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右」前後的中國電影人
李福鐘

（一）「雙百方針」
1949 年之後的中國電影，由於政治環境急劇改變，以致在主題和風格上不
得不面對轉變的壓力。這種壓力，最終將中國電影帶向「革命化」與「黨國化」
的道路。1而一旦電影工作者為配合黨的政策，將歌頌革命人物當作拍片的最高
指導原則時，電影主題及人物角色只會陷入刻板化和公式化而無法自拔。著名演
員趙丹晚年對此有頗為披肝瀝膽的剖白：
我怎麼會走上公式化、概念化的路上來呢？……影片《武訓傳》受到全國
性的大批判後，2我在思想上逐步形成了幾個概念。一，
「藝術必須為政治
服務」，因此藝術本身就沒有其他職能，藝術即政治。二，只能歌頌無產
階級的英雄人物，不能歌頌其他階級的人物，對其他階級的人物只能是批
判性的；而無產階級的英雄人物，則必定是具有崇高思想境界，高尚的道
德品質，不具有缺點與錯誤。如果稍微寫一點缺點錯誤，就犯了立場、傾
向性的原則錯誤。三，
「各種思想無不打上階級的烙印」
。因此一招一式、
一舉一動、一顰一蹙，都有階級的內容。因之一切人物的內部素質與外部
形體都只應該是壁壘分明的表演，否則就混淆了階級的界線。3
趙丹的自白，在當時的電影工作者間，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這從 1956 年底
至 1957 年 6 月之間不少電影工作者「大鳴大放」的發言內容，可以得到印證。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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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 1956 年 5 月「百花齊放，百家爭鳴」
（「雙百方針」）正式由中共中央宣
傳部長陸定一公開宣布之前，5中國電影界對於中共建國以來在創作及管理體制
上的種種限制和審查，基本上噤若寒蟬。1949 年之後大大小小的思想改造與批
判運動，6尤其是對《武訓傳》的批判，看在所有電影工作者眼裡，是再明白不
過的血淋淋教訓。趙丹就說，在批判運動發起之後：
我們沒有經歷過延安式的整風運動，對文藝界將要展開的這場鬥爭毫無思
想準備，猶如夢中挨了一記悶棍，墜入雲裡霧中。……無形的壓力像鉛塊
沈重地壓在心間。我失去了往日的熱情和開朗，變得終日惶惶，常常寢食
不安，徹夜難眠。……我為此整整有四年之久抬不起頭來，一有機會便當
眾檢查：
「我犯過一個錯誤，我演過武訓……」之類的話常常掛在嘴邊。7
這種以政治壓力箝制文藝創作的政策和體制，由於極具恫嚇效力，因而即使
1956 年 5 月由中宣部長陸定一公開鼓吹科學界「百家爭鳴」而文藝界「百花齊
放」，但是整個知識分子社群並未因此卸除心防，積極回應。因為「引蛇出洞」
的風險並非不存在。正如社會學家費孝通在稍後一篇題為〈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氣〉
的文章中所形容：
對百家爭鳴的方針不明白的人當然還有，怕是個圈套，搜集些思想情況，
等又來個運動時可以好好整一整。……「明哲保身」「不吃眼前虧」的思
想還沒有全消的知識分子，想到了不鳴無妨，鳴了說不定會自討麻煩，結
果是何必開口。8
就因為這種忐忑不安的心理，「雙百方針」向知識文藝界公開發表之後的頭
幾個月裡，除了中宣部設法在 8 月辦了一場有關遺傳學的座談會，以及 10 月 20
日一場由科學界和文藝界六十多人參加的座談會外，9全中國數百萬知識分子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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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410-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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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基本上仍是萬馬齊喑。
最後打破這個沈悶局面的，是一位年僅 22 歲的初生之犢──王蒙。他的一
篇短篇小說〈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刊在《人民文學》1956 年 9 月號，由於直
言譏諷中共黨組織的官僚作風與不分是非，立即成為文化界、評論界爭相討論的
焦點。10尤其由韋君宜主編的《文藝學習》雜誌，在組織討論〈組織部新來的青
年人〉上出力最大，從 1956 年第 12 期開始，連續刊登評論文章二十五篇，一共
進行了四期。《文藝學習》是中國作家協會轄下的刊物之一，以青年文學愛好者
為閱讀對象，主要刊登文學評論和文史知識類的文章。11在《文藝學習》的全力
吹捧下，王蒙瞬間暴紅。韋君宜日後回憶，當時她全力組織文章討論〈組織部新
來的青年人〉，以為這是按照毛主席黨中央的意見行事，就像「雙百方針」所要
求的，反對的是官僚主義。12
而刊登〈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的《人民文學》，主編為秦兆陽。1956 年 1
月他被任命為中國作家協會機關刊物《人民文學》的主編，隨即放手準備將《人
民文學》辦成真正具有影響力的第一流刊物，要有自己的理論主張，要不斷推出
新人作品。13早在「雙百方針」尚未公布的 1956 年 4 月，秦兆陽就在《人民文
學》上刊登當時任職《中國青年報》記者劉賓雁的短篇小說〈在橋樑工地上〉，
秦兆陽並親自加上編者按：「我們期待這樣尖銳提出問題的批評性和諷刺性的特
寫已經很久了。」之後秦兆陽再向劉賓雁邀稿，於是劉賓雁的另一篇代表作〈本
報內部消息〉刊登在《人民文學》7、8 月的合刊號上。14年方 31 歲的劉賓雁的
這兩篇作品，主旨都在於抨擊中共黨機關內部陳腐的官僚作風。
可以說，由毛澤東在 1956 年上半年授意中共中宣部長陸定一向知識界、文
化界提出「雙百方針」的呼籲之後，最先奮起衝決網羅的，不是望重士林的學者
專家或是藝文界耆宿，而是兩位名不見經傳的年輕人。由於劉賓雁和王蒙的作品
吹響了揭穿國王新衣的號角，加上握有官方媒體主編大權的秦兆陽與韋君宜的從
旁協助，「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才真正成為事實。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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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電影的鑼鼓
其實在陸定一宣布「雙百方針」後不久，電影界就有人想出頭「鳴放」，只
是不像文學界有秦兆陽以《人民文學》作為撐腰。當時在中宣部任職電影處副處
長的鍾惦棐，151956 年 6 月寫了一篇〈論電影指導思想中的幾個問題〉，強烈抨
擊已經卸任的前文化部電影局局長袁牧之所提出的「工農兵電影」的口號，同時
還譴責電影主管機關對電影工作者限制太多，「用行政的方法領導創作，用機關
的方法領導生產」
。16鍾惦棐原本將這篇稿子投到《人民日報》發表，
《人民日報》
編輯部將這篇稿子打印送給中宣部副部長周揚，以及中宣部文藝處處長林默涵審
查，同時還找了電影局副局長陳荒煤、中宣部電影處的黃鋼參與討論，最後周揚、
林默涵、陳荒煤三人都不同意他的論點，刊登的計畫只好作罷。17
然而幾個月後《人民文學》刊出了王蒙的〈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政府機
關的官僚作風瞬時成為輿論焦點。上海《文匯報》總編輯徐鑄成原本就不是中共
黨員，而是中國民主同盟（民盟）的中央委員，或許出於《文匯報》剛復刊不久，
18

有意突出與「黨報」不一樣的特色；19也或許他真的相信中國共產黨對於「雙

百方針」的誠意，徐鑄成從 11 月 14 日起，開始在《文匯報》上刊登一系列批評
國產影片品質低落的文章。至隔年（1957 年）3 月 1 日為止，一共刊出了各式各
樣的討論文章五十餘篇，包括著名作家老舍、演而優則導的傳奇演員石揮、著名
女星上官雲珠、導演鄭君里、孫瑜、陳鯉庭等人，都參與了這場討論。20首先掀
開這個話題的，是 11 月 14 日出現在《文匯報》的一篇短評〈為什麼好的國產片
這樣少？〉，文章直接點出討論的焦點：
本報編輯部經常收到讀者的來信來稿……，他們指出國產片的題材狹窄，
故事雷同，內容公式化、概念化。看了開頭，就知道結局。他們提出一個
15

申淵，《五七右派列傳》，第一卷，頁 113。
鍾惦棐，
〈論電影指導思想中的幾個問題〉
，收入吳迪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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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6 年 6 月），中卷，頁 2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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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為什麼好的國產片這樣少？」……我們決定把這個問題提出來，
讓大家來發表意見。我們希望電影工作者，包括編劇、導演、演員、攝影
師、美術工作者、發行工作者、電影工作的領導同志和觀眾都來參加討論，
發表自己的意見。21
結果，所有參與討論的五十多篇文章中，引起最大迴響的是鍾惦棐的〈電影
的鑼鼓〉
。文章原本刊登在《文藝報》
，後由《文匯報》在 12 月 21 日予以轉載，
鍾惦棐以「《文藝報》評論員」的頭銜，將半年前被周揚、林默涵等人擋下來的
那篇〈論電影指導思想中的幾個問題〉，重新擴大整理，成為「鳴放」期間電影
界最擲地有聲的文章之一：
十一月間，電影的鑼鼓就響了。電影的鑼鼓先從上海方面敲起來，是有道
理的。這裡是我國電影的發祥之地和我國著名電影藝術家的匯集之區。經
過七年的歲月，使他們足以辨明，電影──這一羣眾性最廣泛的藝術，究
竟該怎樣才是。……
事態的發展迫使我們記住：絕不可以把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方針和影片的
觀眾對立起來；絕不可以把影片的社會價值、藝術價值和影片的票房價值
對立起來；絕不可以把電影為工農兵服務理解為「工農兵電影」。
在分別引述演員孫景璐、上官雲珠、舒適，以及導演孫瑜、作家老舍等人的
對於這個議題的發言之後，鍾惦棐接著說：
以行政方式領導創作的方法，完全可以使事情按部就班地進行著，而且條
理井然，請示和報告的制度都進行得令人欣慰。但是最後被感光在膠片上
的東西卻也如請示、報告、開會一樣索然。廣大觀眾不歡迎這類國產影片，
豈不是並不太需要太高深的的理論也可以明瞭的麼？22
直言之，鍾惦棐這篇文章批評的就是中共電影主管官員以政策指導拍片、以
權力干涉創作，在這樣的電影製作生態下，拍出來的電影根本沒有觀眾想看，賣
座必定慘不忍睹。
電影界人士終於羣起「鳴放」，或許不光只是受到《人民文學》和《文藝學
習》掀起對於官僚主義批判的影響，事實上，為了響應中宣部「雙百方針」政策，
電影主管部門也開始有一些主動的做法。1956 年 4 月，文化部電影局副局長蔡
21

《文匯報》短評，
〈為什麼好的國產片這樣少？〉
，收入吳迪編，
《中國電影研究資料：1949-1979》
，
中卷，頁 32-33。
22
鍾惦棐，〈電影的鑼鼓〉，收入吳迪編，《中國電影研究資料：1949-1979》，中卷，頁 78-82。
5

楚生和司徒慧敏率領一個電影代表團，前往歐洲包括英國、法國、義大利、蘇聯、
西德、瑞士、南斯拉夫、捷克等國考察訪問，為期半年。回國之後，電影局在
1956 年 10 月、11 月間於北京召開全國電影製片廠廠長會議（舍飯寺會議），除
了聽取蔡楚生赴歐洲的考察報告，會後還由中宣部副部長周揚、文化部副部長夏
衍、中宣部文藝處處長林默涵、電影局局長王闌西和副局長陳荒煤等，一起研究
電影局如何放權和分權的問題，結論後來整理成〈文化部黨組關於改進電影製片
工作若干問題的報告〉，上呈給中共中央。23在這份報告中，這一羣中共電影政
策領導官員提出以當時的政治環境來說，極為大膽的體制改革，包括：（一）改
變原有過分集中和對創作過多干涉的做法，將創作責任下放，各製片廠可根據不
同情況，「以導演為主」，成立創作組織負責創作責任；（二）改變層次繁多的審
查制度，今後電影局只著重方針政策領導，各片廠則掌握影片的拍攝批准和發
行，至於電影的「藝術處理」則由創作組負責，並由創作人員對自己作品負責；
（三）改變酬勞制度，根據各種不同性質的創作人員分別訂出基薪數目和酬金辦
法；
（四）推動製片廠（或製片單位）厲行經濟核算，自負盈虧；
（五）為發揮地
方積極性，上海電影製片公司可交由上海市管理，日常生產工作和思想工作統由
地方管理。24
這份報告中的各項改進意見，對比 1956 年 11 月 14 日之後以上海電影人為
主（包括上述上官雲珠、孫瑜、舒適、孫景璐等人）在《文匯報》的多篇投書，
可以看到中共電影領導官員其實早就了解電影品質、賣座狀況何以遲遲未見起
色，同時對於電影工作者何以抱怨連連亦心知肚明。因為形成這份報告的舍飯寺
會議，召開時間在 10 月 26 日至 11 月 24 日之間，當時《文匯報》的「鳴放」甚
至還未開始，尤其鍾惦棐的鑼鼓尚未敲響。

（三）黨幹部的反擊
在《文藝學習》和《文匯報》相繼就小說〈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和電影創
作問題掀起熱烈討論之際，一羣中共中高階文藝官員，開始自發地站出來表達他
們捍衛黨的既有政策和意識形態的立場。首先發難的是解放軍文藝部門的四名中
23

事見啟之（吳迪）
，
《毛澤東時代的人民電影（1949-1966 年）》
（台北：秀威資訊科技公司，2010
年 4 月），頁 281-282。
24
〈文化部黨組關於改進電影製片工作若干問題的報告〉
，全文見吳迪編，
《中國電影研究資料：
1949-1979》，中卷，頁 9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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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軍官，分別是解放軍總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長陳其通、陳亞丁，以及該部所屬文
藝處處長馬寒冰和副處長魯勒。他們四人聯名寫了一篇〈我們對目前文藝工作的
幾點意見〉，登在《人民日報》1957 年 1 月 7 日。25文章旗幟鮮明地反對各種只
講「鳴放」卻不提「為工農兵服務」的主張，同時還表達了捍衛社會主義文藝路
線的立場：
我們認為這種懷疑論和取消論是小資產階級藝術思想的產物。在黨的「百
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下，可以允許不同的藝術思想與創作方法存在。
但作為一個黨的文藝工作者必須堅持和宣傳為工農兵服務的文藝方向和
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創造方法，因為它不一定對一切人都是正確的，而對
我們卻是唯一正確的。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口號下，不是放棄它，
而是要堅持它，不是對某些懷疑論者、取消論者默不做聲，甚至隨聲附和，
而是應該高舉起自己鮮明的旗幟，壓住陣腳進行鬥爭，否則，那就不是「百
家爭鳴」，而是社會主義的文學藝術隊伍自動地、消極地偃旗息鼓了。26
陳其通等四個人的文章，把幾個月來報紙雜誌上對於文藝政策和路線的討
論，一下子放進了「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對立模式裡，並且提高到了路線
鬥爭的層次，不免讓人膽顫心驚。而刊登出來的時間點，正好是《文匯報》有關
電影創作問題的討論沸沸揚揚之際，對於政治風向敏感的人，不免要懷疑這是否
意謂著《人民日報》的立場？畢竟《人民日報》是代表黨中央的報紙。
毛澤東第一時間便注意到了陳其通等四個人的文章，而且還要中共中央辦公
廳主任楊尚昆將該文印發給所有政治局、中央書記處成員，連同即將到北京開會
的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們閱讀。27雖然陳其通等四人的文章裡並未直接點名所
批評的人是誰，不過毛澤東很敏感地將四個人的文章與鍾惦棐的〈電影的鑼鼓〉
聯繫起來，他在 1957 年 3 月召開的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公開說：
「馬寒冰文章是
教條的，鍾惦棐則是右的，兩派我們都要批評，……『電影的鑼鼓』文章的基本
方向是不對。」28毛澤東這個時候主要在於大力鼓吹「雙百方針」，因此對於陳

25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
《毛澤東年譜（1949-1976）
》
（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 年 12 月）
，
第三卷，頁 61。
26
陳其通、陳亞丁、馬寒冰、魯勒，
〈我們對目前文藝工作的幾點意見〉，收入吳迪編，
《中國電
影研究資料：1949-1979》，中卷，頁 88-90。
27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冊）》
（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 年
1 月），頁 294。
28
編者不詳，《毛澤東思想萬歲》（武漢：出版資料不詳，1968 年），第三卷，頁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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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通等人的文章，接連在多場會議和公開場合中加以批評。29但是，毛澤東也說：
「陳其通四人文章，老幹部十之八九是同情的」，30「說他們忠心耿耿，為黨為
國，這對不對呢？我看也是對的，他們是要保護黨，保護工人階級的利益。他們
有那麼一種情緒，就怕毒草的情緒，……這個形勢的估計是錯誤的。因此，他就
那麼急。方針（按：指「雙百方針」）似乎他們也贊成，其實看來就是懷疑這個
方針，他們在方針上有問題，他們的方法就是短促突擊，沒有分析的，沒有說服
力的，人家看了文章不服的……。」31
毛澤東這話裡其實隱含著許多伏筆和玄機。他雖然批評陳其通四個人，但並
不質疑他們的立場，只是覺得他們急躁、誤事，是「短促突擊」
。
「短促突擊」這
個典故來自於 1934 年蔣介石對中共中央蘇區的第五次圍剿，當時中共中央最高
負責人博古（秦邦憲）和共產國際派來的顧問李德（Otto Braun）以「短促突擊」
的戰術因應，結果令中共中央失去江西蘇區這個根據地，這也成為隔年毛澤東在
遵義會議上攻擊秦邦憲和李德的藉口。32毛澤東話中的含意，不是反對陳其通四
個人的立場或觀點，而是反對其「戰術」。毛澤東的這些話語，事實上都為幾個
月後的「反右」鬥爭埋下伏筆。
陳其通四人的文章在《人民日報》刊出後，另一位更高階的解放軍文藝領導
幹部陳沂也隨即在《學習》雜誌發表一篇〈文藝雜談〉，捍衛中共黨對文藝路線
和政策的領導。33陳沂當時的身分是總政治部文化部部長，軍階少將，34實際上
就是陳其通等人的直屬長官。從這一現象看出，在「雙百方針」終於鼓舞文學界
與電影界於 1956 年下半年開始「鳴放」之後，解放軍總政治部專管文化工作的
軍官們率先表達他們對這一情勢的不滿。當然，對「雙百方針」不滿的遠不止解
放軍的軍官們，而是中共黨內幹部十之八九都不滿。毛澤東在 1957 年 3 月 8 日
晚上於中南海頤年堂召見文藝界代表沈雁冰、老舍、巴金等人時，就直言：
（中國共產黨）地委書記、地區專員以上的幹部約一萬多人，其中是否有
一千人是贊成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都很難說，其餘十分之九還是不贊成

29

參考朱正，《兩家爭鳴──反右派鬥爭》，頁 32-62。
朱正，《兩家爭鳴──反右派鬥爭》
，頁 41。
31
朱正，《兩家爭鳴──反右派鬥爭》
，頁 56。
32
參考郭華倫，
《中共史論》
（台北：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1982 年 10 月）
，第二冊，
頁 457-484。
33
啟之（吳迪），
《毛澤東時代的人民電影（1949-1966 年）》，頁 257。
34
申淵，《五七右派列傳》，第一卷，頁 157。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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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這些都是高級幹部呢！35
陳沂、陳其通等人率先於 1957 年初發表文章「回嗆」王蒙、鍾惦棐，以及
由《人民文學》
、
《文藝學習》和《文匯報》所掀起的文藝界「鳴放」高潮，反映
的是中共領導幹部們的普遍心態──對於「雙百方針」的高度疑懼。這種疑懼來
自於一旦讓黨外、年輕、下層、或被統治的所有這些文藝工作者高談闊論，則中
高階層的領導幹部，將處於被動的風險。而為了讓反擊顯得更冠冕堂皇，陳沂等
解放軍幹部不會粗暴地以當權派的姿態出現，而是提高到意識形態的層次，直接
警告對手切勿「反黨、反社會主義」
。陳沂在文章中就說：
「不管其思想、立場如
何，決不能在我們的土壤上搞反社會主義建設的宣傳」。36
緊接陳沂之後，是 1957 年 2 月 9 日《文匯報》所刊登的李希凡的長文〈評
「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
。當時李希凡是一名二十九歲的年輕人，剛從中國人民
大學哲學研究班畢業不久，37他曾因為和朋友藍翎合寫了一篇學術論文〈關於《紅
樓夢簡論》及其他〉，以唯物主義立場評論了紅學專家俞平伯的著作〈紅樓夢簡
論〉
，論文起初刊登在山東大學《文史哲》1954 年第 9 期，之後由《文藝報》加
以轉載。之後李希凡和藍翎再接再厲寫了〈評《紅樓夢研究》〉一文，登在 1954
年 10 月 10 日的《光明日報》上。這兩篇文章引起了毛澤東的注意，毛在閱讀時，
甚至分別在《文藝報》和《光明日報》上手寫了一些批語。38之後毛澤東專程寫
了一封信，分發給劉少奇、周恩來、陳雲、朱德、鄧小平等二十八位黨、政、文
化主管官員，信上毛澤東稱讚李希凡和藍翎的文章是：
「三十多年以來向所謂《紅
樓夢》研究權威作家的錯誤觀點的第一次認真的開火」，「事情是兩個『小人物』
做起來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並往往加以攔阻，他們同資產階級作家在
唯心論方面講統一戰線，甘心作資產階級的俘虜，這同影片《清宮秘史》和《武
訓傳》放映時候的情形幾乎是相同的。」39這起事件，起因於毛澤東對兩位年輕
研究生的大加讚賞，之後演變為 1954 年對俞平伯紅樓夢研究的大批判，並再進
一步發展成為對胡適思想的批判。40由於受到毛澤東讚賞，李希凡立即被選為第
35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
《毛澤東文集（第七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年 6 月）
，頁 257。
啟之（吳迪），
《毛澤東時代的人民電影（1949-1966 年）》，頁 257。
37
參考 http://zh.wikipedia.org/zh-tw/%E6%9D%8E%E5%B8%8C%E5%87%A1，瀏覽日期：2014
年 9 月 21 日。
38
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四冊）》
（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0
年 9 月），頁 569-573。
39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四冊）》，頁 574-575。
40
事件原委，可參考林蘊暉、范守信、張弓，《凱歌行進的時期》
，頁 494-506。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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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屆全國政治協商會議委員，畢業之後更被調到《人民日報》文藝部擔任編輯。
由於李希凡的特殊身分，因此《文匯報》刊出〈評「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一
文之後，剎時間讓王蒙開始有了危機感。五十年後王蒙談起這件事：
一九五七年二月，文匯報突然（我的感覺是突然）發表李希凡的長文，對
於「組」（按：指〈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一文）進行了猛烈的批判，從
政治上上綱，乾脆把小說往敵對方面揭批，意在一棍斃命。我一驚，我並
非沒有想到與該報的相處上的小小不順遂，但是我很清醒，從政治上往對
立方面打，需要認真對待，這是大事，而其他只是小事一樁。41
已經有多年黨齡的王蒙，雖然沾沾自喜於憑藉一篇短篇小說便暴得大名，但
卻也未敢輕心於可能的政治風險。他在李希凡文章刊出之後，開始處處表現得更
虛心謙遜，他甚至寫信求見周揚，希望以虛心受教的姿態，獲得這位有「文藝沙
皇」之稱的中共文藝政策最高執行者的認可。42王蒙的小心翼翼不是沒有道理
的，因為共青團機關報《中國青年報》的總編輯與副總編輯找了他談話，告誡他
已經有人將〈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跟延安時代王實味的〈野百合花〉相提並論
了。43王實味因寫〈野百合花〉而死於非命，王蒙顯然深自警惕。

（四）引蛇出洞
自 1956 年 5 月中宣部部長陸定一公開宣布「雙百方針」以來，對中共黨內
的領導幹部和黨外羣眾來說，顯然各有五味雜陳的不同感受。所謂「黨羣關係」，
多年來只有黨的領導說了才算，非黨員的民主人士、知識分子，基本上只能夾著
尾巴做人。見識過思想改造運動、《武訓傳》批判、梁漱溟批判，尤其是對胡風
的批鬥，知識分子們的集體認知是明哲保身，絕不招惹口舌是非。這也說明了「雙
百方針」公布之後的大半年時間裡，只有劉賓雁、王蒙這些小毛頭寫了一些逾矩
的小說，以及徐鑄成滿以為黨中央讓《文匯報》復刊是預備貫徹「百家爭鳴」，
因而籌畫了一次電影界的大鳴大放。如果公布了九個多月的「雙百方針」只引出

41

王蒙，《王蒙自傳‧第一部：半生多事》（廣州：花城出版社，2006 年 5 月），頁 150。
王蒙，《王蒙自傳‧第一部：半生多事》，頁 151。
43
王蒙，《王蒙自傳‧第一部：半生多事》，頁 150。劉賓雁在 1989 年出版的回憶錄中，也提到
了這件事：1957 年 1 月，隸屬共青團的《中國青年報》在編輯部舉行了一次座談會，討論王蒙
的小說〈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所有與會者在開會前都拿到了一份剛從印刷廠印出來的王實味
的〈野百合花〉
。見劉賓雁，
《劉賓雁自傳》
（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89 年 12 月）
，頁 85。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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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幾條小蛇，44那麼身為總設計師的毛澤東，顯然是不滿意的。從 1957 年 2 月
底開始，毛澤東決定親上舞台，號召更多的知識分子、民主人士站出來，公開發
表意見。尤其是該年 3 月 6 日至 13 日在北京召開的全國宣傳工作會議，毛澤東
破例邀請學術教育界、文藝界、新聞出版界等多方面的黨外人士約一百六十人參
加，佔全部與會者的五分之一，45而且在八天會議期間，分五批召見黨外人士代
表，盡可能放低身段，鼓勵黨外人士幫助共產黨整風。46例如 3 月 10 日下午，
毛澤東召見新聞出版界人士時，在中南海頤年堂47內一一握手表示歡迎，當康生
介紹到徐鑄成時：
老人家伸出大手，緊緊握著我的手說：「你就是徐鑄成同志？」慈祥地看
著我說：「你們的《文匯報》辦得好，琴棋書畫、梅蘭竹菊、花鳥蟲魚，
應有盡有，真是放得好！我下午起身，必先找你們的報紙看，然後看《人
民日報》，有工夫再翻翻其他報紙。」48
中國共產黨的最高領導人竟然公開宣稱不先看《人民日報》而是《文匯報》，
當場聽得徐鑄成「心中湧起感激的熱淚，感到無比溫暖、幸福」。49然而徐鑄成
哪裡想得到，僅僅三個多月後，毛澤東親手撰寫的《人民日報》社論〈文匯報的
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50一下子就將他打成為全國最知名的大右派之一。毛
澤東的「雙百方針」，設想的是將真正的大魚一網打盡，而不是王蒙、劉賓雁這
幾尾小蝦米而已。
果然，在 1957 年春天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全國宣傳工作會議
陸續召開之後，像費孝通、葛佩琦、傅雷這些學術文化界人士，以及章伯鈞、羅
隆基、王造時、陳仁炳這些民主黨派人士，開始蠢蠢欲動起來。尤其 1957 年 4
月 1 日《光明日報》正式由「九三學社」的儲安平擔任總編輯，51推波助瀾了民

44

1957 年反右鬥爭中被打成右派的受難者，多傾向以「引蛇出洞」來形容毛澤東從「雙百方針」
到「反右」的轉變。參考李慎之，〈毛主席是什麼時候決定引蛇出洞的？〉，收入氏著，《風雨蒼
黃五十年──李慎之文選》（香港：明報出版社，2003 年 4 月），頁 118-148。
45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1949-1976）
》，上冊，頁 630-631。
46
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
，第三卷，頁 91-111。
47
頤年堂位置在中南海毛澤東的住所菊香書屋內，大廳擺放著一張足夠二十至三十人開會的長
桌，通常是毛澤東召集中共最高領導核心成員開政治局常委會議的場所。見吳冷西，
《憶毛主席》
（北京：新華出版社，1995 年 2 月），頁 1-2。
48
徐鑄成，《徐鑄成回憶錄》，頁 399。
49
徐鑄成，《徐鑄成回憶錄》，頁 399。
50
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年 4 月），頁 434-439。
51
章詒和，《往事並不如烟》（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 年 1 月），頁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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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黨派人士的大鳴大放。想必毛澤東至此方纔欣然自得，竊喜天下右派盡入我彀
中。
對於毛澤東 1957 年 6 月發動的「反右」鬥爭，其動機歷來有不同的理解。
毛澤東在「反右」正式開始後不久，於 7 月 1 日在《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文匯
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大方承認：
有人說，這是陰謀。我們說，這是陽謀。因為事先告訴了敵人：牛鬼蛇神
只有讓它們出籠，才好殲滅它們，毒草只有讓它們出土，才便於鋤掉。52
然而，文革結束之後的 1980 年代，中共官方一概不承認「反右」係預謀或
陰謀，當然也不會是陽謀，反而怪罪「極少數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向黨和社會主
義發動進攻，
「妄圖取代共產黨的領導」
，才迫使中國共產黨採取「堅決的反擊」。
53

反擊是被迫，而陰謀（或陽謀）則是蓄意，兩者間的距離不可以道里計。多
年來在「反右」中受難的知識分子，仍有人不相信毛澤東是「被迫」反擊，而堅
持必定早有預謀，這是毛澤東對付中國五百萬知識分子的偉大戰略。54對此筆者
另有論說，不在此贅述。55總之，從 1956 年 5 月提出「雙百方針」
，到同年底《文
匯報》發起有關「為什麼好的國產片這樣少？」的討論，這樣的成果對毛澤東來
說確實太過單薄了，更何況還有陳其通、馬寒冰、陳沂這些解放軍的將校軍官出
來攪和，完全不符合毛澤東的戰略目標。為此毛澤東必須親自披掛上陣，從 1957
年 2、3 月起公開鼓勵知識分子和民主黨派人士對共產黨提意見，幫助共產黨「整
風」，「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56在毛澤東懇切表態後，知識分子，尤
其民主黨派人士紛紛上鉤，然後毛澤東才在 5 月 15 日寫出〈事情正在起變化〉
一文，57不動聲色吹響「反右」的衝鋒號角。這一清晰軌跡，難道還不能說明毛

52

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五卷）》，頁 437。
〈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
來重要文獻選讀》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年 5 月）
，上冊，頁 311。這份〈決議〉文件係由中
共第十一屆中央委員第六次全體會議（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試圖為中共建黨以來的歷史過程
樹立標準的官方說法。
54
李慎之，〈毛主席是什麼時候決定引蛇出洞的？〉
，頁 119。
55
參考李福鐘，
〈關於「反右」起因的若干疑點與商榷──1956 至 1958 年中共政局再思考〉
，
《國
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二十七期，2007 年 5 月，頁 43-98。
56
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57 年 3 月 12 日）〉，見《毛澤東選集
（第五卷）》，頁 410-412。
57
毛澤東，〈事情正在起變化〉
，見《毛澤東選集（第五卷）》，頁 423-429。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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澤東對知識分子、民主黨派人士設下口袋戰術，以求「聚而殲之」的意圖麼？58

（五）開大砲者必挨整
然而，從「雙百」到「鳴放」的發展過程中，不管是黨外知識分子，甚至是
中共黨內幹部，不少人仍心懷顧忌，生怕掉入陷阱。1957 年 4 月 4 日，毛澤東
在杭州召開會議，聽取上海、江蘇、浙江、安徽、福建四省一市的思想動態匯報，
幾個省市的黨政領導都出席了會議。毛澤東主要目的在敦促各省領導幹部落實
「雙百方針」，開門讓黨外人士幫助共產黨整風。59席間，上海市委宣傳部長石
西民坦白向毛澤東報告：
「少數人說，共產黨放長線釣大魚，要看看市委的態度。」
60

毛澤東對此的回答是：
現在知識分子像驚弓之鳥，怕得厲害，他們要看一看，他們是一定要看的，
可能看上一二十年，二十年以後也還是要看的。……提出「百花齊放、百
家爭鳴」正是時候。黨與非黨之間有堵牆，牆不拆，如何爭取羣眾？61
在 1957 年的春天，如毛澤東所說「驚弓之鳥」的知識分子，比比皆是。3

月 24 日費孝通登在《人民日報》上的長文〈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氣〉說的已經夠
清楚了，
「怕是個圈套，搜集些思想情況，等又來個運動時可以好好整一整」
。另
一位上海財經學院會計系教授汪育春說得更直接了當：
肅反給人一種錯覺，凡是挨整的，都是對學校提意見的；而被視為積極分
子者，是不提意見的，說得重些他們根本沒有是非觀念……。這樣，使人
直到現在還存戒心，顫顫巍巍，再也不敢提什麼意見了，因為大家都默認
這一規律：開大砲者必挨整。62
開大砲者必挨整！這句警語，其實已是中共建國以來的鐵律了，然而 1957
年 3 月全國宣傳工作會議召開之後，像費孝通這樣的知名學者和民主黨派人士，
還是按捺不住，紛紛開砲。再等到 4 月 30 日毛澤東邀集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和知
名無黨派人士登上天安門城樓，參加第十二次最高國務會議之後，63那年的 5 月
58

「聚而殲之」語見毛澤東〈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見《毛澤東選集（第五卷）》，頁 425。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三卷，頁 126-130。
60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1949-1976）
》，上冊，頁 654。
61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1949-1976）
》，上冊，頁 654-655。
62
原刊《光明日報》，1957 年 5 月 10 日。轉引自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第六組編，《「鳴」「放」
集──大陸知識份子反共言論》（台北：編者，1957 年 8 月），頁 41-42。
63
有關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的發言內容，可參考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
《毛澤東年譜
（1949-1976）》
，第三卷，頁 141-142；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
《毛澤東傳（1949-1976）》
，上冊，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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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6 月間，從北京中共中央統戰部到地方黨政機關，紛紛召開座談會邀請黨外民
主人士和知識分子參加，會上砲聲隆隆，而《人民日報》
、
《光明日報》
、上海《解
放日報》等報紙，更是有聞必錄，刊登了大量這類座談會上的發言。64結果，等
到 5 月 15 日毛澤東寫下〈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供黨內高層傳閱，形勢便突
然間一百八十度轉變；而在 6 月 8 日《人民日報》社論〈這是為什麼？〉刊出後，
反右鬥爭也就刀光血影般展開。曾經為王蒙的小說〈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刊登
過大量討論文章的《文藝學習》副主編黃秋耘，對於 5 月 15 日之後那幾天所發
生的驚心動魄變化，有一段十分生動的描寫：
我記得十分清楚，1957 年 5 月 18 日的晚上，我在邵荃麟65家裡聊天，順
便向他請示一下有關《文藝學習》的編輯方針，因為韋君宜當時下鄉去了，
《文藝學習》的編務是由我主持的。我跟邵荃麟很熟，幾乎無話不談，雖
然在職務上他是我的頂頭上司，但我對他完全沒有下級對上級那種拘謹，
他對我也完全沒有上級對下級那種嚴肅。那天晚上，他興高采烈、眉飛色
舞地對我暢談他在浙江視察時的種種見聞（他當時是人大代表）。他在杭
州召開過幾次文化界人士座談會，鼓勵大家大鳴大放，幫助黨整風，收效
甚大，人心大快。（到了十年動亂期間，他這些行動都被說成是「煽風點
火」了。）對於《文藝學習》的編輯方針，他強調要「放」
，大膽地「放」。
他認為，《文藝學習》組織對〈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的討論，好得很，
甚至引起了毛主席本人的注意。毛主席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談到了這篇
作品，還替這篇作品辯護了幾句，說北京甚至中央都有官僚主義，王蒙反
對官僚主義並沒有錯。當然，小說是有些小資產階級情調的，但沒有政治
性的錯誤。毛主席直接出面替一篇文藝作品說話，這是從來也沒有過的
事。我們正談得起勁的時候，桌上的電話鈴響了。邵荃麟連忙走過去接電
話。不到兩分鐘，他登時臉色蒼白，手腕發抖，神情顯得慌亂而陰沈，只
是連聲答應：
「嗯！嗯！」最後只說了一句：
「明白了。好！我馬上就來。」
頁 670-673。關於當天開會地點，編輯《毛澤東年譜》和《毛澤東傳》的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說
是在中南海毛澤東居所內的頤年堂，但卻有別的文獻，尤其事後從章伯鈞處聽說這件事的千家駒
回憶，地點應該是在天安門城樓。筆者已在另文作過求證，應該以天安門城樓較為合理，見李福
鐘，
〈關於「反右」起因的若干疑點與商榷──1956 至 1958 年中共政局再思考〉
，頁 56，註 32。
64
參考朱正，《兩家爭鳴──反右派鬥爭》，頁 84-179。另外也可參考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
會第六組所蒐集出版的這類言論，見該單位所編印的《
「鳴」
「放」集──大陸知識份子反共言論》
一書。
65
邵荃麟當時是中國共產黨在中國作家協會（「作協」）的黨組書記，同時也身兼作協副主席。
14

我看了一下手錶，已經是 9 點 20 分了，肯定是發生了出人意料之外的重
大事件，要召開緊急會議。他放下了電話，沒頭沒腦地說了一句：「周揚
來的電話，唔，轉了！」至於究竟怎樣轉法，他沒有說，我自然也不便問。
沈默了好一會兒，他又叮囑我一句：「咱們今天晚上的談話，你回去千萬
不要對別人說！暫時也不要採取任何措施，例如抽掉某些稿子，這樣會引
起懷疑的。」我知道他馬上要出去，就連忙告辭了。66
從 5 月 15 日起毛澤東將〈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交給政治局成員觀看，到
18 日透過周揚將消息輾轉傳到邵荃麟耳中，對於邵荃麟這個級別的執行官員來
說，心情的震撼與複雜，顯然是難以言詮的。雖然，在當時擔任「作協」中共黨
組副書記郭小川的日記裡，邵荃麟於 1957 年 2 月 19 日在作協內部傳達毛澤東對
於〈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一文的肯定時，仍顯得「中氣不足」
，瞻前顧後；67但
似乎到了 5 月的時候，根據黃秋耘的近身觀察，身為「作協」最高領導的邵荃麟，
也已經感染到「開門整風」的熱烈氣氛，真誠相信毛澤東對於「雙百方針」的決
心。哪裡知道，5 月 15 日之後風雲驟變，要不是周揚在三天時間內便將「最高
指示」傳達到邵荃麟耳裡，像邵荃麟這樣的中堅幹部，會不會一不小心也在「鳴
放」的勢頭上出格，然後在「反右」的浪潮下滅頂？
自中共建黨以來，如何能夠在歷次政治運動中全身而退，委實是一門高深的
學問。就像前引上海財經學院會計系教授汪育春所說：
「開大砲者必挨整」
，然而
就算不開砲，也不見得就能倖免於難。在《武訓傳》事件之後努力學習夾著尾巴
做人的趙丹，在 1957 年大鳴大放期間儘管愛惜羽毛，儘量不要開口說話，68但
是當 3 月 6 日全國宣傳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時，趙丹作為上海知名演員，還是北
上參加了會議。跟他一起出席的，還有演員石揮、吳茵，以及導演吳永剛。當多
年後文化大革命期間，趙丹因當年《武訓傳》和右派問題遭到批鬥時，他所寫的
認罪書出現了以下的自白：
我與右派分子石揮、吳永剛、吳茵等四個人一同去北京參加全國宣傳工作
會議，石西民的總領隊，臨行前，石西民交給我任務，做他們三個人的思
66

黃秋耘，《風雨年華》
（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8 年）。轉引自朱正，《兩家爭鳴──反右
派鬥爭》
，頁 120-121。
67
轉引自楊匡漢、楊早主編，《六十年與六十部：共和國文學檔案》，頁 27。
68
1956 年 11 月起《文匯報》開始針對國產電影問題所刊登的五十多篇系列討論中，趙丹完全沒
沾上邊。見中國電影圖史編輯委員會編，《中國電影圖史（1905-2005）
》
，頁 298-299 所臚列的各
篇篇名和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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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工作，因之我隨時地向石西民匯報他們三個人的思想情況。
他們三個人醞釀大會發言，由石揮執筆起草，寫就，也把我叫去，唸給我
聽（他們三個人是否早已來回地共同看稿，修改過，這我不知道），要我
發表意見，並說是用四個人聯名發言，又推我作代表於大會上發言。我執
意不肯，並表示不必定要四個人聯合發言，我不參加聯名。可他們說：
「要
是這樣，那大家都不必發言了。」這事我匯報了石西民，石叫我把他們的
稿子拿來給他看，看過後，石西民指示我說：「如果他們一定要你聯名，
你就簽上個名，否則好像不讓他們發言了。只是你別上台去講，讓他們隨
便誰上台去講吧！」我回來，即按照石西民的意思做了。於是他們又推了
石揮代表上台發言，石揮是個機靈鬼，一看我對發言如此慎重，他又在他
的發言稿上再做了些修改，給我看了。是在前邊增加些肯定解放以來黨所
領導的電影的成績部分，刪去了些後面的尖銳的意見，及一些不妥當的言
詞，即於大會上，石揮上台作了發言。
石揮發言完，石西民和我說：「關照他們一聲，這篇稿子在大會上唸過就
算了，不必再拿到報上去發表了。」我也和石揮說了，石揮當時表示，決
不能在報上發表，記得石揮還說：「我一邊在台上唸著，一邊也感到這個
發言是多此一舉的，大可不必發言的。你看我不是一邊唸著一邊在改詞
嗎？有些話我都沒照稿子上的唸。」豈料回到上海以後，《文匯報》將這
篇稿子刊登出來了，並且仍是沿用的我們四個人的聯名。這一下我著急
了，立即打了電話，問石揮是怎麼回事。……這事我向局黨委袁文殊，69
或者還有陳荒煤作了匯報。宣傳部也來了電話詢問究竟是怎麼一回事，記
得袁文殊叫我盯住石揮，把這件事的責任一定要弄清楚。後石揮說他已堅
決要《文匯報》登報說明事情真相，後《文匯報》大概是登了一條非騾非
馬的不像樣子的啟事說明，這事才暫時擱在了一邊。……
「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以後，上海民主黨派四處煽風點火，發展組織，開
各種黑會，尤以民盟為最。……民盟發起「三次座談會」，三次都有請柬
給我，我根本沒去。在第三次「座談」之前，陳仁炳70還親自到我家來，
硬邀我去，我也不理他。71
69
70
71

袁文殊當時為上海電影製片廠廠長兼黨委書記。
陳仁炳當時為中國民主同盟（民盟）上海市委副主任。
趙丹，
〈五七年反右〉
，寫於 1969 年 8 月 11 日，收入吳迪編，
《中國電影研究資料：1949-197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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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丹在文革期間的自白，顯示中共文藝戰線的中層領導幹部們，即使在「雙
百方針」和「開門整風」鼓吹得如火如荼的時刻，依舊冷眼旁觀，不為所動。上
海市委宣傳部長石西民如此，文化部電影局副局長陳荒煤、上海電影製片廠黨委
書記袁文殊莫不如此。比起「作協」的邵荃麟，更顯得老於世故。而當時擔任中
宣部文藝處處長的林默涵，以及邵荃麟在「作協」黨組的副手郭小川，在一些關
鍵時刻，也都顯現出身為資深共產黨員的定見，老成謹慎，不搶出頭。72
半個世紀之後，王蒙在古稀之年所出版的回憶錄中，提及當年他所遇到的這
一類老於世故的資深作家們，身形依舊生動：
北京市文聯也召開了座談會談這篇小說。……青年作家都對「組」（按：
指〈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一文）大唱讚歌，抨擊棍子，情緒激昂，真心
支持。而老作家（其中不少是在高校工作的名人）則談笑風生，海闊天空，
閃轉騰挪，行雲流水，不濺水滴，不沾泥點，與作品與批判都保持著絕佳
的距離。我的印象是有點不知所云，但又都很學問，很教授，很潚灑，很
老練，很成熟，與毛頭小子們果然不同。……端木蕻良談到了李長之叔叔
在《文藝學習》上發表的批評文章，關於典型問題，李說寫北京有這樣的
幹部，是不典型的。端木老師則說自己與李都是教條主義──我的印象
是，教條主義是一頂十分愜意十分暖人的帽子。73
王蒙點了端木蕻良的名字。儘管毛澤東從 1942 年「延安整風」以來，就把
教條主義當作黨內主觀主義的一種，74而且在 1957 年 4 月 4 日杭州會議上，毛
澤東當著上海、江蘇等四省一市領導幹部的面，依舊批評就因為黨內有教條主
義，所以民主黨派才會向共產黨進攻。75然而，端木蕻良依舊嘻笑怒罵地把這頂
帽子往自己頭上戴。這樣一種「與作品與批判都保持絕佳距離」的輕巧姿態，讓
一批見過大風大浪、熟悉中共黨內潛規則的老幹部、資深文化人，曉得在「大鳴
大放」中韜養沈潛，守口如瓶，因而得以在不久後的反右浪潮中，全身而退。
相反的，被趙丹形容為「機靈鬼」的石揮，既在 1956 年底的《文匯報》上
中卷，頁 157-159。
72
參考李潔非對於 1957 年春天中國文藝界領導幹部動向的分析，楊匡漢、楊早主編，
《六十年
與六十部：共和國文學檔案》
，頁 27-29。
73
王蒙，《王蒙自傳‧第一部：半生多事》，頁 153。
74
毛澤東，
〈整頓黨的作風〉
，見《毛澤東選集（第三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 6 月），
頁 819。
75
毛澤東，
〈在上海局杭州會議上的講話（1957 年 4 月）〉
，見編者不詳，
《毛澤東思想萬歲》
（出
版資料不詳，1969 年 8 月），頁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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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參與有關國產影片問題的討論，之後又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放砲，等到「反
右」一來，豈有不滅頂的道理。

（六）電影人的受難
根據中共官方統計，1957 年「反右」鬥爭中，文化部電影局及其直屬各單
位被劃為「右派分子」的成員，一共一百三十三人，他們當中大多數人分別受到
開除公職、勞動教養76、撤職、降級、開除黨籍、開除（共青團）團籍等處分，
從此被迫離開電影創作和電影工作崗位。77本文限於篇幅及可蒐集之文獻資料的
侷限性，無法完整臚列這一百三十三位電影人的名單，78更遑論一一追究其受難
經過。此處，僅以石揮、鍾惦棐、陳歌辛、呂班等寥寥數人的遭遇，管窺在 1957
年的浪潮中，受難者的片斷身影。

1、石揮
石揮應該是在「反右」運動中犧牲的最知名電影人。他曾在 1950 年自導自
演電影《我這一輩子》
，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初期，最重要的代表作品之一。
79

《文匯報》在 1956 年年底開展國產影片問題討論時，石揮在 12 月 3 日發表了

一篇〈重視中國電影的傳統〉
，劈頭痛批 1949 年以來對於過去電影傳統的漠視：
從中國影片《孤兒救祖記》80起到今天有過多少成功的電影？從阮玲玉起
到今天有過多少成功的演員？這兩個問題不能說是不值得提起的，可是解
放後就是沒有人談到過一個字。這就叫人很難理解了！……
最違反電影創作特點的是導演和劇作者一點氣都不通，有的導演拿到一些

76

所謂「勞動教養」，係中共當局為懲罰 1957 年被劃為「右派」的數十萬知識分子而設置的一
套監禁勞動制度，情節嚴重的右派分子多被送交勞動教養。該制度最初構想來自於毛澤東該年 7
月 18 日的指示，之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於 8 月 3 日發布「關於勞動教養問題的決定」
，開始
執行相關政策。根據朱正的推算，被送交勞動教養的右派分子應該在二十七萬五千人以上。
有關勞動教養的實施內容，以及其與「勞動改造」
（勞改）之間的差異，參考朱正，
《兩家爭鳴─
─反右派鬥爭》
，頁 566-570。
77
中國電影圖史編輯委員會編，《中國電影圖史（1905-2005）》，頁 315。
78
2007 年由中國傳媒大學（原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的《中國電影圖史（1905-2005）》
，列出了電
影界 61 名「右派」的姓名。見中國電影圖史編輯委員會編，《中國電影圖史（1905-2005）》，頁
315。
79
筆者有另文討論此部作品，參考李福鐘，
〈1950 年代初期中國電影的風格轉折〉
，頁 165-166。
80
《孤兒救祖記》由張石川導演，鄭正秋編劇，明星影片公司出品，1923 年 12 月 21 日在上海
首映，受歡迎程度轟動當時中國電影界，被譽為早期中國電影的名作。參考杜雲之，
《中華民國
電影史》
（台北：行政院文建會，1988 年 6 月）
，上冊，頁 7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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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本之後，看了便頭痛，那麼怎麼能拍片子呢？可是領導上說一個劇本通
過不容易，你拿去拍吧，不要再改動它了。導演拿了這樣的劇本來到演員
面前，又不能說這劇本不好。苦的是自己，因為劇本的模子已經定了，再
改也改不出更好的東西來了！這幾年來導演就過的這種日子。81
石揮這篇文章，批評了機關領導，又批評了審查制度，直言之就是對 1949
年以來由共產黨所領導的電影體制滿腹牢騷。石揮甚至還在「反右」正式發動前
不久，於 1957 年 5 月上海市委機關報《解放日報》發表了一篇〈東吳大將「假
話」〉的雜文，冷嘲熱諷共產黨體制內的官場醜態：
幹部看到了上級，卑躬屈膝，前面的衣襟長了二寸；幹部見了下級，昂首
闊步，後面衣襟長了二寸。82
石揮這種直言不諱的作風，或許是身為戲劇演員和藝術工作者的率性，但在
中共的政治文化裡，卻坐實了「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指控。1957 年 12 月，上
海電影製片廠（「上影廠」）召開對他的第二次批鬥會，同一時間，石揮昔日好友
趙丹，聯合身為上影廠領導幹部的瞿白音，在《文匯報》上發表〈石揮的「滾」
的藝術和他的「才能」〉
，指控石揮：
「充滿沒落階級的感情、自我吹噓挑撥投機、
賣弄低級趣味、歪曲人物形象」，此外「給正面人物鼻子抹白粉是他慣使的拿手
好戲」。83
批鬥會結束後的當天中午，石揮遇見好友導演沈寂，沈寂安慰他：「不會怎
樣，頂多批判會開一下就完了。」石揮卻回答：「不，至少以後不能演戲了，完
了，完了。」離開批鬥會場，石揮來到黃埔江邊十六號碼頭，搭上他在 1957 年
所導演的最後一部電影《霧海夜航》中作為場景的「民主三號」輪船，這是一艘
往返上海與寧波間的客輪。之後，就再也沒有人見過石揮。曾經一度謠傳，石揮
叛國投敵，逃到了香港。直到 1959 年 4 月，一具面目全非的腐爛屍體被海水沖
上位於上海市東南方的南匯縣海灘，經警方驗屍，判定是失蹤已十七個月之久的
石揮。84在 1957 年反右鬥爭中被劃為「右派」的一百三十三名中國電影人中，

81

吳迪編，《中國電影研究資料：1949-1979》
，中卷，頁 59-60。
綜合參考申淵，《五七右派列傳》，第二卷，頁 160；以及石揮遺孀童葆苓 2007 年受訪記錄：
http://art.ce.cn/ylmb/ylysj/200705/31/t20070531_11554677_1.shtml，瀏覽日期：2014 年 9 月 26 日。
83
申淵，《五七右派列傳》，第二卷，頁 160。
84
有關石揮投海自盡至屍體被發現的經過，綜合參考申淵，《五七右派列傳》，第二卷，頁
156-157；啟之（吳迪）
，
《毛澤東時代的人民電影（1949-1966 年）》，頁 328。兩份資料部份細節
略有出入，以申淵所著之《五七右派列傳》為準。
82

19

石揮是唯一選擇自殺的。

2、鍾惦棐
在《文匯報》1956 年年底所掀起的國產影片問題討論中，以〈電影的鑼鼓〉
一文引動視聽的鍾惦棐，在「反右」過程中創造了幾項無人能及的記錄。首先，
他是最早被毛澤東欽定為「右派」的人。1957 年 3 月 6 日全國宣傳工作會議召
開第一天晚上，毛澤東在住處中南海頤年堂召開九省市宣傳文教部長座談會，85
毛澤東在講話中直接點了鍾惦棐的名：
「馬寒冰文章是教條的，鍾惦棐則是右的，
兩派我們都要批評，……『電影的鑼鼓』文章基本方向是不對。」86而早一個星
期，2 月 27 日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在中南海懷仁堂舉行，包括
黨外人士在內一共有一千八百多人參加，87當天下午毛澤東花了四個多鐘頭作出
一場十分著名的演說〈如何處理人民內部的矛盾〉，演講中，毛澤東對鍾惦棐提
出了帶有挑釁意味的批評：
中宣部有個幹部叫鍾惦棐，他用假名字寫了兩篇文章，88把過去說了個一
塌糊塗，否定一切。這篇文章現在引起批評了，引起爭論了。但是台灣很
賞識這篇文章。89……世界上的東西各有不同，各人喜歡各人的，鍾惦棐
的文章台灣就喜歡。陳其通、馬寒冰的文章社會主義國家很喜歡，真理報
登出來了，90……「物以類聚，人以群分」，各人喜歡各人的東西，氣味
相投。91
除了毛澤東早在「反右」發動前三個月，便定了鍾惦棐的「右派」罪名外，
他還保有另一項紀錄，就是在 6 月 8 日「反右」正式發起後，文化部從 8 月 4
85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三卷，頁 92。
編者不詳，《毛澤東思想萬歲》（1968 年武漢版），第三卷，頁 172。
87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三卷，頁 80。
88
除了以本名發表〈電影的鑼鼓〉外，鍾惦棐另以筆名「朱煮竹」在 1957 年 1 月 4 日的《文匯
報》上發表了一篇〈為了前進〉。見啟之（吳迪），
《毛澤東時代的人民電影（1949-1966 年）》，
頁 258。毛澤東這裡所說的：
「用假名寫了兩篇文章」
，應該是指用真名寫了一篇〈電影的鑼鼓〉，
再用假名寫了一篇〈為了前進〉。
89
〈電影的鑼鼓〉一文在上海《文匯報》刊出後，台灣大道通訊社曾發出通訊稿加以報導，記
者在報導中宣稱：「身陷大陸的全體電影工作者，被迫害壓抑得太久了，現在居然敲起了反暴的
鑼鼓。」屬於國民黨派駐香港的媒體機構《香港時報》在 1957 年 1 月 15 日刊登了這則新聞，標
題下為：
「重重壓迫束縛下，大陸電影事業慘不堪言」。見羅學蓬，〈鍾惦棐和《電影的鑼鼓》
〉，
原刊《炎黃春秋》
（北京）
，2001 年第 12 期，節錄收入吳迪編，
《中國電影研究資料：1949-1979》
，
中卷，頁 161-166。
90
稍後一旁台上有人插話更正，是莫斯科的《文學報》，不是《真理報》
。
91
編者不詳，《毛澤東思想萬歲》（1968 年武漢版），第三卷，頁 158-159。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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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至 9 月 27 日足足為他開了十五次的批鬥大會，另外還有十餘次的小會，這是
右派電影人中的最高紀錄。92之後鍾惦棐遭到開除黨籍、罷官、行政級別連降四
級，全家人被從中宣部機關宿舍掃地出門，其妻子張子芳和岳母帶著四男一女五
個小孩，搬到簡陋的大雜院居住，每月生活費廿六元人民幣，每個孩子十元，長
年忍受饑餓。鍾惦棐自己則被送到唐山市柏各庄農場勞動教養四年，專司廁所管
理，每天把糞便掏出來曬乾，打碎，發酵，作為肥料。四年勞教結束後，鍾惦棐
被安排到「中國電影工作者協會」（影協）資料室工作。幾年後文革開始，鍾惦
棐再被下放到「五七幹校」
，1971 年送天津團泊洼農場勞改，仍舊職司廁所管理。
直到 1979 年，鍾惦棐的右派帽子獲得改正，並恢復黨籍。93

3、陳歌辛
如果說石揮與鍾惦棐在「反右」中的受難，來自於在「鳴放」期間的「放砲」，
那麼一砲未放的陳歌辛，其「右派」帽子只能說是禍從天降。事實上，陳歌辛不
僅未參加《文匯報》的電影問題討論，連之後大大小小的鳴放座談，皆未發言。
94

陳歌辛被打成右派，據說原因來自於毛澤東在歷次政治運動中指定比率數字的

習慣。
原來，1951 年至 1952 年發生的「三反」和「五反」運動過程中，95毛澤東
對於共產黨內究竟應該抓出多少涉及貪污收賄的貪官污吏，以及工商企業界究竟
有多少行賄、逃稅的不法商人，一律先訂出比率數字，再強迫各單位打出符合該
數字的「老虎」。例如 1952 年 1 月 26 日毛澤東發出給各省、市、自治區、地市
及各大軍區黨委的〈首先在大中城市開展五反鬥爭的指示〉中，就說：
約有佔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二的最反動的資本家（其中大多數是投機商人）
即將予以懲辦（少數已予逮捕）。而在目前，給這樣一個數目的資本家以
懲辦是完全必要的。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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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之（吳迪），
《毛澤東時代的人民電影（1949-1966 年）》，頁 305；申淵，
《五七右派列傳》，
第一卷，頁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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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惦棐的受難經過，綜合參考申淵，《五七右派列傳》，第一卷，頁 115；羅學蓬，〈鍾惦棐和
《電影的鑼鼓》〉
，頁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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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淵，《五七右派列傳》，第二卷，頁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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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三反」及「五反」運動，參考李福鐘，
〈新民主主義時期（1949-1956）中國共產黨的私
營工商業政策〉
，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03 年 6 月，頁 123-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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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三冊）》
（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9 年
11 月），頁 9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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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彭真領導的北京市黨委，甚至發明一種辦法，就是召集各單位首長開會，
自報任務數字，限期內按照自己所報數字抓出同數額的「老虎」。毛澤東知道這
個辦法後大為讚賞，將北京市委的報告轉發給各省、市、自治區和各大軍區，以
資效法。97
從「三反」、「五反」，到 1955 年「肅反」，這一套先定數額、再完成任務的
手法，一直是中共進行政治運動的法寶。1957 年的「反右」繼續沿用這套辦法。
而在上海反右過程中，音樂界被保留了一個「大右派」的名額，按當時諸位知名
作曲家的表現，賀綠汀理應是對號入座的不二人選，因為他在「鳴放」期間，確
實發表過「外行不能領導內行」一類的反黨言論。然而賀綠汀 1920 年代國共合
作期間便加入共產黨，抗戰期間又待過延安，是知名左派音樂家，上海市委書記
陳毅想保護他過關，不願將他打成右派。於是，一輩子在上海演藝界及娛樂圈打
滾，甚至在抗戰期間留在上海「孤島」的陳歌辛，成了賀綠汀的替死鬼。98
根據「反右」期間刊登在上海《大眾電影》半月刊一篇名為〈「上影」反右
派鬥爭繼續深入〉的報導聲稱，陳歌辛之所以成為「右派」，理由在於：
以寫黃色歌曲起家的歌曲作者陳歌辛是個老右派，對人民、對共產黨的仇
恨是由來已久的。早在 1942 年，他就是人民的敵人，為汪偽和日寇作過
《大東亞民族團結進行曲》二首，獲得汪偽的獎勵，以後又配合反共的「清
鄉政治工作」寫了歌頌保甲制度的《保甲歌》，為漢奸汪精衛寫《集汪主
席訓詞》的歌子，把汪偽政府叫「親娘」
，還為日寇飛機隊寫了《神風歌》。
1945 年抗戰勝利前夕他還為日寇寫《保衛大上海》歌。抗日勝利以後，
陳歌辛即參加國民黨的「忠義救國軍」寫了《勝利之歌》和《反省歌》。
還寫了很多黃色的歌曲，來消磨和麻醉人民的鬥志。99
所以，陳歌辛的罪狀其實主要來自於他在中日戰爭和國共內戰期間與當政者
的合作，而非 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後的言行。通觀整篇報導，對於陳
歌辛的批判其實十分牽強籠統，他既未公開「放砲」，也未拉幫結派，至於一些
牢騷話，像是：「音樂界政治敏感不強有好處，反胡風時沒有胡風分子，反右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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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三冊）》，頁 111。
這是申淵在其《五七右派列傳》一書中的說法，見該書第二卷，頁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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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也沒有右派分子。」100距離政治上的「右派」理當還有一定距離。當然，就算
陳歌辛在「反右」鬥爭中能夠全身而退，以他的歷史問題和作品風格，也未必躲
得過 1966 年的文化大革命。
陳歌辛在 1940 年代的上海，屬於電影配樂界和流行歌曲界的天王級作曲
家，他的作品不少至今仍膾炙人口，包括舊曆年前後必定響遍大街小巷的《恭禧
恭禧》，1950 年代曾經翻唱成英文歌曲的《玫瑰玫瑰我愛你》，以及由金嗓子周
璇唱紅的《花樣的年華》、《夜上海》等，都是陳歌辛的名曲。101
陳歌辛被扣上「右派」帽子之後，被送到安徽省白茅嶺農場勞動教養。1961
年 1 月 25 日死於「大躍進」運動所引發的大饑荒期間，享年僅 47 歲。陳歌辛的
兒子陳鋼是著名的《梁祝》小提琴協奏曲的作曲者之一。
《梁祝》1959 年春發表
時，陳歌辛正在安徽白茅嶺農場接受改造。102

4、呂班
呂班（1913-1976）
，原名郝恩星，山西省榆次縣人。早年在北京、上海電影
界從事表演工作，1938 年赴延安，擔任抗日軍政大學文工團藝術指導。1948 年
調到東北電影製片廠（「東影」）工作，隔年東影拍攝電影《橋》，號稱「新中國
第一部故事片」，103呂班在片中演出鐵路工廠廠長一角。之後，他還擔任過《無
形的戰線》
（1949）的副導演，以及《呂梁英雄》
（1950）
、
《新兒女英雄傳》
（1951）
、
《六號門》
（1952）
、
《英雄司機》
（1954）等片的導演。104按照他的資歷，其實呂
班理應有機會像袁牧之或蔡楚生一樣，在中共建國後躋身電影界領導幹部。只不
過，呂班的興趣似乎在於創作，尤其是諷刺喜劇的創作。他在 1956 年「雙百方
針」宣布前後，著手拍了兩部諷刺喜劇，分別是《新局長到來之前》和《不拘小
節的人》
。諷刺劇不比描寫「典型人物」的政治或軍事類型片，在 1950 年代中國
電影一面倒向「革命化」轉型的情勢下，諷刺劇的問題在於劇中的諷刺對象及表
現手法十分難以拿捏。1956 年 9 月 11 日上海《大眾電影》半月刊趁著「雙百方
100

吳迪編，《中國電影研究資料：1949-1979》
，中卷，頁 156。
有關陳歌辛生平，可參考維基百科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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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日。
102
申淵，《五七右派列傳》，第二卷，頁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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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162-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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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小寧（呂班女兒）口述其父親生平，見李多珏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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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5 年 6 月），頁 272-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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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公布後較寬鬆的政治氣氛，在該年第十七期上刊登了四篇討論《新局長到來
之前》的文章，呂班自己寫了一篇〈談談我心裡的話〉
，道盡在 1949 年後拍攝諷
刺喜劇片的難處：
怕拍不好，怕弄巧成拙，怕弄得「低級」了，趣味庸俗了，怕諷刺不準確，
尺寸掌握不對，輕重配置不當，怕歪曲了現實，怕把諷刺變為誣衊，怕……
這倒不是我一個人在怕，事實上怕的人大有人在，可是我到底鼓足了勇
氣，嘗試導演了一部諷刺喜劇。在拍攝這部片子的前後，事實也證明了我
所說的「怕」是有道理的。開始我倒不怕，可是我周圍的氣氛弄得我從不
怕到漸怕，以至於在「前怕狼後怕虎」的心情中，束手束腳的拍完了這部
影片。105
《新局長到來之前》被稱為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後第一齣諷刺喜劇。106何
以從 1949 年到 1955 年之間，沒有任何一部具有嚴格意義的喜劇出現？原因就在
於上面呂班所分析的各種「怕」。在講究階級鬥爭和革命美學的環境下，除非像
1950 年石揮所拍的《我這一輩子》
，以滿清時代、北洋政府、國民政府作為嘲諷
對象，否則，在 1949 年之後的政治及社會環境中，究竟還有什麼人物或現象是
可以嘲諷的？果然令人煞費苦心。
《新局長到來之前》的劇情是描寫某局總務科牛科長為一名十足的官僚主義
者，他好大喜功，愛吹牛拍馬，平時工作馬虎，不負責任，為諂媚領導，在新局
長上任之前，動員全科幹部，投入迎接新局長的「中心工作」，到處張貼「歡迎
勞苦功高的張局長」一類的標語，並且不惜動用公款，大興土木，給新局長修建
新辦公室。待新局長到了，牛科長由於心情緊張，竟把新局長當成一個商店老板，
當面吹噓他和新局長是老戰友，曾在一起打過游擊等等。最後，這位官僚作風十
足的牛科長被羣眾趕了下台。107關於這部電影，日本電影史學家佐藤忠男認為在
創作手法上雖然說不上特別優秀，但對於官僚主義的揭露，卻顯得真實而憤怒。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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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和挑戰，在 1950 年代的政治氛圍中，畢竟仍屬於投鼠忌器的行為。同一期《大
眾電影》上一位署名方浦的作者，直言說：「諷刺喜劇，由於認識的不大明確，
長期以來，這個領域一直成為禁地，誰也不敢涉足。」109
如果說呂班對於諷刺喜劇的嘗試僅止於《新局長到來之前》
，那麼或許在「反
右」中還不至於大難臨頭。但是呂班更進一步籌拍另一部諷刺劇《未完成的喜
劇》，這齣戲完成時正值「反右」浪潮席捲而來，結果片子遭到了禁演命運。呂
班更因為接連兩齣諷刺劇過於露骨地批評了中共黨內的官僚文化，而被打成右
派。
《未完成的喜劇》由於不曾公開放映，因此詳細劇情只能透過零星的文獻拼
湊。該片大意是：兩位全國聞名的喜劇演員（一胖一瘦）從上海來到長春電影製
片廠參觀學習，李導演於是安排他們兩人觀看了三齣諷刺劇的排演。當天台下還
有許多人一同觀賞，包括一位名叫「易濱紫」
（諧音「一棒子」）的文藝批評家，
以及記者、文聯幹部等。第一齣戲是「朱經理之死」，敍述某公司朱姓經理誤傳
死亡，於是公司同事準備為他辦理後事，沒想到夜裡朱經理突然回到單位，嚇得
大家不知所措。還好誤會很快獲得澄清，此時朱經理突然不高興起來，原來他嫌
為他準備的棺材太簡陋，不符合「第一把手」的身份。第一齣戲演畢，李導演請
大家發表意見，易濱紫首先發言，他認為該劇「太右了」、「打擊面太寬了」，對
某些社會現象的諷刺過於誇張。眾人一陣沉默。李導演打破靜寂，喊道：「開始
下一個吧！」第二齣戲叫「大雜燴」，著重嘲諷那些喜歡吹牛誇大的人，此時台
下觀眾一致叫好，但是易濱紫依然作負面批評：「這個戲主題太單薄，思想性太
差，從而也就減弱了它的教育意義。演員表演過火，使整個劇庸俗、淺薄、下流，
格調太低。」李導演沒辦法，只好叫第三個節目「古瓶記」開演。這個小故事諷
刺一對拋棄老母不管的兄弟，偏偏這兩兄弟還是單位裡的幹部。該劇演完後，易
濱紫又按捺不住發言：「我認為，這不是喜劇！絕對不是喜劇！喜劇，首先應該
使人發笑！可是我看完之後反而發怒……」此時在場所有人實在忍不住了，大笑
起來。易濱紫還在嘮叨：「這不是喜劇，而是個怒劇！表現這些雞毛蒜皮的事情
有什麼價值呢？這絕不是我們藝術的使命！這三個節目都要不得！」記者忍不住
站起來説：「先不要一棒子全給打死，還是演出後聽聽群眾意見吧。」易濱紫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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哼哼地走了，不小心踩到臺上的幕布，幕布掉下來把批評家整個蒙了起來。110
回歸到 1950 年代中國大陸的政治和社會「語境」
（context）
，
《未完成的喜劇》
裡的朱經理、評論家易濱紫，以及拋棄母親於不顧的兩兄弟，其實都是社會上常
見的耍弄官威、世態炎涼的浮世繪。對於知識分子、文化人來說，多年來見識了
太多這類的嘴臉，當看見銀幕上的仿諧（parody）角色，也許就是會心一笑；然
而中宣部、文化部的官員看到這樣一齣戲，恐怕只會七竅生煙。對此文化部電影
局副局長蔡楚生倒是給了一串擲地有聲的評語：
作者所處理的貫串在三個節目之間的所謂辯論，就像一根鎖鏈一樣栓著三
條惡狗，張牙舞爪地向著新社會、向著黨、向著人民做著瘋狂的咆哮和攻
擊。如果說這個作品有什麼主題思想，那麼反黨、反社會主義就是它的主
題思想了！111
難以想像，像呂班這樣資深的共產黨員，理應嫻熟共產黨內政治權力的潛規
則和制式語彙，卻依舊選擇在 1956 年到 57 年的「鳴放」階段，不默而生。等到
政治風暴鋪天蓋地而來，其下場必然是失去工作、失去所有。
呂班死在文革結束的 1976 年，享年 63 歲。他的女兒呂小寧說他在文革期間
「受到『四人幫』的迫害」，112只不過由於缺乏更清楚細節，不知道是不是像鍾
惦棐和陳歌辛一樣，下放農村勞動教養，也不知道究竟是壽終正寢，抑或死於非
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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