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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之争还是政治之争
———“文革”评价争议原因管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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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　广州　５１０２７５)

〔摘　要〕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发动已经过去半个世纪,结束也已４０余年,但

多年来有关“文革”历史评价的激烈争议从未停止过,特别是在“文革”发动５０周年、结

束４０周年历史节点前后,有关争议愈演愈烈,并呈现出“两极化倾向”:一种是对“文革”

的全面否定乃至极端指责,一种是对“文革”的全面肯定乃至赞誉有加.这两种极端思

潮的争论,不仅不利于对“文革”的客观理性研究,而且还会搅乱人们的思想,影响国家

未来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因此,今天回眸“文革”历史,透视“文革”争议背后复杂的动

因,不论是对于学界还是民间客观理性地对待“文革”历史教育和研究,全面彻底清除

“文革”遗毒,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顺利发展都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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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６０年代发生的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

“文革”),从发动到结束,无论是党内还是党外,抑或高层还是草根,始终存在着

很大的分歧和争议.１９８１年６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作了一个“宜粗不宜细”
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决议»),对于“文
革”的理论、方法及其性质作了“盖棺论定”的历史结论,当时在政治上勉强起到

了平息争论的作用.但一纸历史决议并非解决了全部问题,有关“文革”的争议

也并未因此而完全停止.特别是在“文革”发动５０周年、结束４０周年历史节点

到来的前后,一股全面肯定“文革”,为“文革”翻案,甚至主张再来一次“文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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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流,正在向中华大地袭来.与此同时,另一股欲借“文革”５０周年祭之机集中

揭露“文革”的种种罪恶,甚至以此否定现有体制的思潮也席卷而来,从而引发了

社会各界关于“文革”到底是“好得很”还是“糟得很”的激烈争议.一场给中华民

族带来巨大灾难,且已为官方“盖棺论定”的政治运动为何时隔半个世纪后还能

引起如此激烈的争议呢? 两种极端相反的观点激烈争议背后的实质是什么? 这

不能不引起一切有良知、有担当的理论工作者认真关注和思考.

一、争议激烈———极端否定与极力肯定

１９８１年６月中共中央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对“文革”作了这

样明确的结论:“‘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
它根本不是‘乱了敌人’而只是乱了自己,因而始终没有也不可能由‘天下大乱’
达到‘天下大治’.”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
的政治大革命,既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基础.它必然提不出任何建设性的

纲领,而只能造成严重的混乱、破坏和倒退.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

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

的内乱.”〔１〕著名党史专家胡绳在其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中对“文
革”的评价是:“‘文化大革命’是在探求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努力走入歧

途的结果,是在错误理论指导下的错误实践.”〔２〕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
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也认为,“‘文化大革命’曾被宣传为‘触及人们灵魂’的思

想革命,并把‘斗私批修’作为这场‘革命’的思想‘纲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

革命的理论’被尊为‘革命’的指导思想.但是,‘文化大革命’所依据的这个理论

既不符合实际,又在许多方面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３〕

尽管“文革”作为一项政治运动,其理论与实践在中共中央文件和官方编撰

的党史和国史著作里都被完全否定了,然而,有关“文革”的激烈争议并没有消

停.从过去的争议情况看,无论是思想理论界还是社会上对“文革”的评价都呈

现出两种极端的态度和观点.
(一)对“文革”的极端否定

近年来,在思想理论界特别是民间仍有不少人对“文革”持极端否定态度,甚
至极力否定整个“文革”时期历史,他们充分利用网络技术,不仅搜罗、转贴各类

回忆“文革”的文章,甚至直接发文表达对“文革”的极端愤恨之情,在网上广泛流

通,并产生很大影响.较为有代表性的观点,如２０１５年的一篇题为«文革五十年

祭———互害模式下的中国»的网络博文不仅集中揭露“文革”期间自相戕害的种

种罪恶,还详细列举了“文革”期间自杀或被迫害致死的具体事例,并由此得出结

论:“文革的出现,是中国几千年人治社会开始失去道德底线和人性控制的标志.
十年文革,如此亿万人之间的互相诬陷迫害,如此任意胡编乱造的大量罪名
在人类历史之中也是首次出现.文革的出现,是中国历史几千年人治时期,在经

历了太平天国与义和团之后,没能纠正历史发展方向,没能改进社会管理方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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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然人祸.”〔４〕无独有偶,另一篇题为«文革五十周年:必须再来一次反文革»的网

络文章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该文认为,在“文革”结束后的１９８０年代,中国报

刊许多文章普遍称“文革”为“封建法西斯专政”.该文还指出:“文革唯一的正面

意义,是在客观上让遭受深沉磨难的中国人觉醒,认清专政制度的本质.”〔５〕

这种极端否定“文革”的观点与«历史决议»全面否定“文革”的观点虽然有形

式上的相似之处,即都明确否定了“文革”,但在否定的程度、方法、目的上却有实

质的差别.«历史决议»只是对“文革”的理论和方法以及效果进行了彻底否定,
但并不否定整个十年“文革”历史中党和人民所取得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与进

步,彻底否定“文革”的目的是通过实事求是地承认党的错误以吸取“文革”教训,
纠正“文革”错误,更好地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以及社会主义制度.而极端否定

“文革”者是想通过不加区别地否定“文革”运动和“文革”历史,无限夸大执政党

及其主要领导人的错误,彻底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以实现中国改旗易

帜的目的.
(二)对“文革”的极力肯定

近年来,与上述极力否定“文革”的观点相反,对“文革”极力肯定乃至赞誉之

声更是来势汹汹.一些人公然为“文革”张目,以对“文革”的“再认识”“再评价”
为名,突出强调它的“积极面”,甚至企图为“文革”翻案.例如,有著名学者在一

个读书会上公开声称“文革”具有世界历史意义,是真正的人民民主,他甚至宣

称:宪政民主就是毛泽东发动的“文革”,并由此主张封毛泽东为“现代中国的国

父.”〔６〕另有知名学者不仅具体论述“文革”的“合理因素”,而且建议:今天,我们

应把毛泽东所谓“文革七、八年再来一次”制度化为定期的全国性普选,这才是

“人民民主专政”或“无产阶级专政”的本质.〔７〕有历史教师也在一篇文章中明确

肯定“文革”是一场社会主义革命,它是党内两种思想、两条路线斗争的表现,是
一场反修、防修的斗争,是“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复辟资本主义道路?”两
种政治势力的较量,是社会主义新中国历史发展的一种必然.该文还声辩道:
“否定了‘文革’,否定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否定了毛泽东思想,结果就是资本主

义私有剥削制度的复辟;‘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现象重现,劳动人民‘吃二

遍苦,遭二茬罪’成为现实;什么黄黑毒赌贪,旧社会所有的沉渣泛起、污泥浊水

漫溢,唯一不同的特点就是:变本加厉! 所有的恶行,无时无刻不在‘创新’世界

‘吉尼斯’记录!”〔８〕也有“文革”亲历者在«纪念毛泽东»一书中公然提出:“必须翻

案,必须造反搞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并且认为,再来一次“文革”还不够,
“七、八年一次,进行几次,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他还提出:“彻底为

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平反昭雪.”〔９〕

除了上述两种极端的观点外,也有不少人表达了对“文革”部分肯定部分否

定的看法,但其中又分主要肯定、部分否定和主要否定、部分肯定两类观点.前

者认为“文革”虽然有失误,曾经出现了一些不该出现的事情,但是它的积极意义

远大于它的消极意义,正面作用远大于反面作用,如有些研究者在网络媒体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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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文章,虽然承认“文革”造成了一定的破坏,但认为“文革”的成绩是伟大的,而
缺点、问题是支流、次要的,强调“文革”是人民民主专政这一最伟大民主的伟大

实践〔１０〕,“文革”对抑制腐败是非常成功的,“文革”是社会风气净化剂及社会治

安安全网等,并且认为彻底否定“文革”导致社会风气日坏、党内贪腐成风、人民

群众对党的信任下滑、群体性事件频发等恶果.〔１１〕后者则持相反观点,虽然承认

“文革”的某些合理面,但坚持认为“文革”的手段是反文明的,如一篇题为«我们

不能忘记文革»的网络博文认为,“文革的初衷或许有其合理进步的一面,反官僚

主义就是文革最光辉灿烂的内核;但因为手段的反文明和灭绝人性,那点本来就

少得可怜的亮点也被无边的黑暗重重围裹.”〔１２〕除了上述两种部分肯定或部分

否定的观点还可勉强归入学术争议外,前面两种极端肯定和极端否定的观点,显
然都不属于客观理性的学术之争,而是主观偏激的政治之争.这种政治之争的

真正目的不在于弄清“文革”的真相,总结“文革”的教训,而在于表达各自既定的

政治立场和感情宣泄.耐人寻味的是,两种极端肯定和极端否定的观点貌似相

互冲突,但背后的实质却是高度的一致,即都是力图通过极端肯定或极端否定

“文革”来达到对现行体制的否定,以便回到封闭僵化的老路或走上改旗易帜的

邪路.

二、动因复杂———利益、理论、现实的三重纠葛

“文化大革命”作为一场延续十年之久、涉及党和国家以及社会生活各个领

域的政治运动,它所造成的影响和冲击绝对是史无前例的,事后人们对这场规模

巨大、内容复杂的政治运动的性质和效果有各种不同的认识与评价本来也是正

常的.但在“文革”问题上两种极端对立的评价展现得如此尖锐激烈,也是绝无

仅有的.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人们对“文革”的争议如此尖锐激烈呢? 仔细观察

对“文革”持有争议的人群就不难发现,他们有的是“文革”的当事人,在“文革”运
动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有着不同的处境、不同的视角和不同的体验;有的是长

期受“左”右两种错误思想理论灌输,戴着有色眼镜来审视“文革”;有的则是对

“文革”缺少必要的了解,或者对现实不满,借对“文革”的评价发泄自己的情绪.
可以说,“文革”争议的背后动因复杂,实质是利益、理论与现实的三重纠葛.

(一)源于利益得失的感情宣泄

大多极端否定“文革”者,许多是属于当年“文革”的受害者,如受到打击迫害

的“走资派”“反动权威”和“地、富、反、坏、右”等形形色色的所谓“阶级敌人”以及

他们的子女和亲属,他们是“文革”中的利益受损者,一提“文革”,无不伤痛难忘,
满腔悲愤,他们以亲身经历和切肤之痛控诉“文革”中遭受的残酷迫害,并希望彻

底清算“文革”.另一部分极端否定“文革”者属于当前改革开放政策的获益者,
他们害怕再来一次“文革”,自己的利益得而复失.当然,还有一些是因为改革不

到位而产生的既得利益者,更害怕“文革”式的“阶级思维”再来冲击到自身利益.
而“极力肯定者”中,则大多是当年“文革”中的积极参与者并被提拔重用的既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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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者.如在“造反夺权”高潮中,狂热地打、砸、抢、烧、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黑帮分子”的造反派,有的因此而得到了提拔重用,以群众代表身份被结合到各

级“革命委员会”政权组织中,从此平步青云,个人的政治前途也跟“文革”的前途

紧密联系在一起.因而,在“文革”中,他们属于颇为得意的一类人.“文革”结束

后,开展了大规模整党活动,他们就成了被清理的“三种人”,即追随林彪、江青反

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其中造反起家的人指

紧跟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造反夺权,升了官,干了坏事,情节严重的人.
很多在“文革”时期张狂得意的积极分子都被整肃处理而失势,即由“文革”“得益

者”变为了“失益者”,心中愤愤不平,因而极度怀念“文革”给他们的好处,留恋

“文革”中“激情燃烧”的岁月.但现实中也有个别“文革”受害者出于满足自身特

殊利益需要,对“文革”赞誉不已.
(二)“左”右两种极端思想理论的影响

在“文革”争议者中,除了上述两种利益得失因素外,还有“左”右两种极端思

想理论的影响.“从历史背景看,‘左右’问题是文革中的核心政治标准,不仅如

此,从更宽广的历史时段看,‘左’‘右’争执贯穿了新中国历史的全部,包括进入

２１世纪的今天.人们议论政策倾向或者高层领导人,也往往在用左右作为标尺

或光谱.”〔１３〕显然,“左右”问题也成为众多人士评价“文革”的重要因素.
从“左”的方面来说,一些人长期受“文革”前和“文革”中那套极左的阶级教

育理论灌输,固化地形成了阶级斗争思维,并成为其看待一切社会问题的根本政

治立场.对于这种极左的阶级教育对人的价值观的塑造,教育研究者杨东平有

过深入的分析:“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错误路线下,对教育的政治功能不

适当的突出和夸大,达到了荒谬的程度.教育从‘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发展为

到文革前夕‘阶级斗争应当成为学校的一门主课’,最后发展为文革中提出的‘学
校应当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１４〕“文革”内乱中,由于不遗余力地开展阶

级斗争、反修防变的教育,强烈地灌输阶级思维,“左”的意识形态走向了极端,对
人们的思想意识造成了极其严重的破坏.“文革”结束后,虽然通过政治上的真

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但由于改革开放实践的迅猛发展,没有来得及认真清理“文
革”遗留下来的思想理论上的“左”的余毒,致使“左”的理论在社会上仍然大有市

场,因而１９９２年初,邓小平在南巡谈话中还特别指出:“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

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左’带有革

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１５〕“文革”发动５０周年之际,有人还开会公然追

思作为“文革”政治符号的江青、张春桥,极力赞赏江青、张春桥,重新对他们顶礼

膜拜.从上述“文革”争议来看,“极力肯定者”中有不少是长期受“左”倾思想灌

输而不醒悟的官员、知识分子,如前面提到的一些“文革”造反派、“文革”年代老

知识分子和部分学者等,从他们肯定“文革”的言论中也可看出,“文革”式的语言

和思维方式在其脑海中已根深蒂固.令人惊异的是,其中还有不少“文革”中遭

受残酷打击迫害的老干部和知名专家学者,如上文提到的“遗老”马宾堪称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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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作为一名“文革”受害者,不仅把“文革”中遭受的屈辱和伤害忘得一干二

净,反而对“文革”大加赞誉,痴迷“文革”,并号召搞第二次“文革”.〔１６〕这也充分

说明,“文革”中“阶级斗争”“反修防修”“造反有理”“打倒一切”等极左思维在一

些人头脑中根深蒂固,否则无法解释为何“文革”受害者也痴迷“文革”? 正如邓

小平在总结历史经验时所说:“几十年的‘左’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势力.”“习惯

了,人们的思想不容易改变.”〔１７〕这种“文革式”阶级斗争思维具有黑白两分的绝

对化非理性特征.一旦涉及到对“文革”的评价,通常这种“左”的习惯思维成为

了他们习惯性的评判标准.与之相反,另有一些人则深受右的错误思潮影响,不
仅完全否定“文革”运动,而且完全否定整个“文革”十年历史.从现实来看,“极
端否定者”中有不少人是受西方价值观影响很深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们当时并未

直接受到过政治迫害,但受右的错误思潮影响,因为“文革”那一套妨碍了他们的

政治理想和思想自由.他们基于自己特定的政治立场,唯西方马首是瞻,以西方

的理论和价值观标准为唯一标准,因而极力否定“文革”也成了他们话语中的必

然选择.
在上述“左”右两种因素中,相对来说,“左”的因素影响和危害更大.众所周

知,在党的历史上犯过的各种错误中,“左”的错误所造成的影响和危害远远大于

右的错误.究其原因,就是因为过去人们往往把“左”的错误只是看成简单的工

作方法问题,而右的错误却被当成严重的政治立场问题,所以人们通常宁“左”勿
右.对“文革”评价中亦是如此,从社会上和网络中发表的各种评价“文革”的言

论与文章来看,持“左”的评价观点和拥护“左”的观点的人远远多于右的,由此不

难想象,一旦政治气候形成,“文革”卷土重来并不是不可能的,这不能不引起人

们的高度关注和警惕.
(三)对现实不满的一种折射

如果说,许多人源于利益得失和“左”右之分对“文革”持有争议的话,当前社

会上还有相当多的人并不是源于利益得失和“左”右之分,也在怀念“文革”,并发

出“现在还不如文革期间”的感叹,甚至企盼再来一次“文革”.这些人主要是对

当前社会现状不满而怀念“文革”,这其中大体分三部分:一是当年“文革”的亲历

者;二是富有批判精神的当代公共知识分子;三是对“文革”历史不甚了解的青年

学生.这三部分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既不是源于利益得失,也不是因为长

期受“左”的影响而肯定“文革”.他们之所以肯定“文革”,主要是看到当前改革

开放中出现的各种严重背离社会主义宗旨的乱象,如:官员腐败、社会风气败坏、
贫富差距悬殊、国有资产流失、工农地位下降等等,而这些现象在“文革”中是不

曾有过的,或没有这么严重.正是基于对当今社会现实中的不满,转而怀念和肯

定“文革”.毋庸讳言,由于“文革”的敏感性,我国有关“文革”历史的教育和研究

很不够,导致当下许多缺乏“文革”苦难体验的年轻人和底层群体对“文革”充满

浪漫想象,误以为“文革”就是老百姓整“当权派”,是为反“特权官僚”实现“官民

平等”的一场民主实践等,以至于感叹“今不如昔”,并向往“文革”式的政治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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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回到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的呼声越来越强烈.

三、以史为镜———让历史告诉未来

“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社会主义发展新道路历史征程中发生

的一次严重失误,为此中国人民乃至整个中华民族付出了一笔惨痛的代价.平

心而论,世界上任何政党或国家在探索发展新道路时都难免犯这样那样的失误

并付出代价.发生失误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能正视失误和纠正失误.虽然中

国共产党早在１９８１年就已经对“文革”公开作出了否定结论,并通过４年多拨乱

反正对“文革”进行了初步的政治清算,但由于种种原因,始终没来得及进行深入

的思想理论清算,因而十年“文革”留下的深刻教训并未得到应有的总结和吸取,
以至于时至今日,人们还在为“文革”究竟是“好得很”还是“糟得很”和“要不要再

来一次”争论不休,这种咄咄怪事不能不发人深省.历史与现实息息相关.历史

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未来的历史.总结历史是为了让类似的悲剧不再发生,从
这个意义上说,如何从“文革”历史教训中探寻未来发展的启迪,将历史悲剧转化

为推动历史的财富是“文革”研究者责无旁贷的使命与义务.
(一)“文革”历史不能遗忘

“文革”是中国历史长河中的一幕悲剧,它对执政党、国家和民族造成的危害

是全面而严重的.在这场所谓的“大革命”中,包括中共高层领导人在内的大批

党政军领导干部、民主党派负责人、各界知名人士都受到不同程度的诬陷和迫

害.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政协、政府和中共的各级组织,长期陷于瘫痪和不正常

状态.公安、检察、司法等负责维护社会秩序的机关也一度被砸烂,民主和法制

被肆意践踏.可以说,整个国家都出现了严重的政治危机和社会动乱.“这场由

文化领域发端的‘大革命’,对教育、科学、文化的破坏尤其严重,影响极为深远.
很多知识分子受到迫害,学校停课,文化园地荒芜,许多科研机构被撤销,在一个

时期内造成了‘文化断层’‘科技断层’‘人才断层’.这使得文化教育事业出现了

倒退,科学技术水平整体上同先进国家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历史文化遗产遭到

巨大破坏,优良的道德风尚在相当程度上被毁弃.”〔１８〕“文革”给中华民族带来的

创伤十分惨烈,教训极为沉痛.
应当承认,“文革”结束之初,就直接感受而言,绝大多数人不是不想总结历

史教训,更不希望“文革”悲剧重演.２００７年以来国家社科基金申报指南中多次

出现有关“文化大革命”的研究选题,如２００７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课题指南«中
共党史»研究项目中曾列“要注意对‘文化大革命’历史资料的搜集、整理以及对

有关问题的研究”内容;２０１５年度课题指南«党史党建»研究项目中列出“中国

共产党深刻总结‘文化大革命’历史教训研究”;２０１７年度课题指南«党史党

建»研究项目中再次列出“中国共产党深刻总结‘文化大革命’历史教训研究”等.
但是,因为“文革”研究的敏感性和复杂性,“文革”研究一直步履维艰.受害者不

堪回首,加害者不愿反思,后来者不甚了了.“文革”中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和珍贵

—４９—

学术界２０１７．６学术批评



资料逐渐遗忘于过来人的记忆里.医学上有一种失忆症,患者所丧失的记忆,有
时只限于对某段时间的事情,比如只记得很久的事而忘记近期的事.许多“文
革”中过来人的历史记忆便是处于这种失忆状态,对他们来说,历史是一种可以

选择性删除的信息.谈起中华民族五千年辉煌史如数家珍,而说起半个世纪前

发生的“文革”便“恍如隔世”.遗忘“文革”历史,对于过来人来说,也许心理上能

得到暂时解脱,但对年轻一代来说,则是莫大的遗憾.长期以来,我们从中小学

到大学的历史教科书,提及“文革”的,仅仅是一段文字极为简略的抽象表述.与

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西方二战大屠杀历史,逝去的时间远比“文革”长得多,但
各种纪念馆,年年对游人开放,各种纪念文字、电影、电视等文艺作品,年复一年

地在反思,各种层次的历史教科书,也从来没有放过这段惨痛的历史.其实,历
史本身就是一本教科书,不能任意剪裁,更不能轻易遗忘.一个民族的历史是一

个民族安身立命的基础.不论发生过什么波折和不幸,不论出现过什么困苦和

灾难,中国共产党９０多年的奋斗史,中华人民共和国６０多年的发展史,都是人

民书写的历史.〔１９〕由于过来人对“文革”的失忆,使得众多年轻人对这段历史也

处于失语状态,他们不知“文革”到底为何物,也不明白今天为何仍有人怀念“文
革”? 前总理温家宝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针对在重庆“唱红打黑”的薄熙来现象

谆谆告诫人们,不能忘记“文革”复归的危险,要人们提高警惕,这种担忧并不是

空穴来风.让“文革”历史被遗忘,虽然表面上可以暂时达到停止争论,“团结一

致向前看”的目的,但实际上就像给身患重症的病人仅仅打上止痛针,而不刮骨

疗毒,病症只能越来越严重,直至一命呜呼.同理,“文革”的余毒不肃清,国家和

社会最终难以长治久安.因此,一个负责任的民族应该通过建立“文革”文物展

示博物馆、纪念日和专门的学术研究机构等方式重塑国人对“文革”的集体记忆,
让后人知道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什么,“文革”到底是什么.只有牢记历史,才能真

正达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目的.
(二)“文革”研究应该客观理性

在中国传统史学中,虽然有“当代人不修当代史”的惯例,但“文革”作为一段

特殊的历史,且已过去半个世纪了,主要当事人都已离世,因此,客观理性地研究

“文革”的氛围和条件已基本具备,“文革”研究应当提上学者们的议事日程了.
尤其是当网络上各种偏狭、偏激的“文革”评价甚嚣尘上时,严肃、严谨的“文革”
学术研究不应该缺场.

首先,学术研究不宜夹带个人情绪.毋庸讳言,人们在解读或研究历史时,
通常难免带着个人情感来对待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同样,在研究和评价“文
革”时,也有不少研究者或是出于对受害者的同情,或是作为亲历者的感受,为证

明“文革”的错误或正确,就对“文革”历史直抒胸臆,评头品足.如果说“文革”结
束之初,一批老干部、知识分子刚从“文革”恶梦中苏醒过来,创伤未愈,记忆犹

新,所议评价“文革”的言辞不免带有强烈个人情绪还是可以理解的话,那么,历
史的脚步迈入２１世纪的今天,作为历史研究者仍然夹杂个人情绪参与“文革”争

—５９—

学术之争还是政治之争



议,就不能以全面、客观的态度思考和分析“文革”,因而难以彰显学术理性.在

这方面,当年作为“左”倾错误受害者的解放军高级将领黄克诚所讲的一段语重

心长的话值得我们警醒,他说:“有些同志,特别是那些受过打击、迫害的同志有

些愤激情绪是可以理解的.大家知道,在毛主席晚年,我也吃了些苦头.但我觉

得,对于这样关系重大的问题,决不能感情用事,意气用事.我们只能从整个党

和国家的根本利益出发.”〔２０〕黄克诚这段话虽然主要是针对如何评价毛泽东而

谈的,但在如何评价“文革”的问题上同样是适用的.如果研究者跳不出对“文
革”的加害者或受害者的个人感情之局限,不排除“文革”亲历者的情感纠葛,就
很难客观、理性地研究“文革”.

其次,学术研究应排除自身利益得失的纠葛.基于自身利益得失来研究历

史,同样无法忠于历史、还原事实.就“文革”研究来说,“文革”中既有得益者,又
有受害者,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也都还健在.基于“文革”中的不同经历和利益得

失,他们谈起“文革”,往往各执一端,且所得结论大相径庭.从前面争议中可以

发现,在得益者看来,“文革”是一场“整当权派”的思想革命,好得很;在受害者看

来,“文革”却是一部“全民发疯”的离奇惨剧,糟得很.也就是说,当得益者和受

害者双方都拿自己一方的利益得失来做标准,就难免会陷入当事人利益纠葛的

缠斗之中.摆脱不了利益的羁绊,就难以呈现出“文革”历史的本来面貌.所以

“文革”研究不能仅从个人自身利益的立场出发,而应该从国家和社会的整体利

益出发来考察和研究,才能得出相对客观理性的认识.
最后,学术研究还要跳出“左”右两种极端思维的束缚.“左”右两种理论思

维之争无疑是妨碍人们正确研究“文革”的最大思想障碍.这种争论具有浓厚的

意识形态色彩,争论者往往不从实际出发,只从政治理念出发,并带有“肯定”还
是“否定”这个非黑即白的简单思维,甚至不允许不同意见者发表自己的观点.
研究者一旦受到“左”右这两种极端思维的局限,就很容易混淆黑白、颠倒是非,
把歪理当作真理,把邪道当成正道,从而自觉不自觉地站到“非左即右”和“唯我

独革”的立场上去.从某种程度上说,“文革”史研究得不到正常发展,主要思想

障碍也在这里.因此,作为“文革”研究者,只有超越“左”右意识形态争执,才能

把事情讲清楚,倘若一直被绑定在“左”右两种极端思维的话语束缚中,就很容易

左右自己的看法,难以科学地开展“文革”研究.如前文提到的“文革”研究者崔

之元,本身对“文革”不了解,但受到“左”倾思想灌输,便认为“文革”过七八年就

应该再来一次.因此,以“左”右意识形态为主导的“文革”研究,终究不是历史学

学术研究应有的正道,换言之,推进中国“文革”研究进入历史学学术的轨道应跳

出意识形态固化的理路.对此,历史学者金大陆在«非常与正常———上海“文革”
时期的社会生活»一书的“题旨与结论”中曾就“文革”历史学学术研究是否可与

意识形态切割的问题做了科学的解答,他说:“固然,‘文革’运动具有高度的意识

形态特征,甚或就是意识形态性质的革命,那就是既以‘意识形态革命’为引导,
又以‘意识形态革命’为目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文革’研究就难以回避‘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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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态革命’的特征和影响,即不可避免地要搅扰在‘意识形态革命’的漩流中———
因为研究的‘内容’和研究的‘立场’、研究的‘方法’是可以剥离的.这就是说,即
便‘意识形态革命’是凸显的主题,是重要的内容构成,却不可以是研究的‘引导’
和‘目的’(强调是‘历史学’,而不是‘政治学’的研究).”〔２１〕

(三)“文革”历史悲剧可以转化为历史财富

纪念“文革”,研究“文革”,既不是要搞对参加“文革”者的个人清算,也不是

要为“文革”翻案,而是为总结和反思“文革”的历史教训,将“文革”的历史悲剧转

化为中华民族的历史财富.邓小平说过:“过去的成功是我们的财富,过去的错

误也是我们的财富.我们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但是应该是‘文化大革命’也
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训.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

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２２〕一位“文革”研究者也

认为:“文化大革命”虽然破坏了若干历史文物,伤害了一些文化人,也伤了一大

批干部,还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经济的发展,但“应该说,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
则不可能在七、八十年代中国会有政治气氛的某种改善(政治气氛的改善将推迟

在若干年后),也不可能在七十年代末有改革、开放政策的提出与实施(改革开放

政策的提出与实施将推迟在若干年后),人们的言谈举止还会要时刻保持小心与

谨慎,极左而僵化的经济信条将继续而绝对地统治着大陆经济.”〔２３〕这说明,只
要全面深刻地反思和研究“文革”,彻底地吸取“文革”惨痛教训,它同样能成为推

动中国历史前进的宝贵精神财富.
诚然,“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探索社会主义新道路时付出的一笔巨大

学费,但付出了学费就应该得到经验教训.对此,官方和学术界都有各自应尽的

历史职责.一方面,有关部门不能仅满足于在政治上定性而回避“文革”历史的

进一步研究.应通过开放历史档案、鼓励正常的学术交流、学术研究,引导学术

界认真反思和总结“文革”历史经验教训,通过各种方式的“文革”教育使年轻一

代获得真实的、而非扭曲的“文革”历史,重塑他们对“文革”的历史印象.同时,
也要防止一些人打着研究“文革”的旗号搞历史虚无主义,否定改革开放,否定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需要指出的是,这样做为的是让人们认清和把握“文革”
的实质,从而防止类似“文革”的悲剧重演.另一方面,学术界也不能热炒“文革”
历史,以“爆猛料”“再评价”等方式吸引眼球,而应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按照学

术研究的规范和要求多层面研究“文革”,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的研究让后人全

面、准确地知晓“文革”历史本来的面貌.如在宏观层面上研究“文革”的理论、路
线及方针、政策;在微观层面上从“文革”史的个案研究出发,进行不同地区、不同

群体之间的对比研究,从具体的人物、事件中去认识“文革”、研究“文革”.在扩

大史源、创新研究方法上下足功夫,如趁一些“文革”亲历者还健在,抢救重要当

事人的口述历史资料,做好民间史料的收集和整理等.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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