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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1959 年夏，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中發起「反右傾」，既引發黨內激烈的政

治鬥爭，更讓「大躍進」益加惡性發展，造成經濟嚴重失調和大規模的饑饉

死亡。當時經常參與最高決策、也負責將之落實的彭真，在「反右傾」中的

關鍵角色和重要影響問題，一直未受到應有的重視。西方學者對此不甚了

解，中共官方所撰的彭真傳記也刻意避重就輕。這段時期代替鄧小平主持中

央書記處工作的彭真，在廬山會議期間和其後，皆竭力配合毛澤東，作為

「反右傾」的主要執行者。彭真在廬山上積極響應毛對彭德懷等人展開的政

治批鬥；返回北京後，他負責督導、推促中央黨政部門、軍隊、首都北京

市，以及高校的「反右傾」運動。從上述的政治過程中，可以增進對彭真個

人以至中共相關的政治事件和歷史的認識。 

關鍵詞：彭真、「反右傾」運動、廬山會議、毛澤東、中共政治 

* * * 

壹、前 言 

1959 年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兼國防部長的彭德懷，在廬山會

議上寫信給中央主席毛澤東，陳述他對 1958 年發動的「大躍進」運動的看法。毛澤東

為此大怒，發動「反右傾」鬥爭嚴厲批鬥彭德懷和意見與之相近的高級幹部，繼而將

「反右傾」擴大為一場浩浩蕩蕩的政治運動。在為時半年多的「反右傾」運動中，遭

到嚴厲批判和被劃作「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幹部和黨員，超過 300 萬人。「反右傾」

運動造成的禍害極其嚴重：在政治上，其造成中共黨內高層政治益加向毛澤東一人獨

                                               

* 作者要特別感謝中國大陸的當代中國史學者林蘊暉教授、李海文研究員和國立政治大學的關向光教授

曾對本文的惠予指導與評論。作者也感謝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對本文研究的經費補助（計畫編號：

NSC 102-2410-H-004-001-MY2）。 



98   中國大陸研究 第 57 卷 第 1 期 民國 103 年 3 月 

 

裁的方向傾斜並使得黨內鬥爭更為激烈和無序；在經濟上，其打斷了中共先前數月對

「大躍進」所作的一些降溫努力，讓之更加肆無忌憚地發展。中國大陸的國民經濟因

而瀕臨崩潰的邊緣，更可怕的後果是，大規模的死亡隨之而來。中共官方向來對此有

所隱瞞和折扣，但也招認了 1960 年的人口總數，較前一年整整短少了約有 1,000 萬人

之眾。泝 

毛澤東發動「反右傾」運動的主導角色，已眾所周知。但是毛倚重何人的協助，

遂行其「反右傾」的構想和目標？從組織架構和人員安排上，中共中央在 1956 年「八

大」成立新的中央書記處，以作為執行中央重大決策的負責機構。由鄧小平和彭真領

導的中央書記處，在 1957 年就積極地貫徹毛發起的整風、「反右派」運動。沴兩年後，

當毛決定要發起「反右傾」，此一政治任務還是交給中央書記處負責。此時鄧小平因腿

傷請假療養。在毛的指示下，書記處的工作由彭真代理主持。再加上，彭真同時擔任

中共首都北京市的黨委第一書記。因此，可以想見無論是在中央或是北京市的「反右

傾」運動中，彭真扮演的自非一般的角色。 

關於彭真在 1959 年「反右傾」運動中的重要地位和具體作為問題，在現有的中、

西相關文獻中，乃是一塊需要補強的重要空白。西方學界雖有注意到彭真在中共政治

上的能量和活躍，但因為其對「反右傾」運動本身關注甚少，根本無法知曉彭真在其

中所處的顯要位置。沊西方唯一一本彭真的英文傳記，甚至幾無提及彭真與「反右傾」

運動的關係。沝在中國大陸方面，有關中共歷史的著作對於「反右傾」運動本來著墨就

不多，其中也沒有任何一個針對彭真的介紹和討論。彭真的官方傳記－〈彭真傳〉無

法迴避這個問題。但不令人意外地，出於為尊者諱的立場，該傳對此一問題處理的方

法是，側重揀選彭真在「反右傾」中顯得比較「與人為善」、「慈眉善目」的個別片

段，例如：他提議保護了誰，以及他對處理犯錯幹部問題的提醒。沀但其迴避了一個更

重要的事實：彭真是毛澤東在中央委託的「反右傾」主要執行者，他對運動全局的推

動到個別部門（從中央各部到彭掌管的北京市）運動的升溫，都有所參與和效力。 

綜前所述，針對彭真參與「反右傾」運動的問題，迄今尚無一個嚴謹、專門的學

術研究。毛澤東在「大躍進」的第二年發起「反右傾」的前後，彭真所持的政治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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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在廬山會議的「反右傾」鬥爭中，彭真有何作為？在「反右傾」繼而推向全黨

以後，彭真扮演什麼角色？特別是其擔任領導要職的中央部門和北京市的運動發展，

彭真介入的具體情形為何？本文嘗試回答上述的問題。 

本文的主要論點為：彭真在中共上層政治中甚為活躍，既是常參與最高決策的中

央政治局委員，也是負責執行中央決策的中央書記處的第二號人物。1958 年「大躍

進」發動後，彭真因為中央書記處的擴權更是位高權重。1959 年夏的廬山會議上，毛

澤東做出「反右傾」的決策以後，此時代替鄧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彭真，作為

「反右傾」的主要執行者。在廬山上，彭真跟隨毛澤東一起狠批後者所認定的以彭德

懷為首的「右傾機會主義者」；他在助毛領導、佈置會議時，也審時度勢地提供建議，

讓會議盡快地朝毛所希望的方向發展。下廬山以後，彭真也多方面地參與、督導「反

右傾」運動。中央黨政部門、軍隊、首都北京市及其高校的運動中，都可見到他積極

任事、一旁煽動的身影。彭真在相關的政治過程中，盡力達到毛欲將「反右傾」加溫

和擴展的期望，也注意總結、推廣運動經驗，以讓其他部門參照和效仿。 

本文的研究目的在於：試圖重建彭真在 1959 年中共「反右傾」運動中的角色和活

動，冀以對彭真個人的政治面貌、他在「文革」前對中央和北京市的政治管理，以及

中共相關政治史的研究有所裨益。本文的章節安排，除此前言外，有六個部分：一、

簡述彭真的從政歷程、黨內地位，以及其在「大躍進」初期的意向；二、彭真在廬山

會議轉入「反右傾」後的活動情況；接下來四個部分則分別介紹彭真對軍隊、中央機

關、北京市以及首都高校的「反右傾」運動的參與情形。在結論的部分，首先扼要綜

述彭真在「反右傾」中的主要作為、行事動機和對之後續處理的問題，最後簡要探討

本文如何能對中共政治史的相關研究，特別是對「大躍進」與中共菁英政治研究有所

助益。 

貳、彭真在 1959 年中以前的政治地位和意向 

一、彭真早期的政治情況 

中共蝸居陝北延安時期，彭真在毛澤東的提攜下已在中共高層嶄露頭角。彭真在

延安整風中擔任要職，負責審查幹部。他在 1945 年舉行的中共「七大」，成為中央政

治局委員。同年夏，抗日戰爭結束後，彭真進而被選為中共當時最高決策機構中央書

記處的候補書記，也被指定為中共東北局的最高負責人，領導多位政治局委員和中央

委員，執行同國民政府搶佔東北地區的重要任務。 

彭真在東北遭遇了一次嚴重的政治挫折。因為彭真在領導東北局期間，與陳雲、

高崗、林彪、張聞天等人在對情勢的判斷和對策上出現了嚴重的歧異和紛爭。彭真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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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被調離東北局。泞中共建政初期，彭真雖然繼續出席中央高層會議並擔任如中央組織

部部長的要職，但主要的工作重心放在首都北京市負責人的崗位上。1953-1954 年「高

崗、饒漱石事件」發生後，因為高崗（其與彭真在東北交惡、結怨甚深）的垮台，彭

真對中央政治有更多的參與機會。1956 年的中共「八大」，將原本的中央書記處改為

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另外新設立一個中央書記處。彭真被任命為新的書記處的第

二號書記，協助中央總書記鄧小平貫徹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會的決策和主持中央日常

工作。在實際的政治運作中，彭真經常出席常委會議，直接參與最高決策；在中央書

記處內，彭真實質扮演副總書記的角色。彭真的權位在毛澤東發動「大躍進」後又進

一步地得到提升。 

二、彭真對「大躍進」的支持 

1958 年毛澤東發起「大躍進」運動，希冀在短時之內改變中國落後的經濟面貌。

毛在發動「大躍進」的過程中，大力批判 1956 年由周恩來和陳雲主導的經濟「反冒

進」政策。毛不滿周、陳講求穩健、均衡的經濟主張，也不悅他們利用國務院壟斷經

濟決策工作。為了讓「大躍進」能根據自己的心意進行，毛下令原先主在負責黨務工

作的中央書記處，開始管控政府和經濟工作。1958 年 2 月 17 日，彭真在中央書記處

會議上傳達毛的此一指示：「中央書記處對國務院和各部委的工作要管起來。」泀 

按照此一新的權力安排和組織調整，中央書記處在「大躍進」蓄勢待發之際權力

大為擴增；在書記處內僅在鄧小平之下的彭真，其權位也相形水漲船高。再加上，鄧

對彭真的放手使用，讓彭真常有機會主事。例如：1958 年中央書記處召開 42 次會

議，彭真就主持了 16 次，而其中多與經濟問題有關。洰經濟工作是彭真過去在中央鮮

有涉足的領域。彭真因「大躍進」之故獲享大權，他對於運動中節節升高的糧食和鋼

鐵生產指標也堅信不已、表露熱情，並且負責協助將它們轉化為現實。1958 年夏舉行

的北戴河政治局擴大會議，將「大躍進」推上首波高峰－掀起人民公社化運動和全民

大煉鋼鐵運動。彭真在大煉鋼鐵上，扮演監督執行者的重要角色。他以中央書記處領

導人的身分頻頻召開全國電話會議，催促國務院相關各部和各個省分不惜一切代價完

成中央分配的鋼鐵生產指標。泍 

1958 年底，毛澤東注意到「大躍進」出現了一些脫離實際的現象，並帶頭進行糾

正偏向的工作。彭真協助毛降低 1959 年的鋼鐵指標，也注意到人民公社制度實行後產

生的問題。他在北京市委新發行的理論刊物〈前線〉上，亦提醒黨員幹部既不能右傾

                                               

註 泞 彭真傳編寫組、田酉如，彭真主持東北局（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 

註 泀 彭真傳編寫組編，彭真年譜（第 3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2年），頁 288。 

註 洰 彭真傳編寫組、田酉如，彭真傳略（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頁 225。 

註 泍 中華人民共和國廣東省檔案館藏，〈9 月 25 日中央電話會議紀錄彭真同志的講話〉，檔號 219-1-27，

1958 年 9 月 25 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廣東省檔案館藏，〈彭真同志在 10 月 9 日中央電話會議上的講

話〉，檔號 227-4-1，1958年 10月 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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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也不能盲目蠻幹。泇但需要強調的是，彭真在「大躍進」有所降溫的階段，從無

質疑運動的正確性，其目的是讓運動能更健康、有力地向前開進；他也慎防在糾偏的

過程中出現對運動的幹勁不振的情形。正因為彭真在「大躍進」問題上對毛的亦步亦

趨，讓後者甚為信任。1959 年 6 月初，鄧小平因跌倒導致腿部骨折。毛聞訊後即指

示：在鄧小平療傷養病期間，由彭真主持中央書記處工作。沰 

1959 年 7 月初，在毛澤東的提議下，中共中央在江西廬山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

（此一會議和後來緊接召開的中共八屆八中全會，常被通稱為廬山會議）。毛舉行此會

的目的是：一邊總結運動實行以來的經驗，一邊讓高幹忙裏偷閒、休憩充電。故又有

「神仙會」之稱。彭真被中央安排留在北京處理黨國的日常工作，而沒有上廬山開

會。彭真在首都留守時，公開表示：「鬆勁情緒和右傾保守思想是當前威脅我們更好地

完成全年任務的主要危險。」泹亦即經過一陣子的運動糾偏後，彭真認為當務之急是如

何振起幹勁、再續躍進。 

在廬山會議原定的議程即將結束之前（原本規劃 7 月 15 日散會），彭德懷有感會

議未能對「大躍進」問題暢所欲言，甚至存在一種不讓講真話的壓抑氣氛，便在 7 月

14 日寫信向毛澤東表達自己的看法。毛在稍作考慮後，將彭德懷的信件批轉給與會的

人士，並下令通知原先沒有上山的重要幹部（包括彭真）前來開會。 

參、在廬山會議中投入「反右傾」鬥爭 

7 月 17 日，彭真抵達廬山，知道了彭德懷致信毛澤東的情況。要如何看待彭德懷

的信呢？彭真表現得非常的謹慎，注意聽取各方的意見，但不顯露自己的內心所想。

彭真首先詢問他所倚重的北京市委第二書記劉仁和自己身邊秘書的意見。劉仁和彭的

秘書皆只認為彭德懷的信「有些話過了一點兒」。彭真聽後也不表態作聲。其次、彭真

注意聆聽各方的態度和議論。他派遣秘書去參加會議的各個小組會和閱讀會議簡報，

為此，彭真還另外召集在北京的其他秘書前來廬山幫忙。彭真在保持耳聽目明的同

時，繼續秉持「沉默是金」、以靜制動的原則。泏彭真的這種政治謹慎，使之順利度過

了從毛澤東印發彭德懷的信件到他公開表態以前的這段政治敏感期。 

毛澤東在 7 月 23 日的全體大會上作了長篇講話，痛批彭德懷立場「右傾」，也連

帶敲打那些支持彭的信件內容的黨人如：身兼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軍委秘書長和總

參謀長的黃克誠、外交部副部長張聞天、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周小舟等人。後來毛更誣

指相關人士組織一個「反黨集團」。廬山會議自此正式掀起了「反右傾」鬥爭的帷幕。

在毛澤東的指示下，彭真協助毛在會上推行、開展「反右傾」的議程。 

                                               

註 泇 彭真傳編寫組，彭真傳（第 3卷），頁 985~995。 

註 沰 彭真傳編寫組編，彭真年譜（第 3卷），頁 410。 

註 泹 同前註，頁 421。 

註 泏 彭真傳編寫組，彭真傳（第 3卷），頁 998~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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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入批判彭德懷的行列 

7 月 31 日和 8 月 1 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細算了彭德懷的

「錯誤」並將之定性。彭真出席這兩次中央常委會議，參與對彭德懷的圍攻。這顯現

了彭真在中央一級所享有的「不是常委的常委」和實質位居副總書記的重要地位。彭

真在兩次常委會議上發言時，確切執行毛澤東對批判彭德懷所提出「對事也對人」的

方針。也就是不單狠批彭德懷在廬山上對「大躍進」提出的質疑和批評，對於彭德懷

參加中共革命以來的種種問題，也翻箱倒櫃般通通批一遍，而且還要深究、追查他相

關言行背後的政治用心和動機。詳情如下： 

（一）彭真以捍衛最高領袖的姿態，指控彭德懷在廬山上居心不良，蓄意將政治

矛頭對準毛澤東，存心要向之究責。如前所述，彭真仔細地掌握會議各小組的發言簡

報。彭真有心地綜整了彭德懷言論中的「痛腳」，並直接質問後者：「你在西北小組

講：人人有責，包括毛主席，個人威信不等於黨的威信。說毛主席的話亂傳一氣，盲

目服從。說到處第一書記掛帥，削弱集體領導。1070 萬噸鋼的指標是個人決定。說下

毛毛雨，送材料又不看。這些劍靶子射誰？」泩針對彭德懷寫給毛的信，彭真表示：

「信是個綱領，一條路線，重點在後一部分，目標是毛主席。」泑 

（二）彭真重翻彭德懷的歷史老帳，藉以說明彭德懷在廬山「犯上」、另立旗幟並

非孤立現象，在過去早有先例可循，甚至說是一個「慣犯」，並慶幸黨內是由毛澤東掌

舵，而非彭德懷做主號令。彭德懷在廬山會議前期曾提及 1945 年延安整風中華北地方

工作座談會的往事，覺得當年受到不合理的對待，甚至氣言當時被「罵娘 40 天」，要

在此次廬山會議中回敬。華北地方工作座談會乃是 1945 年毛澤東幕後操控、彭真擔任

主要批判砲手的一系列專門針對彭德懷的批鬥會。其前後計有二十餘次、歷時約 40 天

之長。華北地方工作座談會批彭德懷火力之猛、上綱上線之高，彭真在 1954 年也承認

有所不妥和過火。炔彭德懷在廬山挑起 14 年前的此一延安舊事，當年的主事者毛澤東

和彭真恐怕都心裏不快，甚至覺得前者的相關言論是衝己而來。炘毛澤東在廬山上開始

批判彭德懷後，口頭上雖說要在此次滿足彭德懷回罵娘 40 天的願望，但實則是要讓後

者重溫華北地方工作座談會的那場政治惡夢。參與、熟悉該座談會的彭真，出面負責

此事。 

彭真在 8 月 1 日的常委會議中，重彈華北地方工作座談會批判彭德懷的內容：批

                                               

註 泩 李銳，廬山會議實錄，第 3版（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頁 199。 

註 泑 同前註，頁 207。 

註 炔 1954 年 2 月 8 日，彭真在中共七屆四中全會的發言中，就自身在延安整風中的錯誤作自我批評。當他

檢討華北工作時提到：「對當時北方局個別負責同志的批評，也有不妥或過火的地方。」彭真傳編寫

組，彭真傳（第 1卷），頁 284。 

註 炘 1965 年 9 月 11 日，彭真代表中共中央約談彭德懷時，還提到此事。他對彭德懷說：「在延安時我們

對你有意見，吵了 40 天，拿你的話來說，罵娘 40 天。」王焰編，彭德懷年譜（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8年），頁 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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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彭德懷在「過去幾次路線」中的問題，特別是點名後者在抗戰期間「跟中央不對

頭」、「鬧獨立性」、「同中央搶先」和在看待王明路線問題上的錯誤。炅彭真還將毛澤東

和彭德懷加以比較並做出結論：在政治路線上，毛、彭兩人的高下立判。因為毛從過

去的歷史實踐到指導、孕育出當前「大躍進」政策的「總路線」，都屬正確。相對地，

過去若按彭德懷的主張行事，結果必然失敗，而且才真正是所謂「小資產階級的狂熱

性」的表現。炓彭德懷在給毛的信中使用了這個具有刺激性的政治詞彙，彭真用之來反

批彭德懷，顯然是要讓後者難堪。 

（三）彭真力求跟進毛澤東，對彭德懷的政治人格和未來動向提出批評和質疑。

毛澤東早時稱許彭德懷直率、樸素的性格，像三國時代的武將張飛；但在廬山會議

上，毛批彭一貫心懷不軌，便改口說其是「內有二心，外似張飛」。彭真聞後也說彭德

懷此點「迷惑人」，並明白指出周小舟就是被之蠱惑而站錯了隊。他進而在毛在內的中

央常委的面前向彭德懷表示：「同志在一起，應肝膽相照。這麼多元帥支持你，是由於

主席，但換不出你一條心。張飛，能換心的。歸根結底，宇宙觀和黨性的根本分

歧。」炆也就是說彭德懷無法與他人赤誠相待，實是浪得張飛的虛名。另外，毛澤東對

於號令三軍、軍功鼎盛的彭德懷，總是存有疑忌。在廬山上，毛直接挑明這個問題，

直問彭德懷敢否簽字擔保，不在他身後造反。彭真也對彭德懷提出同樣的疑問和要

求。炄 

二、在旁推進會議的發展 

彭真受毛澤東委託在第一線督管廬山會議的「反右傾」議程，努力使會議朝毛所

願的政治方向發展和結束。從中也可以看到彭真具有的一些操作空間和政治影響。 

（一）為了讓會議「反右傾」的打擊火力聚縮在被毛澤東公開點名批判的彭、

黃、張、周等人身上，以逼他們早日就範，彭真提出將中央「秀才」同前述的「右傾

機會主義分子」作區隔處理的政策。所謂「秀才」指的是為毛澤東和中央服務的重要

政治秘書胡喬木、陳伯達、田家英，以及〈人民日報〉總編輯兼新華社社長吳冷西。

「秀才」們在廬山會議初期非議「大躍進」政策，並且對地方的運動實行情形多有批

評而和當地領導人發生衝突。在會議開始「反右傾」後，這些「秀才」惶惶不可終

日，處境岌岌可危。彭真在與楊尚昆商量後，提出不要對「秀才」鳴鼓而攻之的建

議。此一提議為毛澤東所接受。炑彭真如此為之，或是揣測到毛澤東對這些長年為之服

務的「文膽」，仍有眷顧、懷舊之情，但不好說出口。炖從操辦會議的角度出發，此舉

也多有益處。 

                                               

註 炅 李銳，廬山會議實錄，頁 207。 

註 炓 同前註，頁 208。 

註 炆 同前註，頁 206、208。 

註 炄 同前註，頁 197、315。 

註 炑 蘇維民，「楊尚昆談廬山會議」，百年潮（北京），2008年第 1期，頁 15。 

註 炖 中國大陸一名中共黨史研究者提供的資訊。北京，2013年 8月 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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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真藉由保「秀才」之策，第一，可以縮小會議的打擊面，將批鬥火線集中在

「右傾機會主義」的主要人物，以免會議因分散焦點而拖長時間。第二，也可以直接

起到分化的作用，讓「右傾機會主義」的「欽犯」益加感到勢單力孤。第三，借用

「秀才」作為「筆桿子」的特長，要他們在文字上為「反右傾」辯護和發聲。胡喬木

後來在會議後期就受命撰寫一篇強調毛澤東英明領導的文章，以說明「右傾機會主

義」對之質疑的其心可議；回到北京後，彭真交代陳伯達從理論的高度撰寫一篇批判

彭德懷的文章。炂 

（二）彭真見機擇定會議揭發出來的「斯大林晚年」問題，作為會議批判「右傾

機會主義分子」的重要突破口。毛澤東指控彭、黃、張、周暗組「軍事俱樂部」，試圖

要推翻以他為中心的現行領導。但相關指控一直沒有得到很直接、有力的揭發材料來

佐證。協助毛督導會議進展的彭真，對此也甚為關注。當黃克誠和水利電力部副部長

李銳在會場上被「革命群眾」逼得供出曾私下議論過毛澤東是否可能存有像蘇聯領導

人史達林（中國大陸將之翻譯為「斯大林」）晚年獨斷妄行的問題，彭真當機立斷，視

之為可坐實毛澤東指控彭德懷等人秘密謀反的關鍵「證據」。彭真下令會議各小組組長

就此一新「事證」打鐵趁熱、乘勝追擊。炚果然在會場上不斷強力「逼、供、信」之

下，被控涉案者皆難以招架。炃 

值得一提的是，李銳在「大躍進」初期被毛澤東延攬為政治秘書，一時頗受毛重

用；但在「反右傾」後，他卻沒有被彭真納入在受保護的「秀才」之列，甚至還被彭

當作是會議揭發、批判的重點對象。這或與彭真和李銳在延安整風中有不愉快的互動

經驗相關。牪 

（三）彭真協助毛澤東處理廬山會議「反右傾」的後續政治「程序」問題。「右傾

機會主義者」在會中的政治高壓下不得不低首認錯後，還要公開檢討自我錯誤並表態

接受對自己的政治批評和指控。彭真負責監審他們所作的檢討內容，以確認其不是試

圖瞞混過關。對於張聞天的檢討內容，彭真就很不滿意，當眾批他「很不老實」、「採

取隱瞞態度」，「還想把你們的反動根子留著，準備乘機再起」。彭真警告張：「不要企

圖再用欺騙的方法，混過關去。混不過去」。狖廬山會議的決議和公報（彭真參與制

定，毛澤東也要求彭對之作最後的把關）出爐後，彭真也逼使「右傾機會主義分子」

                                               

註 炂 陳曉農編纂，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香港：陽光環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5年），頁 177。 

註 炚 中國大陸一名中共黨史研究者提供的資訊。北京，2011年 8月 21日。 

註 炃 李銳，廬山會議實錄，頁 280~289。 

註 牪 延安整風期間，彭真主持的中央黨校的整風甚為激烈，李銳被捲入其中並遭到錯誤對待。彭真在事後

仍認為對李銳問題的處理乃屬正確，並刻意迴避李因工作求見的要求。在廬山會議中，康生重提此事

並將之與高崗問題串在一起。8 月 6 日，彭德懷在小組會上作檢查，當他交代與高崗的關係時表示：

「高崗到朝鮮去了兩次，談到彭真，對延安審幹有意見。」康生插話：「彭真同志在延安審幹是正確

的，高崗想利用這個口號打擊彭真同志，利用一些對延安審幹不滿的人，團結起來反對彭真同志，李

銳就是一個。」同前註，頁 252。 

註 狖 同前註，頁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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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黃克誠簽字承認。狋 

在廬山會議之前和期間，曾對「大躍進」出現的經濟紊亂、浪費和失調現象有所

批評、但是「錯誤」還不到「右傾機會主義」程度的人士如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務院

副總理李先念和中央「秀才」們。他們的檢討問題在下山後也繼續由彭真督管。李先

念寫完檢討後，交付彭真審閱和處理。狘中央「秀才」們則兩次被彭真找去談話，與揭

發材料進行核對，甚至到彭真住處寫檢討。狉國務院內負責工業、交通工作的副總理薄

一波，是大煉鋼鐵的倡議人。他在上廬山前曾跟彭德懷共吐對運動的苦水。在廬山

上，薄一波見風向不對即轉而批判彭德懷以求脫身。下山後，薄一波先前對運動帶有

批評的講話仍被整理上報。彭真「受中央領導同志委派」，出面指令薄作檢查。狜 

三、貽誤限制「反右傾」範圍的機會？ 

毛澤東在廬山上決心大加批判彭德懷後，劉少奇雖和包括彭真在內的其他中共要

人一樣對彭德懷痛批嚴斥，但他還是冷靜地想到廬山上這股猛然的「反右傾」，恐會對

從去年底開始逐步進行的運動糾偏工作產生不利的影響。劉少奇故而認為批判彭德懷

應只在較小範圍的上層內進行，另外下發一紙繼續在下層反「左」的文件。然而，當

劉少奇囑咐胡喬木起草相關文件時，胡卻跟劉表示，劉應先要同毛澤東談過方能有所

動作，從而引劉不快，劉堅持胡先寫出文稿，他再跟毛溝通。胡喬木擔心此時正處於

盛怒的毛，聽聞劉的上層「反右傾」、下層繼續「糾左」的提議，不但不會接受，甚至

會認為劉政治意志不堅定，恐怕「也要牽〔連〕進去」。狒 

熟悉黨內高層人際關係和政治權力傾斜方向的胡喬木，認為彭真是一個可以勸阻

劉少奇的人。胡最主要的考量可能是：彭真與劉少奇過去有長期的工作關係，兩者之

間可能比較能夠深談；更為重要的是，彭真在中共高層中的政治影響力在「大躍進」

開始後，僅在毛澤東、劉少奇、鄧小平之後。狔此時，鄧小平在北京臥床療腿，在毛、

劉之後能說得上話的就屬彭真了。彭真聽了胡喬木的來意後，答應出面與劉少奇相

談。維護層峰團結、避免將帥失和，應也是彭真接受胡喬木的請託的主要考慮。劉、

彭談話後，劉決定放棄原先的想法。 

對於彭真在廬山上勸退劉少奇一事，彭真的官方傳記雖也提及（僅說不知彭真是

如何成功勸說劉少奇的，並強調「按照黨的組織原則和彭真的一貫作風，他也不可能

把與劉少奇談話的內容告訴其他人」），狚但卻不問彭真相關行動的政治後果。 

                                               

註 狋 黃克誠，黃克誠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頁 315~316。 

註 狘 李先念傳編寫組、鄂豫邊區革命史編輯部，李先念年譜（第 3 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

年），頁 179。 

註 狉 蘇維民，「楊尚昆談廬山會議」，頁 15；陳曉農編纂，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頁 177。 

註 狜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修訂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頁 898~899。 

註 狒 胡喬木傳編寫組編，胡喬木談中共黨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頁 377~378。 

註 狔 中國大陸一名中共黨史研究者提供的資訊。北京，2007年 1月 15日。 

註 狚 彭真傳編寫組，彭真傳（第 3卷），頁 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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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官方編定的〈中國共產黨的 70年〉不無遺憾地表示： 

在 7 月 23 日毛澤東發表講話後，劉少奇曾主張把反右傾的決議只發到省

一級，另搞一個繼續糾正「左」傾錯誤的決議發到縣以下單位。這個主張在

當時的條件下，沒有能在黨中央提出來。反右傾決議逐步傳達到全黨，在全

國範圍內展開一場大規模的反右傾鬥爭。一大批幹部、黨員遭到錯誤的批

判，不少人被認定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受到不應有的組織處分。狌 

易言之，這本中共官史示意：劉少奇欲將「反右傾」侷限在上層而在下層繼續糾

「左」的意見，「沒有能在黨中央提出來」，從而錯失了限制「反右傾」橫行、蔓延的

機會。中共官方史家的相關論點若能成立，那麼成功勸阻劉少奇的彭真，是否是好事

而誤事、多事而害事？ 

肆、與聞軍隊的「反右傾」 

廬山會議後，8 月 18 日至 9 月 12 日，中共中央舉行中央軍委擴大會議，繼續批

鬥彭德懷、黃克誠。沒有擔任任何軍職的彭真，以代理主持中央書記處的身分，參與

了此次軍隊系統「反右傾」大會的籌備和領導工作。 

首先、彭真負責撰寫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決定召開此次軍委會議的通知稿。其強

調會議的目的是：「為了傳達討論和貫徹執行黨的八屆八中全會關於保衛黨的總路線、

反對右傾機會主義而鬥爭的決議和其他決議」。狑 

第二、8 月 12 日，彭真偕同毛澤東召集負責軍隊人事和思想工作的中央書記處軍

事書記、總政治部主任譚政和副主任蕭華，就預定召開的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作先期討

論。玤軍委會議開始進行以後，8 月 27 日，彭真出席毛澤東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擴

大會議，一同聽取該會情況的彙報，玡以確定其會按照規劃的「反右傾」方向發展，以

成功肅清彭德懷、黃克誠在軍中多年累積的聲望和影響。 

第三、彭真出席中央軍委擴大會議和外事會議的聯席會議，以中央要人之姿在會

上講話。在中央軍委擴大會議進行的同時，外事系統也在舉行一場旨在批判張聞天的

會議。對於軍隊和外事系統各自召開的「反右傾」會議，中央為了表示對之的重視，

特別將兩會的與會人員集中在一起，由中央領導人出面演說，以進一步統一認識。現

身會場並公開發言的中央領導人除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彭真也在列。彭真的官

方傳記和年譜，對其傳主出席此一聯席會議沒有記錄，更無記載其講話的內容。不

                                               

註 狌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的 70年，頁 366。 

註 狑 彭真傳編寫組編，彭真年譜（第 3卷），頁 429。 

註 玤 彭真傳編寫組編，彭真年譜（第 3卷），頁 429。 

註 玡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朱德年譜（新編本）（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 年），頁

1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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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在場聆聽的張聞天的秘書清楚地記得彭真在會上公然鼓吹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 

我覺得他〔彭真〕還講得比較輕鬆。內容記不住了，但有一點記得很

牢，就是他說的：我給同志們介紹一個「偷懶」的辦法，不要想的太多，毛

主席一切都給我們想好了，你照著辦就行了，何必去想入非非，離開了毛主

席的革命路線。這自然不是他的原話，但這個意思我一直記著。到文化大革

命初期，毛澤東批他不讀書不看報，我就想起了他的這次講話，後來也經常

聯想到。玭 

第四、彭真在軍委擴大會議期間參與對朱德的約談工作。 

朱德雖然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但是在廬山會議批判彭德懷時，他出於對戰友的憐

惜之情，只就彭德懷的信件內容發言，不忍對之苛責。毛澤東當場抬腳、摳摸鞋面，

以示朱德是「隔靴搔癢」，讓他滿臉通紅，無法繼續講下去。下了廬山，中央軍委擴大

會議續整彭、黃，朱德也被要求在會上公然作檢討。9 月 10 日上午，為了「協助」朱

德做好預定在大會上的檢討，彭真和周恩來、陳毅、賀龍約朱德談話。當晚，毛澤東

召集上午談話的原班人馬（彭真在內），並另加劉少奇、羅瑞卿開會。經過前述密集的

政治工作後，朱德在 11 日的大會上低首檢討，並遭林彪當面斥責是「老野心家」、「想

當領袖」、「實際上沒當過一天總司令」。玦 

中央軍委擴大會議結束後，彭真一方面代表黨中央繼續掌握軍隊內部的「反右

傾」運動執行情形。例如：11 月 9 日，彭真主持召開中央書記處會議，聽取總政治部

的運動彙報。玢另一方面，受毛澤東之託，彭真和楊尚昆負責彭德懷的安置問題。他們

最後將彭德懷安排至中央高級黨校，要其虛心省過、勸之潛心學習。 

伍、監管中央部門的「反右傾」運動 

彭真從廬山下來、返抵北京後的次日（8 月 20 日），即主持召開中央書記處會

議，決定要盡速對中共中央直屬機關副處長以上幹部和國家機關黨組成員，傳達中共

八屆八中全會的會議情況和精神，以讓他們早識「廬山（會議）真面目」。在楊尚昆的

緊急張羅下，21 日下午，相關傳達會在中南海懷仁堂召開。彭真、周恩來親自到會傳

達。玠 8 月 28 日上午，彭真主持的中央書記處會議，指定候補書記劉瀾濤、楊尚昆以

及中央組織部部長安子文、公安部副部長徐子榮，「注意」中央直屬機關和中央國家機

                                               

註 玭 時任張聞天秘書的何方向作者提供的資訊。北京，2011 年 8 月 21 日。何方，從延安一路走來的反思

－何方自述（上冊）（香港：明報出版社，2008年），頁 317~318。 

註 玦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朱德年譜（新編本）（下冊），頁 1747。 

註 玢 彭真傳編寫組編，彭真年譜（第 3 卷），頁 455；楊尚昆，楊尚昆日記（上冊）（北京：中央文獻出

版社，2001年），頁 442。 

註 玠 彭真傳編寫組編，彭真年譜（第 3卷），頁 431~432；楊尚昆，楊尚昆日記（上冊），頁 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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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兩個黨委學習廬山會議決議的問題。平時就負責指導兩個機關黨委工作的楊尚昆，

在同日下午即進行佈置。玬事實上，彭真後來就主要依靠楊尚昆在中央黨政機關內推行

「反右傾」運動。然而，因為當時中共中央和彭真個人的精力，主要集中在籌備即將

到來的 1959 年「十一」國慶，也就是「十年大慶」。所以相關部門機關的運動在 10 月

以後，才逐漸開展起來。 

10 月 20 日上午，中央書記處召集中央黨政部門（包括工人、青年、婦女工作的

全國領導機關）的正副部長和北京市的黨政領導幹部在中南海懷仁堂開會。彭真在會

上作「反右傾」的專題報告，希望藉此動員黨政高幹，推進中央部門的運動。關於

「右傾機會主義進攻」的問題性質，彭真言其是「十年來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

路鬥爭的繼續」，「到廬山會議是個總爆發」。玝他進而指出反對「右傾機會主義」對於

捍衛「三面紅旗」的關鍵意義：「自中央提出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以來，一部分

富裕中農和資產階級感到資本主義的根子被挖掉了，就要試一下和共產黨較量。如不

嚴肅批判，總路線貫徹不了，大躍進不能實現，人民公社不能鞏固。」如何批鬥和處

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彭真強調「批判要提到原則高度」。瓝 

就實際的運動操作而言，彭真講的「批判要提到原則高度」，指的並非是批判要按

照事情的是非曲直的原則進行；相反地，其意指批鬥一旦鎖定了特定的目標和對象，

所有對其的質問、揭發都要緊扣著有關的政治指控，或是力將兩者上牽下連（亦即沒

原則的上綱上線），使被批判者在眾口鑠金、三人成虎下難以全身而退。聽聞彭真的運

動號令後，楊尚昆同日即「約國家機關黨委和中直黨委彙報」，以一一掌握各部門的運

動進度。瓨 

讓彭真、楊尚昆不敢懈怠的是，毛澤東對於中央黨政部門「反右傾」運動的緊密

關注。由楊尚昆擔任主任的中共中央辦公廳，其編印的〈情況簡報〉中會登載中央部

會運動的情況。毛澤東從中讀閱關於國家機關各部門的鬥爭報導後，10 月 22 日直接

批示彭真和楊尚昆，問及黨屬中央各部的運動情形，更要求：「請你們抓緊辦一下，使

這個鬥爭深入下去。」甿毛的這個運動指示為中央黨政部門的「反右傾」起到加溫的作

用；它也明白標示彭真和楊尚昆是具體的統籌、執行者。 

彭真和楊尚昆想到的「抓緊辦一下，使這個鬥爭深入下去」的一項重要辦法，就

是分別在中直機關和國家機關中各找一個運動的「典型」，細心觀察和指導，再以之為

範例推廣，要其他單位效尤、跟上。他們在中直機關裏選的是中央工業工作部，在國

家機關裏則選取輕工業部。這兩個部門的副部長高揚和宋乃德，因為對「大躍進」執

行過程中出現的問題多有批評，「反右傾」開始後即成為部門內運動的首要標靶。楊尚

                                               

註 玬 彭真傳編寫組編，彭真年譜（第 3卷），頁 433；楊尚昆，楊尚昆日記（上冊），頁 423。 

註 玝 彭真傳編寫組，彭真傳（第 3卷），頁 1001。 

註 瓝 彭真傳編寫組編，彭真年譜（第 3卷），頁 450~451。 

註 瓨 楊尚昆，楊尚昆日記（上冊），頁 438。 

註 甿 毛澤東，「關於中直機關開展反右傾鬥爭問題的批語」，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主編，建國以來毛澤東

文稿（第 8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頁 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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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對輕工業部的鬥爭，甚為重視。在 10 月下旬至 11 月上旬，楊不但專門和國家機關

黨委相談過，後來又約請後者彙報「反右傾鬥爭情況」，他更安排國家機關黨委和中直

黨委召開聯席會議，聆聽輕工業部「反右的經驗交流」。為了將中央工業部的鬥爭增

溫，楊尚昆也特地召集安子文和中央工業部兩位副部長李立三和于江震談話。畀 

眼見中央黨政部門的「反右傾」漸入「佳境」，11 月 9 日、10 日，彭真主持中央

書記處會議，聽取中央直屬機關和中央國家機關兩個黨委彙報運動進展情況。彭真在

會上表示： 

這次運動主要解決黨內問題，黨外不進行。黨內主要對象是「當家作

主」的領導幹部，內容以兩條道路鬥爭，社會主義教育為綱；對總路線、人

民公社的態度是分水嶺和試金石。這個問題解決了，天下大定，其他問題放

在次要地位。甾 

以當時中央黨政機關內如火如荼的運動發展來看，主要的批判對象確實皆是彭真

所言的「『當家作主』的領導幹部」，如前述的中央工業部副部長高揚和輕工業部副部

長宋乃德，還有國家計委副主任賈拓夫，以及水電部副部長李銳等。更重要的是，彭

真說有關問題的解決，攸關「天下大定」，所以其他議題都得為之讓路。此話不但可以

看作是他對批鬥如上犯有「右傾錯誤」人士的認可，還有強調其迫切性並催促行之的

意思。 

彭真在講話中雖也提到：在當前運動鬥爭對象中，為數大量的是性質較輕的人民

內部矛盾問題，對之的鬥爭方式要和風細雨、誠懇熱情、擺事實講道理。疌但是從彭真

接續的話來看，這僅是他在將運動推向另一波高峰前，為自己預留政治台階，以示其

事先已予以提醒而對有關政治後果概不負責。因為彭真話鋒一轉，指出運動「要抓住

兩頭。既不要過火，又不能不發動群眾。」「北京市和中直機關中，也有對無產階級思

想格格不入的幹部。毛主席嗅覺靈敏，一回到北京就感到不舒服。所以北京市要把運

動搞透，『把司令部、參謀部搞好』。」疘 

事實上，中共的政治運動一旦啟動，發動群眾忘私、忘我地投入是題中必有之

義，不如此，參加運動的各方的政治面目無法呈現、分流，黨就無法從中進行分類、

排隊和拉打。因此，運動過火根本在所難免。更何況，彭真都說毛澤東已聞嗅到「右

傾」異類藏諸於中央高參部門，不竭力除之，怎能向之交代？彭真說要把運動「搞

透」、「搞好」，無異是要中央黨政部門繼續深挖「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到底。然而，做

到多少才是透頂？彭真卻沒有說出明確的底線。在「寧左勿右」的政治氛圍下，下級

幹部自然是想多抓挖一些「右傾」嫌疑犯會比較保險。國家機關黨委（書記是龔子

                                               

註 畀 楊尚昆，楊尚昆日記（上冊），頁 439、441~442。 

註 甾 彭真傳編寫組編，彭真年譜（第 3卷），頁 455。 

註 疌 同前註，頁 455~456。 

註 疘 同前註，頁 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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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對於回報沒有鬥爭對象的單位，就批作是「清水衙門」；對於運動進展稍緩的單

位，就批之為「落後單位」；針對想要提早結束運動的單位，就稱之抱持的是「差不多

思想」。皯在窺測上意和層層加壓之下，運動溫度更是筆直爬升。 

按照彭真所提的把「司令部、參謀部搞好」的指令，11 月中旬，楊尚昆先赴中直

機關黨委開會，「佈置目前反右傾鬥爭」，然後召集安子文和中央工業部內部負責主持

批判高揚的李立三談話。對於國家機關的運動，楊尚昆除單獨過問總工會的「反右傾

問題」，也聽取國家機關黨委彙報整體的運動進度。彭真恪遵毛澤東「抓緊辦一下」的

運動的指示，11 月 21日下午，他和楊尚昆再次聽取中央直屬機關黨委和中央國家機關

黨委彙報「反右傾」運動情況，歷時三個鐘頭。盳 

自 10 月下旬起，在彭真幾次緊盯、楊尚昆親自動手下，中央黨政機關的「反右

傾」運動在短短的一個月左右的時間，就出現了益加激越的發展，引起毛澤東的興

趣。中央辦公廳整理、刊登的運動報告，說明國家機關的運動「群眾發動得愈加廣

泛、深入」，「重點批判對象增加，批判也更加深入、細緻」，以及「領導核心健全有力

或者已經得到改進的單位」佔八至九成。毛澤東閱後覺得值得一看，還向妻子江青和

秘書推薦。盱 

領毛之命監管中央黨政單位運動的彭真，出於職責要求，也念於運動發展有成而

有心呈獻上級，故常會報送相關運動進度簡報給毛。毛對彭真送上的中直機關「反右

傾爭鬥爭」中重點對象的統計饒有興致，還要後者隨時選送一些運動相關的重要材料

性文件讓之讀閱。盰這也反映了中央部門的運動發展過程，毛統交彭真、楊尚昆經管，

他自己重在驗收運動結果。毛流露出的欣賞和放心，又進一步地鼓勵彭、楊對已屬明

顯過熱的運動勢頭不願收手，進而在 11 月底至 12 月中之間，頻率更高地聽取中央各

機關的運動彙報，包括：中央工業部、外交部、水電部、全國婦聯、中央高級黨校…

等。盵彭真還會揀選中央黨政部門有效的運動經驗和鬥爭心得，請示毛澤東擬以中央名

義批轉給各地、各級參考和仿效。矸 

彭真和楊尚昆在 1959 年最後一季經營的中央黨政部門運動中，挨批對象的具體人

數問題，可見諸 1960 年 1 月 15 日獲中共中央批准的中央直屬機關黨委、中央國家機

關黨委《關於在反右傾鬥爭的整風運動中犯有錯誤同志的處理問題的請示報告和關於

                                               

註 皯 中央國家機關黨委，「中央國家機關黨委關於反右傾整風運動的初步檢查和積極進行甄別工作的意見

（1962 年 4 月 10 日）」，宋永毅主編，中國反右運動數據庫（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

心，2010年），頁 2。 

註 盳 楊尚昆，楊尚昆日記（上冊），頁 443~445。 

註 盱 毛澤東，「對中央國家機關反右傾鬥爭情況等三個材料的批語」，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主編，建國以

來毛澤東文稿（第 8冊），頁 594。 

註 盰 毛澤東，「關於隨時選送有重要材料性文件的批語」，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主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

稿（第 8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頁 587。 

註 盵 楊尚昆，楊尚昆日記（上冊），頁 447~449、452。 

註 矸 例如：12 月 16 日，彭真致信請示毛澤東，提出擬以中央名義批轉中央國家機關黨委整理的〈老幹部

為什麼過不了社會主義這一關〉。彭真傳編寫組編，彭真年譜（第 3卷），頁 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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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標準和處理原則》。該文件披露：此二黨委所屬黨員中，在運

動中被列為重點批判對象者共有 1,900 人，佔黨員總數 61,559 人的 3%；被列為重點

「幫助」對象者共計 2,714 人，為比例的 4.4%。重點批判對象中職等在司局長以上

（黨中央直屬機關是 12 級以上）的黨員幹部就有 287 人，佔同級黨員幹部的 9.3%。矼

這些數字的一部分在最後轉化、表現為數個「反黨集團」如：在中央工業部抓出了以

高揚為首的「反黨集團」；輕工業部則挖出了以宋乃德為首領的「反黨宗派集團」。在

國家計委有賈拓夫帶頭的「反黨集團」；外交部的運動成果是「張聞天反黨宗派集

團」。水電部交出來的成績是由李銳領銜的「反黨集團」。 

彭真監管下的中央黨政部門的「反右傾」運動，對於全國範圍的運動的重要影

響，除了強硬展示中共中央對「反右傾」絕不馬虎的決心，基於這些中央部會的運動

經驗所制定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六條劃線標準和四項處理原則，黨中央也向全

黨、全國批轉，使之實質成為中央統一下發的範本。矹然而，相關的劃線標準的內容甚

為抽象、空泛，讓各地、各級的黨幹有很大的自我權衡和裁量空間，助長了「右傾機

會主義分子」的帽子濫戴、亂扣的情況。 

陸、領導北京市的「反右傾」運動 

一、在燕京貫徹「反右傾」 

8 月 25 日至 9 月 5 日，在彭真的指示和領導下，北京市委召開全體委員擴大會

議。出席者除 43 名市委委員和 12 名候補委員，還有市級黨政機關、各區縣委、各主

要產業系統、高校、醫院及文藝團體的負責人，計 450 人列席會議。可說是首都的

高、中級幹部齊聚一堂。會議的進行過程是：彭真的副手市委第二書記劉仁首先傳達

中共八屆八中全會批判彭德懷、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精神。會上播放毛澤東、劉

少奇在廬山會議期間的講話錄音後，與會人員一起學習廬山會議的各項公報和決議。

會議在文件學習的基礎上，一方面，檢查市委的領導，並得出「一致認為市委執行黨

的總路線是堅決的，在這次大風浪中是站住腳的，對右側歪風是頂住的」的結論；另

一方面，集體討論如何結合北京市的情況貫徹和落實「反右傾」。在會議進行期間，為

了擴大此會的影響並動員下級黨幹，8 月 29 日至 9 月 2 日，由劉仁和蔣南翔向全市

縣、團級以上的黨員幹部 14,000多人進行傳達。矻 

作為北京市委最高領導人的彭真，在會議尾聲作總結報告。他在講話中提出：「必

須利用這次機會在全黨普遍進行一次消毒，在全體黨員幹部中普遍檢查、揭發、批判

                                               

註 矼 馬齊彬、陳文斌等，中國共產黨執政 40年，增訂本（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年），頁 176。 

註 矹 同前註。 

註 矻 中共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編，中國共產黨北京市重要會議概要（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 年），

頁 63~64。 



112   中國大陸研究 第 57 卷 第 1 期 民國 103 年 3 月 

 

右傾思想、右傾情緒、右傾活動，徹底肅清資產階級右傾機會主義思潮的影響，提高

思想覺悟。」矺彭真的此番言語，預示了他主管的北京市將經歷一場「反右傾」的政治

風暴。 

市委擴大會議結束後兩天，9 月 7 日，為了證明毛澤東發起「反右傾」運動的及

時和必要性，以及其產生的強大政治威力，彭真為首的北京市委向中共中央提交一份

書面報告。其中批評所謂的「右傾保守思想」導致北京市 5 月至 7 月的工業生產的下

降。反觀開始「反右傾」後的 8 月，首都的工業即恢復「大躍進」的態勢：該月份的

工業總產值超過計劃的 15.2%，較諸受「右傾保守思想」籠罩的 7 月份增加了 19%。

鋼和鋼材的產量也都創造了是年的最高紀綠。雖然經濟情勢已恢復，但是對於先前颳

「右傾歪風」者，彭真領銜的市委強調絕不輕縱，並說在市委擴大會議之後，要「進

一步在黨員幹部中揭發和批判右傾思想」。矷對此，彭真沒有食言。幾乎與彭真監管的

中央黨政機關的「反右傾」運動發展同步，彭真領導的北京市的「反右傾」運動，在

10 月至 11 月步入了高潮。 

彭真領導的北京市委在 12 月 2 日上呈給中共中央的「反右傾」運動報告中指出：

運動首先在全市 17級以上的黨員幹部 1.6萬餘人中進行。截至 11 月底為止，已發現重

點批判對象 949 人，佔參加運動總人數的 6%。其中包括：市府的正副局長 11 人（佔

同類幹部 135人的 8.1%）、高校正副領導人 23員（佔同類幹部 167人的 13.8%）、大型

企業的正副書記和廠長 20 人（佔同類幹部 262 人的 7.6%），區縣黨委的正副書記 5 人

（佔同類幹部 83人的 6%）。祂由此可見首都中間階層幹部遭到慘重打擊的程度。 

另外，12 月 2 日的北京市的運動報告中提到：北京市所屬單位中，運動進行得比

較好的單位，約有六成，尚待努力或成效低落者還有四成。礿為了讓運動推行成效不彰

的單位能盡快動起來，彭真在同月 25 日的市委會議上雖表示「右傾機會主義的帽子要

盡可能少戴，要防止擴大化」，但仍強調：「整風要進行到底，特別是中央和市委管的

兩千多幹部，要搞清楚，輕裝前進。」秅看來北京市的黨幹能掌握到市委第一書記彭真

講話的重點和真意。北京市的「反右傾」運動在之後愈來愈熱。最後計有 8,203 名黨

員幹部受到批判處分，其中被當作重點批判對象的人數達到 2,771 人。前面彭真所說

的北京市所屬的「中央和市委管的兩千多幹部」中，最後受到批判處分者則有 223

名，穸亦即約近十分之一的比例，打擊面不可謂不大。 

                                               

註 矺 中共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編，社會主義時期中共北京黨史紀事（第 4 輯）（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年），頁 80~81。 

註 矷 彭真傳編寫組編，彭真年譜（第 3卷），頁 435。 

註 祂 中共北京市委，「中共北京市委關於開展反右傾整風運動向中央的報告」，北京市檔案館、中共北京

市委黨史研究室主編，北京市重要文獻選編（1959 年）（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2004 年），頁

868~869。 

註 礿 同前註，頁 869。 

註 秅 彭真傳編寫組編，彭真年譜（第 3卷），頁 460~461。 

註 穸 中共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編，社會主義時期中共北京黨史紀事（第 5 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年），頁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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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彭真領導的北京市委的高層，沒有像其他省份那樣在運動中找出

身份高階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有「文革」的批判資料指出，彭真在 1959 年底的

一次市委會議上曾表示：中共中央委員會中抓出了八個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他領導的

北京市委領導班子內一個都沒有。穻事實上，彭真這種頗為自豪的北京市委政治正確的

形象－他自己為首的北京市委領導有方，在面對「右傾」亂流時不曾動搖遲疑，自始

至終都信念堅定。其中部分是以冷血犧牲忠誠的下級黨幹所換來。被彭真和北京市委

拿來「血祭」的幹部名叫鄒魯風。 

二、鑄成鄒魯風冤案 

彭真、北京市委向中共中央上呈的「反右傾」運動報告裏，位居首號「右傾機會

主義分子」的是北京大學副校長兼黨委第一副書記的鄒魯風。彭真為首的市委對鄒氏

的「犯行」描述如下： 

他在負責指導人民大學、北京大學共同組成的河北城、河南魯山、信

陽人民公社調查組時，打著「科學研究」、「實事求是」、「堅持真理」的幌

子，背著兩校黨委，私自竄改調查工作方針，不去闡明人民公社的優越性，

而是專找岔子，佈置調查組專門蒐集工作中個別的、暫時的、已經克服了和

正在克服著的缺點和問題，加以誇大和渲染，攻擊說：「人民公社超越了生產

力的發展水平」，「中央對形勢的估計過分樂觀」，「黨的政策違反了經濟規

律」，「1958 年的缺點很大，傷了元氣，教訓慘痛」。他野心勃勃，自以為既

有馬列主義理論，又掌握了人民公社大量的實際材料，妄想總結 1958 年的

「教訓」，糾正中央的「偏向」，作出有「歷史意義的貢獻」。竻 

率領人大、北大兩校聯合調查組的鄒魯風，真的如此膽大妄為地違背兩校黨委指

示，專挑河南、河北農村人民公社的弊病而不闡明其優越性？彭真和其領導的市委又

為何要將之打成首都的天字第一號「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實際的情況是，鄒魯風案

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政治冤案，他並無違背組織紀律而自行其是、自以為是。其之「入

罪」實是彭真領導的北京市委為了證明自身政治正確，夥同兩校領導人共謀而成的。 

鄒魯風原任人民大學副校長，是一位對黨緊跟的忠心幹部。他向來積極響應黨的

                                               

註 穻 原北京市委機關毛澤東思想紅旗兵團，大野心家、大陰謀家彭真罪惡史（1925-1966）（北京：無出

版者，1967年），頁 47。 

註 竻 中共北京市委，「中共北京市委關於開展反右傾整風運動向中央的報告」，頁 869~870。對於北京市

的工作，彭真採取的「抓大放小」的原則。彭真會親自予以掌握的北京市的要事，其中即包括了北京

市委上呈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亦即北京市委的重要文件在呈報黨中央以前，必會經過彭真事先的過目

和審定。此乃中國大陸一名中共黨史研究者提供的資訊。北京，2013 年 7 月 28 日。因此，北京市委

送給中共中央的「反右傾」運動報告中，對鄒魯風的批判排序和指責內容，乃係彭真所認可、同意，

在一定的程度上，故也可看做是他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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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召：黨要在校園內進行整風，他唯恐落於人後；籵黨要加強校園的思想控制，他親力

親為。糽鄒魯風的積極性和向上心也為上級注意並刻意栽培。他在 1959 年春調任為北

京大學副校長。鄒魯風到校不久，即擔負重任－領導北京大學和人民大學聯合組成的

河南、河北人民公社調查組。 

這個有上百人之眾的兩校調查組，其組團下鄉考察的緣起是：兩校的領導人包括

北大黨委書記陸平和人大黨委書記胡錫奎，咸認為「大躍進」有些過於激進，應適當

予以調整，希望藉由調查組了解地方實際狀況，並將考察所得呈供上級參考。這些高

校黨幹選擇河南魯山、信陽和河北城三地作為調查點，應與相關地區的公社辦得

早、名聲大，具有一定代表性有關。但是當鄒魯風和調查組深入農村基層後，卻發現

人民公社根本不像是當地官方宣傳的那樣先進、優越和有活力。他們決心要將其所見

所聞詳實記錄。鄒魯風和調查組的所作所為，北京市委並非毫不知情。事實上，鄒魯

風在調查期間跟市委高層保持密切聯繫，並獲得後者的同意和支持。鄒也將相關情況

告知調查組成員，以讓他們放心繼續調查人民公社的問題。耵 

鄒魯風領導的調查組結束考察後，將調查結果整理成冊、將觀察心得書寫成文，

報送北京市委，相關資料更直接送達彭真個人。肏鄒魯風當時可能心想自己實事求是、

據實以報，是做了一件黨員應該做的事。不久，鄒魯風被市委任命出掌新成立的北京

市經濟學會理事會會長。肮也可見市委對之工作的滿意。沒想到，廬山會議風向一轉，

情勢丕變，鄒魯風突然遭遇了他參與中共革命以來最大的政治劫難。根據鄒魯風在人

大任職時的同事、後來擔任中共黨史研究室副主任的李新的說法，鄒魯風根本是被彭

真的北京市委所出賣和構陷。李新說： 

北京市委（特別是彭真）非常重視考察團的報告，準備拿到即將召開的

廬山會議上表功。因為那時在廬山會議上，毛主席一定要糾正「左」的錯

誤，誰知廬山會議後期的八屆八中全會，忽然由糾「左」一變而為反「右」，

反對彭德懷、張聞天的「右傾反黨集團」，於是全黨全國都展開了反對右傾機

會主義的鬥爭。北京市委為了表現他們反右傾特別積極，便把人民公社考察

                                               

註 籵 「中國人民大學一百三十多位教師座談，揭露矛盾批評學校工作中的缺點」，人民日報（北京），

1957 年 5 月 20 日，第 2 版；「徹底清除教條主義、堅決反對修正主義，人民大學開始教學大改

革」，人民日報（北京），1958年 5月 18日，第 2版。 

註 糽 「全國高等學校加強政治教育工作，許多校院長和黨委書記主講政治課」，人民日報（北京），1957

年 12月 19日，第 7版。 

註 耵 汪子嵩，「1959 年『反右傾』運動中的一件個案－憶人大、北大兩校『人民公社』調查組」，縱橫

（北京），2005年第 11期，頁 16。 

註 肏 根據「文革」中的揭發，調查組的相關資料經過北京市委宣傳部門負責人楊述的審核簽署後，遞交市

委辦公廳轉給了彭真。「斬斷劉、鄧、彭、陸伸進人大的黑手」，人大三紅（北京），1967 年 5 月 6

日，第 2版。 

註 肮 「北京市經濟學會成立」，人民日報（北京），1959年 7月 20日，第 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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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的那批材料作為罪證，把鄒魯風和考察團中的骨幹都打成「右傾反黨分

子」。肣 

彭真和北京市委是怎樣將鄒魯風拋向「反右傾」的赤焰熱火中呢？首先、北京市

委所屬的刊物〈內部情況簡報〉突然將鄒魯風所領導的調查組整理而成的資料刊載出

來，並冠上「人大、北大部分師生惡毒攻擊三面紅旗」的標題。肸其次，在前述的彭真

動員全市投入「反右傾」的市委擴大會議舉行期間，9 月 2 日，劉仁在向下傳達該會

精神時，點名鄒魯風領導的調查組，批判其調查報告是反對人民公社的。肵緊接著北京

市委和北大、人大兩校的負責人陸平和胡錫奎合謀共商出一套假說詞：兩校組成調查

組前去豫、冀從事人民公社調查前，雙方黨委曾做出一決定，亦即調查的方針是闡

明、凸顯公社制度的優越性，而非講其缺陷和不是。鄒魯風在率隊蹲點調查時，不但

不按之行事，更背道而行，把公社講得一無是處。肭 

面對上述突如其來的發展，鄒魯風吃驚不已。他一向對黨忠心不貳，在領導兩校

調查組活動期間，也注意和市委高層保持通氣，自認黨是了解他、也欣賞他的。想不

到彭真、劉仁居然事後完全不認帳，還倒打一耙。先前跟鄒魯風一道熱心議論「大躍

進」和人民公社政策的兩校黨委負責人，為了自保，也感念彭、劉將他們同鄒切割而

想要主動爭取表現，便一改過去和氣的態度，擺出了一副義正詞嚴的冷峻面孔，開始

向鄒魯風問罪起來。鄒在悲憤、失望下，服食安眠藥自殺。 

鄒魯風雖死，對他的缺席批判照樣進行。鄒領導下的調查組成員則在「反右傾」

的大小鬥爭會中，面臨了極為嚴厲的批鬥，甚至還被強制要求重返當初的調查地點戴

罪立功。扭曲而悲慘的是，他們回去後，特別是在河南信陽目睹了大量的饑饉死亡，

但鑒於此前鄒魯風的下場和「反右傾」的震撼教育，卻只能罔顧事實，繼續向北京大

唱人民公社的讚歌。舠一位被當作鄒魯風的「爪牙」、歷經相關批判的倖存者，後來才

領悟其遭遇此番苦難的原因：彭真和北京市委為了表示自身一貫擁護「三面紅旗」，

便急忙地從下級中抓（拋）出反對「三面紅旗」的「典型」，以達到「捨車馬，保將

帥」的目的。鄒魯風和兩校調查組就被拿來「祭旗」了。芠 

                                               

註 肣 李新，流逝的歲月：李新回憶錄（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頁 433。 

註 肸 劉武生，「一樁不堪回首的往事—參加人大、北大兩校人民公社調查組的回憶」，縱橫（北京），

2006年第 3期，頁 60。 

註 肵 李震中，「鄒魯風調查人民公社之禍」，炎黃春秋（北京），2009年第 7期，頁 14。 

註 肭 同前註，頁 15。 

註 舠 同前註，頁 12。 

註 芠 汪子嵩，「1959年『反右傾』運動中的一件個案－憶人大、北大兩校『人民公社』調查組」，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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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督促首都高校的「反右傾」 

彭真和北京市委除了深度涉入、甚而幕後主導了鄒魯風案，其對於北京高校的

「反右傾」運動發展，也特別關注、別有期待。這或因北京市內高校群聚，是全國高

等教育的中心，彭真希望繼北京市在 1957 年「反右派」運動中成功樹立一個高校黨內

「反右」的樣板後（清華大學打出一個以其原黨委書記袁永熙為首的「反黨集團」），苀

首都能在「反右傾」運動中的高校戰場上再創新功。 

廬山會議結束、其政治精神下傳後，彭真為首的北京市委領導人召集包括北京大

學在內的四所高校的黨委書記開會。會中，這些高校黨幹被質問為何不採取行動。他

們甚至被問到在各自主管的校園內有無「右傾機會主義者」存在，如果自認沒有，就

得當場立下保證書，市委再派人到校檢查。不然就立即回校開展「反右傾」。芫陸平晚

年對此的回憶是：「一天，市委的幾位領導同志找了北大和三四個學校的黨委書記到市

委彙報反右傾鬥爭情況，督促這幾個學校把反右傾鬥爭迅速開展起來，否則，由黨委

書記負責。」芚彭真領銜的市委的強勢作風和急切指示，讓首都高校黨幹莫不急忙投入

「反右傾」戰局。揭發、批鬥「黨員專家」，就是首都高校運動的最重要的「發明創

造」。 

陸平在北大抓挖「黨員專家」不遺餘力，就算有人為受批者說項，也不領情。芘就

陸平看來，在該校內具有中共黨籍的教學和研究人員中，對「大躍進」有所批評和非

議、對政治運動過多和過頻有意見，以及對「紅」與「專」的比例和要求有不同於黨

的看法者，皆須加以批判、處分。芛彭真的北京市委在向中共中央報告時，則將文教部

門內的三類人視作「黨員專家」： 

一種是新入黨的老專家，自認是帶著「業務」入股的；一種是轉業的老

幹部，在掌握了業務知識以後，思想蛻化了；比較多的一種是解放後黨一手

培養起來的青年知識分子，他們的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思想，在入黨以後並沒

有得到改造，一旦有了一技之長，有了一點本錢，就翹尾巴，反對黨的領

導。芵 

                                               

註 苀 郭道暉，「從我的經歷看反右」，炎黃春秋（北京），2009年第 5期，頁 52~59。 

註 芫 陳守良，「回憶陸平同志對理科教學科研的領導」，陸平紀念文集編委會主編，陸平紀念文集（北

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頁 43。 

註 芚 陸平，「歲月沉－回憶資料匯集」，陸平紀念文集編委會主編，陸平紀念文集（北京：北京大學出

版社，2007年），頁 276。 

註 芘 胡壽文，「紀念陸平同志」，陸平紀念文集編委會主編，陸平紀念文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7年），頁 62。 

註 芛 陸平，「歲月沉－回憶資料匯集」，頁 277。 

註 芵 中共北京市委，「中共北京市委關於開展反右傾整風運動向中央的報告」，頁 873。 



彭真在 1959 年中共「反右傾」運動中的角色和作為   117 

 

彭真當家的市委撻伐「黨員專家」，在「黨外的資產階級專家」經過「反右派」鬥

爭後已名譽掃地的情況下，竟敢出面為「資產階級」利益代言，「向黨爭奪領導權，主

張『黨內專家治校』，重彈『外行不能領導內行』，『政治掛帥是說空話，靠政治造不出

電子計算機來』的老調。他們自恃有資本，以特殊黨員自居，看不起黨組織，看不起

政治工作，看不起群眾，反對群眾運動，給群眾運動潑冷水」。芧 

截至 12 月初，根據北京市委的報告：北京主要高校的運動成績是北京大學技壓清

華大學。北大參加運動的 128 個黨員教師骨幹中，「有不同程度的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思

想，忽視政治的 40 人，占 31%，有嚴重資產階級思想，以專家自居不服甚至反對黨的

領導被列為重點批判對象的有 27 人，佔 21%，其中情節嚴重，經過批判仍然悔改很差

的 5 人，佔 4%。」清大則在 174 個黨員教師骨幹裏，揭出 17 員，約佔其比例 9.7%。

芮相較兩年前「反右派」運動中蔣南翔領導的清大獨占鰲頭，陸平的北大總算在此次

「反右傾」運動中扳回一城。 

彭真對於自身治下的首都高校運動結出揭討「黨員專家」的豐碩果實，甚為滿

意。12 月 8 日，北京市委向中共中央呈送相關的運動經驗報告－〈中共北京市委關於

高等學校揭發出一批有嚴重資產階級思想的黨員專家向中央的報告〉。彭真在同月 16

日寫信給毛澤東，告之欲以中央名義批轉此一文件。芼彭真對首都高校「反右傾」運動

經驗的自產自銷，顯然獲毛的認可。1960 年 1 月 6 日，中共中央將之批轉並強調：

「浸透了資產階級世界觀的『黨員專家』，一面以黨員資格獲取黨內外的政治信任，另

一方面又以專家資格同黨分庭抗禮，他們堅持要走反黨、反群眾路線的道路，他們組

織上入了黨，思想上沒有入黨。」「他們雖然為數不多，但是因為具有黨員的稱號，所

以比那些黨外的舊資產階級專家更能迷惑人，危害性也更大。」「對這些反對黨委領導

的『黨內專家』，抓緊進行批判和教育，並以他們的例子教育知識分子黨員，這是目前

黨組織一項極為重要的任務。這件事做得越早越徹底，就越能更多地挽救那些犯有這

種錯誤的人。」芞 

彭真的北京市自創的高校反「黨員專家」的運動經驗和對其「乖張劣行」的判別

標準，經過彭真舉薦向全國推廣後，即成為他省學習、模仿的對象。例如：湖南省的

文化教育系統「反右傾」鬥爭，就是宣稱要查找當地的「黨員專家」。芺 

                                               

註 芧 同前註。 

註 芮 中共北京市委，「中共北京市委關於高等學校揭發出一批有嚴重資產階級思想的黨員專家向中央的報

告」，北京市檔案館、中共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主編，北京市重要文獻選編（1959 年）（北京：中國

檔案出版社，2004年），頁 903。 

註 芼 彭真傳編寫組編，彭真年譜（第 3卷），頁 460。 

註 芞 中共北京市委，「中共北京市委關於高等學校揭發出一批有嚴重資產階級思想的黨員專家向中央的報

告」，頁 901~902。 

註 芺 戴安林，「1959 年湖南開展反右傾鬥爭始末」，文史博覽（理論）（長沙），2010 年第 12 期，頁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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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結 論 

始之於 1959 年夏的廬山會議的「反右傾」運動，不但中斷了中共對「大躍進」採

取的種種降溫措施，更為這個烏托邦式的政策起到另一波強力推進的作用，讓整個國

家進一步地深陷經濟危機並嚴重加劇了大饑荒蔓延的程度和幅度。根據正文的討論，

在這段時期代替鄧小平主持中央書記處工作的彭真，無論是在廬山會議期間和其後，

皆竭力配合毛澤東推行「反右傾」運動：彭真先是在廬山上積極響應毛對彭德懷等人

展開的政治鬥爭，捍衛了毛獨尊的政治地位和其在路線、政策上的發言權，使之爾後

更能專斷妄為；彭真繼而在下山後，以中央領導人的名義出面將「反右傾」以政治運

動的形式猛烈地推向各領域和部門。 

在中央部門，彭真在得到其中央書記處同僚（特別是楊尚昆）的協助下，領導、

監管中央黨政各部的「反右傾」執行狀況。彭真重視毛對之所做的「抓緊辦一下，使

這個鬥爭深入下去」的批示，也銘記毛所說的中央衙門存有令之不舒服的「異味」。彭

真以中央書記處會議為平台或用直接召集的方式，聽取中央黨政機關的運動彙報並給

予評論和裁示。彭真先後提出「批判要提到原則高度」、「要把運動搞透」、「把司令

部、參謀部搞好」等指示，莫不對中央黨政部門的「反右傾」運動起到施加政治高壓

的作用。中央部門中超過 7%的黨員成為重點批判和「幫助」對象，最後也清理出了好

幾個「反黨集團」。運動如此「成效卓著」，讓毛頗感滿意。另外，彭真以代理主持中

央書記處的身分，也與聞了軍隊的「反右傾」，並在軍委批鬥彭德懷、黃克誠大會上鼓

吹對毛的個人崇拜。 

在北京市，作為當地「父母官」的彭真，竭力將當地的「反右傾」運動炒熱，以

跟他身為運動的中央指揮官的職分相襯。在彭真坐鎮下，京畿地區運動也「成績斐

然」。彭真召集市委所有高幹開會進行運動動員以齊一思想、鼓動鬥志。為了證明自身

領導的市委對「大躍進」始終一致、絕無貳心，彭真和劉仁竟將市委知情並支持的北

大、人大人民公社調查組，硬生生地推入「反右傾」的烈焰火海中。領導兩校調查組

的鄒魯風在悲憤交加下自我了斷。另外，在彭真的催促下，首都高校的黨幹創造、總

結出揭發、批判校內「黨員專家」的運動經驗。彭真將首都高校的此項運動發明向中

央推銷，進而讓之成為全國高校必須模仿的標竿。 

在中央各部和北京市的「反右傾」運動中，獲得彭真之助而免被貶入政治另冊

者，雖亦有之，芴但較諸因之直接或間接遭難的人數，實遠不可相比。彭真盡職地協助

                                               

註 芴 例如：中央高級黨校校長兼黨委第一書記的楊獻珍、任職於中國人民大學的李培之（中共早期領導人

王若飛的遺孀）。他們在運動中皆遭受批判，但最後在彭真的出手相助下而沒被劃為「右傾機會主義

分子」。蕭島泉，「楊獻珍和『大躍進』運動」，黨史文匯（太原），2003 年第 9 期，頁 16；王慧

敏，「關山度若飛－採訪王若飛的兒子王興、兒媳張延忠」，郭戰平、趙曦主編，真情見證－開國領

袖的親情家事（南京：鳳凰出版社，2009年），頁 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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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在中央黨、政、軍部門以及北京市強力掃蕩「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後來證實多

為冤案），同時也示警、「教育」了其他黨幹，不要再對「大躍進」指指點點，相反

地，要集思廣益、甚至為之挺身而出。彭真管理、煽起的運動風暴，讓中央的「司令

部」和「參謀部」氣氛緊張、噤若寒蟬。對新一輪的「大躍進」，中央朝中和官僚部門

都不敢有異議，盡是一味迎合之聲，讓之任性發展直到一敗塗地為止。至於彭真對

「反右傾」運動的其他重要戰場如地方省份和農村地區運動的參與情形，待未來更多

資料面世後，可以作進一步的追蹤和探查。 

綜上所述，彭真在「反右傾」中表現得甚為積極有勁。驅策其如此激進行事的原

因為何？毫無疑問地，對毛澤東的崇信—以其政治斷言為判別標準、以之政治號令為

行動準繩，是最主要的原因。毛澤東聲稱彭德懷在廬山上對「大躍進」提出的批評，

不單是代表資產階級對相關政策的質疑和攻擊，更是意圖以此推翻以毛為首的中央領

導的一次陰謀活動。彭真照單全收毛的整套說詞，並甘於擔任後者的政治打手，齊力

編造了一個以彭德懷為首的「反黨集團」。回到北京後，彭真對毛「反右傾」的意旨不

敢輕慢，在各級黨幹間大批、大整對「大躍進」有所不信和有所不敬者。 

彭真在認真執掌「反右傾」大旗的過程中，也不能排除其懷有個人政治利害的計

算和考量。在毛的主導下，鄧小平、彭真為正副領導人的中央書記處躍乎國務院之

上，獲命督率黨政各部推進「大躍進」。在此政治安排下，彭真初嘗過問、領導經濟、

政府工作之大權，實質成為「大躍進」的直接受益者。在廬山上，「大躍進」連同有關

的人事權力安排，若如毛所言遭到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挑戰、甚至有被推翻之

虞，彭真自難以坐視不管。下廬山後，彭真或也想把握難得的主持中央書記處的機

會，冀望從領導「反右傾」運動中力爭表現，以獲得層峰進一步的青睞和欣賞。 

正因為彭真對「反右傾」的堅定支持和堅決執行，在 1960 年中，他還公開大談其

之正確和功效。芨但 1960 年「繼續躍進」所帶來的災難性結果，讓毛澤東也不得不反

思「反右傾」是否有所不當。最後，毛做出的結論是：廬山會議上「反右傾」是正確

無誤的，問題在於不應大張旗鼓地將之繼續向下擴散，致使誤傷多數。彭真也隨毛調

整了對相關問題的看法和做法。 

一方面，彭真在 1961-1962 年和鄧小平一起甄別處理了包括「反右傾」在內的政

治運動所造成的冤案和錯案，其中有他個人和北京市委製造的北大、人大兩校聯合調

查組一案（鄒魯風因為自殺，被開除黨籍，要遲至 1979 年才被翻案）。芡另一方面，對

於引發「反右傾」的「禍首」彭德懷，彭真遵循毛的看法，繼續認定廬山會議和其後

對彭德懷所做的政治指控如陰謀反黨和裏通外國，芩甚至還以誰與彭德懷有瓜葛做藉

                                               

註 芨 1960 年 5 月 9 日，彭真在北京市委工業交通五級幹部會上強調「反右傾」的積極意義：「不反右，沒

有今天這樣子。」中華人民共和國北京市檔案館藏，〈彭真、劉仁同志在市委工業交通五級幹部會議

上的講話提綱及修改稿〉，檔號 001-015-432，1960年 5月 9日。 

註 芡 「北京大學原黨委副書記、副校長鄒魯風同志追悼會在京舉行，王震方毅趙紫陽谷牧同志等送花圈，

吳德同志等參加」，人民日報（北京），1979年 5月 11日，第 4版。 

註 芩 王焰編，彭德懷年譜，頁 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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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在黨內進行政治定罪和整肅（例如：1962 年批判、調查習仲勳的問題時，彭真就

指稱習在高崗問題上曾包庇彭德懷）。苂讓彭真意想不到的是，「文革」的前夕，他的北

京市副市長吳，遭人指控利用文藝創作為彭德懷鳴冤、翻案。彭真自然清楚這個指

控的嚴重性，努力為吳澄清。在此一過程中所引發的政治摩擦和衝突，反而成為他

自己政治倒台的一項重要原因。芤 

透過重建彭真個人在「反右傾」中的政治面貌，本文希望對中共政治史的相關研

究能有所裨益，特別是為「大躍進」與中共菁英政治的研究提供更完整的面向。首先

是「大躍進」研究方面：「大躍進」發生至今已有半世紀之久，雖然中共官方史書（包

括通史性質的讀物和人物傳記）不再對相關歷史及其所造成的巨大代價全然漠視，但

多僅作選擇性的面對。「大躍進」的一些重要歷史環節和在運動中的個體角色及責任問

題，都還有待進一步的探索和重建。本文聚焦彭真在「反右傾」中的表現和活動，除

了直接彌補了彭真官方傳記對此記錄片面、零散的缺憾，更因為彭真是「反右傾」的

重要當事人和關鍵執事者，其在職務上又跨足、連結了中央和首都，恢復他個人歷史

面貌的同時，實也是對「反右傾」歷史的主要發展過程的一次重新爬梳和釐清。有助

於觀察「反右傾」從領導高層擴展到中央部門，再向下發展到首都及其高校的運動歷

程。 

其次，在中共菁英政治研究方面：毛澤東對中共政治發展和菁英互動造成的重大

影響已多有討論。然而，其他政治人物在毛的政治意志實踐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和作

用也應加以探究，因為毛在推行其主張和政策時，也須得到他人的襄助和奧援方能如

願，本文所探討的 1959 年「反右傾」運動就是一個鮮明的例證。毛在彭真的悉心輔助

與縝密安排之下，將一場原本發生在高層的政治鬥爭轉變成馳騁全國的政治運動，更

成功地藉之讓原本稍為減速的「大躍進」再次加足馬力往前奔進。從這一政治過程

中，反映出彭真身為毛的政治助手，不僅是傳達毛的指示而已，還必須瞭解如何將毛

的政治旨意和操作邏輯，與不同層次的具體情況作結合，以有效地推進「反右傾」的

事態發展－滅「右派」的威風並陷之於孤立，長「左派」的志氣並助之成主流。彭真

在自己獨當一面的領域和範圍內（如北京市），更能自主地對運動進行部署、監控和裁

決，並對最後的政治結果產生推波助瀾的作用。針對毛麾下的得力要員及其個別的歷

史影響展開研究，將會讓中共高層政治和菁英人物的歷史圖像，更為豐富和細緻。 

最後，本文也可以對彭真在「文革」後政治作為的歷史源由，有進一步的思考和

認識。彭真較為人熟知的是其晚年對中共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的耕耘和建樹。影響他

投入相關領域建設的主要原因，在於他對毛澤東時期治國方式（尤其是群眾運動、政

治動員）的全盤省思。然而，在毛時代接踵而至的政治運動中，彭真並非是一位事不

關己的旁觀者或是一名簡單的受害人。事實上，直到彭真自己在「文革」期間飽受衝

                                               

註 苂 李建彤，反黨小說〈劉志丹〉案實錄（香港：星克爾出版有限公司，2007年），頁 10。 

註 芤 Roderick MacFarquhar, Michael Schoenhals, Mao’s Last Revolution（Cambridge: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15, 1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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擊、久禁囹圄之前，他在毛所發起的諸多政治運動如「鎮反」、「肅反」、「反右派」，以

及本文探討的「反右傾」，皆奔馳在前、狀若先鋒。因此，彭真後來汲取運動治國的經

驗教訓、著重立法依法的重要性時，也應含有他作為早期運動活躍者自我回顧、戒慎

的一面。 

 

 

 

* * * 

 

 

 

（收件：102年 9月 30日，接受：103年 2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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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summer of 1959, Mao Zedong launched the Anti-Right 

Opportunist Campaign in the Lushan Conference. Not only did it lead to a 

severe intra-Party power struggle, but also allowed the Great Leap Forward 

to enter its second round in 1960, further devastating the fragile economy. At 

that time, Peng Zhen was greatly involved in CCP decision-making and 

policy-implementation. However, Peng’s crucial role in the Anti-Right 

Opportunist Campaign has received very little attention from Western 

publications. In addition, Peng’s official biography written by the Chinese 

Party historians tried to downplay his role and responsibility for this 

notorious campaign. This study demonstrates the following: during and after 

the Lushan Conference, Peng followed Mao closely and he proved himself 

particularly active in running the campaign. In Lushan, Peng zealously 

responded to Mao’s criticism toward Peng Dehuai; shortly, back to Beijing, 

he was in charge of directing and supervising the Anti-Right Opportunist 

Campaign in the Party and government departments, the military, the Beijing 

city and the institutions of higher education. This study enhances the 

understanding of Peng’s political career and the Chinese politics during Mao 

era. 

 

Keywords: Peng Zhen, Anti-Right Opportunist Campaign, Lushan Conference, 

Mao Zedong, Chinese Communist Poli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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