾直接在毛澤東身邊工作過的人員

就會出來駁斥，毛澤東以前的同志也會表達自己的觀點，

捍衛毛澤東的人格和光輝業績，就像以前人們對李志綏的

反駁那樣。但由於張戎和哈利戴引用了大量毛澤東早期同

事的話，無疑是在鼓動那些持不同意見的人主動從相反的

角度來理解歷史事件，回憶毛的工作和生活。此時，歷史

學家和中國學者們肯定會站出來，對毛澤東時代進行客觀

中肯的回顧。與此同時，人們也必將會揭露出張戎和哈利

戴隨意的治學態度，尤其是引用來源不規範的文件、對歷

史事件的選擇性使用和帶有偏見的解釋，以及與他們自己

的早期著作自相矛盾等等。這些問題並非只有左派人士提

出。一些對歷史持較為客觀和批判性態度的學者早已指

出，張戎和哈利戴比以前所有苛刻評論毛澤東的人更加不

大風網站‧版權所有  https://strongwindhk.com/product-category/strongwindbooks



被
敵
人
反
對
是
好
事

1818118080

負責任。「全世界的中國學者都在質疑這本書中歷史記

述的準確性，即便是最著名的評論家普林斯頓大學的林

培瑞  ㉒  也對其中資料錯誤和來源不明深感有必要進行批

判」。㉓  紐約時報知名評論家克利斯托夫同樣也譴責該書

作者採用一篇文章中對大躍進期間死亡人數的最高估計作

為唯一正確的數據來使用。這是不應該的，否則別人也可

以支持遠比它們更低的數據。㉔  在導致很多人死亡的運動

（主要是大躍進和文革）的同時，國家也為工人階級尤其

是農民引進了很多衛生保健措施和社會扶助政策，挽救並

延長了數以千萬計的人的生命，使中國人口壽命的延長程

度和識字比率大幅度領先於亞洲處於同樣發展階段的印度

和印尼。顯然，中國革命時期的成績和代價基本持平，但

《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根本不提任何積極的成績。

隨著這本書特別是在中國流傳面的增大，其中的觀點會真

正受到大家的考查和駁斥，但這需要長期不懈的、堅決的

鬥爭。

但是，那些沒有和毛澤東直接交往過的人，還有那些

專門研究毛澤東領導歷程的專家可能會提這樣一個問題：

毛澤東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嗎？西蒙．塞巴格．蒙蒂菲

奧里在其評論中說：「該書作者認為毛澤東從來就不是一

個馬克思主義者，而只是一個機會主義者。」角谷美智子

在《紐約時報》上的評論也同樣說「作者認為毛澤東並不

真心相信馬克思主義」。熟悉左派理論史的人知道，歷史

上關於毛澤東所力行的馬克思主義的性質，一直存在爭議

和不同意見，尤其是關於他的革命依靠農民軍隊（有人認

為這和經典馬列主義不相一致）的事實、他與蘇聯關於修

㉒ 《天安門檔案》編者之一。

㉓ 〈擲向毛澤東的書〉，www.theage.com.au，2005 年 10 月 6 日。

㉔  約帕特耐克的演講：〈飢餓的共和國〉，新德里 2004 年 4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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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主義以及對西方開放等問題上的衝突等等。直到今天，

世界左派陣營還常常劃分為兩派，劃分的標誌就是究竟應

不應該按照毛澤東倡導的方式來理解馬克思主義。張戎和

哈利戴是不是有能力站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上討論這個課

題很成疑問，而且，蒙蒂菲奧里所說的話是非常荒謬的，

毛澤東的著作就是對此最好的駁斥。毛澤東早年的一些著

作，比如主要是基於恩格斯、列寧理論之上的《中國社會

各階級的分析》和《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為農村革

命和後來的土地革命提供了理論和實踐上的指導。從他勾

勒出打敗日本侵略的階級聯盟到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

話，再到晚年著作陳述中國向社會主義轉型期間意識形態

領域的不斷革命，都不僅完全植根於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

論，更是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重大貢獻。他奉獻給中國和

世界上所有左翼的理論文獻比如《矛盾論》，是對馬克思

主義辯證法的深化和拓展。毛澤東的這些著作也對美國各

種各樣的組織團體產生了鉅大的影響，比如比較激進的婦

女解放組織「紅襪子」、黑豹黨和各種學術團體、職業團

體等等。毛澤東使馬克思主義理論從書齋真正走向了億萬

工人和農民，這是他的偉大成就。

顯然，張戎和哈利戴說毛澤東「根本不是一個馬克

思主義者」，不過是他們對毛的妄自猜度，本意是想借此

消除毛澤東的影響。他們說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

報告》僅僅是毛本人出於對暴力偏愛的憑空想像。對於毛

澤東分析中國乃至世界範圍內的階級鬥爭和政策衝突的文

章，他們不是去深入考察分析，而是以同樣淺薄的態度直

接否定。一些較為中肯的分析家比如詹姆斯．哈特菲爾德

早就注意到該書中遍佈的偏見和惡毒的敵意，他不可能逐

一駁斥所有結論，於是就通過詳細調查揭露了其中包含的

一些對事實的歪曲。他在評論中指出了張戎和哈利戴在事

實和方法論上的缺陷，尤其注意到他們「拼命用他們『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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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的故事』來解釋毛澤東的勝利，因為他們為達目的

根本就不考慮自己的信譽」。㉕  角谷美智子也指責說該書

作者所參考的資料能夠清晰反映毛澤東政治觀、價值觀的

太少，導致該書歷史背景缺乏，充滿偏見和簡單化。克利

斯托夫抱怨說，在這本書中，「毛澤東是一個歷史上偶然

出現的惡棍，是一個裝模做樣的偏執狂，完全沒有作為一

個真實的歷史人物的立體形象，因此使人難於理解毛澤東

如何能夠戰勝其對手而成為中國的領袖和歷史上最受崇拜

的偶像」。這些都是張戎和哈利戴之流妄圖貶低毛澤東而造

成的根本漏洞。可是這樣的貶低根本不能解釋中國革命勝利

的原因，不能解釋這樣一位領導人如何能夠領導世界歷史上

規模最宏大的、綿延近半個世紀的、涉及五分之一到四分之

一世界人口的、推翻了幾千年來中華帝國一直沿襲的階級結

構、打敗了國內敵人和國外帝國主義勢力、以最深刻的方式

改造了數億工人農民生活方式的革命鬥爭取得成功！

這種把歷史變遷看作主要是一個偉人的作用（在這

本書裡面是一個恐怖而邪惡的人）的觀點貶低了中國人民

的智慧和中國人民的革命鬥爭，尤其是貶低了跟隨毛澤東

歷盡千難萬險、嚐盡失敗和勝利的悲歡、取得了鉅大成就

但也遭受了沉重損失的中國工人階級。該書作者也不懂得

社會變革的複雜性，尤其是在中國革命這樣範圍的變革和

領導這場變革的人的艱難。毛澤東作為一位革命領袖，和

當時所有的革命家一樣，有著極其強烈的革命精神。但他

是一個人，是其時代和文化的產物，因此不可避免地受到

當時中國社會的局限，具有自己的優缺點。毛澤東的歷史

紀錄是中國幾十年革命鬥爭的主要線索，必須在中國自身

及其塑造毛時代的世界性力量的背景下不斷加以回顧和研

㉕  詹姆斯．哈特菲爾德：〈毛澤東：事件的終結〉，www.spiked-
online.com，2005 年 7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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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主要包括兩大組成部分 — 中國革命所取得的鉅大成功

和所付出的沉重代價。但是像張戎和哈利戴這樣，把毛澤

東貶低成一個純粹的怪物，必然不能真正解釋歷史，從而

淪為空洞而扭曲的政治宣傳。

在一些較為中肯的評論網頁上，一些左翼網站和左翼

人士的電子通訊錄裡，批駁《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

的運動早已開始。我們注意到，左翼的知識分子和新聞記

者，甚至一些政治社會的主流派，反對張戎和哈利戴的全

部或部分觀點，反對他們對事實的歪曲，但他們終究處於

相對弱勢，無力抗衡右翼壟斷集團和大出版商的出版物和

電子媒體、準政府性質的全球無線電網絡（比如覆蓋面每

日達到數億人的 BBC）。與這種對手相比，左派資源明顯

處於劣勢。反動派認為通過這類攻擊可以最終贏得勝利，

但這場戰鬥不應該也不會僅限於反動派設定的戰場，因為

讀過這本書，贊成或者反對其觀點的人並不能決定這場戰

鬥的最後勝利，毛澤東早就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

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㉖  這裡僅需要變成：人民，

尤其是其中數十億工人階級是這場戰鬥的最終仲裁者。最

後，只有中國人民整體，首先是工人和農民乃至與他們站

在一起的全世界億萬工人農民，才能最後做出歷史性的評

判，才能評判毛澤東是否讓他們的生活變得更好或者更

壞。如果有人肯花費一點時間去與中國工人進行交談就會

知道，他們直到今天都對毛澤東和毛領導的社會主義革命

心存感激和認同，仍舊把毛澤東視為他們的代表，而沒有

一點猶豫和反對。當他們把毛澤東時代的統治者和現在的

統治者相比較時，這種情緒更甚，因為他們認為現在的統

治者更多的是腐敗分子，更多的是黨內國內日益上昇的剝

削階級的代表，是快速崛起的資本家階級的代表，他們日

㉖  毛澤東：〈論聯合政府〉，1945 年 5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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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把工人和農民逼向絕望，逼向公開暴動的邊緣。前中國

政府顧問、《人民日報》評論員、現在加拿大維多利亞大

學教授政治科學的吳國光指出，「群眾不滿的根源主要是

共產黨官員的濫用權力，如果政府廉潔而高效，國內就會

平靜得多。但問題是政府官員並不考慮國家的利益，他們

在想方設法追求自己無論是合法還是非法的利益」。㉗

要想徹底駁斥張戎和哈利戴的攻擊，除非把深藏於工

人階級之中的鉅大感情和記憶寶藏開發出來，否則是很難

成功的。但在中國，由於對工人階級的教育系統癱瘓，絕

大多數工人根本無緣見到《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一

書。但是他們也全無必要通過看這本書來評價毛澤東及其

領導的革命。他們的生活、他們直接的感覺都告訴他們毛

澤東時代工人階級的權利和地位 — 免費教育和衛生保健、

就業機會和社會保障、工廠或農場運行管理的參與權。今

天的工人階級已經基本失去了這些權力。因此，我們必須

發動一切力量幫助中國工人階級表達出他們對毛澤東及其

遺產的真實觀點：首先是毛澤東領導的革命鬥爭特別是文

化大革命旨在幫助工人階級創造機會成為歷史發展和社會

的主人，最終從幾千年「精英階級」的統治下解放出來。

最初是推翻滿清官僚的統治，進而，即便是在革命勝利之

後，也要從那些把人民群眾視為無知群氓的黨政官員乃至

知識精英的統治下尋求解放。要想捍衛毛澤東，我們必須

以他為榜樣，致力於幫助並推動中國工人在新的時代條件

下進行階級鬥爭。毛澤東在晚年早已預見到並一直試圖防

止中國走向資本主義。但是「經濟全球化」的推動已經使

中國開始資本主義化了，工人階級在這一進程中只有通過

鬥爭來重新做出自己的角色定位。

因此，這是一本惡毒有害的投機性著作，它披露的問

㉗ 《紐約時報》，2005 年 8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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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連反對毛澤東的人，甚至是稱毛澤東為惡魔的人都難以

接受。「世界上一些最著名的研究近代中國歷史的學者認

為張戎的這本書根本是在歪曲歷史」。早期的一些評論家

認為：

人們都認為已故中國共產黨主席毛澤東是一個

惡魔，他把他黨內同志乃至整個中國都推進了地獄之

中。這是一本極為有力並必然會產生廣泛影響的書。

很多人認同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波恩斯坦（Thomas 

P. Bernstein）的觀點：「這本書對於現代中國研究領域

而言是一個鉅大的災難」。

他這週說：「該書擁有數量鉅大的參考資料，因

此其觀點將會被廣泛接受，但其內容主要服務於徹底

摧毀毛澤東的個人名譽。」

「⋯⋯還有數量同樣鉅大的脫離背景的引用語和

對事實的歪曲。而且，對於毛澤東如何成為一個複雜

的、充滿矛盾的多面領導人的描述過於囉嗦。」㉘

英國牛津大學的史蒂夫．唐說，「該書作者在證據來

源上的不誠實令人恐怖」，「毛澤東確實是個惡魔，但該

書作者把隨意扭曲的歷史作為證據來貶低毛澤東，反而導

致難以揭示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系統的可怕及對中國人民

造成的災難」。意大利《新聞報》的著名記者郗士指出，

「在該書中，你看不到冷靜客觀的分析，你只能感覺到一

種憎恨，這使它好讀，但完全違背歷史」。悉尼大學的費

雷德．特韋斯在張戎寫這本書的時候見過她：「她固執地

堅持自己的觀點，根本不願接受別人的意見和不利的證

據」。他評論毛澤東說：「如果說有人必須 — 我認為是毛

澤東 — 為超過三千萬人的死亡負責，這一點難以辯駁。但

㉘ 〈擲向毛澤東的書〉，www.theage.com.au，2005 年 10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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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如果僅僅把他描述成為一個徹頭徹尾的惡魔，他的出現

就是為了不惜一切代價保護自己的權力和殺人，那相對於

現實而言就有點過分甚至是瘋狂了。」

毛澤東曾經預言，敵人的攻擊必然會無所不用其極，

最終會犯下致命的錯誤而失去民眾的信任。一種盲目研究分

析可能帶來暫時戰術上的勝利，但從長遠戰略上來看是愚蠢

的，最終只能加劇那些反對革命變革的人們的內部矛盾。因

此，《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對毛的攻擊，一方面代表

著一種恐嚇，另一方面也代表一種機會。這本書儘管有一定

的破壞力，但也無意中說明了毛澤東和其領導的社會主義

革命的重要地位，正好證實當前毛澤東思想和政見再一次變

得極為重要，證實工人階級正在以新的反叛形式崛起。對於

那些把毛澤東視為怪物的人來說，該書無疑為他們提供了新

的炮彈。但恰恰是這本書「不僅使我們能清楚地劃分敵我界

限，而且使我們的工作獲益良多」。反動派是如此無所不用

其極地憎恨和歪曲毛澤東，反倒使我們不再相信他們的路

線、他們的觀點，並必然呼喚對毛澤東歷史地位客觀積極評

價的回歸。重新評價毛澤東打開了那些長期關閉的門，尤其

使我們重新記起了他的警告：如果中華民族從社會主義道路

退回到資本主義道路，後果將會怎樣？

顯然，問題的關鍵並不是重新恢復毛澤東的個人名

譽，不是重現他在過去革命鬥爭中處於何等重要的地位。

問題的真正關鍵在於中國人民乃至世界人民是否會重新走

向社會主義革命。全面公正地評價毛澤東的歷史有助於重

新提出這一問題並給出一個圓滿的回答。在這個意義上，

張戎和哈利戴的攻擊「是好事而不是壞事」。但前提是，

中國和世界上支持社會主義革命的人們能否充分把握該書

出版所提供的機會，重新致力於毛澤東所提出並畢生力求

實現的目標，致力於從事他曾經領導的全球工人階級的鬥

爭。這在今天正如他活著的時候一樣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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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
— 知識界的一大醜聞

高默波 �

《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以下簡稱《毛》書）

為張戎和她的英國丈夫所著，2005 年出版後馬上在英國、

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名列暢銷書榜首。該書的暢銷顯然得益

於媒體的熱捧。英國《衛報》一篇文章的標題稱之為「一

本震撼世界的書」。英國廣播公司的「讀書」欄目一般是

播送小說的，而這次是「繪聲繪色」地宣讀了書中的部分

章節，「聲音裡充滿了諷刺與嘲弄」。�  有篇述評稱該書

「有不可否定的權威」，從宏觀到微觀對毛徹底地否認，

證明毛是個屠夫、虐待狂、沒有演講才能、淫棍、毀壞文

化者、鴉片暴利者、說謊的人。�

學術作品，什麼學術作品？

毫無疑問，任何人都有權對任何事作出任何評斷。讓

�  本文摘自 Mobo Gao：The Battle for China's Past Mao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London：Pluto，2008。作者高默波是澳大利亞
阿德萊德大學孔子學院中國學教授。

�  Robert Weil：“Conditions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China，”
Monthly Review，Vol. 58，No. 2，2005 年 6 月，第 24~49 頁。

�  Phillip Hensher：www.spiked-online.com/articles/0000000CAC41.
htm，accessed on 4 July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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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政治評論員以及學者之類的人印象深刻的是張戎和

她的丈夫聲稱他們查閱了大約 1200 處筆頭資料，其中大部

分是中文，並且採訪了 400 多人。這本書展示了 68 頁令人

歎為觀止的註解，據說為了完成它這對作家花費了十年的

時間。

受採訪者名單

首先我們先從這份驚人的受採訪者名單開始，作者聲

稱這些人都接受了他們的採訪。名單中的人包括一些政府

要員，如一位匈牙利總理，日本天皇的皇兄，一位墨西哥

駐北京大使，新西蘭的外交部長以及波蘭前總統瓦文薩。

當然達賴喇嘛也包括在內。由於張戎《鴻》一書的成功帶

來了龐大的財政來源和鉅大的影響力，張可以採訪到任何

人，但問題在於，瓦文薩或是一位匈牙利的總理瞭解毛或

是中國的什麼內幕呢？

當然這份名單同樣也包括了一些的確或者可以說有

權表明自己瞭解毛和中國的人，例如李約瑟，澳大利亞第

一位駐中華人民共和國大使，毛的女兒李訥，孫子毛新

宇以及劉少奇的妻子王光美。接近這些人並聲稱採訪過他

們，這確實是一個相當聰明的市場戰略手段。儘管如此，

人們仍要質疑以證明真偽。首先，這些受採訪者是否說了

與《毛》書的內容或概要相關的事。如果他們討論的只是

關於不列顛的天氣，那麼就不能把討論者列出來作為關於

《毛》書的受訪者。

其次，我們也想知道作者是如何處理那些與他們決心

去證明的觀點大相徑庭的採訪信息的。Frederick Teiwes

教授是一位在中國共產黨精英政治學方面久負盛名的專家

學者，他的名字也列在了這本書的致謝辭中。但據 Teiw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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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所說，他與張只見過一兩次面，而且從未闡述過任何

關於毛這個話題的具體觀點，因為只有當他所說的內容與

張既定的觀點相符合時，張才願意傾聽。Teiwes 拒絕參與

《中國雜誌》組織的對這本書的任何評論，可見他對這本

書的看法。

沒錯，張說她還採訪過毛的女兒和他的一個孫子，但

是我們知道李訥和毛新宇是如何評價自己的父親和自己的

爺爺嗎？書中沒說。在學術寫作中有一條標準慣例，只有

當寫作素材在原文中被提及或引述，有關的作者或採訪者

才能被列出。如果一個受採訪者的所述內容不符合作者的

既定觀點，作者也不願將其告訴讀者，那麼他就不能把這

個受採訪者當作寫作素材的來源來支持自己的觀點。

如何挑選素材：以龔楚為例

在某種意義上說，每本書的寫作都是為了表達對某

件事贊同或反對的態度，因此作者就需小心謹慎地挑選寫

作素材，而這種挑選必須建立在既有的知識和已知的信息

基礎上，這樣才合情合理，令人信服。在任何意義上可接

受的學術作品都應與既有的研究相銜接，並且要提出反對

的觀點和論據。在《毛》書中，作者的態度和方法就好像

在毛這個主題上沒有什麼文獻，如果他們的確引用了一些

出版物中的內容，那也只是為了支持他們的意圖去詆毀毛

的。

下面我將選取其中一個例子進行論證。龔楚曾經是

紅軍隊伍中的高級指揮官，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早期中國

革命時與毛一同工作過，但在共產黨取得勝利之前放棄了

革命信仰到香港定居，在那裡出版了自己的回憶錄。張把

龔當作一位知情者，並以他的回憶錄來證明毛是一個狡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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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極度渴望操控權力、手段殘忍，除此之外一無是處的

人。然而當我翻閱龔的回憶錄時卻發現，龔筆下所呈現的

毛與張所描述的有著天壤之別。龔於 1978 年出版的回憶錄

表明，在早期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中，毛經歷了許多起起伏

伏，因此像其他正常人一樣，他是個易受傷且易動感情的

人，當他跟龔談到他如何被周恩來壓制和排擠時竟潸然淚

下。�  在書中龔明確地闡述了中共第一次並且也是最清晰

的對中國農村本質的認識來源於毛，因此毛成為中國共產

黨的最高領導人絕非幸運或偶然。�  龔同樣也證明了在毛

領導下江西革命根據地的土改是溫和的，並沒有損害到富

農的利益，可是當由在上海的周恩來帶頭的中國共產黨中

央領導層於 1931 年抵達江西時，他們強烈反對毛的「富農

路線」，周恩來還提出「消滅地主，斬草除根」的主張。

當龔楚發言反對，指出周恩來的政策過於偏激，許多所謂

的地主只不過擁有少數的土地時，龔被周恩來而不是毛排

除出中國共產黨領導層達一年之久。

註解：一種更狡猾的欺騙

由張和她丈夫編寫的 68 頁註解是用來恐嚇讀者的，使

他們覺得這本書很有學術性。不同於一般的學術著作附有

腳註或尾註，這本書採用了一種非同尋常的註解版式。如

果是小說，就無需對註解進行討論。但正因為《毛澤東：

鮮為人知的故事》宣稱要說明歷史事實和真相，所以我們

應該知道書中種種說法是否都有文獻證據。表面上看來這

�  龔楚：《龔楚將軍回憶錄》第一和第二卷，香港：明報出版社
1978，第 550 頁。

�  龔楚：《龔楚將軍回憶錄》第一和第二卷，香港：明報出版社
1978，第 49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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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在這方面做足了功課，但實際上是怎樣呢？

外表具有很強的欺騙性，讓我們舉例說明。書的正

文中除了偶爾有星號標明的腳註外，就再也沒有任何附註

的標記了，那些留意附註的讀者就需要翻到書後的註解部

分。在那兒附註是這樣被排列的：在每個章節中書的頁數

被列了出來，在頁碼後是一組粗體的詞組，它是從書中直

接引用或是討論的關鍵詞。以下是書中第一章的 677 頁註

釋部分前幾行的文獻參考。

第一章：從古到今的尖峰

第 3 頁 皇帝之死：斯諾 1973，第 138 頁。

第 3~4 頁 父母：斯諾 1973，第 130~134 頁；毛家

家譜：毛澤東岳父楊昌濟的日記，1915 年 4 月 5 日，

毛 1990，第 636 頁（E：MRTP：第二卷第 60 頁）；Li 

Xiangwen，第 25~51 頁；Zhao Zhichao 第 273~274 頁；

參觀韶山並與當地人的談話。

作為讀者，我們希望得到的是作者對事物真實的發

現並對該事物做出的真實反映，希望篩選的證據盡可能準

確，並且希望對於他人的調查結果及研究結論作者能夠公

平、合理地利用。而設想的真實性、正直性、公正性與合

理性能通過參考文獻得以檢驗和證明。然而，《毛》著裡

所提供的參考信息卻讓我們產生疑問。例如：在本書的第

三、四兩頁談及了不少有關毛澤東父母的事，但是在以上

的文獻引用裡我們不清楚到底是哪些文獻證明正文中的哪

些事情。

在本書其中一頁的註釋部分我們可以找到很多類似的

參考文獻，給人的印象是這是一本學術著作，一本經過艱

苦努力而完成的著作。難怪眾多記者會被迷住，並且對書

裡所謂的發現堅信不移。但如果你稍加細心分析，就會發

現這些文獻引用不過是掩蓋事實的外衣。以下便是諸多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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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中的一個。作者在第 97 頁說：

毛澤東一旦加強了對軍隊的控制，便立即把注意

力轉向了江西的共產黨。12 月 3 日，Lie 隨身帶著一張

毛列出的所謂敵人的名單被派往領導人當時居住的富

田。毛澤東指責反對毛並把其同盟者 Lieu 排擠出去的

八月會議是反對布爾什維克的會議。「把他們都解決

掉」，毛下令道，然後「在所有的縣和地區大量屠殺

這些人。」「那些沒有逮捕和屠殺黨員和政府人員的

機構一定是反對布爾什維克，你們儘管把他們抓來並

解決掉（xun-ban，意味著折磨和清除）。」

關於以上段落的文獻引用是：

97 頁  1930 年 12 月 3 日毛澤東下令：Dai 和Luo 

第 94~96  頁，有關此事的 12  月 5  號的信件，見

Vladimirov，1943 十一月月十號 [日期錯寫為十五]。 

『反布爾什維克會議』：毛給上海 [原文如此]，1930 

十二月二十日，*ZDJC 第 14 卷第 636 頁（E：MR，

第三卷第 704~705 頁）；*Liou  Di，給上海的信，

1931 年1 月 11 號，RGASPI，cit，；＊省行動委員會，

緊急通知，第九號，1930 年 12 月 15 號，RGASPI，

514/1/1008。

Lie 被虐待：同上。

這段文字講的是毛澤東下令清除眾多他的反對者。但

我們怎麼知道這不是張和她丈夫自己杜撰出來的不依據事

實的結論呢？首先，「1930 年 12 月 3 日毛澤東下令」，

這一條在正文裡就不是這麼說的。當然我們也不知道毛澤

東下令的確切內容。其次，張想說的是毛下令大量消滅他

的反對者，但哪一條文獻引用證明了這一觀點呢？難道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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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i 和 Luo 嗎？是 Vladmiroy 嗎？根據這兩條參考信息所

出現的順序反映出「毛下令」是在「反布爾什維克會議」

前，但是在文中「屠殺」卻是發生「反布爾什維克會議」

之後。那麼我們是否可以理解以下的文獻能夠證明這一

命令？「1930 年 12 月 20 日毛到上海；Liou Di，給上海的

信，1931 年 1 月 11 日；緊急通知，1930 年 12 月 15 日」？

然而這些文獻是用來證明「反布爾什維克會議」的嗎？再

說，「『把他們都解決掉』毛澤東下令，然後『在所有縣

和地區大量屠殺這些人』」這句話裡的「然後」是什麼意

義呢？是不是說毛下令把他的反對者都逮捕然後再殺了他

們呢？或許會有人認為引號中的句子是從中文或是從俄文

翻譯而來。我們可以把這一句的前半部分「解決他們」理

解為「殺了他們」，其意思與這句的後半部分「大量屠殺

這些人」是一樣的。那麼「然後」這個詞在句中該如何理

解呢？作者的意圖是否想說毛下的命令「解決他們」而其

他人實施這項命令「屠殺了所有人」呢？如果事實真是這

樣，為什麼作者不說明白？

表像和速時滿足

顯而易見，作者並不能提供證據來證明他們的觀點，

但是又想極力表現他們是有證據的。在這本書中，作者頻

頻使用這種計謀：用看似提供確鑿證據的學術方法來掩蓋

其不能被證明的觀點。這種伎倆就是對一個微不足道的論

述或是一則不重要的信息提供一個甚至是多個文獻，而其

後跟著或是夾雜其中提出的重要，嚴肅的論點卻沒有絲毫

依據。例如，「5 月 29 日毛澤東回到江西紅軍根據地」，

這個簡單的敘述後面有出處，但隨後張就聲稱「毛澤東帶

領上千人的部隊」進入「人跡罕至的絕路上」，並且「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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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一大部分人病倒並犧牲」。對於這樣一個重要的論述卻

缺乏任何證據或說明其來源。但是因為第一個句子中的不

重要的敘述有文獻出處，這就給人們一個印象，好像跟著

而來的聲稱也有來源出處。

如果讀者不是這方面的專家，自然不會自找麻煩地去

驗證書中的內容是否建立在牢固的證據之上。這也是當代

商業傳媒的精明之處：對於什麼是真什麼是假是很難區分

的。中國作家張賢亮曾說道，在他第一次到新加坡和一些

西方城市之後，他發現這些地區的很多塑料花看起來像是

真的，而真的花反倒看起來像是假的。

顯然，張和她的合作者對於這種商業技巧的運用已

經非常嫻熟，披著學術論著這樣一件外衣去發表反毛的言

論，儘管這些言論並沒有經過調查研究取證。我們如何能

辨別真偽？然而在當今這樣一種易於即時滿足的流行文化

之下，誰又會去關心他們的言論是真是假呢？只要看起來

像真的就行了。

紕漏百出的論斷及荒謬的解釋

在試圖解釋為何毛在 20 世紀 20 年代晚期與 30 年代

初期成為江西革命根據地的一位決策性領導人時，與龔楚

的證言相反，張極力兜售這樣的信息：毛在軍事上一無是

處，並且，毛是依靠個人的冷酷無情以及斯大林的支持才

得以登上高位的。

為什麼斯大林支持毛而非他人呢？一個原因是對莫

斯科來說，「毛的內心驅動因素使莫斯科迫切地認識到毛

的重要性」，因為俄國要入侵滿洲里（第 75 頁）。什麼

是「毛的內心驅動因素」且被莫斯科如此賞識呢？該書聲

稱，斯大林支持毛的另一個原因是當時中共總書記陳獨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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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轉變為托洛茨基分子；而斯大林擔心毛會站在陳獨秀

一方，因為陳曾是毛的導師（第 75 頁）。然而，並沒有任

何證據支持這個莫名其妙的說法。

還有更多不同尋常的論斷：「在他 [毛] 違反了所有

規則之後，共產黨把除蘇聯和東歐之外最大的紅軍部隊交

給了毛。莫斯科和上海中央明顯地賄賂他，這意味著他們

需要他。」為何莫斯科和上海要賄賂毛？需要他的什麼？

如果毛澤東不僅「違反了所有規則」，而且本人也一無所

長，那為什麼莫斯科和中共還需要他？整件事被編造得如

此神秘兮兮，就是因為張和她的合作者甚至不想讓讀者去

思考以下可能，即正是由於毛澤東的軍事及組織才能使他

獲得了成功。

有一個很好的例子說明了《毛》書是如何濫用文獻資

源的。圍繞一則關於毛的妻子楊開慧之死的報道，兩位作

者聲稱，楊被處決的第二天，當地《湖南共和日報》刊登

了一則「毛澤東之妻昨日已被處決，人人拍手稱快」的頭

條消息。對於某些輕信的讀者而言，這是作者們努力搜尋

中文文獻的例證，因為連 20 世紀 30 年代的當地報紙都被引

述了。在引述了這則消息後，是作者的評論：「這無疑反

映了人們對毛澤東的厭惡比對楊開慧更多」（第 83 頁）。

作者們甚至不曾考慮，不能這樣簡單地拿來一張本地報紙

就當作事實，因為當時，國民政府是以「土匪」的罪名來

追捕共產主義活動家的。

關於毛和楊的關係，《毛》書指控道：

在他 [毛] 進攻長沙之時，毛沒有做過任何努力來

營救她和他們的兒子，甚至都不曾警告過她。然而他

其實可以輕而易舉地救出她：她的房子就在他前往長

沙的路上；並且毛還在那裡停留了三週，但他連根手

指都沒抬過（第 9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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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任何證據來支撐這樣一項非同尋常的指控。在

該書中有著大量這類論斷，都沒有支持的證據。例如，書

中第一句話寫道：「毛澤東幾十年來，對世界四分之一的

人口擁有著絕對至上的權力。」他對於在和平時期內超過

七千萬的死亡人數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這個數字超過

了 20 世紀其他任何一位領導人所為（且不說幾十年來，

中國的人口佔到世界的五分之一）。還有：「九月下旬，

他 [毛] 開始了屠殺」（第 91 頁）；「莫斯科任命毛澤東

為國家元首⋯⋯」（第 104 頁）；「鑒於逃脫人數極少，

這意味著總共約有 70 萬人在瑞金根據地死亡。這些人半

數以上被作為『階級敵人』殺害，其他或者過勞而終，或

者自殺，或者還有其他過早死亡的原因，皆應歸咎於該政

權」（第113~114 頁）。書中充滿了這樣的指責，卻沒

有任何證據或資料來源予以支持。例如，作者是如何得

出在瑞金有 70 萬人死亡這樣一個數字的？《毛》書引述

了兩個消息來源指證在紅色江西人口下降了百分之二十

（第 113 頁）。即使這個人口下降數字是真實的，書中沒

有提供任何證據來證實所有這些人確實是已經死亡 — 比如

由於內戰，他們可能遷移到了其他地區；或證實他們都死

於革命中對「階級敵人」的鬥爭 — 他們中有些人很可能是

由於國民政府不允許在國內存在這樣一個革命政權而被殺

害的。

邵力子是一位顯赫的國民黨官員，曾根據蔣介石的指

示，將蔣介石的兒子送往莫斯科學習。《毛》書聲稱邵是

一名長期潛伏的共產黨間諜；又稱「最終，在幫助毛澤東

一步步奪取中國政權之中，間諜們起到了鉅大的作用⋯⋯」

（第 139 頁）。這說得就好像是諾大一個中國，只要經有一

些國民黨內部間諜的幫助就可以移交到毛澤東的手上似的。

任何人倘若相信這種事情，就好比那些認為聖經就是忠實記

錄了人類歷史的人們一樣愚不可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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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洞和欺騙的更多證據

誠然，《毛》書也不乏批評者。James Heartfield 就是

極少數人中的一個。他做了深入的研究，以揭露書中的歪

曲事實之處。Kakutani 也指出，在該書中缺乏有關「毛澤

東成熟著作」的參照以及歷史背景的參照；而「毛澤東的

成熟著作有可能會將他的政治理念及價值觀揭示得更為清

楚」，這樣的書「帶有傾向性和片面性」。甚至牛津大學

的 Steve Tsang，一位對毛澤東及中國共產黨沒有任何敬意

的史學家，也不得不承認 「作者們在使用他們聲稱已經獲

取的信息來源上有著『可怕的不誠實』。」當然，Tsang 堅

決認同「毛澤東是一個惡魔」，但感到遺憾的是，「他們

為達目的而歪曲歷史，最終將使揭露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

的真正恐怖以及兩者對中國人民造成了多大程度的傷害變

得更難。」。�

對於真實評價毛澤東，或者是任何一個人，持有某種

態度是無可厚非的。可惜「在該書中，你沒有感受到冷靜

的分析，你感受到的只是憎恨，這有助於一次極妙的閱讀

經驗，但無助於澄清歷史事實」，意大利的 Francesco 在

他的 La Stampa 中不無遺憾地寫道。Teiwes 也說：

既然毛要為三千多萬人的死亡負責任，我也相

信他是有責任的，為他辯護就變得很難了。但另一方

面，從情況實實在在發展的角度而言，把他刻畫成一

個十足的嗜血成性的惡棍，一個為了維持自己的權力

而不惜一切代價的人，這種做法不僅過分，而且也很

�  引述  James Heartfield：“Mao the end of the affairs”，http：
wwwspiked-online.com/Articles/ 0000000CAC41.htm，accessed on 
4 July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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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唐。�

為了達到這種誇張效果，張戎「不願去理解他人的見

解，也不願意見到與自己觀點相矛盾的證據」。�

張戎聲稱：她拜訪過紅軍過瀘定橋最後倖存的目擊

者，後者證實說在長征途中確實沒有發生這場戰鬥。當

McDonald 到達瀘定時，他沒有找到張所說的目擊者的痕

跡。但他發現了另外一位目擊者確信那裡確實發生過一場

戰鬥。�  Davin 也指出了張書中的歷史錯誤和推測性假設。

其中一點涉及到王實味的死。《毛》書斷言：在 1942 年的

延安整風運動中，毛對王施死刑以威懾年輕的知識分子。

然而，事實上對王的處死到 1947 年才執行。�  而毛對之毫

不知情，據稱毛對此事一直滿腔憤怒。

在她的書中有許多此類控訴。不幸的是，這些控訴往

往並不清晰，而僅僅是異想天開的臆測。⑪  McLynn 宣稱他

完全同意作者們的觀點：毛是個暴君，同希特勒和斯大林是

一類人。但他也認為此書有著太多的仇恨、太少的理解。⑫

即使對美國的黎安友（Nathan）來說，《毛》書也太過分

�  McDonald Hamish：“Throwing  the book at Mao”，www.
theage.com.au，accessed on 10 June，2005。

�  McDonald Hamish：“Throwing  the book at Mao”，www.
theage.com.au，accessed on 10 June，2005。

�  McDonald Hamish：“Throwing  the book at Mao”，www.
theage.com.au，accessed on 10 June，2005。

�  Frank Williems：“Mao  the untold story，”SF. Indymedia.
org，http：//sf.indymedia.org/news///.phpandrank.williems69@
yucom . be，accessed on 20 November 2005。

⑪  Frank Williems：“Mao  the untold story，”SF. Indymedia.
org，http：//sf.indymedia.org/news///.phpandrank.williems69@
yucom.be，accessed on 20 November 2005。

⑫  Frank McLynn：“too much hate，too little understanding”，
Independent，2005 年 6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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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雖然其政治立場明確地與張一致，他也不得不承認：

《毛》書的斷言是基於對事實的歪曲誤導以及斷章取義。⑬

Ball 提供了另外一個關於《毛》書如何歪曲和錯誤引用

論據、從而做出不實陳述的例子。當談及大躍進時，該書斷

言，毛根本不在乎人民群眾是否死於饑餓。作者引用毛在武

昌會議上的講話，「如此下去，一切照搬計劃，一半的中國

人可能不得不死去」，作為證據來證實毛為了工業化，準備

犧牲一半中國人口。然而，正如 Ball 指出，這種引用是脫離

了整篇講話的本意的。看一看前後文，人們就會發現，毛真

正想說的恰恰和作者所宣稱的相反；他是提醒參加會議的各

位要時刻警惕冒進和過度熱情所帶來的危險。⑭

當被問及聳人聽聞的立論 —「中國民族獨立運動領

導人蔣介石在歷史上的紅軍長征途中（1934~1935）有意

讓紅軍逃過追剿」時，作者們引用有關長征的多種文獻為

自己辯護。那些看來印象深刻的引證資料達 26 項之多。黎

安友不禁問道：「在這 26 種資料中，哪種一二三項能明確

地證實那不切實際的言論，即『蔣有意讓紅軍逃跑』？」⑮ 

我的朋友，答案是無。

毛澤東：中國的希特勒和斯大林

幾乎所有的西方評論家都傾向於同意《毛》作者的觀

⑬  黎安友（Andrew Nathan）：“Jade and Plastics”，London 
Review of Books，Vol. 27，No. 22，2005 年 11 月 17 日。

⑭   Joseph  Ball：“did Mao  real ly  kin  in  the  Great  Leap 
Forward?”，http：//www.monthly  review.org/0906ball.htm，
accessed on 23 May 2007。

⑮  Jonathan Fenby：“Storm  rages over bestselling book on 
monster Mao：China experts  attack biography's  `misleading' 
sources”，Observer，2005 年 10 月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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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毛澤東是斯大林和希特勒一類的人物。儘管如此，有一

個眾所周知的事實，即毛沒有處死過任何一個政敵，這一點

與斯大林和希特勒完全不同。在毛擔任中共要職前，受到博

古、張聞天、周恩來的排擠並被降職。博古和張聞天的事業

日漸衰退，張的後半生甚至在屈辱中度過，但毛並沒有置他

們於死地。周恩來擔任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總理，直至生命的

盡頭。毛的另一個對頭張國燾背叛了自己的事業，毛還是允

許他的妻兒跟隨他去投奔國民黨。中共六大期間，毛竭力支

持另一個政敵王明成為中共中央的一員，後來王遷居蘇聯並

在那裡逝世。1959 年，彭德懷被降職，受到排擠和凌辱，

在文革期間甚至慘遭一些紅衛兵殘暴的毒打。1974 年，彭

死於腸癌。劉少奇被批鬥迫害，但他是自然死亡的，儘管若

沒有遭此一劫，劉會活得更久些。

《毛》書的作者不得不承認一個事實：毛沒有同意一

份建議處決劉少奇夫人的報告。這個事實明確地反駁了他

們把毛視為斯大林一類殺害競爭對手的人物的論斷。在這

個事實面前，作者只好從其他方面來扭曲事實以迎合其論

斷：毛想讓劉少奇及其夫人王光美在折磨中慢慢死去。這

種說法如果不是關涉到生死問題真可以當成笑話。王光美

不但沒死，還活到了 21 世紀。2004 年，王還與毛的家人一

起慶祝毛的誕辰日。慶祝會是由王召集參加，並由劉的一

個兒子劉源組織的。會上還拍了王坐在毛的兩個女兒李訥

和李敏中間的相片。

還有大量其他事例表明毛不是斯大林或希特勒式的

人物。當毛被告知林彪乘飛機逃跑時，有報導記載，毛下

令不許擊落林彪的飛機，並說：「天要下雨，娘要嫁人，

讓他去吧！」鄧小平的經歷也是有目共睹的。儘管被貶遭

批，但鄧從未受到過身體上的迫害。在 1966 年下半年文革

最動蕩的歲月中，除了毛和林，中共各級幹部都面臨被批

鬥的危險。毛堅決保護了在 30 年代極力反對他的兩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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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朱德和陳毅。事實上，朱、陳連同周恩來在 30 年代有一

段時期剝奪了毛領導紅軍的地位。

還有一個例子表明毛以觀念而不是個人恩怨來判斷

人。1958 年大躍進期間，上海市市長柯慶施緊跟毛的指

示，因此毛想提拔他到頗具影響力的政治局。但劉少奇反

對提拔柯，因為柯在 40 年代反對過劉提出的讓毛擔任中共

核心領導的提議。毛讓柯找劉談一談，還讓劉不要再計較

那段歷史了。⑯

引用衡量希特勒的標準：
一個在歐洲慣用的比較方式

除了不討論毛澤東作為其政治領袖的中國政治、社

會、經濟等條件和環境以外，《毛》書的作者還把重點集

中在毛澤東的個人性格和品質。當然，一個作者可以將傳

記的側重點放在人物的個性特徵、私人生活以及人物某些

獨到的思想觀點等方面。這樣的一部傳記可以幫助讀者增

加洞察力和理解力，而這是在缺乏人性化色彩描寫的人物

傳記中找不到的。一個好的作者應該對人物內心的緊張和

衝突有深入的刻畫，使我們能看到人物性格的複雜性、矛

盾性、諷刺意味和悲劇色彩。換句話說，我們應該能對如

實描述的人物命運進行細緻而又全面的分析。

人物複雜性格的變化發展適用於所有的出色人物傳

記。就毛澤東而言，還有另一層面，即他的性格特徵必須

放在中國的歷史、傳統和文化的大背景之下考慮。失去這

個大背景，任何將毛澤東與某位歐洲政治領袖相提並論的

比較都是幼稚的。不論是在《毛》書中還是在一些對該書

⑯   王力：《王力反思錄》下卷，香港：北星出版社 2001，第
75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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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評論中，我們都不難看到將毛澤東與希特勒相比的慣常

手法。但是，在我看來，他們是完全分屬於不同世界的兩

個人。毛澤東是在改造一個泱泱大國的政治、社會和經濟

面貌的長期而又深遠的革命中逐漸成為領袖的；而希特勒

只是一個政權的頭目，這個政權為了一些陰暗的理由向外

侵略，同時更設計出某些所謂的科學途徑和方法要從肉體

上去滅絕別的種族。毛澤東和希特勒的政治有全然不同的

目的，所以其表現方式也是完全不同的。

通過閱讀希特勒說過的話，分析他談話的方式，以及

瞭解他做過的一切，不是所有的，至少是大多數的中國人 

— 這是一個估計，在我的知識範圍內所作出的也許並無多

少科學根據的猜測 — 都會一致得出希特勒這個人有神經

病或有心理問題的結論。十分簡單，像擁有希特勒這樣性

格特徵的人在中國社會中是不可能佔據重要地位的。希特

勒那樣的人在中國將可能淪為笑柄，受到絕對的輕視和鄙

夷。相反，毛澤東至今在中國依然被很多人（這裡的「很

多」確實意味著很多）認作是一位哲學家、思想家、軍事

戰略家以及革命領袖。不過，希特勒居然能夠擁有如此魅

力，這一點一直讓我感到迷惑不已。實際上，在中國的詞典

中還不能找出一個合適的詞來翻譯「charisma」；而韋伯

式 charisma 的領導特徵是現代政治學的一個重要概念。⑰ 

這說明生搬硬套西方理論概念來解釋中國的現像是多麼地

錯誤和危險。

當然，對於張戎和其他一些人來說，中國人還處在

一種思想控制之下，還在被人洗腦，因此中國人不能夠看

到她所看到的。她也是一直如此回答著像群羊一般跑來採

訪她的記者的。儘管在西方文獻中存在著大量反共的冷戰

⑰   Wang  Shaoguang：Failure  of  Charisma：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Wuhan，Hong Kong：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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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但從中我沒能找到任何研究可用來支持他們關於中

國人依然拒絕憎恨毛澤東是因為他們被洗了腦的判斷的證

據。值得順便一提的是，這些思想精英們對待中國民眾的

傲慢態度在觀念上是與民主價值和人權觀念相違背的。

假若那些陷入了黑夜的中國人能夠像張戎一樣受到多

年的英文教育，能擁有在包括像英國這樣的西方國家裡多

年學習，然後被准許留居的機會，更幸運一些的話再嫁上

一個白人男人，還能享受到西方中產階級的生活方式。這

樣的話，他們可能會被反洗腦，去憎恨毛澤東。設想一下

馬克思（或者毛澤東）將會如何在墳墓裡大笑：畢竟，物

質環境決定著人的意識。

毛澤東的性格特徵：為人所知的故事

在《毛》書裡那由黑白構成的漫畫式簡單色調裡，毛

澤東被描述成一個冷酷無情，甚至對家人都毫無溫情可言

的邪惡之人。假設《毛》書的作者對有關的人和事做了採

訪調查，並且在中國搜集到了相當多的資料，他們在理解

那些眾所周知的事情上就不會作出這麼荒唐的論斷。毛澤

東的衛士李銀橋在回憶錄中講述了一件發生在 1960 年饑荒

年代中的事情。有一回，毛澤東的女兒李訥在住校三個星

期後回到家裡吃飯，母親江青和廚師為了這次全家聚餐特

別精心地準備了一些菜。吃飯的時候，李訥因為特別餓所

以吃得非常快，見此狀，毛澤東和江青都停下了筷子，不

吃了，直到李訥吃光了餐桌上的所有的食物。江青和廚師

開始掉眼淚，毛澤東也被這場景所觸動，他站起身來，徑

直走進了臥室，後來又出了房間走到院子裡。他臉上神情

迷茫，似乎不知道自己該做點什麼。

張戎也許會像許多西方人一樣爭辯道，我們不應該相

大風網站‧版權所有  https://strongwindhk.com/product-category/strongwindbooks



知
識
界
的
一
大
醜
聞

2050520404

信這類描述，因為這是中國官方的出版物。但值得我們思

考的是，大多數我們所瞭解到的有關中國的信息，包括那

些譴責毛澤東的信息，都來自於中國官方的出版機構。不

管李銀橋懷有何種動機，你認為他有必要對這些日常生活

中的瑣碎細節造假嗎？他從中又可以得到什麼好處呢？我

們知道，劉少奇作為一位毛澤東錯誤決定的受害者後來得

到了公開的平反。那以後，各界紛紛在政治上公開為其正

名，並且開始歌頌他的豐功偉績。在中國研究領域，任何

細心觀察的學者都知道，由劉少奇以前的衛士、為他辦過

事的人或是和他一起工作過的人寫的回憶錄中，沒有任何

一本顯示出對劉少奇有什麼個人溫情。

否認已知故事的邏輯

中文版的《毛》書原先是定由遠流出版社出版發行

的。但是後來，這家臺灣出版公司在知道這本書至少因為

其中某些觀點陳述有問題時，便放棄了出版計劃。其中有

爭議的一點就是《毛》書聲稱作為中國國民黨重要長官的

胡宗南其實是中國共產黨的特工。胡的後代要求出版公

司刪除這樣的說法，否則的話就要告上法庭。但是對於

《毛》書的作者來說，保留這樣的敘述至關重要。這本書

竭力證明現存文獻中對兩件事的說法其實是不正確的。一

件事是說中國共產黨戰勝了中國國民黨的重要原因是因為

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毛澤東是一位傑出的軍事戰略策略

家。而這本書卻想證明毛澤東只是一個殘暴的兇手和一無

是處的軍事頭目。另一件事情是關於國民黨戰敗的原因 —

四大家族掌控下的腐敗政府 ⑱  以及缺少一條能夠在中國農

⑱  Sterling Seagrave：The Soong Dynasty（《宋家王朝》），
New York：Harper Perenial，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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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贏得廣大群眾支持的社會經濟路線。《毛》書並不想牽

涉到社會力量的因素。但是，你能否解釋，在面對得到世

界上像美國這樣最先進最具實力的國家支持並擁有現代化

裝備的國民黨軍隊時，由毛澤東領導的農民軍隊是怎樣取

得戰爭勝利的呢？為了推翻這兩件事實，《毛》書的作者

只好說，其實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的勝利是通過胡宗

南之類的特工們的工作而取得的。

不過，中文版最終還是出版了，得益於香港的《開

放》雜誌社。《開放》是備受歡迎的反共刊物，常常散發

一些關於中國大陸的謠言。因此，這本書的出版當然也就

成了銷售其反共言論的一個有效途徑。

真相還是謠言

在《毛》書的中文版序言中，張戎聲稱為了「撈真挖

金」（打撈真相和挖掘真金），她和她的丈夫在這本書上

花了 12 年的心血。我們可以看到張所打撈的真相究竟是何

種真相。為了把共產黨政體鮮為人知、邪惡的一面昭告天

下，張戎竟說當她被中國政府派往英國學習時，不管她何

時外出去何處都必須有其他同學陪同，否則的話，她將被

遣送回國。她還說在中國大陸學生中，她是第一個單獨去

酒吧、單獨外出的人。⑲

事實上，早在 1974 年，中國政府就曾經派學生前往

英國學習。在張之前，也就是 1977 年，我和另外 17 名學

生就前往英國。中國大使確實告訴我們說為了安全起見，

我們不要單獨外出，但我們從未被警告說如果違例就要被

遣送回國。剛開始，我們結伴去上課、參加派對、出去購

⑲  張戎：duowei  boke，http：//blog.chinesenewsnet.com/
?p_=16278，accessed on 3 October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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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但適應環境後，我們便隨心所欲地去自己想去的地

方。我們去酒吧，甚至還去過 Soho 紅燈區，我甚至和當地

的一個女孩約會過，我們中有兩個學生甚至還去了趟美國

旅遊。我們中間有誰被遣送回國嗎？當然沒有！

這就是張戎所謂的真相。她說，「只要是中國人，

都會有瞭解這本書的慾望，因為這才是真正的中國現代歷

史。我明白我本該言行謹慎，也不該過於張揚。但我認為

這本書將震撼整個世界，也有益於重塑中國」。⑳  對於張

而言，真相就是毛是個精神變態者想統治世界，而且她要

讓全世界知道這個真相。

難以置信的是，竟有很多讀者真的相信她。

為何偽劣產品如此受追捧？

按照被普遍接受的學術標準，毫無價值的《毛》書

早就該被直接丟進垃圾桶摒棄掉了。眾所周知，如果研究

的方法不得當，我們就應該對研究得出的結論持懷疑的態

度。我承認，甚至在自然科學中，研究者都是從假定和猜

測著手進行研究的。雖然我們都傾向於去尋求能夠證明自

己所設的概念或解釋模型的證據，但我們也清楚，如果一

個科學家、一個研究者或一個作家蓄意地歪曲證據，那麼

其成果就應該被定罪為騙局。也許是為了達到某種平衡，

黎安友把針對《毛》書寫的一篇評論名為《玉器和塑料》

（在本評論集中譯為《魚龍混雜》），但玉器和塑料不可

同日而語。正如你可能擁有眾所難求的玉器，也可能擁

有市場上隨處可見、甚至路上到處亂扔的塑料製品。而

《毛》書就是這樣的贗品。

⑳ “This book will shake  the world”，Guardian（《衛報》），
2005 年 5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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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界在《中國雜誌》上很嚴肅地評論了這本書。在

Benton 和 Tsang 的評論中，《毛》書裡的話被稱為「有

缺陷的斷言」，因為該書作者「誤讀信息來源」，「有

選擇性地使用材料」，而且還「脫離了當時的環境」。㉑

Benton 和 Tsang 針對書中的十大主要論斷一一進行了駁

斥。Timothy Cheek 認為此書是「極其浪費精力」，是

「肥皂泡電視劇」（毛就是「JR」），是「沒有一點新

意的」。在 Cheek 看來，「它是為了影響民意而作的宣

傳」。㉒  Barm  也指出，《毛》書所講述的歷史是「無情

的」，是「引導人設想東方人精神變態」。㉓  陳仲禮在他

的評論中明確地批評《毛》書所謂的「新信息是靠肆意捏

造事實而產生的，而這些事實過於極端，以致於它們不再

被以實際經驗為依據的任何證據所支撐」。共同執筆的兩

位作者「一味追求娛樂性，嘩眾取寵，尋求刺激，卻忽視

了應該把歷史的準確性放在第一位」。㉔

對於學者們的批評，張戎曾作出這樣的回應，說關於

這本書的評論百分之九十都是支持的，有些學者之所以持

批評態度也是為了保全面子，否則的話他們就得承認自己

㉑   Gregor   Benton 和 Steven  Tsang：“the  Por t raya l   o f 
Opportunism，Betrayal and Manipulation  in Mao's rise to Power”
（〈對毛澤東上臺過程中機會主義、背叛和操控的描寫〉），The 
China Journal，2005 年 1 月，No. 55，第 95 頁。

㉒   T imothy   Cheek：“The  New  Number   One  Counter -
Revolutionary  Inside  the Party： Academic Biography as Mass 
Criticism”（〈黨內新的第一號反革命：群眾批判的學術傳記〉），
The China Journal，2005 年 1 月，No. 55，第 110 頁。

㉓  Geremie  R. Barm ：“I  am  so  Ronree”（〈我是如此寂
寞〉），The China Journal，2005 年 1 月，No. 55，第 138 頁。

㉔  Alfred Chan：“Mao a super monster?”（〈毛澤東：超級
惡魔？〉），Pacific Affairs，No.1，vol. 79，2006 年 3 月 22 日，
第 97~10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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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錯了。無論如何，到 2006 年末，《毛》書已被翻譯成

了 12 種文字，另外 13 種語言的譯本也將要出爐。到目前為

止，這本書每種譯版的銷量都是數一數二的。㉕

為什麼《毛》書能受到如此高度的讚譽？甚至被公認

為偏左、進步的英國一流報紙 —《衛報》也頗為看好此

書。也許一份自稱嚴肅的報紙為了爭奪市場也只得迎合潮流

吧。衛報聲稱「他們在文學上進行了一次鉅大的合作，奇異

的魅力和學術上的博學使得陰陽結合恰到好處」。西方的陽

和中國的陰兩者結合確實為這個奇異的、荒誕的故事增添了

不少魅力，但談得上學術或博學嗎？真是太可笑了。

明顯地，張在寫毛的傳記一開始就帶有偏見，從一

種仇恨的心態出發。因此，她想從歷史尺度來攻擊毛的人

格的慾望也就顯而易見了。這些都是早有預謀的。一些名

人、學者或另外某些人（不想讓人知道他們未受過教育）

都喜歡現成的、易消化的商品。而《毛》書這一現成品正

好迎合了他們的胃口。

童話和學者的多變

現代的娛樂業有多麼的輕率和寡廉鮮恥，簡直令人

難以置信。Hearfield 指出，正是張戎在她那本暢銷的家

庭回憶錄《鴻》中告訴我們，蔣介石當時在面臨著日本侵

佔滿洲且繼續將魔爪伸向大陸的情況下，採取的是不抵抗

政策。張還宣稱是蔣把注意力集中在試圖殲滅共產黨，而

不是去動員兵力抵抗日本的侵略。在很多敘述中，《毛》

書都直接與《鴻》相抵觸。在《毛》書中，張聲稱毛澤東

1936 年密謀策劃了蔣手下的將軍張學良去綁架蔣介石。但

㉕  張戎：duowei  boke，http：//blog.chinesenewsnet.com/
?p_=13117，accessed on 25 November 2006。

大風網站‧版權所有  https://strongwindhk.com/product-category/strongwindbooks



2111121010

是如果你讀過《鴻》，就知道蔣在某種程度上是共產黨相救

的。如果《毛》書想要糾正作者自己那本擁有一百萬讀者的

《鴻》中錯誤的說法，那麼她本應該在文章中或尾註中說明

這些糾正 ㉖ — Hearfield 的這一要求無疑是正當的。

張的丈夫兼合著者說，同張結婚就好像生活在童話

中。㉗  在他那些非童話的日子裡，他譴責日本對滿洲和中

國大陸的侵略。㉘  然而現在，他和他童話中的公主意見完

全一致 — 日本的侵華戰爭或多或少是毛和斯大林合謀的

結果。他怎麼將現在他和張對朝鮮戰爭的詮釋，和他在自

己的書 Korea：the unknown war（注意標題的相似）裡面

的觀點相比較呢？又如何將現在他對文化革命的理解和他

以前的關於 1967 年香港的暴亂是反殖民主義的，反抗一個

「沒有民主」的行政機構的解釋相比較呢？在那些日子，

哈利戴寫英國在中國和香港的殖民壓迫；現在卻附和他的

公主，把 1967 年香港發生的血腥鎮壓歸咎於毛的挑釁和激

怒，朝鮮戰爭的責任同樣也大部分歸咎於毛。然而在以前

的那本書中，他強調杜魯門是個好戰者的角色。

真是時變境遷，學術也是如此。

這有什麼要緊？

令人驚訝抑或不足為奇的是，很少有人費心去質疑這

本書撰寫方法上的錯誤。那些對這本書的學術性提出擔心的

㉖  James Heartfield：“Mao  the end of  the affairs”，http：
wwwspiked-online.com/Articles/0000000CAC41.htm，accessed on 
4 July 2005。

㉗  Vennessa Thorpe：“from swan to hawk”，Observer，2005
年 5 月 1 日。

㉘  Jon Halliday：Japanese  Imperialism Today，Association  for 
Radical East Asian Studies，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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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依然迴避即便對他們來說是很明顯的信息：這些自稱的

學術成果是具有欺騙性的。比如 Phillip Short，他撰寫的毛

的傳記於 1999 年出版。他認為，《毛》書把毛從一個複雜

的歷史人物簡化成為一個單向度的「按照撒旦的模子剪出來

的」紙板。可是幾乎沒有評論家認為這是一個問題。

《毛》書對於評論家們來說似乎是一個蘋果。蘋果

表面的黑點可能暗示蘋果裡面已被蛀空，甚至是聚滿了蛀

蟲。但這並沒有導致他們真正的擔憂，Kristof 就是一個典

型的例子。他告訴我們，「章含之被列為調查來源的一位

被採訪者，她是毛的英語老師和親密的同伴，同時也是我

交情最久的中國朋友之一。所以我找她核實。章說她的確

和張非正式地見過兩、三面，但是謝絕接受採訪，而且從

沒有說過任何實質性的東西。」但章含之仍被張戎列為被

訪者之一。Kristof 抱怨道，在這本書中，「毛看上去是這

樣一個惡魔，以至於不可能成為一個逼真的立體人物」，

而且他「被描述為這樣一個笨拙的心理變態者，很難令人

理解他是怎樣勝出所有的對手而領導中國，並成為歷史上

最受崇拜的人物之一的。」然而 Kristof 仍斷言這是一本睿

智之作。普林斯頓大學的 Perry Link 教授雖然覺得必須對書

的撰寫方法上說點什麼，但主要的評論也是正面的。

但對這本書大加讚譽的是媒體。因此讓我們正視這

個問題：學術界是否應該嚴肅對待媒體。這成為問題是因

為兩者之間似乎存在對立（至少我希望有，但有時想弄明

白是否有）。學術界似乎對這本書持更加批判的態度，我

們可以從《中國雜誌》專輯看出。但總的來說，媒體似乎

一概正面肯定。我認為懷疑媒體是否應該被重視是非常幼

稚的。怎麼能夠不認真對待媒體呢？它決定當下的議事日

程，它為公眾中的大多數決定思考什麼，甚至怎樣思考。

要摧毀媒體幫忙推銷的這本《毛》書披露的「真相」，需

要花費數年的時間。我完全同意 Thomas P. Bernstein 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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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他認為「這本書對於當代中國研究來說是一個嚴重的

災難」，「因為其驚人的鉅大資源，這些觀點會被廣泛地

接受。」㉙

只要政治觀點正確，其他都不重要

當然，把毛惡魔化是政治正確的立場。當有人把對

《毛》書的批判粘貼在 Amazon 銷售網上時，立刻被攻擊

為「醜陋的中國宣傳」。㉚  同時，金小丁對這本書的批判

被西方媒體以絕對的沉默作為回應（沒有任何西方媒體願

意刊登金小丁提出的那 17 個問題）。而當金的評論中文版

出現在中文網站 duowen（http：//blog.chinesenewsnet.

com）時，立刻引起了熱烈的辯論。被問到時，張戎不得不

承認，金提出的 17 個問題都是好問題，但是拒絕對這些問

題作出有說服力的答復。對於西方媒體而言，只要你的政

治觀點是對的，其他一切都不重要。而正確的政治觀點就

是：必須讓毛名譽掃地。

革命：從告別到葬禮

1976 年毛逝世後，中國「激進的」新啟蒙運動知識分

子便告別了革命。90 年代初期，從思想上來看，當時的國

際思潮和氛圍使人覺得這樣的告別還不夠。革命思想和革

命運動不但已經過時，而且要被徹底地毀滅。柏林牆倒塌

和前蘇聯的瓦解還不夠。在葉利欽的統治下，俄國共產黨

㉙  Thomas P. Bernstein：“throwing a book at Mao”（〈全新的
領導人〉），www.theage.com.au， accessed on 10 June 2005。

㉚  金小丁：〈評張戎的《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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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體了，甚至連革命的象徵也蕩然無存。為了慶祝 1917 年

的十月革命，前蘇聯 11 月份有七八天的假期。1992 年，

前蘇聯解體，假期只剩下一兩天。1996 年，此節日改名為

「和諧日」；2004 年，普京當政，又更名為「人民團結

日」，時間定在 11 月 4 日。

《時代》雜誌自信地聲稱，如果他們（指被洗腦的

人？）讀了《毛》這本「具有原子彈般威力的書」，便可

治癒對毛澤東崇拜的病症。另一評論說，《毛》書「將一

把匕首深深地插進了毛澤東傳奇的心臟，插得如此之深，

以至於難以想像有痊癒的可能」。㉛  這些評論解釋了為什

麼這樣一個學術醜聞卻並沒有當做醜聞來對待。是的，毛

澤東必須要打倒。把毛澤東的畫像掛在天安門城樓上是對

所有不管後來是否改變立場的冷戰擁護者們的冒犯。不將

中國共產黨徹底剷除，冷戰的歷史就沒有結束。這就是為

什麼儘管有些人承認張戎的書純屬荒唐的捏造，但幾乎所

有的主流評論員還是要順從這樣一個理論，即毛澤東的確

是一個大殺人犯。

在自由民主和新保守主義的市場資本主義取得勝利的

全球氣候下，柏林牆的倒塌還不足以將革命拉下帷幕。中

國人仍固執地保持「共產主義」，拒絕挖毛澤東的墳墓。

因此，要想徹底埋葬革命，還必須推倒中國的長城。

㉛  Howard W. French：“Putting a  knife  into  the heart  of the 
Chairman's  legend”，San  Francisco Chronicle，2005 年 10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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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張戎的《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

金小丁 �

前 言

張戎的自傳《鴻》已經被譯成 30 幾種文字，賣了

一千萬本，在今日西方沒有任何一本中國人寫的書有類

似的影響。她的新作《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在英

國出版時，受到從左到右所有重要媒體一致推崇，不僅

有《BBC》、《衛報》、《每日郵報》等敢寫敢說的

豪放類，也有《泰晤士報》、《經濟學家》和《金融時

報》平時言必有據的學者型。慷慨激昂為張戎月臺的，

政界有中國人的老相識末任港督彭定康（C. Patten），

新聞界有《泰晤士報》東亞編輯曾因報導「六四」獲獎的 

J. Mirsky，學術界有倫敦經濟學院國際關係系主任中國問題

專家 M. Yahuda。按照這些人的說法，任何一位理智正常而

不帶偏見的人，看了張戎的書都不可能對她的結論有任何

一絲一毫的懷疑。

在其他歐美國家，張戎新作所受的熱烈擁戴也不比在

英國差，德國媒體的精英代表《明鏡》週刊，美國從《紐

約時報》以下幾乎所有重要報紙全都加入了不分黨派的讚

�  Jin Xiaoding：“A Critique of Jung Chang and Jon Halliday's 
Book Mao，the Unknown Story”，http://www.littlegoldenman.
com/Site4/Site%204/Articles/FAFB937F-563D-4EB4-A2BF-
C0AECA344670.html。本文初稿為英文，寫於 2005 年 8 月 7 日。現
稿修改於 2006 年 2 月 27 日。作者金小丁為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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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詩大合唱。全世界有產者，聯合起來！

該書一週之內便躍居英國非小說類排名榜之首。隨後

又獲得澳大利亞、新西蘭和德國的非小說類排名狀元。張

戎已成為中國歷史的新權威，講演、座談、簽名、採訪，

四處奔波應接不暇。包括諾貝爾獲獎者在內的西方作家裡

也鮮有享此殊榮的。說張戎是在西方最受尊崇的中國人，

恐不為過。在她的演講會上提出不適當問題的人，被與會

者視為「毛主義者」，無法把問話說完。在 Amazon 售書

網頁上對該書的歷史真實性有懷疑的讀者評語，被其他評

論者斥為「醜惡中國人的宣傳」。

張戎此書的主要賣點是論證毛至少「像希特勒一樣，

或更壞」。相信這點的西方人，恐怕不會認為奉毛衣缽的

中國政府比納粹好多少，進而也很難對半個多世紀以來向

這個准納粹政府妥協並與之合作的中國人有多少好感。當

中國與其他國家或地區出現經濟政治甚至戰略矛盾時（如

臺灣海峽或東海大陸架），這種惡感可能對西方的民意以

至事態的發展產生影響，後果很嚴重。

比如，小布什就很喜歡這本書，說它「真實地表現了

毛這個獨裁者有多麼殘暴，超出了以前人們的想像」。張

戎聽說後「非常驚喜」，說布什總統正在跟中國政府打交

道，「應當瞭解這個政權是從什麼樣的根上長出來的」。

美國專家分析，「布什之所以對此書感興趣，大概是由於

它對於他在第二個任期內向全球推行民主的計劃提供了支

持」。�

值得注意的是，布什是在與德國總理默克爾會談時

提到張戎的書的。如果美國有意介入臺海，必做兩件事。

一是尋求歐洲的支持，二是在西方公眾眼裡豎起中國的薩

達姆或米洛舍維奇，而讓胡錦濤進入角色的捷徑則是把毛

�  美國《國際先驅論壇報》，2006 年 1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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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成希特勒。其中的關鍵在於說服歐洲知識界的左派和自

由派。而這群人正是張戎自傳《鴻》與《毛》書的主要讀

者。從德國綠黨對「反分裂法」的強烈譴責和對歐盟售武

解禁的成功阻撓，便可看出張戎的特殊影響力。布什向默

克爾提到張戎的書，恐怕並非閒聊吧。

據張戎說，《毛》書的中文版將於 2006 年春在臺灣出

版。而陳水扁已經「廢統」了。一旦中東平靜下來，臺海

就要起風浪。而毛在西方人眼裡是不是希特勒，可能會成

為壓在駱駝背上的最後一根稻草，決定戰爭與和平。

張戎的書據稱是十年鑽研之成果，以各國秘密檔案和

數百知情者採訪為依據。如果她的結論正確，後果再嚴重

中國人也應當接受。可惜，在其驚人之語和浩瀚資料之間

存在著鴻溝。更有甚者，二者時常相左。本文之目的在於

指出這些自相矛盾之處，展示一下西方媒體最推崇的關於

中國的書的真實價值。

本文不但尋找張戎書中的弱點和枝節，而且專挑那些

對毛人品攻擊最力和被西方媒體評價最高，認為證明最充

分的 17 個問題。為了便於讀者驗證本文的論點或發現錯

誤，筆者儘量不用讀者難以驗證的材料，主要依賴於張戎

書中所提供的資訊，讀者可以輕易核實。希望張戎的支持

者在她這 17 個論點中能找出一個能站得住腳的。這些問題

將在以下的17個小節裡分別討論：

1. 瑞金肅反；2. 蔣放走紅軍進四川；3. 蔣放走紅軍

救兒子；4. 瀘定橋；5. 被抬著長征；6. 不打日本；7. 陷害

新四軍；8. 犧牲胞弟；9. 整風；10. 賣鴉片；11. 鎮反殺

人三百萬；12. 囚犯死亡二千七百萬；13. 超級大國工程；

14. 餓死三千八百萬；15. 文革整死三百萬；16. 文革目的；

17. 毛與希特勒相提並論。

在進入正題之前，先簡要介紹一下最近圍繞張戎此

書的爭論。在該書出版四個月以後，西方媒體對張戎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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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的喝彩聲在歐洲以外開始出現雜音。2005 年 10 月《紐

約時報》的紀思道（N. Kristof）披露，被張戎列入受採

訪者名單的章含之否認曾接受其採訪。耶魯大學教授史景

遷（J. Spence）在《紐約書評》上指出張戎的某些參考

書不是嚴肅出版物，從中找不到任何資料來源。澳大利

亞的 H. McDonald 在 The Age（2005 年 10 月 8 日）上披

露：該報記者最近到瀘定橋採訪，未能找到張戎所講的那

位當時 93 歲的老太太，也沒找到任何能記得此人的人。

但是記者找到一位現年 85 歲的寡婦李桂秀，據當地人說

是唯一活著的見證人。「李老太太說戰鬥確實打了」，

「是在傍晚打起來的」。McDonald 引述哥倫比亞大學教

授 T. Bernstein 的話：張戎「這本書對當代中國研究是一

大禍害」，普林斯頓大學教授林培力（P. Link）也承認該

書有違事實曲解史料。最後，哥倫比亞大學教授黎安友

（A. Nathan）於 11 月在《倫敦書評》上列舉了書中大量違

背史實的聳人聽聞之論，確鑿證明「張戎和哈利戴是一對

饒舌的喜鵲（magpies）」。

值得一提的是，當張戎的書今年夏天在英國出版時，

美國主流媒體也是一片喝彩，並無半點保留。澳大利亞的

The Age  也不例外。而以上那幾位美國學者的反毛情結並

不在張戎的英國崇拜者之下。比如，曾常駐北京的紀思道

在其文章之首斷言，假如毛當初預見到張戎日後會寫這本

書，早就把她全家滅九族殺光了。中國現代史權威史景遷

在其文章裡沒有任何證據而宣稱彭德懷是被毛殺害的，儘

管連張戎都承認彭死於直腸癌。《天安門文件》的編譯者

林培力，毛的醫生李志綏回憶錄的策劃人黎安友，則是最

有財源的「民運」組織「中國人權」的美方負責人。這些

知名人士長篇大論批張戎絕不是為了「保衛毛主席」。實

在是因為張戎太不爭氣，幫倒忙，幾乎壞了人家的反共大

業。若不撇清關係，他們的信譽都給糟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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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學者開始批評張戎之書之前，筆者從 2005 年 8

月初以來，已將本文的英文稿寄往多家發表過對該書評論

的西方媒體和作者。既沒有願意發表本文的，也沒有願意

刊登一封簡短讀者來信的，任何反應都沒有（直到 12 月以

後才收到最低限度的禮貌回應）。對英文稿有興趣的讀者

可參看 http：//www.geocities.com/jinxiaoding。同時，筆

者自 8 月開始向海外中文網站尋求發表的機會。先投給筆

者認為最有希望的《萬維》。待遇確實好多了，前五個問

題於 9 月下旬在其主頁上登出，但最多待了幾小時，其他內

容到 12 月初才登完，而且再也沒出現在主頁。此後筆者將

本文投給號稱秉持「對意識形態的超越，對不同地域，不

同立場觀點的包容」的《多維》。待遇進一步提高，在主

頁上登了大約三分之二，且全文獲准在《多維時報》和專

為張戎之書開闢的博客裡登出。在此之後有些中文網站從

《萬維》或《多維》轉載了本文的部分內容。全文最終在

國內網站《中國選舉與治理》主頁上發表。

感謝《多維》的何頻先生，2005 年 10 月在紐約對張

戎採訪時曾特意徵詢其對本文所提的 17 個問題的意見。

張戎表示：「我看了，我還看得比較仔細。我覺得有的問

題問得很好，我也希望有機會能回答這些問題。我覺得非

常重要的。但是，有很多東西我不知道他是沒有看懂英文

本呢，還是沒有去研究我們書後邊的註釋，因為有很多細

節，數字的來源，都必須到書的後邊，我們 800 頁中有 150

頁是註釋，是資料來源，那麼一定要到註釋那裡把原文找

出來看一看。我看他要麼沒有懂原文，要麼沒有去仔細去

看註釋。我看了一下，這些問題我都很容易回答。」

遺憾的是，她僅僅對其中三個問題給了十分「容

易的回答」。這些回答和筆者的再提問讀者可在問題

（2）、（3）和（4）★部分的討論中看到。張戎之弟張

樸（《毛》書的中文翻譯者之一）在《多維》博客上說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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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登出張戎原文與本文翻譯的對照，使讀者「一目了

然」。儘管讀者反復催問，張樸的中英文對照迄今仍無蹤

影，實在令包括筆者在內的讀者們一臉茫然。

本文與其他評論之不同在於，不僅指出張戎不尊重史

實、誇張臆造，而且用其矛攻其盾，不用旁征博引，證明

該書邏輯混亂，自相矛盾。認真的讀者根本無須熟悉中國

歷史，也應當看出來。因此，張戎在西方新聞界甚至讀者

群中受到的廣泛擁戴，恐怕只能用對中國根深蒂固的傲慢

與偏見來解釋。是否如此，請讀者公斷。

1. 瑞金肅反

張戎對毛第一個主要指控是在瑞金根據地（包括江西

和福建蘇區）害死至少 35 萬人，佔人口總數百分之十。

她先從 1931~1935 年江西蘇區人口減少 50 萬按人口比例

推出瑞金根據地總人口死亡數 70 萬（第 113 頁）。她把

這 70 萬稱為「死亡數」是不對的，因為從江西蘇區人口

減少數不可能按比例推出瑞金根據地「死亡數」，只能是

人口減少數。她再從江西 238844 位「革命烈士，即死於

戰場和黨內被清洗者」（第 114 頁）按人口比例推出瑞

金根據地烈士總數（大約 33.4 萬），最後用人口減少數

扣除烈士數，剩下的她都算成「作為『階級敵人』被謀殺

的，累死的，自殺的，或被毛政權以其他方式害死的」

（第 113~114 頁）。張戎的演算法太不專業了，因為她完

全忽略了因戰爭造成的平民死亡和難民。

在此期間蔣介石發動了五次圍剿，其中一次出動 50 萬

大軍（第 125 頁），根據地從五萬平方公里縮小至幾十平

方公里（第 103~104 頁）。蔣軍並非以善待百姓著稱，早

在紅色政權出現之前的 1927 年，已有「數萬共產黨人及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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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疑者遭屠殺」（第 47 頁）。在如此長期反復的戰爭裡，

平民因誤傷、疾病、凍餓、經濟困難等致死數目經常超過

軍隊戰場上的死亡。

另外，瑞金地區連年戰亂，很可能造成人口外移。

尤其照張戎的說法，毛在瑞金的政策「是沒收最後一件東

西」（第 111 頁），「第一個紅色政權的恐怖統治如同監

獄」（第 113 頁）。那麼，大批民眾必定趁蔣大元帥五次

拯救之機逃離毛匪地獄。

假如平民死亡和難民的總數與烈士數相當，就不會

有那麼多人「作為『階級敵人』被謀殺的，累死的，自殺

的，或被毛政權以其他方式害死的」了。這類死者只剩下

3.2 萬人（70－2×33.4），少於張戎數字的十分之一。

2. 蔣放走紅軍進四川

張戎對中國歷史的第二個重大貢獻是否定毛在紅軍長

征中的作用。她說「不會有任何疑問，是蔣介石放走了中

共領導和紅軍主力」（第 137 頁）。據她說蔣介石想把紅

軍趕入四川來嚇唬當地軍閥，迫其允許國民黨軍隊隨之進

入其地盤剿共。

張戎的資料只證明蔣確實把借追剿紅軍之機進入四川

當作額外收穫，但無法證明蔣為此放走紅軍。有趣的是，

1932 年秋張國燾就已「進入四川建立了根據地，並將其

部隊擴充至八萬人」。張戎稱「國燾毫無疑問是最成功的

共產黨人」（第 147~148 頁）。當毛到達四川時，張的

八萬紅軍「兵強馬壯，有機槍迫擊炮，彈藥充足，訓練有

素」，而毛的部隊「僅剩一萬來人，殘兵弱旅處於崩潰的

邊緣」（第 163 頁）。

那麼，為什麼「最成功的共產黨人」張國燾和他的八

大風網站‧版權所有  https://strongwindhk.com/product-category/strongwindbooks



2212122020

萬精兵強將在四川待了三年，仍沒把四川軍閥嚇得允許蔣

軍入川，而非要毛的萬把殘兵來當此大任不可？這個問題

沒解釋，人們對張戎的驚人發現怎麼「不會有任何疑問」

呢？

★  針對這個問題，張戎向《多維》的何頻作了如下

解答：「這個問題問的很好。但是我們早已經研究到了。

張國燾的軍隊從陝西入川的時候，他在川北，蔣介石的軍

隊就想跟進來。但是四川當時是防區制，每一地方有自己

的軍閥，都不是一塊兒的，都是分開的。蔣介石把中央紅

軍是從南邊趕進去，他要征服的是整個川南川西川北，同

時也要征服川東的軍閥。」

那麼，為什麼蔣介石不把張國燾從川北趕到川西川東

和川南，而非要把中央紅軍從江西大老遠趕來呢？為什麼

不把中央紅軍消滅在湘江邊，回頭再以圍剿張國燾的名義

進入四川，而要陪著中央紅軍到貴州雲南繞圈呢？張戎的

回答馬上引出幾乎同樣的問題，等於什麼也沒解釋。這種

「很容易的回答」恐怕有點太容易了吧？

3. 蔣放走紅軍救兒子

為了進一步證明毛對紅軍毫無貢獻，張戎為蔣介石放

走紅軍提出另一個「更秘密而且純屬個人的理由」（第 138

頁）：把他兒子蔣經國從蘇聯換回來。可她的證據只說明

蔣想要兒子回來，而無資料證明蔣放走紅軍，連這種想法

的證據都沒有。

相反，據張戎說，當「蘇俄特務」宋慶齡代表莫斯科

向蔣介石提出以蔣經國交換在上海被捕的「兩個頭等蘇聯

特務」時，卻被蔣拒絕（第 139~140 頁）。蔣為他兒子連

釋放兩個特務都不幹，怎麼會甘心放跑他稱為心腹大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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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萬紅軍呢？什麼樣的特務比毛澤東朱德周恩來李德一夥

還重要？其實這「兩個頭等蘇聯特務」是默默無聞的中國

夫婦牛蘭和他太太。張戎在書中介紹了十幾位蘇聯特務的

大名，可偏偏不介紹這「兩個頭等蘇聯特務」。為什麼？

她大概有「更秘密而且純屬個人的理由」吧。

★  張戎「比較仔細」地看過本文後，在接受《多

維》何頻採訪時作了以下「很容易的回答」：蔣介石「想

用中共的生存來換回他的兒子。這個材料我們是怎麼來的

呢？很多很多的來源，首先是俄羅斯檔案館的大量材料，

蔣介石是怎麼跟蘇聯政府打交道的，蔣介石本人的日記有

大量的記載，蔣經國自己有一個自述也有，也提到這方面

的情況。還有，至於蔣介石是怎麼放走紅軍的，這個就是

紅軍長征時有很多史料，當時國民黨來往的電報，這個我

們的書裡有詳細的解釋」。

所有這些，正如筆者已經向張戎指出的，「只說明

蔣想要兒子回來，而無資料證明蔣放走紅軍」。為什麼張

戎死活不拿出哪怕一句資料原文證明蔣介石有意放走紅軍

呢？這難道不是比羅列一大堆「很多很多的來源」更「容

易的回答」嗎？

4. 瀘定橋

張戎對瀘定橋戰鬥的否定被西方媒體廣為宣揚，被稱

為對紅軍傳奇的致命打擊。據她講，瀘定橋戰鬥「是完全

的編造。在大渡橋並無戰鬥。紅軍到達時那裡根本沒有國

民黨軍隊」（第 159 頁）。否定瀘定橋之戰的主要證據來

自對一位 93 歲婦女的採訪。「她記得共產黨『陰一下，陽

一下』地打炮 — 中國話意為時斷時續。她根本不記得她這

邊河岸被射擊」（第 15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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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戎沒說清楚她指的「國民黨軍隊」是否包括不屬於

國民黨正規軍的四川軍閥部隊。從其資料來源看好像並不

包括。如果不包括，她的推論顯然不成立，因為根據中共

黨史，當時守瀘定橋的正是軍閥部隊，而不是國民黨正規

軍。

況且張戎承認紅軍「在瀘定橋朝對岸打炮射擊」（第

159頁），「城內起火了，很可能是紅軍炮擊所致」（第

160頁）。彈藥匱乏的紅軍不可能拿炮當焰火放。僅一個月

後，未經大仗，他們已「失去了所有重武器，只剩步槍，

平均每枝五發子彈」（第 163 頁）。他們最後的重兵器應

當用在了最緊要的關頭。怎麼會在瀘定橋放空炮呢？偵查

失誤？不太可能。既然張戎否定橋上木板被拆除（第 160

頁），派個人過橋看看恐怕比建個炮兵陣地還容易。而且

若是偵查失誤，偽造戰鬥故事的八成是前線指揮員，以掩

蓋浪費彈藥之責，毛應是被騙對象，不是騙人者。

剩下的唯一可能是紅軍打炮就是為了造假，張戎似

乎持此看法。但紅軍造假也沒必要打炮，除非他們有錄影

機。而且他們不應畫蛇添足使其謊言更容易被揭破。可他

們卻「馬上開慶祝會」，給 22 位假英雄每人發「一件列寧

裝，一枝鋼筆，一個碗和一雙筷子」（第 160 頁）。紅軍

當時性命都難保，可能浪費寶貴彈藥和找這麼多麻煩來造

假嗎？更奇怪的是，為什麼國民黨不揭穿這個謊言？即便

蔣介石想放紅軍一馬，這也是他的個人秘密，其宣傳機器

怎麼也讓紅軍醜聞成為「不為人知的故事」？

最後，誰會因這個謊言受惠呢？據張戎說紅軍被毛

領著走了「2000 公里冤枉道」（第 162 頁），「對毛深

深不滿」，「所有人都對毛憤恨」（第 155 頁）。如果毛

能讓紅軍一槍不放而過大渡河，對其鞏固剛篡奪的領導地

位幫助更大。編造戰鬥故事只能減少毛的功勞，讓他被迫

與 22 位假英雄分享。也許當年有人編造故事就是要反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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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如今被張戎揭破，真是大水沖了龍王廟了。

★  張戎在《多維》採訪時對此問題是這樣說的：

「他（指筆者）的很多的立論完全是因為沒有看我們的註

釋，甚至沒有看我們的正文」。她否定瀘定橋戰鬥的「主

要資料來源是文獻資料，其中一條文獻資料就是當時第一

批過瀘定橋的是 22 個紅軍，這 22 個人，過瀘定橋後一根毫

毛未傷，在橋那邊舉行了一個儀式，他們每個人還得到一

雙碗筷，還有自來水筆，⋯⋯他（筆者）既沒看註釋，又

沒看正文，就來發議論，我不知道是怎麼回事。還有我們

也研究大量的守橋的國民黨軍隊到底是誰，這在我們的正

文裡有詳細說明是哪一支國民黨部隊，那麼這支國民黨軍

隊在紅軍到來之前就被調開了，這都有當時的電報，在註

釋裡也有電報的來源，他完全不提這個就沒有道理，這樣

的問題回答起來就很浪費時間」。

很對不起，筆者正是看了張戎的正文和註釋，才會

明確寫道：「張戎沒說清楚她指的『國民黨軍隊』是否包

括不屬於國民黨正規軍的四川軍閥部隊。從其資料來源看

好像並不包括。如果不包括，她的推論顯然不成立，因為

根據中共黨史，當時守瀘定橋的正是軍閥部隊，而不是國

民黨正規軍」。從張戎對筆者的回答裡，人們仍然無法知

道到底她說的「國民黨軍隊」包不包括四川軍閥部隊。顯

然，張戎連看一下本文短短幾句話的時間都不想浪費，就

來「很容易的回答」問題，讓筆者實在「不知道是怎麼回

事」。

張戎在其回答裡強調，她否定瀘定橋之戰的主要證據

是沒有死人。筆者早先「完全不提這個」實在是因為這根

本就不是證據。即使瀘定橋的 22 位紅軍都沒死，也只能

令人懷疑戰鬥的激烈程度，而不能徹底否定戰鬥的發生。

當時守橋的軍閥部隊被叫做「雙槍兵」，一桿步槍，一桿

煙槍，戰鬥力極差，見到不要命的紅軍衝過來，嚇得亂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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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槍就跑是完全有可能的。張戎用沒死人證明瀘定橋戰鬥

「是完全的編造」顯然在邏輯上講不通，只能是白白「浪

費時間」。

《多維》的何頻接著提問「那麼這個故事是怎麼出

來的呢？」張戎回答：「瀘定橋的神話最早是斯諾寫出來

的。」可她在書裡明明寫著紅軍「在瀘定橋朝對岸打炮射

擊」，過橋後「馬上開慶祝會」，給 22 位先過橋的戰士

每人發「一件列寧裝，一枝鋼筆，一個碗和一雙筷子」。

沒有戰鬥為何開慶祝會？為何發獎品？根據張戎講的這些

事實，即使瀘定橋戰鬥的故事是編的，起碼當時就編出來

了。怎麼可能「最早是斯諾寫出來的」？張戎剛講完發獎

品的事，就馬上「完全不提這個就沒有道理」。

5. 被抬著長征

張戎的又一驚人之論是毛在整個長征中被擔架抬著。

可她的證據沒一個站得住腳。

按張戎的說法，毛和洛甫、王稼祥「三人幫行軍時

粘在一塊，通常躺在擔架上。一些領導人給配備了擔架馬

匹和挑夫。整個長征途中，包括最難走的路程，他們大都

是被抬著的」（第 144 頁）。對包含如此重要指控的這句

話，張戎反常地在附錄裡沒有列出任何支持材料。其實，

在王力所著的《現場歷史 — 文化大革命記事》（牛津大學

出版社，第 126 頁）中有一段毛自己的話：「我病了，王

稼祥負傷了，我們倆人都在擔架上，在一起走」。難怪張

戎不肯把史料依據拿出來！

張戎那句話除了沒有史料依據外，還有其他疑問。

首先，毛的三人幫是否有這麼大特權。「洛甫，三人中唯

一的書記處成員」，說「我感覺自己毫無權力」（第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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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毛就更糟了，「他很孤立，處境很可憐」（第 132

頁）。長征前他擔心自己被遺棄，竄到每一個他以為紅軍

會經過之處，盼望部隊通過時把他帶上（第 128 頁）。在

此情況下，毛的擔架恐怕不是因為他的特權，而是「開拔

幾天前，他因瘧疾而發燒 41 度，陷入昏迷」（第 132 頁）

吧。

另一個問題是毛是否願意被抬。照張戎的說法，毛

的三人幫正醞釀篡奪紅軍指揮權，他們理應爭取軍心。而

「對特權的厭惡在紅軍裡特別強烈，很多人本是出於對平

等的追求而參軍的，這是黨的主要吸引力」（第 77 頁）。

既然如此，毛能躺在擔架上成功搶奪領導權嗎？為什麼他

的對手不指責呢？除非他們也被擔架抬著。那紅軍怎麼沒

垮並能忍受張戎所描述的過草地等千辛萬苦（第 167~169

頁）呢？

張戎在另一處提到有人指控「毛和其他領導在整個長

征中一直『坐轎子』」（第 165 頁）。這句話的根據是張

國燾的書，可其中直接引語只是沒有主語的半截話「坐轎

子」。而張國燾是毛的死對頭，寫書時早已從紅軍叛逃到

國民黨一方多年。張與毛在長征中相會於 1935 年 6 月末，

分手於 8 月初，其間開會多行軍少（第 166 頁）。如張戎書

中地圖所示，倆人的共同行軍路線只有很短一段。即使張

國燾說的「整個長征中」，又有多少可信度呢？如果他是

聽別人說的，究竟是誰呢？

張戎關於毛一直被抬著的最直接證據是：「毛自己幾

十年後對其下屬說：長征中我躺在擔架上。幹什麼呢？我

就看書，看了很多」（第 144 頁）。毛的話並不一定意味

他總是被抬著，讓我們看看張戎的解讀是否合理。按張戎

的註解，毛的話出現在其生活秘書葉子龍的回憶錄裡，由

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0 年出版。張戎總責怪中國政府封鎖

毛的史實，可她的關鍵證據卻來源於最權威和嚴格控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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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公開出版物。即使我們相信葉子龍背叛了毛，相信中

共官方已搶在張戎之前幾年揭露了毛的惡行，但這樣的公

開揭發怎麼可能在中國竟無人知道，還是「不為人知的故

事」呢？

6. 不打日本

張戎說毛對打日本沒興趣，只想發動反蔣內戰。可是

她的證據卻表明與日本正面交鋒很難取勝，而毛的持久戰

方針才是長期抗戰的有效方式。

在題為〈清黨反蔣 — 不抗日〉一章裡，張戎寫道：

「毛沒有把日本人趕出中國的策略」（第 211 頁）。「他

不斷給部下發電報，要他們『注重創建根據地，而非打

仗』，從頭到尾毛督促他們別打日本，專心搶地盤」（第

212~213 頁）。

照張戎的觀點，共產黨應該跟日本人正面交鋒。若如

此結果將怎樣？1937 年 8 月，中日在上海開戰。「中國

170 個師的 73 個 — 最強的三分之一 — 超過 40 萬人投

了進去，全部報銷。⋯⋯日本方面損失輕多了，雖然也不

少，死傷約四萬」（第 209 頁）。日中戰績十比一。

「此時紅軍有六萬正規部隊」（第 211 頁）。假設他

們的戰鬥力跟蔣介石的精銳部隊相同，儘管其裝備給養和

訓練都差得遠。如果他們與日軍正面作戰，最多能給日方

造成六千人的傷亡，自己就「全部報銷」了。這還不到蔣

介石上海戰績的六分之一，對整個抗戰影響甚微。而日本

後方穩固以後，蔣先生也就難持久了。

幸虧紅軍聽了毛的主意。結果：「到（1937 年）11 月

中，中共建立了第一個敵後根據地晉察冀，人口一千二百

萬」（213 頁）。「至 1940 年 1 月朱德彭德懷的八路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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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長到 24 萬（從戰爭開始的四萬六千）。在上海南京附近

由劉少奇領導的新四軍增加三倍達到三萬人。十幾個根據

地在敵後建立。光是離北京僅 80 公里的晉察冀就控制了

二千四百萬人口」（第 225 頁）。張戎擺出這樣的事實，

能讓人相信「毛沒有把日本人趕出中國的策略」嗎？

7. 陷害新四軍

按張戎的說法，皖南事變是毛設計的。目的是讓新四

軍軍部九千人被蔣介石殲滅，以促使斯大林支持他發動內

戰。可她的材料顯示毛既無動機又無能力這樣做。

1940 年 7 月蔣介石命令「新四軍撤出長江地區」。

12月「毛設計要借國民黨軍隊消滅項英所部，以此說服斯

大林允許他發動對蔣介石的內戰」（第 236 頁）。「毛在

抗日戰爭烽火最熾之時要求莫斯科支持他開始全面內戰」

（第234 頁）。

據張戎講，毛讓新四軍走一條被蔣介石否決的路線，

但不告訴蔣。「國民黨大部隊不知道新四軍只是路過，以

為是進攻他們。從而雙方開戰，⋯⋯在戰鬥最激烈的四天

裡，1 月 6~9 日，毛聲稱沒收到任何資訊」（第 237 頁）。

因此，蔣介石沒收到新四軍要求國民黨部隊解除包圍的請

求，導致新四軍總部九千人被殲。

讓我們看看毛是否有能力打內戰。當時毛的 24 萬八路

軍主力在「離北京僅 80 公里的晉察冀」，三萬人的新四軍

「在上海南京附近」（第 225 頁），皆在敵後。蔣介石在

哪？「遷都到了深入內地的重慶」（第 223 頁）。毛即使

得到斯大林批准「開始全面內戰」，也得跳過日本人佔領

區才能碰到蔣大元帥。他的武器也比不了人家。抗戰剛開

始蔣介石光從蘇聯就獲得了「一千架飛機，還有坦克和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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炮」（第 209 頁），而壯大到抗戰快結束「八路軍也才只

有153 門大炮」（第 295 頁）。

其次，「毛聲稱沒收到任何資訊」也不足以導致皖南

事變。有點軍事素養的人都不難分辨一支九千人的隊伍是在

行軍還是在進攻。即使國民黨軍官無此素養，他們總可以在

開火前，或在四天激戰中向新四軍訊問一下，那樣毛的陰謀

也就破產了。即使他們懶得問，總該在消滅抗日友軍前請示

一下大元帥吧。既然蔣介石剛否決過新四軍的行軍路線，沒

有毛的通知他也該馬上知道這是怎麼回事。如果「蔣無論如

何都要避免在抗戰之中爆發全面內戰」（第240 頁），他應

不至於下令剿滅新四軍，這樣毛的詭計還會失敗的。

按張戎的說法，毛連蔣軍司令的糊塗和蔣大元帥的疏

忽都安排好了。太懸了吧。

8. 犧牲胞弟

希特勒都沒殺過自己的親人，按張戎的說法，而毛卻

連這種事也幹。

「為了在中共黨內煽動反蔣情緒，毛又給國民黨設計

了另一個『大屠殺』。⋯⋯這次的犧牲品包括他唯一活著

的弟弟澤民。⋯⋯1943 年初，澤民和 140 位共產黨人及

其家屬（在新疆）被捕」。「中共領導集體（以書記處名

義）讓中共聯絡人周恩來要求將他們釋放。兩天後（2 月）

12 日毛給周又發了一封電報，釋放新疆被捕者的事不在上

面。周就沒提出釋放要求。9 月 27 日澤民和另兩位中共幹

部以圖謀顛覆罪被處決。可死的太少，僅三個，毛無法指

控『大屠殺』。他也沒對處決提出譴責，因為那樣會使人

懷疑中共確實犯有被指控之罪」（第 259~260 頁）。

這個指控滑稽得讓人不好意思嚴肅對待。下面讓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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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像一段虛擬的法庭對話。

張律師：法官大人，我發現姓毛的設計了「大屠殺」

並把親弟弟澤民害死了呀。

法官：他的動機是什麼？

張律師：他想煽動人們反對蔣先生呀。

法官：毛幹了什麼？

張律師：他沒讓姓周的要求蔣先生釋放澤民呀。

法官：可他兩天前剛告訴過周，為什麼沒重複發指示

就害死了澤民呢？

張律師：這樣姓周的就知道毛想叫澤民死呀，他就沒

要求蔣先生釋放他呀。

法官：我不懂周為什麼這麼理解。毛有沒有譴責澤民

被殺呢？

張律師：沒有呀，因為他怕暴露澤民確實有罪呀。

法官：如果這樣，他怎麼能利用澤民之死來煽動人們

反對蔣先生呢？

張律師：他原來期待蔣先生會殺的很多的呀。

法官：可蔣先生只殺了三個人，我看不出毛為何指望

他殺很多人。

張律師：因為其他 140 個共產黨都犯了圖謀顛覆罪的

呀。

法官：你的意思是蔣先生不僅殺澤民合理合法，他還

有權殺很多人？

張律師：是這樣的呀，大人。

法官：要是這樣，你怎麼知道毛再給周發個指示澤民

就能得救的呀？

張律師：呀！

這樣的對話肯定「會使人懷疑」毛「確實犯有被指控

之罪」的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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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整風

張戎斷言在 1942~1943 年的延安整風期間，毛及其同

夥康生在投奔延安的知識青年中以抓間諜揪特務為名，大

搞政治迫害，造成「至少有幾千人死亡」（第 257 頁）。

她沒給出任何證明材料支持這麼多人死亡的說法。

讓我們看看張戎重點描述的受害者，「青年志願者

的領頭人」王實味的命運。毛讀了王在《解放日報》上的

文章，「把報紙摔在桌上生氣地質問：誰在這裡當家？王

實味還是馬克思主義？」看到「實味深得人心毛說：『我

現在有了靶子』。之後他憤恨地說：『很多人大老遠跑來

看他的文章，卻沒人想看我的！』『王實味成了帝王主

宰，⋯⋯他控制了延安，⋯⋯我們敗在了他的手下』。他

（毛）指責他為託派分子，⋯⋯他（王）曾說託洛茨基是

『天才』，而斯大林是『不討人喜歡的人』，『幹了數不

清的壞事』」（第 250~252 頁）。

很難想像有誰會比王實味面臨更嚴重的死亡威脅。可

他直到整風結束後的第四年還活著。在胡宗南進攻延安迫

使中共撤離的 47 年，王實味因為成了軍隊轉移中的累贅而

被殺害（第 252 頁），但不是毛的旨意。只靠張戎詳細介

紹的這個典型案例，沒有任何其他證明，人們怎麼相信整

風造成「至少有幾千人死亡」呢？

附帶說一下，張戎在書中斷定剛提到的國軍將領胡宗

南是中共間諜。由此引起胡之子胡為真的抗議。據張戎之

第張樸在網上介紹，張戎對胡為真的答復是「要他提供相

應的證據，以證明其父不是紅色間諜」。胡為真遇張戎，

有理講不清。這世界上到哪能找到某人不是間諜的證據

呢？！

其實，張戎的懷疑依據的只是胡的軍事失誤。這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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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不是因為胡當間諜，而是共軍太狡猾。按張戎的邏

輯，蔣介石應當是最大的中共間諜才對。其實胡身邊的中

共間諜熊向暉對胡的失利起了很大作用。但張戎和張樸爭

辯說：「胡進攻延安時，熊已經離開了。你翻遍熊向暉的

回憶錄，也找不到他在這段時間起了什麼作用」。其實，

熊向暉自己說的很清楚，正是在他離開胡以後，又在赴美

留學前兩次被胡召見，從而獲得了有關進攻延安的重要機

密。

這個小小的插曲顯示，如果當年不是毛和康生在延安

主持整風，而是張戎和張樸當家的話，大批投奔延安的知

識青年才真的會由於無法「提供相應的證據，以證明」自

己不是間諜，而「至少有幾千人死亡」呢！

10. 賣鴉片

1943 年蘇聯人估計毛的鴉片銷量達到 44760 公

斤，價值為天文數字的 24 億法幣（按當年兌換率約合

六千萬美元，相當於今天的六億四千萬美元）。⋯⋯而

同年延安積累了價值二億五千萬法幣的儲蓄，⋯⋯這個

數字是 1942 年延安地區官方預算的六倍（第 287 頁）。

如果這樣，1943 年的鴉片銷量就應為延安 1942 年預

算的 58 倍（6×24 億 / 2.5 億）。而稅收不會高於預算多

少，所以鴉片銷量約為稅收的 58 倍。

張戎又說，毛對延安老百姓徵收重稅，「有時『幾乎

等於全年的收成』，對許多人來說『交了稅就沒剩下任何

糧食了』」（第 284 頁）。因此延安稅收幾乎是人民維持

基本生存以外的全部可支配收入。

毛怎麼得到相當於延安人民全部可支配收入 58 倍的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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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收入呢？不是從延安，因為「染上煙癮的農民對他是沒

用的」（第 290 頁）。只能從周圍地區。如果這些地區的

人口和收入水準與延安相仿，即使所有人用全部可支配收

入來買毛的鴉片，毛的鴉片市場也必須覆蓋 58 個延安的廣

大區域。而延安的面積「大體與法國相等」（284 頁）。

58 個法國的面積超過三個中國！如果把全國人均收入算作

延安地區的三倍，毛的鴉片市場也非得覆蓋全中國不可。

若如此，延安早就成為中國著名的金三角了，怎麼可

能這事至今還「不為人知」呢？

11. 鎮反殺人三百萬

在書的開頭，張戎宣告：「毛澤東要為和平時期超

過七千萬人民的死亡負責」（第 3 頁）。她這七千萬人

的第一筆帳，是 1950~1951 年鎮反中「三百萬人死於槍

決，非法暴力和自殺」。她的解釋是，70 萬人被槍決，

「被毆打或刑罰致死的至少也有這麼多。根據幾個地方的

調查，自殺的人很可能與因以上原因致死的大體相等」

（第 337 頁）。所以，70 萬×2×2＝280 萬   300 萬。

張戎沒提供任何資料支持被毆打致死的人數至少與

被槍決數相等的說法。至於為什麼自殺數等於前兩項之

和，她的「幾個地方的調查」的具體細節也完全省略了。

即使她真有幾個調查案例，把他們推廣到全國範圍也是很

不專業的做法。哪怕是根據大樣本外推，都是不可靠的。

比如，我們把當時全國五億五千萬人口中 70 萬被槍決作

為比例，應用到「毛的主要打擊目標 — 羅馬天主教」。

既然「中國有大約 330 萬天主教徒」（第 340 頁），其中

被槍決的至少應有 70 萬×330 萬 / 5 億 5 千萬＝4200 人。

可張戎告訴我們只有「幾百位中國天主教徒被槍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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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40 頁）。

即使在鎮反中殺掉的 70 萬人，也並不都能恰當地稱為

和平時期的死亡。當新中國成立時，全國一半領土還沒解

放，國共戰爭和清匪反霸持續到 1950 年，某些地區甚至延

續到 1951 年。「鎮反和在居住著全國三分之二人口的新解

放區所進行的土改」（第 337 頁），在很大程度上與解放

戰爭的最後階段緊密相連。許多人被鎮壓是與其在戰爭中

的軍事或暴力行為有關的。一些偏遠地區的長年匪患歷代

官府都束手無策，解放軍一到，立即灰飛煙滅。不掉幾個

腦袋怎麼可能呢。

另外，1950 年朝鮮戰爭爆發以後，蔣介石號召大陸

匪區人民造反，迎接美軍解放。不少人回應，參與了顛覆

組織，宣傳，諜報，縱火，爆炸，放毒，謀殺甚至武裝

暴動。這些行為被張戎今天所屬國的政府叫做「恐怖主

義」，針對這些行為的鎮壓應叫「反恐戰爭」。張戎把

「恐怖分子」都算成和平時期的無辜受害者了。

12. 囚犯死亡二千七百萬

這是張戎記在毛名下的七千萬冤魂的第二個群體。她

說在毛 27 年統治下「死在監獄和勞改場的可達二千七百

萬」。證明：「在毛統治下的任何一年，中國在監獄和勞

改場的人數大約一千萬。囚犯們對其生活的描述表明死亡

率很高，可能每年百分之十」（第 338 頁）。所以，1千萬

×10%×27＝2 千 7 百萬。

每年一千萬囚犯的數字怎麼來的，沒解釋。哪裡的囚

犯描述的哪個年代的生活狀況所得出的百分之十死亡率，

也沒解釋。為什麼毛要為所有這些囚犯之死負責，更沒解

釋。顯然張戎把所有不幸死亡的中國人都算在毛的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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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這個公式，若把 1978~1989 年算作鄧小平的統治期，

他應為一千二百萬人之死負責。要是這樣對他不公平，也

可以把前頭的二百萬推給華國鋒，中間的七百萬劃給胡耀

邦，最後三百萬留給趙紫陽。反正無論誰當中國領導人，

每天都得攤上兩三千條人命。

13. 超級大國工程 / 計劃（PROGRAMME）

張戎宣告毛從 1953 年開始就一直醉心於稱霸世界的夢

想，並搞了一個秘密的超級大國工程 � 計劃。這顯然是張戎

的西方朋友最想聽的，因為她為「中國威脅論」提供了有力

的支持。可惜張戎沒拿出一點有關這個工程 � 計劃的證據。

書中一章的標題是「啟動秘密的超級大國工程」。張

戎在其中寫道「1953 年 5 月，斯大林在克林姆林宮的繼任

者同意賣給中國 91 個大型工業企業。⋯⋯這實際上是毛的

超級大國工程。其完全的軍事性質被掩蓋了，而且至今在

中國也幾乎無人知曉」（396 頁）。此後，毛強迫實行「農

業集體化」並「命令城市工商業實行國營，以便把每一點

資源都用於超級大國工程」（第 412 頁）。1956 年蘇伊士

運河危機時，毛發現他能提供給埃及的只是「步槍等輕武

器」，因而「更加急不可耐地要加速他的超級大國工程」

（第 425 頁）。他通過反右消滅了不同意見，接著發動

大躍進來「推動他的超級大國工程」（第 444 頁）。儘管

大饑荒令其計劃受挫，「成為超級大國仍然是毛的最大夢

想。這也是他搞文革大清洗的部分原因 — 換上那些能跟上

他步調的新的政策貫徹者。這個一搞完，他就開始加速超

級大國工程」（第 573 頁）。甚至向西方世界，「毛開始

尋求與美國拉關係，以求為他的超級大國工程獲取西方的

技術」（第 60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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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即使有超級大國的野心，也不等於有一個超級大國

工程 � 計劃（Programme）。按照 Webster 新世界英語辭

典的解釋，Programme 的意思是指明確寫下來，宣佈出

來，或陳述出來的有關具體活動的方案和程式。它不是僅

存在於某人腦袋裡的，從未以書面或口頭方式表達出來的

想法。

在整本書裡我們看不到毛或其同事提到超級大國工程

的任何記錄。這個名字就挺怪。毛一直聲稱中國屬於第三

世界（第 650 頁），決不當超級大國（由鄧小平 1974 年

在聯合國宣佈）。即使他暗地裡搞，也不太可能用這個名

字。事實上「超級大國」這個詞到 70 年代才在中文裡出

現，毛怎麼可能在 1953 年就「首次規劃出他的超級大國工

程」（432 頁）呢？

如果毛用了別的什麼名字，或某個代號，究竟是什

麼？「那東西」？「那玩藝兒」？如果連個名字甚至代號

都沒有，毛和他的同夥怎麼討論這個工程呢？更別提實施

了。如果連這個也不知道，張戎的「不為人知的故事」恐

怕連天也不知吧？

雖然沒有存在的證據，張戎還是列出了毛的超級大國

工程的兩項內容。一個是 1953 年蘇聯賣給中國的 91 個工

業項目。可她一點也沒解釋什麼樣的「軍事性質被掩蓋」

在這些水電站、拖拉機廠、礦山、鋼鐵廠、汽車廠、煉油

廠、機械製造廠之類的企業裡。也許在她看來中國人吃飯

穿衣都是「完全的軍事性質」。

張戎列舉的第二個超級大國工程項目是原子彈。好幾

個國家在中國之前或之後發展了原子彈。張戎沒講為什麼

中國搞原子彈就是要當超級大國。可她沒忘了告訴我們：

「1955 年 3 月，美國表示它會在某種條件下使用核武器。

16 日愛森豪威爾在記者招待會上非常明確地說他找不出任

何理由不能『像使用一般子彈或其他東西那樣使用』它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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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看來真有遭受美國核打擊的可能」（第 414頁）。

張戎沒提到的是，朝鮮戰爭中麥克阿瑟將軍曾要求向

北京等大中城市投擲 20 幾枚原子彈。該計劃在經過多次激

烈辯論之後被杜魯門總統否決。還有 1963 年「肯尼迪總統

準備對中國使用核武器」。�

張戎至少知道中國受到核威脅只是因為向其領土內

「國民黨佔據的島嶼打炮」而已（第 414 頁）。其他擁有

核武器的國家，有沒有受到過比中國更嚴重的核威脅？按

張戎的觀點，是否他們都搞了超級大國工程？

14. 餓死三千八百萬

張戎說，1958~1961 四年間，「近三千八百萬人在大

躍進和饑荒中餓死或累死。⋯⋯毛明明知道卻讓這幾千萬

人餓死或累死」（第 456~457 頁）。

她沒有提供任何資料證明「毛明明知道」大批人

瀕臨餓死而沒採取措施拯救。她最有力的論據是：「在

1958~1959 年關鍵的兩年裡，光糧食出口就幾乎七百萬噸，

這些糧食可以給三千八百萬人提供每天 840 卡路里，足以造

成生死之別」（第 457 頁）。

1958~1959 年大饑荒剛露苗頭，毛不可能「明明

知道」糧食出口會導致大量餓死人。1959 年的糧食出口

合同基本上是根據 1958 年的糧食估產與國外簽約的。

而 1958 年的虛報產量造成毛錯誤地「宣告 1958 年的產量

是 1957 年的兩倍」（第 461 頁）。如張戎所述，當時浮

誇盛行，《人民日報》曾報導過單產達到「正常水準一百

倍」的新聞（第 446 頁）。看來毛對增產一倍的估計自己

�  英國《獨立報》，2005 年 8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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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實是相信的。毫無疑問他要為產生這種浮誇的政治風氣

負責，也要為 1959 年未能及時發現饑荒並迅速取消糧食出

口合同負責。當時中國的出口幾乎只有糧食，取消合同在

國際信譽上的損失和毛的民族自尊可能都有負面影響。但

這跟「明明知道卻讓這幾千萬人餓死」是兩回事。

要客觀地判斷毛是否「明明知道」，我們不應低估

當時獲取可靠資訊的難度。一個現成的例子就與張戎有

關。張戎在其自傳《鴻》中介紹，她父親是當時四川省委

宣傳部副部長。不過她把自己父母所在單位叫做「公共事

務（Public Affair）部」，其父的主要工作是到農村訪貧

問苦。據她講，四川饑荒造成七百萬人死亡。對此沒人比

她父親更應該「明明知道」了。從饑荒到他去世的十多年

裡，很難想像他沒把這些告訴也是「公共事務部」官員的

妻子，更難想像他妻子會在此後 30 年裡對張戎隱瞞。可無

論在《鴻》還是在這本書裡，我們都找不到從她父親那裡

獲得的有關四川饑荒的任何資訊。就連張戎那七百萬的數

字，也是她出國十多年後才聽說的。如果一省之內專管農

村「公共事務」的官員對本省人大批餓死都沒有「明明知

道」的話，遠在北京的毛怎麼就一定「明明知道」呢？

其實對張戎來說，證明毛「明明知道」應當輕而易

舉。她只須拿出證據，表明四川省委或「公共事務部」曾

向北京彙報過大批農民瀕臨餓死的情況並呼求緊急救濟，

而北京沒有馬上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採取措施。如果張戎

把找不出這樣證據的原因歸咎於毛的殘酷打壓，她應該至

少舉出一個證據，表明毛曾制裁過哪怕一位向中央乞求救

濟糧的幹部。她書裡講到的彭德懷不是恰當的例子，因為

他幹了許多別的事情，比如張戎認為他「考慮過某種類似

軍事政變的活動」（第 464 頁），而且在廬山會議上當眾

質問為什麼他不能「操」毛（第 273 頁，片斷引語）。

為什麼張戎提不出毛「明明知道」的證據呢？大概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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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委成功地掩蓋了四川的饑荒有關。其他嚴重餓死人

的省的第一書記不久都被撤職，如河南的吳芝圃，安徽的

曾希聖，山東的舒同，甘肅的張仲良。唯一的例外是四川

的李井泉，反被提拔為西南局第一書記。李所以能瞞天過

海的一個必要條件是對四川媒體的嚴密封鎖。而控制這些

媒體的頂頭上司就是四川省委宣傳部，即張戎父親的「公

共事務部」。讓我們就此打住吧。

另外提一下，張戎的三千八百萬餓死人數頗有爭議。

這跟 1937~1945 年整個抗日戰爭中的中國人死亡數字基

本相等了。為了讓讀者信服，張戎把國家統計局 1983 年

出版的《中國統計年鑒》作為支持這一結論的參考資料。

可是，無論死亡率還是總人口數，她的數字都與該統計

年鑒不同。她沒有告訴讀者這些差異，只是提到「官方

1983 年發表的統計資料有問題，因為地方公安局低報了

1959~1961 年的死亡數」（第 457 頁）。張戎沒有解釋她

的正確數字是怎麼來的。差別可是不小，如 1960 年的官方

死亡率是 2.54  ，她的是 4.34  。僅這一項就多「生」出

一千二百萬餓死鬼。

其實，按照張戎所解釋的演算法（第 456~457 頁），

不論具體數字準確與否，那些人數應屬「非正常死亡」，

並不等於餓死累死。比如受營養不良影響但主要因為其他

疾病死亡的病人，受醫療護理條件影響本可多活幾年卻

「提早」去世的老年人。這些人的死亡可能在事後的統計

資料上佔相當大的比例，但在當時卻不被看成饑荒的犧牲

品，因而沒有引起政府與社會的高度重視。正因為如此，

今天在中國找不到張戎宣稱的那種世紀大災難所應伴隨的

普遍案例。

如果把張戎的邏輯用到俄羅斯震蕩療法後的人口資料

上，非正常死亡率比中國饑荒時還高。她應該贊同蘇共老

黨員的觀點，判葉利欽種族滅絕罪。張戎「明明知道」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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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公平的吧？

最後，讓我們看看張戎是怎麼證明毛甚至有意讓幾千

萬人死亡的。她寫道：「我們現在可以完全確定地說毛準

備犧牲多少人的生命」（第 457 頁）。「毛說：『像這樣

工作，所有這些工程項目，中國可能要死一半人。不死一

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萬人』。知

道這話聽起來太嚇人，他想推卸責任。『死五千萬人』，

他繼續說，『我可能要被撤職，甚至掉腦袋，⋯⋯但是你

們若堅持，我就讓你們搞，死人的時候可別怪我』。」

（第 458 頁）

張戎所引毛的話出自 1958 年 11 月 21 日在武昌中央政

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包括上下文的原話是這樣的：

不要務虛名，而得實禍。現在要減輕點任務，

水利建設，去冬今春全國搞五百億土石方，而今冬明

春要搞一千九百億土石方，多了三倍。還有各種各樣

的任務，鋼、鐵、銅、鋁、煤炭、運輸、加工工業、

化學工業，需要多少人力財力，這樣一來，我看起

來，中國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

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萬人。死五千萬人，你的

職不撤，至少我的職要撤，頭也成問題。要不要搞那

麼多，你多了也可以，以不死人為原則。你們一定要

搞，我也沒有辦法，但死了人不能殺我的頭。明年

三千萬噸鋼，究竟要不要定這麼多？搞不搞得出？要

多少人上陣，會不會死人？這次會議要唱個低調，把

空氣壓縮一下。胡琴的弦不能拉得太緊，有斷弦的危

險。

看了原文，「我們現在可以完全確定地說毛準備犧牲

多少人的生命」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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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文革整死三百萬

張戎所說的七千萬毛氏犧牲品中的最後一批，是死於

文革的三百萬。「從毛發動大清洗到他 1976 年死去的十年

裡，至少三百萬人因暴力死亡。⋯⋯而這些屠殺是政府支

持的」（第 569 頁）。

她的三百萬數字的主要參考文獻，是《中國之春》，

很難說是中立和客觀的雜誌。

文革時中國有 29 個省市。張戎列出的死人最多的省份

是廣西，「十萬人被殺」（第 566 頁）。要湊齊全國三百

萬的總數，其他各省死人數也得達到廣西的水準才行。可

張戎的第二和第三名，雲南有「一萬七千人被槍決，打死

或被逼自殺」，內蒙有「16222 人死亡」（第 567 頁）。讓

我們假設廣西以外的各省死亡數都是二萬，加上廣西的十

萬，總共 66 萬。張戎宣稱的三百萬裡剩下的 234 萬，又成

了她的「不為人知的故事」了。

現在讓我們看看毛對死人應負的責任。張戎說死人最

多的廣西為我們提供了「最清楚的實例」（第 565 頁）。

在那裡兩派武鬥是由於其中的「一方拒絕承認毛任命的

（韋）國清將軍的領導」（第 565 頁）。那麼毛對兩派

武鬥是什麼態度呢？據張戎說，文革一開始，「毛讓周恩

來在（1966）8 月 31 日天安門紅衛兵大會上宣佈：『要

文鬥不要武鬥』」（第 540 頁）。「1968 年儘管北京不

斷下令，各地武鬥屢禁不止。其中特別不聽話的是清華大

學的蒯大富，毛曾用他來折磨劉少奇夫婦。蒯這時已成為

全國最著名的『左派』，決心要制服他在校內的反對者。

他對上面多次指示置之不理，⋯⋯毛不得不親自出面讓他

服從，同時把他當成例子來警告全國，武鬥必須停止」

（第 564~56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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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毛阻止他身邊最器重的造反派武鬥，怎麼會支持

廣西雲南內蒙那些邊遠省份的武鬥分子呢？張戎自己也承

認：「毛掀起的風暴衝擊了他自己的權力。他不得不放棄

區分左派與保守派的念頭，號召各派大聯合。可他的命令

無人理睬」（第 564 頁）。按她這個說法，顯然毛有發動

文革之錯，並無支持武鬥之罪嘛。

16. 文革目的

評毛功過必談文革，因為他自己把文革作為一生兩件

大事之一。張戎認為毛「搞這場大清洗是為了換上對老百

姓更無情的政策貫徹者」來推行他的超級大國工程（558

頁）。他的真正目標「是對毛的極端政策不滿者。毛要把

他們整個幹掉」（543 頁）。可是她的證據不僅跟她的說法

矛盾，而且還支持了毛自己宣稱的文革目標：「從中國清

除蘇聯修正主義」（第 570 頁）。

（1）張戎的證據表明毛並不需要文革來「換上對老百

姓更無情的政策貫徹者」，因為文革前在黨內並不存在毛

與「對毛的極端政策不滿者」之間的尖銳矛盾。1964 年毛

開始了大躍進以後的最大項目，三線工程。「它的成本達

到二千億元的天文數字，在其高峰期它吸收了全國至少三

分之二的投資。它所造成的浪費超過了整個大躍進時的物

質損失」（第 503 頁）。

儘管如此，「劉少奇和毛的其他同事對如此的愚蠢行

為並沒抵抗。⋯⋯只要毛不驅使人民大量死亡或搞政治迫

害，看來就是他的同事們最好的指望了 — 並且足以使他們

感到心甘情願繼續順從下去」（第 504 頁）。這樣看來毛

根本沒必要「換上對老百姓更無情的政策貫徹者」。

（2）如果毛的目的是用「無情的政策貫徹者」來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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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極端政策不滿者」，他應當在文革中提拔前者打擊後

者。可張戎描述的情況完全不是這樣。

張戎先舉了一個例子，反文革的一員幹將是「毛的老

跟班譚震林，他在大饑荒時主管農業（可見他為追隨毛能

走多遠）」（546 頁）。接下來她甚至說得更明確：「毛

並不區分心懷不滿的幹部和那些徹底效忠於他哪怕在饑荒

時期也沒動搖過的人。事實上，他也分不出誰是誰，所以

他決定先一鍋端了，然後再讓他的新政策貫徹者去調查區

分」（第 543 頁）。

這可不是挑選「無情的政策貫徹者」的好辦法。假如

毛經過對其部下的多年考查，還「分不出誰是誰」的話，

他能相信那些剛從黨外突然冒出來的造反派替他挑選「無

情的政策貫徹者」嗎？實際上，「無情的政策貫徹者」在

文革中更可能被他們統治下受苦多年的造反派最先打倒。

比如四川第一書記李井泉和他的同僚（包括「公共事務

部」的），當年合夥躲過了大饑荒的責任，這次就沒跑

掉。毛若用文革的方式來選拔「無情的政策貫徹者」，簡

直是成心跟自己過不去嘛。

（3）張戎的文革理論更難解釋毛發動民眾搗毀黨政系

統的做法。

如果毛的目的是用「無情的政策貫徹者」貫徹他的

「極端政策」，他最忌諱的應當是破壞貫徹任何政策都不

可缺少的必要條件：政府權威。沒有這個什麼樣的貫徹者

也無法貫徹任何政策，不論他們多麼無情。挽救張戎理論

的唯一可能是證明毛必須靠發動民眾打倒政敵。可惜這個

可能性也被張戎徹底排除了。

張戎的證據表明毛無須民眾幫忙就能打倒對手。比

如，在打倒被稱為「彭羅陸楊」反黨集團的「大清洗的第

一批受害者」時，「毛都不屑出席」，會議「其實是由劉

少奇主持的，他知道他正在幹的事最後將導致他自身的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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滅」。「劉要求所有贊成的人舉手，所有的人都舉了，包

括彭真和劉少奇」（第 531 頁）。

在劉少奇被打倒的過程中，紅衛兵確實有些參與，

但張戎證明他們的作用只是象徵性的。在引用了蒯大富的

一段話後，她寫道：「這是紅衛兵實際上怎樣運作的很好

的自我坦白；他們只是工具，膽小鬼，而且自己也清楚這

點」（第 550 頁）。正式打倒劉的時候，「毛讓周恩來打

電話告訴劉停止見外賓或公開露面，除非接到指示。那天

毛寫了一篇指控劉的文章，兩天後在中央委員會上宣讀，

公佈了劉的倒臺」（第 548 頁）。紅衛兵根本沒起任何作

用。

再看看毛與其他文革反對派的鬥爭。「在他剩下的最

高領導層裡，只有一次抗爭。1967 年 2 月，幾個沒倒臺的

政治局委員發表異議，對黨內同僚的遭遇表示憤怒」（第

546 頁）。「但這些高層的倖存者或是毛長年的追隨者，或

是已經被他制服了的。在他的淫威面前，這些人退縮了。

⋯⋯這個小型反叛被輕易壓了下去」（第 547 頁）。在包

括幾位元帥的集體挑戰面前，毛仍沒用紅衛兵幫忙。

（4）現在看看張戎怎樣用她的證據支持毛的說法，即

文革的目的是反對蘇聯修正主義。她相信文革前在中共黨

內存在親蘇勢力，並可能以政變方式奪權。

「1964 年 10 月 14 日，赫魯曉夫被宮廷政變趕下臺。

⋯⋯幾天後周（恩來）告訴蘇聯駐華大使 Chervonneko 毛

『熱切希望』改善關係。周希望受邀請參加 11 月 7 日十月

革命紀念活動」（第 510 頁）。「在 11 月 7 日克里姆林宮

的招待會上，蘇聯國防部長馬林諾夫斯基對周說：『我們

不想再讓毛或者赫魯曉夫阻礙我們發展關係』。⋯⋯馬林

諾夫斯基接著又對中國的代理國防部長賀龍元帥講：『我

們趕走了我們的笨蛋赫魯曉夫，現在輪到你們趕走你們的

笨蛋毛了』」（第 51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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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戎接著談到中共黨內的秘密活動。1966 年「2 月

北京市長彭真在劉少奇支持下提出『指導全國的提綱』，

禁止用政治批判摧殘文化和對文化的維護。更進一步，他

事實上壓制了毛想發動政治迫害的指令。⋯⋯等提綱一頒

佈，彭市長就飛到四川，名義上是視察那裡山區的國防工

業。在那他做了件真正讓人震驚的事。他秘密地會見了彭

德懷元帥。⋯⋯考慮到這個特殊的時間，他在未得允許的

情況下秘密會見毛的主要對手所冒的鉅大風險，很有可能

他們討論了用武力阻止毛的可行性。⋯⋯賀龍元帥，就是

蘇聯國防部長馬林諾夫斯基勸其『趕走毛』的那位，不久

也去了四川，名義上也是視察國防工業。⋯⋯還有更多的

跡象令毛不安。彭市長似乎考慮與蘇聯人接觸，而且可能

想求蘇聯的幫助來避免毛的清洗」（第 528 頁）。

按照張戎的推論，當時中國確有發生親蘇政變的可

能。如果這樣，人們就很難懷疑毛的文革目的就是他自己

所說的：「從中國清除蘇聯修正主義」（第 570 頁）。

（5）與反對蘇聯修正主義緊密相連，毛宣稱的

文革目標是「打倒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第 541 頁）。這些目的不僅跟張戎的證據相符合，而且

也可以解釋張戎理論所不能解釋的為什麼毛要發動群眾打

倒大批老幹部。因為按照毛所信奉的理論，如果資本主義

復辟，不滿意的是老百姓，得益的是掌權的。所以要防止

資本主義就要靠老百姓造反來對抗黨和政府。

毛對資本主義的擔心至少與中國今日的現實大體相

符。現在國內外大多數人都同意中國在經濟上已很接近資

本主義，起碼對老百姓的生活而言如此。而且關鍵的轉

型正是在文革時被批為「黨內第二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

派」的領導下完成的。我們可以不贊成毛對「資本主義」

的抵制，但無法否認他對其可能復辟的預見是有根據的，

合理的。毛反對「資本主義」（或叫做社會主義初級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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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是肯定無疑的，對這種「資本主義」復辟的預見也被

證明是基本上準確的，連帶領中國進入「資本主義」的主

要領導人都算准了。那麼他試圖用文革來阻止「資本主

義」應該是合乎邏輯的。

17. 毛與希特勒相提並論

最後，討論一下張戎全書的主題：毛至少跟希特勒一

樣壞。我們從三個方面比較：對外國，對自己治下的人民

和對政敵所造成的客觀傷害及主觀動機。

（1）對外戰爭：希特勒侵略了大半個歐洲，導致五千

萬人死亡。

毛的記錄：50 年代毛受北朝鮮政府邀請出兵朝鮮。

60 年代毛受北越政府邀請秘密出兵北越。兩次出兵中國均

在家門口與不遠萬里來保衛自由世界的國家作戰，並在交

戰對方離開之前先期撤回中國。1962 年毛出兵印度，因

為「中國不承認英國人在殖民地時期所劃定的邊界」（第

486 頁）。速勝後幾天之內，毛命令部隊單方面全部撤回原

邊界線內。1969 年中蘇之間爆發衝突，在「一個無人居住

的小島上，⋯⋯中國軍隊的伏擊造成 32 名蘇軍陣亡」，而

「蘇方對該島的主權是根據不足的」（第 570 頁）。在其

整個統治期內，毛沒有把一塊土地納入中國版圖。

（2）百姓生死簿：希特勒下令處死數百萬猶太人、共

產黨和左翼人士、耶合華見證人、吉普賽人、同性戀者和

其他「不適宜生存的人」。

毛的記錄：鎮反殺 70 萬，但相當大部分被殺者與解

放戰爭和抗美援朝時期的軍事和暴力行為有關（詳見 11

節）。毛統治下監獄和勞改場犯人死亡可能數目不小，但

這主要由於社會歷史大環境造成，尚無任何證據表明毛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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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個人責任（詳見 12 節）。大饑荒可能造成了近千萬人非

正常死亡（並非餓死），毛應對導致饑荒的重要條件，即

廬山會議後反右傾機會主義所帶來的不良政治空氣負責，

但無證據顯示毛知道災情而見死不救（詳見 14 節）。毛發

動的文革可能造成近百萬死亡（包括大量受迫害時正常死

亡但被列為「受迫害致死」的）。張戎有證據表明這是毛

的失誤，無證據顯示這是他的本意（詳見 15 節）。

（3）迫害政敵：這應是最有意義的比較，因為在這個

問題上兩個獨裁者的個人責任皆無法推卸。可惜從希特勒

那幾乎找不到什麼例子來比較，因為基本上沒人有機會成

為他的政敵。不過我們知道他下令槍殺了早期的納粹黨同

夥勞恩，罪名據說是同性戀。他還迫使最優秀的德國將軍

隆美爾自殺，因為他被懷疑牽涉進一場未遂政變。當然，

希特勒還殺了策劃暗殺他的斯道芬伯格和他的同黨。沒有

一個希特勒的政敵在納粹德國壽終正寢的例子。

毛的記錄：根據張戎所述，毛當權後的第一個政敵張

國燾，1938 年叛逃到國民黨方面去了（第 220~221 頁）。

第二位王明被毛搞垮後曾留在黨內，1974 年死在蘇聯

（第 357頁）。第三位高崗 1954 年自殺（第 405 頁）。第

四位硬漢彭德懷 1959 年挨批後「被軟禁」（第 470 頁），

1974 年死於直腸癌（第 557 頁）。第五位劉少奇 1969 年

在迫害中病死，幾乎無人護理（第 556 頁）。第六位林

彪 1971 年在外逃中死於飛機墜毀（第 582 頁）。對最後一

位鄧小平，「毛只能妥協，讓他與親人住在舒服的家裡」

（第 649~650 頁）直到毛自己去世。

以上所有政敵裡，沒有一位被處死。也沒有任何人

因與毛的政敵牽連而被處死。即使是最你死我活的林彪一

案，「包括策劃暗殺毛本人這樣的事都發生了，可讓人難

以相信的是，竟然也沒有處決一個人」（第 586 頁）。

讓我們看看毛是怎樣「迫害他最恨的人」（54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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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少奇的。「毛的奴僕周恩來向中央作的報告把劉定為

『叛徒內奸工賊』，並建議判處死刑。但毛反對，正如

他否決了劉夫人的死刑。他要的是慢慢地折磨致死」

（第 555~556頁）。可是，劉的罪名在 1969 年 4 月的九大

上宣佈，而劉「死於 1969 年 11 月 12 日」（第 556 頁）。

並不怎麼慢。而劉夫人王光美「慢慢地折磨致死」過程

不僅在毛統治下持續了十年，而且直到今天還沒結束，

快 40 年了。這也太慢了點。如果毛真想讓她死，不管什麼

死法，十年牢獄後的健康狀況也不會允許她享此長壽吧。

再讓我們看看毛是怎麼給劉少奇安罪名的。張戎提

到毛要把劉打成特務。「專案組發現自己處於進退兩難

之中，捏造證據與搞不出證據同樣危險。有一次，專案

組宣稱劉在 1946 年希望美軍入侵中國，還為此打算與

杜魯門總統見面。毛說：『提出這種說法，是把我們當

成傻子。讓美軍大規模入侵？連國民黨也不會同意』」

（第 555 頁）。結果，劉的特務罪名最終沒能成立。

張戎沒有提出劉的哪個罪名是在沒有證據的情況下安

上去的，也沒有提到劉的專案組用刑訊逼供過任何證人。

當然，毛的個人偏見是造成劉少奇冤案的主要原因。但張

戎的材料尚無法證明毛是故意誣陷。

這一節的討論足以否定張戎把毛與希特勒相提並論的

說法。所以，張戎此書的基本結論，在有理智不帶偏見的

人看來，是完全站不住腳的。

實際上，張戎書裡自相矛盾之處遠遠不止這17 點，本

文只挑其中重要的點到而已。正如前言引述的幾位西方學

者所說，即使書中有些言之有據的觀點，也都是別人早就

提過的，而張戎大都沒有說明，當成自己的原創了。除此

以外，真正屬於張戎的獨創觀點，都可以輕易駁倒。限於

篇幅，不可能把這些無稽之談一一列舉，剩下的「打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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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留給感興趣的讀者們，作為消遣。

張戎此書的中文版預計 2006 年初面世，屆時希望中

國政府讓它與國內讀者見面，使大家都能欣賞一下西方

最推崇的中國作家的真實水準。其實，最好能讓張戎的

《鴻》、李志綏的《回憶錄》等書都在大陸公開發行。只

有如此，中國人才能逐漸培養出鑒別真偽的能力。

附錄 1：張戎簡歷

根據其自傳《鴻》所述，張戎 1969 年中學畢業後被分

配到四川西部山區插隊。但她在那只待了 26 天。其間所幹

過的較重農活是上山背柴，她自己感覺揹了 126 斤，而現

場稱量結果為四斤半。

然後她以偽造證明的方式轉到成都郊區。在此期間她

三分之二的時間住在城裡，在農村時也很少幹農活。她自

己在《鴻》中毫無愧意地說，她這樣的特殊行為引起村裡

農民的普遍不滿，但她根本不在乎。

1971 年張戎母親通過後門將其調入成都國營工廠。

1973 年再經其母的關係進入四川大學外語系成為工農

兵大學生。

畢業後由於其母的積極活動得以留校任教。

1978 年在其母干預下獲得公費資助到英國留學。

附錄 2：被張戎採訪的部分大陸人士（總人數 293）

（1）毛的親屬：李訥，劉思奇，毛新宇，張文秋；

（2）毛的舊故：李淑一，劉英，羅章龍，肖克，易禮

容，曾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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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身邊工作人員和情人：孟錦雲，師哲，謝靜宜，

閻明複，章含之，張玉鳳；

（4）中央領導的親屬：陳昊蘇（陳毅之子），林立蘅

（林彪之女），劉詩昆（葉劍英女婿），劉湘屏（謝富治

之妻），羅點點（羅瑞卿之女），陶斯亮（陶鑄之女），

王光美（劉少奇之妻），薛明（賀龍之妻），張寧（林立

果未婚妻），張清林（林彪女婿）；

（5）隨從人員：杜修賢，侯波，徐肖冰；

（6）高級幹部和歷史見證人：華君武，黃火青，蒯大

富，李銳，錢三強，秦川，王力，吳祖光，夏衍；

（7）重要事件見證人：陳凱歌，李秀珍（住在瀘定橋

的 93 歲婦女），司馬璐，宋永毅，魏京生，吳宏達；

（8）歷史學家和作家：戴晴，丁抒，高文謙，龔育

之，金沖及，權延赤，王年一，嚴家其，楊奎松，葉永

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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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春

在我們千古不泯、歷久彌新的民族記憶裡，毛澤東

是中國革命最卓越的領導者，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

國的締造者之一，中國各族人民永垂不朽的偉大領袖。這

一領導者和締造者的歷史地位在國內國際早有定論，即便

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的敵人也往往不得不承認。然而近年

來，得到某些政治勢力扶持的宏大歷史修正派羽翼漸豐，

且來勢兇猛，步步進逼。不過，其中國革命史的翻案文章

做得捉襟見肘、障礙重重。這不僅因為有關的浩瀚史實鐵

證如山，要推倒也不那麼容易；並且還因為在毛澤東身

後，仍然有著深深懷念他，並以他的思想和事業為激勵、

為己任的億萬頂天立地、心明眼亮的中國人，以及他們遍

及五大洲四大洋的朋友。這就是為什麼刻意攻擊貶低毛澤

東的人只要還有點民眾意識（這種意識常被今日的精英斥

為流民心態）和民族氣節，有點基本的歷史感和道義感，

其實都中氣不足的緣故。誠然，毛澤東在工作中犯過嚴重

的錯誤，也會有這樣那樣的個人弱點；又由於他極其特殊

的崇高地位，造成的悲劇和損失也特別廣泛慘烈。但借用

他本人一向的說法，這仍然是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問

題。中共中央 1981 年《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

的決議》裡正式的評價是三七開，並承擔領導層的集體責

任，應該說是公允的。

《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與中國和世界人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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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成觀念南轅北轍。那麼書中的描述有什麼確鑿的根據

嗎？看過這裡收集的學術評論，讀者自可得出結論。尤其

因書評的作者絕大多數都在學界聲望卓著，是毛澤東一貫

的批評者，而不是頌揚者，他們對《毛》書資料使用中的

問題的清理駁斥就沒有偏袒的嫌疑，而更具說服力。本

來，言論自由，百花齊放，在商品大潮中濫竽充數的出版

物也有的是，不足為奇。令人疑惑的，是這樣一本極端情

緒化、肆意編排任意指控的書怎麼會出得來？甚至獲得一

片喝彩？為什麼作者到中國訪談能一路綠燈？是什麼大環

境大氣氛能讓他們如此囂張，為所欲為？是什麼力量在鼓

動支持他們篡改歷史？訪談材料又有多少可信性？被訪者

究竟說了什麼？他們的話是否被考證核對、如實引用，還

是經過了歪曲性的挑選，斷章取義？超出具體的史料辨

析，這裡追問的是選題、寫作、出版以及媒體炒作背後的

政治。此外，順便提及，正是有些曾經享受過共產黨制度

很多利益乃至特權的人們日後搖身一變，罵得最多最狠。

捫心自問，有沒有一點心虛？倒是真正受過某些政策失誤

傷害的工農大眾，反而多能主持公道，對歷史曲折有持平

的看法。當然，只要不是從意識形態出發大膽假設憑空捏

造，無論對毛澤東取正面或負面的評價，都是可以據理力

爭的。也不可否認，對毛澤東的激烈情緒往往有完全正當

的理由，在一定人群中相當普遍。但有更多的人，包括在

歷次政治運動中受到冤屈、衝擊，甚至家破人亡的老同志

和知識分子等，仍對革命及其代價有客觀公正的評判和理

解。民主人士中不顧自身沉浮，為毛的功績魅力所折服者

也始終大有人在。爭論會繼續下去 — 即使在一個後共產主

義的全球化時代。或許正因為這樣一個時代，「毛澤東」

成了里程碑、試金石、風向標，不倒的旗幟，不絕的號

角！

這本集錦是我們請英國威爾士卡迪夫大學的史學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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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班國瑞教授主編的。他本人對毛澤東和中國革命一系列

深刻翔實的研究和批評在中國當代史領域被視為經典，與

《毛》書的淺薄輕率和嘩眾取寵恰成對比。收入的書評雖

各自取不同的角度，但都在長期積累、嚴謹細緻的史料鑒

別基礎上寫出，對尋求有關的歷史真實做出了重要貢獻。

不過這場辯論不可能限於學術性的事實澄清，而必定要在

大是大非的高度闡明立場、找到定位。畢竟，對毛澤東的

評價，決不是一個人的問題，而是牽涉到對整個中國革命

如何評價，對新中國社會主義的獨特探索如何評價，對以

中國為代表的第三世界非資本主義現代化的嘗試如何評

價，對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道路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漫長艱險

的鬥爭過程如何評價。有關毛澤東的論爭因此而超越國

界，在歷史和理論兩大維度上意義深遠，不可等閒視之。

由於書評從不同的報章雜誌專著選收，基本原文照

錄，不曾統一體例，尚請讀者見諒。翻譯與責任編輯是一

些有正義感而不計報酬的好人。上海現代管理研究中心晏

小寶見義勇為，組織李新華、曲廣為、馬湘臨和謝百盛翻

譯。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張運成初校。大風出版社自

成立之日起就眼光遠大，氣勢不凡，又率先組織了這樣一

本嚴肅的中文回應。在此謹向參與的作者、編者、譯者、

校對者、發行出版者和其他同仁深致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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