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雾霾下的文革历史 
 

王友琴 

 

一．48年后卞仲耘之死登上了大报纸 

 

48年前，1966 年 8月 5 日，卞仲耘校长被打死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里。这是北

京文革中被打死的第一人。13天后，该校红卫兵宋彬彬在天安门城楼上给毛泽东戴上了

红卫兵袖章。在毛泽东和宋彬彬之间发生了从其名字“彬彬”生发出来的“要武”对话，

立即传到全国。在城楼下，一百万红卫兵高举红色塑料面的毛语录本，高呼万岁走过广

场。这是中国有史以来人数最多气氛最为狂热的集会之一。会后，暴力和杀戮大规模升

级。在此后的 20天中，仅在北京就有 1，772人被红卫兵打死。这是中国有史以来规模最

大的非战争非军人对非武装普通居民的杀戮之一。杀戮的武器不是枪和刀，而是红卫兵的

拳头棍棒和铜头皮带—— 那也是他们的装束的一部分。杀害过程往往长达数个小时甚至

数天，应该被称为虐杀。 

 

对无辜者的生命和中华文明这种野蛮摧残，应该被记录、分析并受到谴责。多年来我写作

文革历史，一方面尽力收集来自那个时期的文字材料，一方面采访文革经历者。要写出

1966年的红卫兵暴力和红八月恐怖，需要广泛而系统的资料收集，不能只凭印象和零散

材料。余英时教授把我的研究方法称为利用了孔子说的“文”和“献”两种资料来源。在

孔子的书里，“文”和“献”是两个词，分指“文字”和“口述”两种史源，并非我们现

在说的“文献”是单指文字材料的一个词。 

 

这不是卞仲耘一个人的惨剧。在同一所学校中，20天后，有一名附近饭馆的女服务员被

绑在化学实验室的柱子上被打死，她只有 18岁。卞仲耘被打死时 50岁。多年来红卫兵们

一再说卞仲耘死亡是因为她有高血压和心脏病。十八岁的女服务员不会有高血压心脏病

吧。 

  

这也不是一所学校的惨剧。在我调查过的北京的十所女子中学里，在 1966 年 8月，共有

三名校长和三名教员被打死。他们的名字是：沙坪，韩靖芳，北京第三女子中学；梁光

琪，北京第十五女子中学；孙迪，北京第十女子中学；齐惠芹，北京第四女子中学。在遭

受侮辱、殴打和监禁之后“自杀”身亡的人未包括在内。（这里在自杀二字上加了引号，

因为这根本不是平常意义上所说的自杀。）在二十多年的调查中，在全国范围内，还没有

发现文革中没有发生过暴力迫害的学校，也找不到没有受到暴力迫害的校长。打死卞仲耘

校长，仅仅是这场规模巨大的惨剧也是丑剧的开端。 

 

这也不仅仅是校长和教员的惨剧。红卫兵发明了“红五类子女”“黑五类子女”的说法和

一副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对一大批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青少年

实施迫害。例如，1966 年 8月 19日，也就是第一次天安门广场百万红卫兵集会的第二

天，北京师范学院附属中学的红卫兵打死了该校数学教师田钦的弟弟田悦，北京 106中学



的学生。打死田悦的“理由”是“冒充红卫兵”，因为他的父亲是毕业于燕京大学的一名

会计，他不属所谓“红五类子弟”。在北京八一学校，不但该校领导和教师被“斗争”，

十三岁的六年级小学生习近平也遭到殴打，还被“游街”，因为他的父亲习仲勋那时是

“反党集团”成员。今天，他是中国的最高领导人。 

 

这也不仅仅是校园惨剧。红卫兵暴力从校园扩大到校外。在北京有近十万人被红卫兵抄家

后扫地出门驱逐到农村。当时私人企业早已不存在，结果住在自己的私人房产里的人成为

主要打击目标。他们被抄家、毒打，甚至被活活打死，尽管他们已经顺从地交出了房契，

尽管当时的宪法写着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通过红卫兵暴力，文革废除了中国人最后的私

有不动产。今天，中国的居民住房大多数都属于私人所有。 

 

文革在 1966 年开始，在 1977年正式结束。“特别法庭”在 1981年宣布了十六名文革

“主犯”受到审判。在 1980年代初也开展了“彻底否定”文革的教育。但是 48年来，对

卞仲耘之死和对这场红卫兵暴力的报道一直不被准许发表。2000年，我做了一个网页纪

念文革受难者。卞仲耘之死是网页上最早的一篇。网页做在芝加哥大学的服务器上。17

个月后，文革受难者网页被封锁。现在已经被封锁了 12年。2004年，我出版了 52万字

的《文革受难者》一书（香港，开放杂志社），内有 659个文革受难者的名字和他们的受

迫害经过记录。“卞仲耘”是其中最长的一篇。有多名读者告诉我，他们在香港买的《文

革受难者》书，回大陆时被海关没收。 

 

事实上，文革受难者书里和网上纪念园里的受难者们，都在文革后得到了“平反”；他们

的家人得到了 420元钱，作为抚恤金（180元）和丧葬费（240元）。把他们的名字放在

一个网页上或者一本书里就遭到封锁禁止，是不可理解也可以理解的事情，取决于什么角

度和以什么标准来衡量。一方面，记录一个个已经得到“平反”的人，为什么不可以？另

一方面，一个人的受害和千万人的受害，确有质的区别。文革中红卫兵迫害殴打杀害校

长、老师和其他“牛鬼蛇神”，属于现在说的“群体性杀戮”和“群体性迫害”。这一说

法，是学者在描述希特勒的纳粹党在 1930-1940 年代对犹太人的杀戮和迫害时提出来的。

因为传统已有的罪恶名称无法描述那场用种族为理由进行的对几百万人的屠杀，所以需要

使用新的术语。文革用“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罪名，迫害了如此众多的教育工作

者和学生，是一个典型的“群体性杀戮”或者“群体性迫害”。文革制造的给人民带来巨

大祸害的社会转型，主要是通过这种群体性迫害来实现的。 

 

为了回避这场迫害的严重性质，就不准谈论这场残酷的迫害的整体，进一步也就不让谈受

迫害的个人如卞仲耘？——但是我无从知道封锁文革受难者网页的当权者是不是这样推理

和考虑的,而且也不知道他们是谁，如何作出封锁的决定。法院的司法判决署有法官的名

字，也允许上诉，对网页的判决却没有程序。我问了北京人。没有人回答，有人甚至认为

这问题提得奇怪，似乎历史写作就像天气阴晴雨雪，只有接受，不必问情由。  

 

从 2004年《文革受难者》出版，十年过去了。对受难者网页和书的封锁依旧 。然而，十

年后，2014 年，戏剧性的变化发生了。《文革受难者》书名在中国大陆的大型报纸上出

现了。不过，不幸是以负面的方式被提到。2014 年 3月 13日，中国发行最广的刊物之一



《南方周末》发表了整整四版长的文章，主要内容是对宋彬彬的专访。在详细描述了宋彬

彬怎么在天安门上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袖章之后，提到了我的名字和《文革受难者》书

名。《南方周末》没有介绍书的内容也没有说明出版社和出版地点，也不加论证，就声称

这本书“歪曲事实”。 

 

“歪曲”了什么事实?他们认为的“事实”是什么？他们没有说。对一本 52万字长的、在

大量调查访谈基础上写成的大书，用三言两语给报纸读者灌输一个否定性结论，这种武断

让人吃惊。报道并未指出这本书的哪一页哪一段那一行不是事实，就作此断言，不是一个

大报纸应有的文风。此外，指控一本读者还未有机会阅读的书“歪曲事实”也显得相当奇

怪。 

 

 

二. 向受难者还是向宋彬彬道歉？ 

 

关于卞仲耘之死的看法分歧，至少是在两个层面上的。一个是在事实和逻辑层面上的，一

个是在判断所依据的道德原则层面上的。在后一方面，各方有不同的道德原则和价值评

判，对文革有不同的看法可以各自表达。但是在前一方面，可以也应该辨清。 

 

不但对卞仲耘案件，《南方周末》报道对《文革受难者》书中写到的另外两名受难者张放

和李文波做了不合事实的描述。该报道声称“不少受难者本身也选择了遗忘”。他们没有

提受难者张放（北京二龙路学校英语教员）被剪掉头发和丢在坑里半活埋的悲惨遭遇，却

说张放的女儿烧了关于张放受迫害的案卷，不让弟弟知道。事实正相反。张放老师的家人

不但从来没有烧过案卷，而且收集保留了有关资料，并为她修了坟墓立了石碑。张老师的

孩子看到了这篇报道立即给我写信，传来了他们全家写好的想要发表而几十年来无法发表

的纪念张放老师的文章。 

 

《文革受难者》写到，1966年 8月 25日，第十五女子中学的红卫兵到广渠门内大街 121

号居民李文波家抄家。李文波住的房子是他自己的，以前有过小产业。红卫兵指控李文波

用菜刀砍了她们（其实另有不同说法），当场把李文波打死。李文波的妻子刘文秀两周后

被判处死刑枪毙。《南方周末》文章把李文波说成是“杀人高峰出现的缘由”。把受难者

说成是大规模虐杀的原因，这完全是本末倒置。在《文革受难者》书中已经写出，在李文

波被打死的前一天，北京单日被红卫兵打死的人数就已经达到了 44人。 

 

我和《南方周末》联络，要求让我说明事实。我的意思很明确：你们可以对红卫兵暴力有

不同的看法和评价，但是不能编造事实。他们回答说，关于这件事情，中宣部已经作了批

示，不让他们再发表任何有关文章。也就是说，宋彬彬和其“团队”（一些人如此自称）

发表完长篇大论以后，受难者家人和我不被准许发言。至于是哪些部长作了批示以及批示

了什么，他们不肯告诉。人们只能猜测：这是意味着从前不准发表文章谈论文革的政策变

成了只让单方面说话？还是在单方面说够以后，又要回到不准谈论？ 

 



听说写报道的《南方周末》记者冯翔在文革后出生，我担心他因年轻而不了解历史细节，

就找到了号码给他打了电话。我说，他在报道中描写谢富治和宋彬彬在天安门城楼上商量

给毛泽东献袖章，口气中把谢富治当作一个一般的大干部；他是否知道谢富治在文革后被

“特别法庭”定为对文革负有重大罪责的 16名“主犯”之一。谢富治患癌症死于毛泽东

之前，否则 1976年 10 月抓的就不是“四人帮”而是“五人帮”。冯翔反问：“主犯又怎

么啦？”然后他质问我：“你为什么还不向宋彬彬道歉？”  

 

这是第一次有人直接要我向宋彬彬道歉。我有点惊讶，不过也不太惊讶。多年来宋彬彬和

她的“团队”一直在重复表达这样的意思，只是没有说得那么直白。《南方周末》文章也

通过某位受访者之口不指名地做了这样的要求。一本题为《故事不是历史》的书已经出

版，意思是我写的是“故事”不是“历史”。 我和冯翔的电话谈话未能继续。这位记者

并无兴趣对他文章中的事实、逻辑等问题作讨论。  

 

这就是卞仲耘之死在 48 年后终于登上媒体的故事。卞仲耘之死，包括 1966 年 8月的其他

红卫兵暴力受难者之死，他们的被害过程，当时在大庭广众和光天化日之中发生（当然也

有在黑暗中秘密发生的），既不被当作秘密，也并不复杂。被害者是群体性的。施暴者也

是群体性的。对暴力迫害的法律上和道德上判断，更是清楚的。中国是文明古国，从来没

有这样的由青年学生大批打人杀人的传统或习俗。除了文革理论，找不到任何把卞仲耘之

死合理化的“理由”。但是，卞仲耘之死硬是被排除在历史记载之外几十年。在大陆印行

的几部文革通史，都没有提到卞仲耘之死和“红八月”杀戮。假使没有《文革受难者》，

卞仲耘之死和其他大批普通受难者的死亡，全无报告，就像没有发生过一样，连《南方周

末》这篇报道也全不需要费心制造。48年之后，卞仲耘之死终于登上大型媒体时，四大

版的文章，由红卫兵担任叙述主角，全文的目标是要求揭示和记录了卞仲耘之死的我向宋

彬彬道歉。 

 

这不给人一种超现实的荒诞感觉吗？这不仅仅是在冒犯一本书或者一个作者，这是在挑衅

千千万万文革经历者的智商和道德准则。因为中宣部长们的“批示”，这个长篇报道（应

该说是这些年来关于文革的一个超长的报道）发表之后，在媒体上没有出现争论和异议。

这种情形使人想到，近两年来人们开始关注空气污染， “雾霾”成为人人知道的词语，

不像从前，很多人不认识“霾”字，不知道该念“li”还是“mai”。其实，空气污染存

在已经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现在北京的天气预报已经增加了“空气质量”一项（在阴晴雨

和温度等之外）。可是就在不久以前，北京的美国大使馆在其网页上报告 PM2.5（即能直

接进入肺泡的微小粒子）浓度还被认为是一种阴谋或者捣乱。现在，在文革历史的写作

中，思想的雾霾也已经落下。暴力迫害的规模和组织性在被否认，暴力杀戮的起因在被否

认，说出历史真相的作者遭到攻击。在雾霾造成的昏暗中，事实与谎言，罪恶与正义，善

与恶的本来相当明显的界线，被混淆甚至倒置。而且，这种思想雾霾已经和正在伤害社会

道德的肺泡。  

 

 

三．既然习近平也是“红八月”受害者，为什么红卫兵暴行不准报道不准否定？ 

 



曾有四位退休长者约我见面，还请我在很贵的饭馆吃饭。这让我很不好意思。他们说，他

们是北京师范大学的同班同学。他们还告诉我，《文革受难者》书中写的两名受难者张辅

仁和靳正宇，是他们的大学同班同学。在 1966年“红八月”中，他们班还有一名同学被

害死。她的名字是廉秀文。廉秀文毕业后分配在北京地安门中学教书。她还没有结婚，住

在父母家中。父亲从前是小商人。红卫兵抄家，命令他们交出隐藏的枪支，他们交不出

来。红卫兵说不交出枪来就在下午打死他们。廉秀文在中午跳楼身亡。 

 

廉秀文老师是《文革受难者》里没有写进的受难者。如我在书的扉页上表达过的意思——

这本书远远没有记录全文革中发生的迫害和杀戮惨剧，因此我对死者抱歉，并请求生者协

助做进一步调查。他们说的张辅仁，是北京外国语学院附中教师，1966年 8月 19日在学

校中和另一名老师张福臻一起被打死。那是宋彬彬在天安门上给毛泽东献红袖章的第二

天。靳正宇是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第二中学的语文老师。在 1966年 8月 25 日被该校红卫兵

打死。同日还有该校负责人姜培良和一名高二学生曹滨海的母亲樊希曼也在学校中被打

死。  

 

我写《文革受难者》的时候，只知道张辅仁和靳正宇两位老师死得非常悲惨，并不知道他

们是大学同班同学。现在知道在北京师范大学一个三十来人的班里，在 1966 年 8月，有

两人被打死，一人被逼“自杀”。教员的这种死亡密度，让我再次震惊与悲愤。我感谢四

位老师的指教。我敬佩他们。他们的正义感和责任心不因他们年老而消退，而是变得更加

深沉有力。他们自费出版了书，写出历史事实和对暴行的谴责。他们和作为新闻公器《南

方周末》那篇关于红卫兵暴力报道的轻浮和偏向成为鲜明对比。 

 

四位老师中，陈老师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八一学校。像其他中学一样，这个学校在文革

中发生暴力迫害，包括毒打和“自杀”。陈老师说，文革开始时，习近平在她教的六年级

语文课上。习近平的父亲当时被关，他是所谓“黑五类子女”。他遭到殴打，还有一次被

“游街”。习近平住校，有一天问陈老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事情？（指打人和暴力迫

害）。她说，她当时没有能很好回答这个六年级小学生提出的问题（当时谁又能呢？虽然

回答问题是老师的职责）。她知道他很痛苦，但是他很沉稳，不参加作坏事，没有去“造

反”和打砸抢，没有害别人。 

 

我做过大量的文革访谈，从不泄露消息来源。这是重要的原则。这里我写到陈老师，因为

她和我谈过之后，当国际记者请求采访，她也爽快地答应，并且留下了录音，让记者采

用。陈老师谈了 1966年 8月她的三名大学同班同学也是中学教员死于红卫兵暴力，也谈

了习近平遭遇的欺负和侮辱。她为历史作见证。她从道义原则上看待这件事情：应该揭露

和反对这种对一个小学六年级的 13岁少年的身体和心理的摧残，并不是因为他现在是中

国的最高领导人。 

 

我曾听到一种说法：高层权力人物不会喜欢别人说他们以前的倒霉事情，普通人应该回避

说这类事情以免招来麻烦。我不知道是否今天的高层领导人都这样想。但是陈老师并无这

样的顾虑。她陈述了历史事实，阐明了她的价值原则，也表达了她的期待。她当然已经不

年轻，但是外貌端庄，言辞清晰，有思想，有勇气。她能扫除对那一代人的过分谨慎、胆



小窝囊的刻板印象（即使有这样的情况，也应该说是长期的精神压迫所致。想想他们经历

了什么吧。一个班的大学生，毕业六年之后，一个月间就有三人在红卫兵暴力下丧生，还

不准说）。她比很多出生于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的文革经历者在精神和道德上年轻和正

直。因此我认为应该把她的故事写出来和读者分享。  

 

《南方周末》报道引用了多名受访者的话，为宋彬彬帮腔，显得人多势众、蔚然成一阵营

的样子。在《南方周末》报道之后，一位知名作家向很多人打听：这篇报道有什么背景？

有什么大人物在幕后？我理解这种做法，虽然我认为判断应该首先来自历史和道义的角

度。我甚至也同情，为什么几个在两年跟我说他们是在宋彬彬和我之间的“第三边”的

人，在《南方周末》的报道中已经站到宋彬彬一边。当媒体控制作家的发表的时候，作家

为了发表，就得打探媒体的某种行动的权力背景。我好奇这一打探的结果。他最后打听到

了什么？《南方周末》报道是来自习近平的支持？只是宣传主管部门的决定？还是仅仅是

宋彬彬和她的“团队”的意向？ 

 

既然当今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也曾是红卫兵暴力的受害者，那么，为什么关于红卫兵暴力的

报告和分析，在 48年之后还被禁止，而且遭到无理攻击？这是需要思考和回答的问题。 

 

可以相信，假使 1966年时北京八一学校殴打侮辱了习近平的人知道 47年后他会成为中国

最高领导人，一定对他网开一面，虽然他们会照样迫害别的人。可以预料，《南方周末》

和写批示禁止反驳宋彬彬的中宣部部长们（《南方周末》人说是有三位），也不敢直说少

年习近平所受的迫害是虚构的“故事”。但是，这些掌握媒体的人仍然全面禁止报告红卫

兵暴行的做法。实际上，在 48年之后，在“逐渐改变”和“谨慎稳妥”都不再能成为讳

说文革历史的“理由”之后，这种做法是在肯定文革对千千万万父母有“问题”的青少年

人的迫害（且不论他们的父母是否真有“问题”），是在肯定对教育工作者的大规模的残

酷迫害，是在肯定把住在自己拥有的房屋里的人打死的财产政策。对红卫兵暴行的记载和

评价实际上关乎社会经济和法律制度的重大原则：是否宪法所说的保护公民人身安全和私

有财产只是一纸空文？是否可以不经法律程序就关人杀人？是否可以用暴力没收私人财

产？ 

 

1966年夏天已经让我们看到了文革理论的恐怖实践。关于红卫兵暴行写作的限制和单边

禁令，显然不仅事关历史写作，也事关亿万人的现实和将来。 

 

 

四．雾霾和蓝天之间的选择 

 

2010年春天，宋彬彬和她的“团队”开始了他们新一轮的否认行动。他们在电子刊物上

发表了很长的文章，其中部分内容发表在那一年 8月的《炎黄春秋》杂志上。事后，《炎

黄春秋》编辑问我是否做争论，于是我在他们的 10月号上发表了《恐怖的红八月》一

文。文中列出了 1966年在北京死于红卫兵暴力的 87个受难者的名字和他们的工作单位或

者住址。（因为纸面刊物篇幅限制，外省部分没有能写入。） 我认为，全面介绍红八月

的大规模暴力和死亡，才能说清楚卞仲耘之死是怎么发生的以及发生的原因。而宋彬彬和



其“团队”的文章一直回避着红卫兵暴力的总图景。也是在那年 10月，我还在《南方周

末》上发表了一篇三千字的短文，题为《“开了个好头”：红卫兵道歉》，写的是我在调

查采访中看到北京外国语学校申小珂等红卫兵给程璧老师的道歉信。我认为，这些红卫兵

道歉不但是他们表达心声，而且，一方面使得未经历文革的年轻人了解文革历史，另一方

面给社会带来了一股道德的清新空气——他们是自愿道歉的，而不是出于实用需要或外界

强迫，所以是出自个人道德。实际地说，红卫兵道歉也是一种可行的正视历史及和解社会

的方法。 

 

这篇写红卫兵道歉的文章发表后引起了反响，多篇相关报道很快跟进发表。接着，道歉之

声在 2011年薄熙来的声势浩大的“唱红歌”中沉寂。（薄熙来在更早的时候曾经请我采

访过的对红卫兵暴行作过调查的老师免费旅游并赠予礼物令其闭嘴）。然而，在 2013年

有更多红卫兵站出来在平面媒体或者网路上道歉。红卫兵道歉在 2013年底因为陈小鲁道

歉而达到高潮。陈小鲁的父亲是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长陈毅，他本人是文革中著名的首

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负责人，北京第八中学的文革委员会主任。他的身份使得他的道歉

更有冲击力，甚至成为国际新闻。几家国际大媒体不约而同来电话问我的看法，显然他们

把这几例红卫兵道歉看成了中国对文革态度的变化和进步。 

 

直到 2013年 12月 31日，宋彬彬的“团队”还在发表文章指控卞仲耘丈夫曾出示的一份

当年的调查记录是伪造的。他们在一月初突然改变了方向，也加入了“道歉”之流。当人

们还在议论她的道歉究竟是否真诚等等，他们又一个急转身，在《南方周末》上要别人向

他们道歉，包括活着的人和已经死亡的人：上文已经说到，一名被红卫兵打死的小业主李

文波，在文中被他们说成是红卫兵大规模杀戮的原因。 

 

大报纸的四大版是有威力的。《南方周末》不准在他们报上发表不同意见。别的媒体也不

被准许发表有关文章，已经准备好的文稿只能扔掉。一些传言在私下流动。有几个人，有

中央级大媒体的中层负责人，有消息灵通的文化人，都说一本准备了几年要在 5月发表的

题为《我们忏悔》的书已经被禁了，印好的书已经打成纸浆了，等等。那本书的内容是一

群作者忏悔他们在文革中当红卫兵做了的事情。后来我了解到书还在，不过确实阻碍重

重。但实际上这种传言的产生和流传，已经表现了人们的沮丧和压抑。这样的文化气氛多

么令人难受！  

 

北京的一位编辑说：这里没有人研究文革，因为写了文章不能发表。不能发表就提不了职

称。所以，没有人写文革。他说得直截了当，清楚明白，简直让人很难给他反应：同情？

失望？还是显得一样愤世嫉俗玩世不恭？ 

 

48年过去了。48年是一个什么概念？如果上大学，可以毕业 12次。也就是说，一个人可

以在 48年里学完 12个不同的专业，变成一个“全才”。在卞仲耘被打死和习近平被打

48年之后，应该是人们不但能知晓历史事实，而且能分析发生的原因，知道防止的办

法，而且应在探索与实践与文革截然不同的生活方面取得长足的进步。然而，《南方周

末》的报道给出的是令人丧气的信息：在 48年之后，事实仍然不容报道，受害者方面仍

然无权说话，开倒车甚至倒过了 1981年特别法庭对文革的那场不完全的审判。连道歉和



忏悔这些刚刚开始冒头的良性行为，都因此而被压下了。物质的雾霾不但挡住了人们的视

线，让人看不清世界，同时雾霾被吸入肺部，也损害人们的肌体的健康。精神的雾霾也是

这样，让人们看不清历史，也损害着人们道德和理性方面的健康。当人们已经意识到物质

的雾霾并且想要设法解决的时候，这种精神的雾霾呢？ 

 

在卞仲耘校长被打死 48 周年纪念日前，我去看望了王晶尧先生。他已经满了 93岁。他的

妻子卞仲耘被打死的时候，他 47岁。他在妻子被打死后，立即买了一个照相机拍摄了当

时的场景。他也始终保留着妻子被害时的血衣和被打得金属表链都被撕裂的手表等等。他

当然已经苍老，但是健康好于多数他的同龄人。他带上眼镜，看了一段我去年发表的长篇

文章《文革斗争会》。卞仲耘就是在暴力斗争会上被打死的。我坐在他对面望着他。在隔

开我们的桌子的上方，是卞仲耘和他的照片，那时他们不到三十岁。我想到，这位老人的

生命中有一半，是在妻子被打死的阴影中。他们一家经历了悲惨的文革迫害，但是他从来

没有放弃，他尽了他的努力来抗争。他的坚持，使得即使 48年之后，也无人能绕过卞仲

耘之死的历史事实。感谢王晶尧老人，也感谢教过小学六年级生习近平的陈老师，他们对

历史的坚守为我们带来一片道德的蓝天。 

 

关于红卫兵暴力，新的情况发生在 9月 19日。在首都师范大学附中的教师节庆祝会上，

1966年的高二学生马晓力讲话反省自己并带领在场的老学生和年轻学生向 1966年 8月在

校中被打死的老师喻瑞芬和学生田悦默哀一分钟。被《南方周末》阻断半年的正气正在回

归。喻瑞芬和田悦，都是《文革受难者》书中的人物。在这本书在香港出版十年以后，喻

瑞芬和田悦的名字终于回到了他们遇害的地点。出版了这本书的《开放》杂志编辑也是反

抗雾霾带来蓝天的人之一。经历了北京的雾霾的人应该特别知道蓝天的宝贵。雾霾不是自

然的天气现象，不是“古已有之”的，是人为造成的。蓝天也不会自然而然为爱蓝天的人

永不改变。清除雾霾和保持蓝天，需要抗争、努力和坚持。 

 

写于 2014年 8-9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