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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明生命故事 

                                                                               访谈者：刘健芝 

                                                                                时间：20150507     

                                                                                               地点：岭南大学 LKK201 

 

健芝：我们想做系列的，跟你们做些访谈，思想家，一般的理解是看你写的东西和你的想

法，但是对于这些想法是怎么跑出来的，你们生长的年代肯定有很多相关的方面，所以我

们想做这些故事。我们之前和铁军和小戴做过类似的。可以很长也可以很短，怎么把既有

行动也有思想，怎么通过您的个人经历，家庭、教育，这些都会和大时代有相关，等于从

四个方面来讲。个人、时代和实践。 

刘：对您来说，您人生里面最激动的是什么时候？ 

王：激动是指正面还是都可以。最激动的是六四，那个事情，6 月 4 日晚上，那天晚上我

在上海，我的一个朋友从北京打电话给我，他让我听外面的枪声。那个对我来说是，我身

为一个中国人，第一次感受到国家暴力对人民，最震撼的事情。 

刘：64 年前，86 年年底，87 年年初，也有学生上街啊，上海也有一个类似的状况。 

王：我从读书、工作到大学教书。整个八十年代，大大小小的学生运动一直有。87 年

有，也就是一般的，没有动用到，警察也是有，国家暴力其实并没有大规模的上场。64

之前，军队进城，被挡住，一直在说这个事情，大家非常关心，那个事很震撼。 

王：和六四相比，同样对我影响比较大的是文革。我的家庭是这样，父亲是大学教授，也

是作家，他一直是思想左倾的知识分子。我母亲是一个话剧导演，后来自学俄文，成为俄

罗斯文学的翻译者。我应该说是在文学家庭长大的。因为中国在五六十年代，实行的是苏

联的体制，有一条是给所谓的高级知识分子很高的物质待遇，其实是要通过这样的制度，

让高级知识分子，当时叫高知，为国家服务。所以中国在 60 年代也是实行这样一套制

度，因此我的父母，他们其实是住在上海很好的西式公寓，我也在那里面度过从小孩到青

年少年时代，所以我的家庭在当时在文革之前是比较好的，我记得那个大楼是 30 年代造

的房子，现在是历史保护建筑，是非常好的。在上海是属于最好的，当时是西式公寓。我

住在那个楼里面，小时候的印象，也能看到一个社会的政治的一个缩影，楼里面住的是几

种人：上海市高级的干部、像我父亲这样的高级知识分子、高级专业人士-很有名的医

生、然后是上海高级的军官，基本上是这样一些人。不断看到，某一家忽然就搬走，原来

是这家主人，或者父亲母亲，因为某种政治原因遭到批判和遭到清洗，后来又搬进一家，

那就是所谓的新贵。共产党的干部的骄横是亲眼看到的，回到自己的大楼里面，12 层的

公寓，对待普通人居高临下的态度，跟他在会场上做报告的时候是不一样，那时他们很真

实的面貌。我就是在那个房间里面迎接了文革。文革，我的父亲在 1966 年 6 月最早就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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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上海市政府，那时候还是市委的书记，在全市范围大会场宣布，上海市有 8 个黑帮份

子，宣布有 8 个人的名单。第二天早上，上海的解放日报、文汇报，大标题，8 个人的名

字，每个领域写一个人。我父亲是文学界选出来的，其他是音乐、戏剧、电影啊。京剧界

是周信芳。我们家比较倒霉，一开始就变成牛鬼蛇神。我也比较惨，本来一起玩的小孩，

因为我家是所谓的牛鬼蛇神，我家是狗崽子，随便什么人都可以来打我，然后小孩还到我

家里来，拿皮带抽我父母，拿剪刀把我妈妈的头发剪得一塌糊涂，那时候就不能出门了，

头发是这样被剪过的，这样你出去别人就知道你是牛鬼蛇神，任何人就可以在街上踢你，

理发店也不会给你剪发。文革时候，我 11 岁，感觉到文革时候所谓的红色恐怖，而且，

那些把我父亲宣布他是牛鬼蛇神的人是当时共产党高级干部，上海市的市长，冲到我家里

对我父母拳打脚踢是住在我们大楼里面的高级干部的小孩-官家子弟。所以你说，文革让

我说，人民反抗官僚的，有，但是是第二个，文革分很多阶段，到后来才开始。开始的时

候，父亲这一批人，我们这一类家庭经历的是共产党干部的子弟实行的所谓红色恐怖，当

时在北京，那些被打死的教师，打死他们的是什么人，动手打的都是官员和干部的小孩，

所谓的干部子弟。什么时候情况改变呢，我们大楼里面说起来有意思。我记得，1966 年

10 月 1 日，我们楼里面除了这些高级干部和知识分子，还有一些在家里做保姆，像现在

的菲佣一样，做保姆的人，还有一些打扫的工人，他们住在楼下，他们就开始起来，也开

始起来造反，然后他们就用大喇叭在下面喊，每一家下来一个人，扫整个的花园，然后我

父亲就赶快拿了扫把下去。我伸头出去一看，下面院子里黑压压站了好几排人，每一家都

有问题，那时候所有官员都变成了牛鬼蛇神，而且很多夫妻两都是官员，两个人一起下去

扫。最初动手到我们家打人的小孩，看见我也跟我点头了，因为他跟我命运一样。那个时

候开始平常被压的底层的劳动者开始起来，造官僚的反。到那个时候开始，我父亲的处境

开始大大改善。底层的人对他们没有仇恨，有仇恨的是平常对他们喝五吆六的人。 

文革是很复杂的状况，有官僚阶级、统治阶级，共产党官员内部冲突，就需要通过镇

压其他人为他服务，有权力斗争的这个，也有普通平常受压制的人利用这个机会起来反

抗。我是 11 岁小孩，从大楼里面邻居的变化很真切的感受到，到了 80 年代以后，到了

90 年代开始有人提出来，重新来评价文革，不能用过于简单方式来理解。对我来说，很

直接的，小孩子，不能很简单的完全用官僚阶级、干部集团内部的冲突和权力斗争来解

释，当然这是很重要的一条，这里还有更大的社会。 

刘：上海是当时 67 年年初有人民公社，66 年 10 月份开始有底层的出来。我从一些资料

看，后来毛泽东说，好是好，只是玩一会就好了，不要真的是继续搞人民公社。那段历史

是怎样的？ 

王：我当时还小。我父母是属于牛鬼蛇神，被关在牛棚里面，不能出来，我并没直接参

与，我当时小，也没有资格参与这个事情。我自己很起劲，天天上街上去看大字报。那时

候每天街上有很多传单。小孩子求知欲很高，什么传单都拿来看，我现在家里还有一包，

那个时候保留下来的传单。那时候看了很多的这个，有些不是很懂，但是大致的情况还是

了解。简单说，大概是这样。当时就变成，毛泽东为首的一部分的干部，他要推动，要把

文化大革命，毛泽东的动机比较清楚，要把当时上海市的市委拿掉，上海市市委在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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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是站在刘少奇这一边，要打掉就要靠群众。可是上海最早的时候，起来造反最厉害的

时期是大学生和中学生，但是大学生和中学生由于某些原因，他们造反的对象，他们除了

要把上海市长要推翻的同时，他们也开始来批判张春桥、中央文革、江青，首先批判张春

桥。中央文革是代表毛泽东的利益，那就要矛盾。就只能希望寄托于另外一个力量-工

人。当时的工人，起来造反的有两大派，派别很多，大体分两派，一派就是平常积极上

进，思想进步的 工人，一大批所谓的劳动模范，他们站在上海市政府市委这一边，拥护党

的，党对他们来说很具体，就是上海市委市政府，所以这个又是不能依靠。那么，就是另

外一批，这些工人数量是不多的， 然后他们就，因为有毛泽东支持，数量比较少的这批工

人，这些工人在原来工厂里面是属于不被重视，有些还是受批判的，有些问题的，受压制

的，有些不满的，就起来造反。当时就分成两派，一派叫保皇派，保政府保党的；另外一

派是真正起来造反的，夺权的。因为有中央文革和毛泽东的支持，张春桥是中央文革派来

上海的代表，最后是这一批，夺取了整个权。1966 年年底，1 月风暴，他们夺了这个权，

夺权之后经历了两次比较大的事情。当年和他们一起夺权的大学生起来反对张春桥，最后

就是学生社团被镇压。另外是，血腥镇压原来不和他们站在一起的另外工人的造反团，有

一场是比较血腥和大规模的。新的上海市长动用包括消防队、武装的工人、消防队警察，

甚至动用一部分海军，用武力去镇压那个反对他们的另外一派，也是一个工人造反的组

织，这个组织是在当时很有名的大工厂，上海柴油机厂，其实就是造坦克的，在黄埔江

边，动用军队将黄浦江边封起来，动用 10 万人，里面的工人像巴黎公社的街垒一样围起

来。我印象很深的，晚上打，打下来以后，早上那些人一车车回到自己原来的，进攻的人

都是武装起来拿着梭镖的工人，一车车的工人离开工厂返回原来单位，有些人就经过我

家，打赢了就唱着歌，那是上海的一次武斗，上海市政府当时新成立的政府组织的工农

兵，同时大街小巷贴出标语、照片，把对方工人领袖的衣服剥光，只穿短裤，照片拍出

来，脸打了是肿的。这是很真实的，上海工人夺权的，实际感受到的这样一个历史。所以

我自己虽然是小孩子，在一定程度上目睹了这个。那时候有一点好，对立双方，发生冲突

后，用各种各样的方式，贴非常多的这种告示，文字的照片的，一般人发很多传单报纸，

自己印报纸到处散发。只要关心这些事，你就可以看到非常多。这些信息当然有很多夸张

的片面，但是你汇在一起还是大致看到一个状况。 

刘：那个时候听课了吧。 

王：那个时候不上课，小学毕业以后，进入中学后都不去上课。老师就到家里来说，你说

服家长，你可以放孩子去了，现在学校里打架的不厉害。那时候，虽然算是大学的教授，

我知道少年时代，受了教育是非常不完整，小学一年级四年级，三年半的书都是正常的。

文革开始，学校我也不能去，去了每次都要被人打。 

刘：文革开始就是四年级。 

王：那个时候我因为怕别人到家里来，任何一个人到家里来，小孩子进来他就可以对你拳

打脚踢。我们通常是把窗帘拉下来，门关着，敲门不开，在家里是这么躲着。干什么呢？

我妈就给我讲长篇小说的故事，我欧洲的小说，很多故事就是这么来的，93 年、悲惨世

界，包括这个红楼梦，这也是很特殊的文学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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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这样听故事听了多少时间？ 

王：差不多是 66 年的整个一个冬天。 

刘：您的年纪还小，当时没有下乡吧？ 

王：我乡村的经验是有一些，当时也很特别。小学六年级开始，那个时候，每年的六月

初，那个时候就开始，有一段时间是农村非常紧张的，要把稻子收割，还要抢种，大概有

3 个星期，那时的农民非常紧张，每天都要劳动，从早上到晚上，缺人手，怎么办呢？就

动员城市小孩去郊区农村参加。我们当时小学六年级，老师也来动员，我当时也没事，那

时候就去，小学六年级和中学一年级，连着两次，每年去 3 个星期。那是我第一次的农村

生活经验。把你当一个小的劳动力，推车啊，累得一塌糊涂。那个以后，中学以后就有不

断的下乡，组织这样的活动，我每次都会去。有一次印象很深，跟着农民，那个时候还是

初中一年级，跟着农民劳动，农民在前面割稻子，没割干净的我在后面割，来来回回来来

回回，终于可以休息会了，我印象很深就是直挺挺躺在泥地上，觉得浑身舒坦，舒服得不

得了。那个时候养成，随时可以躺在地上去，田里去，不像我的女儿看到田就，哎呀。你

跟泥土，从小，那个时候也是被迫的，事实上有这个感受。中学 3 年，国家经济困难，不

能让中学生毕业，毕业不能给你分配工作，让你再读第四年，但是你也没有课可以读就组

织下乡。中学第四年在上海郊区劳动一整年。那时候学生整年在农村，我学会很多劳动技

能，包括划船。因为有段时间，我们负责买菜的同学，老是怀疑他在买菜的时候有贪污情

况，没有什么证据就派我说你每天早上和他一起去买菜，我付账。那个同学是很能干的同

学，但他比较懒，他就说你要不要划船，我说愿意啊，每天就划，六里水路，从住的地方

到镇上去买菜。那是非常快乐的一件事，每天早上买菜回来，上海郊区的农村非常好，河

水很干净，稻田，污染少。农村生活对我来说是那段时间。我所在那个地方还是上海郊

区，在全国来说比较富裕，主要是种蔬菜，又靠近上海城市，生活比其他地方好很多。即

使这样，农村的贫困，农民一个月吃一次荤菜，我们有下乡和他们一起，我学生自己做

饭，我们当时好像是一个星期吃一次这个大荤菜，对城里小孩来说，每天要劳动，独自又

饿，那个时候是深切感受。本来以前不知道农村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农民的生活状况，那

时候是很直接的了解到农民的生活状况，以前只听过父母啊，间接的知道。 

刘：当时安排在村里面。那时候六年级三周也都是住在农村吗？ 

王：当时是人民公社，生产队一个仓库，打扫一半，夏天，地上铺稻草，铺上塑料布、席

子，夏天是直接把席子扑在地上，因为地上是水泥地，很干燥。后来就住一年，也是把仓

库公共的房子。学生分散住，也有住在农民家里大的地方。有的有床，有的没有床。 

刘：这是中学四年级就是劳动。接着是继续读吗？ 

王：我是初中生，高中没有读，高中在文革废除掉。初中读完之后，我是家中的独子，就

没有去农村插队落户。我就在上海的工厂，当了 5 年半的工人，工厂生活对我影响很大。

我们那个工厂实行，今天教国营农场，当时叫全民工厂，全民所有制，80 年代才把全民

所有制改成国有制。所有性在这里发生非常大的改变。因为你说国有，政府代表国家，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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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政府所有。后来又学者分析，宪法的词汇改变，没有引起很大的关注，其实是根本上的

改变。那个时候我进的工厂还是全民所有制，工厂给我非常多的，非常好的。无论下乡还

是进工厂，生活对我来说都是正面的。工厂的收益对我来说，一个我的师傅是技术非常

高，我干的是技术性的工作，技工一类，师傅是技术非常高的，他是全厂工资最高的一

个，技术级别的，8 级最高一级，我是跟着他干。现在回想起来，当时一点不觉得。那个

时候的工人，特别是像他这样的，劳动本身是一个让人有尊严的事情，因为他有技术，他

可以一个人造一台机器，我跟着他三年学徒，跟着他创造一个新的织地毯的机器，造一台

新的机器，我跟他三年，看着他怎么把整个机器造出来。那个时候像他这样的工人，劳动

过程中，在劳动过程中体现出来的，有技术，劳动的尊严，劳动异化的程度很低，和现代

流水线工人很不同，现代流水线的工人可替代性很强，实际上可以用机器手来代替，只是

用人便宜就用人。我师父之前的工作以前是机器无法代替的。再一个，那个时候的工人，

上海的国营全民所有制的工人，社会的整体福利是非常好的。我因为是工厂的正式的编制

的工人，那个时候这样的工人看病不要出一分钱，如果这个人配偶也可以，还有一个小孩

也可以。那个时候社会保障，劳动条件都还好。那个时候的工厂是相对来说，工人的自主

性比现在大很多，你要偷懒，你要消极怠工都很多，那个时候有个印象很深，下班的时

候，厂门口，不说下班才换好衣服，早早就把衣服换好，骑着自行车，在厂门口一字排

开，他知道不能骑出厂门口，铃声一下，夸夸的走。这都是属于落后的工人。像我是干活

比较起劲的工人，那时候经常加班啊，加班没有钱的。我记得有一次是我连续工作了 2 天

2 夜，最后发现，脑子昏了，做焊接，整个焊反过来，我才知道不行了，回家睡觉去了。

现在想起来，工人福利很好，管理人员控制是很弱的，但是这只是一面。还有另外的，工

厂里面，那个时候的工厂，三分之一像我一样积极卖力的，三分之一是比较偷懒的，三分

之一是比较中间的。比较偷懒，工作不积极的，特别是青年工人，老年工人不偷懒，他们

很倒霉，那时候工厂里面不能搞运动，一搞运动，工厂领导就想法子找最偷懒的，带坏头

的工人就找他，他们多少有问题，一是偷懒，有些他们还会偷工厂的东西，还有他们会有

流氓阿飞的活动，去女同志屁股摸一把，他们会赌博打牌，总要找到他一些毛病，一旦找

到他这个毛病就可以随时，工厂里面自己设定临时的拘留所，把这样的人拘留在里面，不

准回家，让他每天写交代，弄去开大会批斗。等到运动结束，运动通常要半个月一个月，

再放他回家，完全没有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的事情，只要是搞运动。我是比较积极的，我经

常被派去管他们，那个时候工人，那个时候工厂，工人当中是积极的话，上升很快，特别

因为当时有榜样，他是从上海市上去，当时工厂里面有一批青年干部是工人出身，他们是

往上传。我记得有一次很有意思，我们那时候也出了这样一个年轻人。他跟我是同一个车

间里，我进去，他就已经开始当正式，作为一个新的政治工人领袖来培养。他一直对我很

好，对我也不设防，因此看到他的两面性，他在公开场合，很多很正面的习性，包括派他

一个什么任务，总而言之显得很正派。同时，他手里有权力，去调戏同厂的女工，后来被

人告发，后来被开除党籍。后来 71 届我考近了华东师大，考进大学之后，专门找我谈了

一次。他后来又被送回了厂里，党籍没有了，没有前途的。他说，你以后，要记住这个教

训，一定要离开这个环境。他说，我原来也不是这样的，我在这个环境里面，我后来就管

不住，控制不住，你一定要离开。他这话说得很沉痛。现在很多人回想起来，谈文革时候

的工厂文化，那个文化，有他今天看起来很不错的地方，相对今天流水线的工厂-类似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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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康，有他很有意思的地方，也有很封闭而且很不健康的地方，而且也是等级森严。所

以，中国的“社会主义时期”，打引号的，的国民企业，全民工厂的工人，即使是在政府

国家权力对他们最开放的时期，上海的工厂的这些工人，在文革时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

国至现在，国家权力对他们最开放的时期，尤其他们又是上海人，大概也是在这样的状况

底下，他们对国家政治的认识是非常深。所以很多奇怪的事情，匪夷所思的事情都发生。 

当时我们上海工人，比其他地方的工人收入高，全国工人 36 块钱，上海的工人，像

我这样的，多 5 块钱。这个讲起来也是很讽刺，从上海出去的，张春桥这些人，开口闭口

资产阶级法权，批判别人批判邓小平。可是他们很清楚，工厂必须保持高的产量，必须给

上海比其他地方的工人多的工资。让他们保持高的产量。所以他们自己是在全国唯一的，

自己控制的地盘里面这么做，他们说起来是另外一回事。 

刘：整个上海工人是 41 块钱。您在工厂，一直到 77 年就报考了。 

王：对，只有上海人。那时候，像我这样考上大学的，在我们工厂，考上大学是比较好

的。我们是第二等出去考试的，我自己知道又一些比我大几岁的师兄，他们读的书比我多

知识各方面都比我们强，但是他们当时不愿意去考大学，因为当时上海全民企业的工人，

上海的收入当时是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社会地位也还不错。女孩子也容易喜欢他们。他

没有必要去读书。读书有一条，全国分配。如果你读了大学，可能被分配到其他地方去。

所以最好的那一批没有考。像我这样，书读的比较少的，也没有那么多的负担就去考。那

时候考试很容易，大学数学考试第一套是四则混合运算，加减乘除，我考得很差，我数学

只靠了 28 分，后面代数完全不会做。幸亏我历史和语文比较高。我是考文科，当时不用

考外语。 

刘：满分是 100 分吗？只考 3 门。 

王：现在的高考，我肯定是考不上。四门：政治、数学、历史和语文。 

刘：这段时间，您的父母能当老师吗？ 

王：他们比较倒霉，他们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父亲是一直到 1977 年才宣布平反，才

自由。文革他从头到尾倒霉。那个时候我当工人有好处，比方说他的单位官员跑到家里来

训斥他的时候，正好那时候我下班的话，不换衣服，就穿着工作服，看见我穿很脏的裤

子，就对我比较客气，就不会继续大声训斥我的父母，因为我是工人阶级回家，我是领导

阶级。 

刘：当时，您去工厂没说你是黑五类。 

王：有关系。我是分到其他人不愿意去的工厂，一个小工厂。当时也都是分等级的，我是

最差的那一组。还有全民企业人也很多，福利也很好。我们工厂自己没有食堂，很多大的

工厂有很好的餐厅，饭菜也好，菜单都很丰富。 

刘：您的父母在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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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他们先是在牛棚，他天天在单位里面弄很小的房子写检查，打扫厕所，再后来就送到

农村去劳动，一个月回来一次。我在工厂里当工人还会有快乐的时候，对他们来说比较

惨。 

刘：这段时期，做工人的时候，您自己有没有看小说？ 

王：在工厂里面有一个情况的，就是 75 年前，那个时候呢，中央权力斗争，要批判周恩

来，表现为发起一个运动叫做：平法批儒。赞扬法家，批判儒家。毛泽东一直是赞扬法家

的，周恩来被看成是儒家。批判是中央内部的权力斗争，会表现为文化运动，就需要组织

人来写这些文章，思想教育问题。上海的工厂，青年工人就成立工人理论队伍。 

像我这样的，平时工作很积极，又算是读书人家庭出来的小孩，就被选进去，参加工人理

论队伍。工人理论队伍是干什么的，每周，我们那时候上班一周上六天，每周有 2-3 个半

天，不用上班，坐在一个地方，大家一起读法家和儒家的著作，法家的著作是拿来学习，

儒家是拿来批判的。我学古文是从那时候开始。包括中国先进的一部分的思想文献，那时

候开始看，那时候年轻记忆力好。但是读过的那些文字，《论语》《孟子》《荀子》《史

记》《商鞅列传》，当时读了是收获蛮大的。 

刘：那时候进华东师大，您读中文系，父母都工作了？ 

王：我能进大学，说明他们没有问题了。他们的问题解决和我进大学是同时的。我们当时

算是算 77 年，实际上进大学是 78 年。那个时候，现在回想起来，大学其实那段时间是和

今天相比，大学的气氛是最活跃的，我觉得我们当时上课的时候，因为那个政治老师比较

痛苦，他是政治老师，那时候中国社会 78-79 年，改革开放的东西已经起来，习惯性的政

治控制还在。在这个情况下，大学政治课老师只能照本宣科，不敢另外自己讲一套。我的

同学是，除了工农兵学院，不考试，大学生关了十年，十年，全班同学，年纪最大的是相

差 12 岁，有些已经是思想很成熟，老师在上面照本宣科，那他就很不满意，就不断和老

师辩论。老师很气，他又只能照本宣科，根据规定，和学生辩论，他辩论不过的，因为学

生思想不受这个限制。有一次，主要政治课的老师，辩论到最后就哭了。我们当时不懂

事，不断逼他，这是很不公平的，他不能乱讲，我们是可以乱讲。你想那时候的大学氛

围，那时候新来的党委书记，那时候一直受批判，一直被排挤的干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

重新启用来学校当校务，他在 77 级的学生里面，每个班选学生代表，每个月，大概 20-30

个年轻的学生代表，坐在一个大桌子，他做这里，学生代表这样做，他要求学校各个处的

处长坐在后排，然后就说：你们提意见。那时候学生代表很会说的，住房伙食很差，宿舍

管理有问题，图书馆书不够啊，官僚主义啊，学生每天一个问题，要求相关的处长回答问

题，限期解决，那个时候全国都是一样。那个时候大学没有今天这样的考评，没有的，就

是两条：一条学生上课，对老师来说，老师上课学生欢迎。第二点，你写出来的文章，老

先生们，六七十岁的老教授他们认可，你就可以。当时的标准就是这个两条。所以年轻的

老师在学术上也互相比，很清楚。那个时候写文章根本不是为了要搞费，根本不重要，而

且那个时候也同时还有政治上的高压，你要发表一个文章，被政府说清楚精神污染，反自

由化运动，那个东西来了后，你文章受批判，你压力也很大。不是像现在的大学死水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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潭，现在的大学是腐烂保守的味道，那时候大学是冲突很激烈，新的东西不断有，所以才

会不断有学生运动。 

刘：你那时候读本科的时候，开放改革，同时地下刊物，民主墙是很活跃的。 

王：是的，非常活跃。这个活跃差不多延续到 1989，是一个累积，原来旧式的政治控制

越来越松越来越少，89 年达到顶。89 年的时候，北京也一样。实际上，大学是被学生，

没有用占领这个词，实际上，学生运动是学校最主要的力量，校长政党委后勤部门，全力

和学生配合，怕同学出去游行太累，学校会派大巴士把学生接回来，我们原来规定的是，

热水洗澡不是每天都有，只要学生出去游行就一定有热水。餐厅通常是下午四五点关，只

要学生出去游行，回来多晚都有热气腾腾的包子，餐厅灯火通明。学生生活处的处长，这

个处长专门负责管学生，他也是年轻人，他就把学校所有设备运来，学生要什么我就提供

什么。今天回想起来，整个中国社会政治能量的转变，80 年代是非常明显的，因为从那

个事情之后，整个社会，特别是城市，大学，大学生来担任主要的，大学生成为主要的行

业，包括政府机构，整个政治机构能量的关系根本改变了，那个以后中国就开始进入了一

个。在这个之前，影响社会生活，影响大家城市的主流人群，学生、干部、知识分子、这

几个群体，那时社会的主流阶层，这个阶层的兴奋点整个八十年代是政治，经济问题是次

要的，这个阶层以外的其他来说是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是同时重要的，但是在这个阶层来

说，兴奋地一直是政治解放和文化的开放。64 之后，这个主流阶层将注意力改到经济

上，意味着个人物质生活的改善，被迫转向所谓的经济问题，个人物质生活问题，整个的

政治能量完全变了。这个情况一直延续到今天，基本情况没有大的改变。你要说影响，像

我这一代，像跟我类似的这样的人，最大的问题，一个是文革。对我个人来说，上海这个

城市对我的影响，我今年 60，绝大多数时间，绝大多数的时间是在上海，离开上海的时间

不多，上海这个城市对我影响，所以文革和六四也好，都是在上海的空间里面感受到的。

我自己对上海感受很深是，上海市民性格是在中国大陆，上海以外的所有地方，大概都讨

厌上海人，一直在想这个，我朋友对我最大的夸奖是，晓明你不像上海人。上海市民特征

很明显，上海的功利性，上海的市民见多识广，上海人比较聪明，小聪明，机灵，东看西

看，上海人特别厉害，第二个上海市民，比较势利。上海经历的历史，上海的主体是外面

的租界，分等级，最高的是西洋人，上海人看不起日本人，但是对西洋人，特别是英国美

国就看得比较高，余下是上海人，然后上海以外的其他所有人被看成是乡下人。上海人就

是这个，等级观念，很势力。上海人看人是分的，上海人不习惯于平等，这是上海的思

维。殖民地搞出来的上海思维，没有平等的概念。我是生在上海，家里的特殊原因，我不

大会说上海话，我像我父亲有些口吃，上海话节奏比较快，口吃对我来说普通话容易些。

我父母都不是上海人，在家里平常说普通话。很多时候在学校里，习惯于说说普通话。说

上海话最流利的时候就是中学进工厂的时候，和工厂工人说的上海话是脏话非常多的。进

入大学之后，我不能在大学里面说这些，变成读书人。慢慢变成，我不大说上海话。我在

上海，我长相也不像上海人，上海人比较眉清目秀。我在上海会被当成外地人。因此我即

是上海人，又不是很典型的上海人，其实我的位置比较特别，大概看得出上海思维性比较

出色的地方和差的地方。因此对于都市，生活经验让对现代都市负面的看法和感受比较

多。后来我会关心城市化的问题，会对这个现在上海糟糕的城市化的状况，强烈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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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是上海。有意思的，我是在城市里面获得非常多的好处，相对其他地方来讲，的确有

很多先天的优势。比如说，你要出国，其他人要坐火车。我就用不着，直接在上海坐飞

机，有便利。同时也因此感受到，城市生活，尤其是上海这样的在殖民地长起来的，又被

限制官僚资本主义密切结合的城市生活，包括上海，六四之后造成政治能量的转化，上海

是非常突出的，上海市民入世性格有关，凡事比较实际，上海很少有人会说，这个事情就

做了，不考虑别的，上海人很少这样。上海人做一件事情，要想一想，这个事情会不会有

成功的可能，没有的话就不做，上海人是不拼命的。上海人的主流阶级转向比较彻底比较

坚决，而且也快。这跟上海市民有关。你要说，我在上海这个城市里长大，我看到这个城

市慢慢膨胀，现在是 2300 万人口，这也是城市的给我的一个启示。 

刘：当时您的论文是写鲁迅，当时为什么挑鲁迅呢？ 

王：和文革有关。我那样的经历长大，所以对于革命政党的变质。我今天用这个话语来

讲，以前不懂，但感受很强。以前的那个专制，80 年代流行的是那个黑暗，那个感受是

非常的强烈。我记得我那个时候，我在工厂里，哪一天我看见，我父亲单位的人到我的厂

里来，我就很紧张，我知道那时候麻烦就来了。那个时候实行的是株连制，因为我的父亲

有问题，就会跑到我的工厂，找我工厂的领导，让领导对我施加压力。所以整个的那个集

权，这个情况底下，鲁迅是被，像我们那个时代的中国人，文革结束以前，唯一能够看到

全集。中国的全集，一个是毛泽东，一个是鲁迅的书。所以我唯一大量阅读的是鲁迅的

书。鲁迅那样猛烈批评黑暗，这对我有很大吸引力。我这样的人做现代文学研究，不是为

了做文学分析，是用现代文学的文本来做政治和思想的分析，鲁迅当然是最好的。我有一

点很好的是，算读了鲁迅的书长大的。对中国人来说，幸亏当时有鲁迅的书可以读，一些

很基本的思想标准其实是在鲁迅的书里面起来的，后来我做鲁迅研究，很多做现代研究大

概都写过鲁迅的书。 

刘：我们那时候也是，顺馨宝强都是。您也不是右倾，追求平等解放。您也会谈到革命的

问题，您也向往解放的大同世界。 

王：转折点，六四以前，我就是你描述的自由主义，当然因为读鲁迅长大，有很强大的政

治光环，关心社会，那个时候中国人很普遍，大家都这样，大家关心公共问题和社会，思

想资源就是今天所讲的自由主义这一套，改变我的最初就是六四。六四对我来说，有两个

东西很明显，一个是美国之音，给我一个打破了我对于所谓西方世界的信仰，所谓的自由

民主这套理念的信仰，那时候无条件相信美国之音，说起来是很丢脸的事情，那个时候我

已经 27-28 岁了还是这样子，思想是非常的右姿态。另外一个，因为六四的事情，超乎我

这一辈的人甚至比我年纪大一点的那一辈人，共同的一个预期，当时几乎所有人，我事后

都做过一些求证，当时最有名最重要的知识分子，对学生影响很大的知识分子，有没有想

过会是这个样子，很少人会想到。那不觉得这个样子，这个信念是从哪里来，80 年代的

读书啊思考啊带来的，主流的想法教给你的，事实证明完全不是这样。包括当时就想，这

样事情是不会这样的，即使下命令，军队也不会造作的，即使军队镇压了，人民也一定会

起来造反，把政府搞翻了。那个时候中国逃亡出去的人，比方说刘宾雁，不断说最多半

年，后来说最多一年，不是他们头脑简单，个人的原因。是那个时候整个大家对社会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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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世界已经到这个时候，历史是不会倒退的，按照这样一套对历史的理解，其实就是自

由主义，当时不是普世价值，意思是一样的，这个时代的，还会那样吗。但是六四和六四

以后，证明所有的想法都是幻灭，幻灭感非常强烈。很多地方都讲了，我在 80 年代建立

起来的世界观，经过 64 之后彻底破了，就需要重新来，重建新的世界观。而在重建新的

世界观的过程中，90 年代初开始，正好中国开始全面走向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的道路，

就是你在寻找新的思想资源的时候，你亲身经历是原来的官僚专制与资本主义的结合，这

样的情况下，还要保持自由主义的信念是很难的，不容易，你必须要非常坚定的说这些都

是表面的。我我没有那么强烈的。我不是一个很坚定的很快转向马克思主义，我完全不

是，我重新读马克思的书和各种各样的东西，慢慢开始觉得，甚至会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把

自己叫左派，那个都是一步一步的。但是有一点很清楚，我不可能再保持八十年代，自由

主义时期。有一点，中国一些很不一样，我是不会因此对现实不满，对资本主义现实不满

我就回到毛那里去，就把毛当作正面的，把毛文本化，对我来说，毛泽东不是这样的人，

是一段历史，延续到今，还是这个党，甚至还是同一个人，还是五十年代在中国搞社会主

义，像邓小平这样的人，到了 80 年代，提倡搞资本主义市场主义，其实是同一批人改变

了，主动和美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是毛泽东本人，包括他还跟尼克松说，我跟你的共同性比

苏联人更多，这是他说的。所以，像我这样的人，从八十年代那样的比较幼稚和头脑简单

的自由主义，转向今天广泛意义上的，不是固定在某一个具体立场上的一个左翼，我觉得

这是一个比较自然的事情，不同程度的，我觉得我还是一个受现实刺激而影响很大的人。

我不是有那个力量守定一个立场，不管天下怎么变，我就是那样，我不是有那么强的那个

固执或者是自信，我没有。我大概只有对文学的喜爱是一以贯之的。其他还是会跟着社会

的变化而改变。 

刘：就是一直保持一种开放性。 

往：这说得好，鼓励我。不是说一定要证明自己是对的，自己抱着一套东西。现在变化很

大，怎么去重新梳理一段历史。这段历史不是从 49 年开始，整个中国的 49 年革命本身是

当时遭遇的各种危机。您那天说的，革命要看百年两百年以来，具体的状况里面，怎么推

进社会的发展。 

王：农村生活经验很短，这些对我来说正面，我最后离开了工厂，这个是。如果一个人，

一直长期，我也有一些朋友，一直没有离开那个工厂、农村，他的遭遇又不同。青春无

悔，都是离开的人说。工厂和农村的，后来才很惨的。不愿意读大学的，工厂里面的后来

很惨，下岗，非常贫困，我是因为出来了，就转化成是这里面的，这个就是感到，社会生

活变迁，历史的残酷性，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那么一场运动。客观来讲，很多城市的文化

和知识，通过那个道路，奇特的城市的，反过来哺育这个农场，也在这个过程中，一两千

万知青中出现了，可能几千万，相对来说有农村生活经验，有某些精神特质的，这样的知

识分子，大部分是企业家、专业人士，而数量比这些多得多的其他人，说难听点是当了牺

牲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