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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论文革时期毛泽东的情结和角色（唐  少杰）

特別寄稿

简论文革时期毛泽东的情结和角色

唐  少杰

欲了解中国现代历史，必须了解“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且不带引号）；欲

了解文革历史，必须了解毛泽东。“说不尽的毛泽东”的主要所在就是毛泽东从事文革所

“说不尽”的方方面面。作为文革整个历史剧目的“导演”、“原著者”、“编剧”（或“策

划”）、“制作人”和“第一号男演员”，毛泽东对于文革具有其他任何人不可替代的情结

和不可超越的角色。即使在文革爆发四十多年、结束三十多年之后，毛泽东之所以发动、

领导文革而具有的主观因素和客观作用依然值得开掘和探讨。本文主要简论文革时期毛

泽东的情结和角色，以期有益于理解和把握文革时期毛泽东的心理境况和实践特征。

“情结”（complex）是心理学中精神分析学派的一个重要术语，指的是一群重要的无

意识（或“下意识”）组合，或是一种隐藏在一个人神秘的心理状态中强烈而无意识的冲

动。最早使用这一术语的荣格（Jung）认为，情结是有关观念、情感、意象的综合体。

他把“情结”形容为“无意识之中的一个结”，即可以将情结设想成一群无意识感觉与信

念形成的结。这个结可以间接获知，而表现的行为则很难理解。弗洛伊德（Freud）认

为，情结是一种受意识压抑而持续在无意识中活动的、以本能冲动为核心的欲望。在汉

语世界，“情结”还指很深的情感。

文革时期毛泽东的情结，主要表现出的是他个人的心理或意识的蕴涵及其特征，我

把毛泽东的这种情结主要概括为五个方面：

1、“君师合一”1

1970 年 12 月 18 日，毛泽东同斯诺（Snow）的谈话中，他认为对他的个人崇拜此时

需要“降温”了，在提及文革初期盛行的“四个伟大”（“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

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时，他说：“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

Teacher，就是教员。因为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其他的一概辞去。”2 由

此可见，毛泽东特别看重“导师”（Teacher）或“伟大的导师”。不管毛泽东是否听说过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Plato）所期望的那种由哲学家来统治的国家是最理想的国家（即

最高明的统治者应是哲学王），但是毛泽东至少知道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上，唯有作为

至尊至圣、“万世师表”的孔子的思想影响和精神魅力超过了几乎所有中国古代皇帝的总

和，所以，被称之为“素王”的孔子也是中国千年历史上真正的“无冕之王”。毛泽东在

1 李泽厚最早提出了毛泽东文革时期的“君师合一”问题，但是没有展开论述。李泽厚：《中国现代思

想史论》，第 193 页，北京，东方出版社，1987 年。
2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第 174 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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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创、指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事业中，不但十分重视自己的实践表率作用，

而且非常重视自己的精神规范职责。与中国古代历史诸多统治者颇为相似的是，毛泽东

极为注重把他的功名事业和价值取向加以教化、伦理化甚至泛道德化，力图把他的文革

思想和文革行动加以理论化和规范化。无论毛泽东把文革视为他自己一生所做的两件大

事之一，还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初衷之一在于保证他的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毛

泽东在发动、领导文革的经历中，都把他的“君师合一”情结推向了顶端。

毛泽东“君师合一”的情结还从他文革时期对秦始皇的赞扬和对孔子的斥责中折射

出来。从今天的角度提出一个基于中国历史考察而来的颇为荒唐、颇有意味的“问式”：

毛泽东 = 秦始皇 + 孔夫子？显然，在毛泽东那里，“秦始皇”是不能与“孔夫子”合而一

体的，亦即他要争当“秦始皇”就意味着必须打倒“孔夫子”。毛泽东要把孔子的地位、

影响加以颠覆或消解，他就要试图成为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独一无二的“导师”。在毛

泽东“君师合一”的情结中，孔子必须“让位”，这种“师”只有他本人来充当。在毛泽

东看来，这种“师”高于、重于、大于这种“君”，因为他可以拒绝荣膺“大元帅”，也

可卸任国家主席，但是“伟大的导师”却是一种超越了“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

大的舵手”的终生的追求乃至似乎永远的重任。的确，“伟大的导师”情结使得毛泽东不

遗余力地变换文革由可能走向必然、相对趋于绝对、有限变为无限的运动或价值。尽管

毛泽东“君师合一”的情结在文革时期行之一时，但是由于文革的破产，这种情结也随

之破灭，今天的中国很少有人把毛泽东视为“导师”。

2、“接班人”情结

毛泽东的这一情结既在一定意义上类似中国古代历史上王朝统治者的“嫡传”情结，

又在很大程度上来自毛泽东内心的“斯大林情结”与“赫鲁晓夫情结”的综合作用。“斯

大林情结”之一就是斯大林生前所谓没有成功地培养出“接班人”，而“赫鲁晓夫情结”

就是赫鲁晓夫对于斯大林死后的政治鞭尸直至移尸入坟，这些无疑给毛泽东晚年的心理

注入了终生挥之不去的阴影。文革的一个直接动因就是清除毛泽东身边的“中国赫鲁晓

夫”。毛泽东在其生命最后二十年所最为担心的事情之一就是历史对他的评说和后人对他

的评价。“历史的评说”和“后人的评价”汇集成毛泽东晚年的一大幽魂。能否和怎样选

定“接班人”，既关乎到毛泽东的历史，也关乎到历史上的毛泽东，更关乎到毛泽东与历

史的互动。“接班人”情结俨然构成毛泽东晚年政治生涯的“命穴”。毛泽东生命最后十

余年的一大任务就是选定他的“接班人”。文革可谓在广义上是毛泽东培养所谓千百万

“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而在狭义上只是培养他自己一人的“接班人”的一场运动。

与此同时，文革又是毛泽东培养和选拔其“接班人”并且无不使其选出的“接班人”走

向或废黜、或死亡、或夭折、或更替的历史。从刘少奇到林彪到王洪文到华国锋，毛泽

东对于其“接班人”的一系列做法，也反映出毛泽东对于自己的身后信心不足、对于文

革的下场忧虑重重。

毛泽东的“接班人”情结及其实践表现富有独特的地处还在于毛泽东对于“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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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做出的“隔代指”，即毛泽东既要选定自己的“接班人”，又要选定其“接班人”的

“接班人”。这就不仅不同于以往中外政治极权领袖遴选“接班人”的做法，而且给文革

注入了某种致命的因素。毛泽东曾建议自己“钦定”而又为中共党章“法定”的接班人

林彪接受张春桥为林彪的接班人，这就使得毛泽东与林彪的关系很有可能走入不归之路，

更有可能致使文革的高层人事变动成为某种宿命。毛泽东或许从来就没有认真考虑过其

“接班人”与其“接班人”的“接班人”之间的关系。文革历史证明，这种“接班人”与

“接班人”的“接班人”之间的关系，不是双方水火不容、视如仇敌，就是彼此你死我

活、不共戴天。对“接班人”的“接班人”的指定，“嫡传”接班人对“隔代”接班人的

厌恶和否决，后续接班人的更换和最后接班人的惊天之举等等，这一系列的行径仿佛成

为注定毛泽东的文革命运的“系数”！

毛泽东文革时期的“接班人”情结，往往致使身居毛泽东之侧的中共中央第二号领

导人兼任毛泽东“接班人”的工作和地位成为中共历史上最难以胜任的工作和最微妙复

杂的地位，同时，也使这类“接班人”处于“一人之下、亿人之上”最为危险的境地和

走向被文革历史最终离弃的结局。这种“接班人”情结还带来了文革时期中共党内党外

从中央到基层、从领袖到群众、从领袖到领袖和从群众到群众的斗争，异常残酷、惨烈、

复杂和深重。正是由于“接班人”的情结，既使文革不断地自我分裂、衰竭、异化，也

使毛泽东不可能成为一位现代民主政治的领袖。

3、“诗人诗化”

这一情结不是指毛泽东擅长赋诗作词，而是指毛泽东在理想与现实、未来与当下的

关系上具有诗人诗化的情结。毛泽东的这一情结更多地缘于 1958 年他期望中国驶入共产

主义天堂的“大跃进”运动。在经过了 1921 年至 1949 年二十八年的革命斗争（内有

二十二年的武装斗争）之后，毛泽东力图既使中国崛起，也使他的功名事业趋向前所未

有的辉煌，而在 1949 年之后的二十七年里，尤其是文革十年里，他的治党治国治民的模

式表现出无序而混乱的群众运动、诗人诗化的取向和理想高于一切等等特点。文革时期，

毛泽东把他的理想主义、英雄主义、乌托邦主义发展到了漫画式的浪漫主义、民粹主义、

反智主义。从 1958 年之后到 1976 年去世之际，毛泽东的上述模式几乎是不断地从失败

走向更大的失败。自 1958 年之后，毛泽东试图用他诗人诗化的“乌托邦”壮举改天换

地，却把中国引入了饥饿、清贫、落后的社会主义天地。1966 年之后，毛泽东促使这种

“乌托邦”变成了对亿万中国人民的活生生的极权制约和泛道德化的专政。

毛泽东的“诗人诗化”情结在文革时期绝不是什么如歌如画如诗如戏的情结，而是

理想凌驾于现实、未来强制于当下的情结。这种情结进而化成文革的“魔影”，无不时

时、处处钳制文革的方方面面，即在文革时期，似乎一切都取决于与未来的关系、全部

生活都依赖于与理想的关系。换言之，现实的价值由未来所裁决，当下的意义由理想来

充填。这也就必然导致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的现实或当下，不断地被未来或理想所否定、

所愚弄、所绑架直至所专政。然而，“未来”究竟是什么、“理想”又在何方，这只能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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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于毛泽东一人任意的勾勒或涂画。这类“未来”和“理想”是否经得起质疑或批判、

可否成立或实现，则化为永远的悬念。文革时期诸多的未来和理想，不是可望而不可即

的梦魇，就是可欲而不可求的幻觉。

1949 年之后新中国所逐步建立或实施“党—国家—社会”三位一体的社会结构和社

会运作，文革时期经过毛泽东“诗人诗化”情结的作用，出现了更大更广的乌托邦主义

价值追求，凝聚了泛道德化的民粹主义实践取向，陷入了屡遭重大挫折的窘境。毛泽东

1966 年 5 月 7 日写给林彪的信（即著名的“五七指示”）既是文革社会理想和社会建构

的一个“蓝图”，也是毛泽东“诗人诗化”情结的聚集映现。文革也可谓毛泽东诗人的诗

化运动和诗化的诗人政治，只不过这种运动的浪漫、炫耀是与这种政治的破碎、灾难成

正比的。从毛泽东“五七指示”所憧憬的“工农商学兵”一体同构的民粹社会到文革形

形色色“社会主义新生事物”（诸如“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人民学解放

军”、“革命文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等）的全盘铺排，从“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

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和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实行“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到文革

后期各行各业千百万大众以诗歌朗诵会的方式补缀文革的破败，这些都一再表明了文革

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最久的一次“乌托邦”社会实践，而毛泽东的“诗人诗化”情结就

是文革“乌托邦”的绝唱。文革时期毛泽东的“诗人诗化”情结所造成的牺牲、损害和

浪费，难以估算，这也注定了这一情结成为历史的噩梦。

4、“世界革命领袖”

自中国与苏联分歧、论战和分裂之后，毛泽东的“世界革命领袖”情结日益增长，

到了文革时期，达到了顶点。据坊间所传，斯大林去世后不久，毛泽东就说过：“我一生

打遍天下无敌手，最大的遗憾就是同斯大林打了个平手。”的确，自斯大林去世之后，在

世界社会主义阵营中，没有哪一个共产党国家的领袖在经历、业绩、名望、魅力甚至形

象上堪与毛泽东相匹配。毛泽东 1958 年带领中国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天堂”之际

所提出的“超英赶美”（即“七年超过英国”、“十五年赶上美国”），今天应该解读为要超

过苏联，因为赶上了世界头号强国美国，苏联就不在话下。对于苏联，毛泽东当仁不让，

他不仅期望中国坐上世界社会主义阵营龙头老大的交椅，而且他自己要成为继列宁、斯

大林之后的“世界革命领袖”。由于中国国力不足，最主要的是稍后持续数年的全国性饥

荒，毛泽东“世界革命领袖”的情结受到抑制。

文革时期，毛泽东的这一情结一是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二是上升到了理论学说

的层面。在前者，毛泽东被誉为“世界革命人民心中的红太阳”，北京取代昔日“中国革

命的圣地”延安成为“世界革命的圣地”，昔日“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转换为

在毛泽东的带领下由落后民族、不发达国家包围西方发达国家的世界革命道路。中国要

取代苏联，开创出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新中心。在后者，《人民日报》为纪念十月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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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周年所发表的社论3，把毛泽东的这一情结和相关的观点系统地概括为“马克思主义

历史的第三个里程碑”，毛泽东成为了世界革命的领袖兼导师。实际上，这种世界革命更

多地是限于不同地区的民族革命或农民革命，而决非真正意义上的世界革命，更不是什

么社会主义革命或无产阶级革命。不同于文革最初的五年，自中国与美国实现了双方最

高领导人的对话和联系之后，毛泽东“世界革命领袖”情结的“革命”色彩大大减退，

因为毛泽东所采取的“联美反苏”的策略把中国过去革命的、激进的、意识形态为主导

的外交政策转换为当下务实的、温和的、国家利益为主导的外交实践。这些尽管是对文

革理论和文革实践的某种解构，尽管显现出文革国内意识形态与文革外交政策的张力或

反差，但是却没有消解毛泽东的“世界领袖”情结。在文革时期的外交领域，毛泽东体

现出来的与苏联对着干而决不调和的举措和气魄，对美国既联合又批评的做法和风范，

意味着毛泽东要在美国以及西方发达国家（包括日本）和苏联以及东欧国家集团的“两

极世界”之外，建立一个以毛泽东的中国为最大国家的“第三世界”。作为“三个世界理

论”的提出者，毛泽东理所当然地想要成为“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的精神领袖。“三个

世界”的理论并不符合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原则，也不符合正统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

很难有持久的生命力，但是历史地来看，它更符合毛泽东文革时期的“世界革命领袖”

情结。

5、“‘马’表‘法’里”

这里的“马”是指马克思主义，这里的“法”是指中国古代法家思想和理论。文革

时期，马克思主义的宗旨最初被“红卫兵”和“造反派”诠释为毛泽东二十多年前说过

的“造反有理”，后来演变为“阶级斗争论”、“继续革命论”和“全面专政论”三足鼎立

的文革意识形态，具体言之，这“三论”就是指社会主义条件下“以阶级斗争为纲”、无

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和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这“三论”的关系旨在由

“阶级斗争论”演进到“继续革命论”而推进到实施“全面专政论”。4 从毛泽东早年对于

马克思主义的民粹主义、道德主义、实用主义式的理解和运用到他晚年对于马克思主义

的唯我论、唯权力论、唯意志论的改造和应用，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成为马克思主义史

上独特的一大变种。文革时期毛泽东的所谓马克思主义既肤浅、通俗，又零散、混乱，

很难说是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但却有着文革特有的实践效用和功利价值。文革时

期毛泽东的所谓马克思主义更多、更主要地表现为心理经验层面和日常行为层面的说词，

3 《人民日报》1967 年 11 月 6 日社论：《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纪念伟大的十月社

会主义革命五十周年》
4 具体地说，就是从注重“身份伦”、“血统论”的“阶级斗争论”（“整治论”），到时间与空间转换的社

会阶段革命和世界范围革命的“继续革命论”（“折腾论”），再到“道德独断论”、“生活各个领域的专

制”的“全面专政论”（“迫害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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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什么理论著述。5

显而易见，毛泽东“‘马’表‘法’里”的情结在文革中、后期赤裸裸地表现为毛泽

东更加看重和惯用的是法家的东西。毛泽东对于中国古代文化的精通谙熟在文革时期尤

为体现在他对法家的主张和方法的融会贯通直至践履力行。毛泽东深切地意识到，中国

古代千年历史的儒、法、道、释之间的关系就是“‘儒’表‘法’里，‘道’、‘释’补充”，

而法家所强调和推行的“法”（法律、法制）、“势”（权力、权威）、“术”（政治驾驭手

段）比起儒、道、释诸家来更为可行、更为重要。法家思想和学说可谓中国古代版本的

“马基雅维利主义”（Machiavellianism），其主旨就是千方百计地维护和扩大君主权力和

君主权威，其真髓就是不遗余力地奉行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为了实行恐怖不计结果、

民众畏惧自己更有效于民众热爱自己等等君主统治的准则。冯友兰早在 1949 年之前就写

道：“谁若想组织人民，充当领袖，谁就会发现法家的理论与实践仍然很有教益，很有用

处，但是有一条，就是他一定要愿意走极权主义的路线。”6 毛泽东在文革时期所实施的

极权主义策略和行径无不与他的法家理念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这一点在“批林批孔”

运动以及“评法批儒”的宣传中达到了如火如荼的地步。从毛泽东文革时期再次自称

“秦始皇”到他对法家的厚爱或垂青，从毛泽东对文革国内大局的掌控和党内高层人际关

系的操纵到他对文革国际格局的设计和外交政策的制约，都或多或少、或隐或明地闪现

出法家的阴魂或幽灵。毛泽东认为他在文革时期坚持了、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但是毛泽

东心目中的这种马克思主义实质上通向了法家的观念和策略。因此，不难得出结论 ：文

革时期毛泽东的所谓马克思主义与其说是马基雅维利主义化的马克思主义，不如说是马

克思主义的法家化。荒谬，然而却是事实！

毛泽东文革时期的诸多情结既有内在的关联和砥砺，也有相互的张力和抵牾，这些

方面深刻地展示出文革总体意识恰如一座中国囿于前现代性时代、憧憬现代性7 生活、警

惕后现代性因素的图景中的叠嶂。

如果说文革时期毛泽东的情结过多地表现为他个人的主观因素或意识特质，那么文

革时期毛泽东的角色则主要标志着他个人的客观作用或历史职能。“角色”（role）一词

源于戏剧，后来被广泛应用于社会学与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个体在社会舞台上的身份及

其行为。角色本质上反映一种社会关系，体现的是与社会地位相一致的社会限度的特征

和期望的集合体。社会学所指的“角色”更多地是“社会角色”的简称，指个体在特定

5 文革十年，毛泽东所写的超过一百字以上的书信和文章只有五个：1966 年 5 月 7 日给林彪的信、同

年 7 月 8 日给江青的信、同年 8 月 5 日《炮打司令部》、1967 年 8 月 4 日给江青的信（没有发表）、

1970 年 8 月 31 日《我的一点意见》，其中公开发表的两份信件和两篇文章，只有 1966 年 7 月 8 日给江

青的信近 1800 字，其他的都没有超过 800 字。毛泽东文革时期没有写过理论文章。
6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第 152 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年。
7 这里所说的“现代性”主要是指自 18 世纪法国启蒙运动以来的近、现代世界历史的精神文明进步过

程，主要体现在公正、民主、法治、宪政、人权、非暴力、博爱、自由（特别是言论自由、出版自由、

结社自由、信仰自由）等等的实施和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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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关系中的身份和由此而规定的行为规范、行为模式的总和。质言之，“角色”就是

个人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相应的社会身份和社会地位，并按照一定的社会期望，运用一

定权力来履行相应社会职责的行为。

文革时期毛泽东的角色，主要表现出的是他个人的地位或职能的蕴涵及其特征，我

把毛泽东的这种角色主要概括为五个方面：

1、“上帝—神”

毫无疑问，毛泽东文革时期是中国至高无上、无出其右的人物。文革时期全民性的

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最广的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这

种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是由毛泽东所认可、怂恿、操纵和在文革中后期加以节制的。毛

泽东把这种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视为他发动和领导文革的一个合理的、可行的前提。也

正是基于这种独一无二的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毛泽东才成为了文革的“上帝—神”。这

里所说的“上帝—神”，既不是宗教意义上的“上帝”，也不是世俗生活意义上的“神”，

而是指毛泽东本人成为文革时期中共党的机制的绝对准则、新中国国家运行的唯一标准、

日常生活道德伦理规范的最终依据和亿万民众心目中的最高权威。例如，文革初期广为

流传和遵行的“四个伟大”、“三忠于”、“四无限”、“大树特树”8 等等之类的政治风尚就

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我本人亲身经历和见证过的文革初期对毛泽东顶礼膜拜的日常仪式

化、符号化和秩序化更是确切地反映了这一点。我本人还清晰地记得，我们在文革时期

与他人之间的交往或交流或交谈中，一旦出现了矛盾、分歧、争论，我们都会自觉不自

觉地引用毛泽东的“权威”，每每地以说“我向毛主席保证······”或“我向毛主

席发誓······”来说服对方、证明自己。经过潜移默化的文革日常政治的运作，

“毛主席”真正成为亿万百姓从头上到心中的“上帝—神”。

毛泽东在文革时期“上帝—神”的角色是与他同一时期政治上的极权和精神上的独

裁相辅相成的，唯有这种角色才可以保障这种极权和这种独裁通行开来，也只有这种极

权和这种独裁才可以确证这种角色畅行无阻。这种角色更多地显现出文革政治的机会主

义、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直至专制主义的特色，更大地聚集为整个文革历史过程及其各

个阶段的“底色”。

毛泽东自己相信不相信他所放任和纵容的对他的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毛泽东具有

的智力和智商能不能看出对他的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的荒唐和可笑？从前面所引的毛泽

东同斯诺的谈话中，完全可以证明，毛泽东把这种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当成权宜之计，

当成文革得以发动和进行的一个必要条件，进而，表明他本人并没有自我陶醉或自我迷

惑于这种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所以，毛泽东依靠或利用对他的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完

8 “四个伟大”指“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三忠于”指“忠于毛主席、

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四无限”指“无限热爱毛主席、无限崇拜毛主席、无限信

仰毛主席、无限忠诚毛主席”；“大树特树”指“大树特树伟大统帅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伟大的

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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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是为了保证、维护、巩固他那似乎不可动摇、不可替代的文革最高地位、最高权威的

作用和影响，亦即“上帝—神”的角色及其职能。只有充当这种“上帝—神”的角色，

毛泽东才真正有可能成为文革的毛泽东！文革中、后期的一系列危机和弊端削弱了对毛

泽东的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在这种迷信和崇拜不断淡化、衰变的同时，偶像趋于假象，

神化的过程走向神话的土崩瓦解，“上帝—神”角色的结局完成了这种“上帝—神”角色

的分崩离析。

2、“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式的改革家”

“马丁·路德式的改革家”可能是文革时期毛泽东最富有吸引力或最具有魅力的角

色。16 世纪初期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不仅改换了上帝与信民、信仰与信徒、罗马教廷

与世俗国家（即教权与王权）的关系，而且改写了基督教历史、德意志历史乃至欧洲历

史。马丁·路德所倡导的“内心信仰”、“因信称义”、变革基督教教会及其职责的主张等

等扭转了欧洲中世纪的发展方向。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对于后人、后来历史的精神启

示或激励往往超出了这一改革当时的实践意义或作用。无论毛泽东对于马丁·路德的宗

教改革有无了解或有多少了解，根据文革时期毛泽东的所作所为，确实可以把毛泽东的

角色同马丁·路德在宗教改革的角色加以比较。从“上帝就在我心中”这一宗教改革所

带来的资本主义伦理精神的喷薄欲出，到“革命倍觉北京近，造反更知主席亲”这一文

革初期所形成的群众造反心理活动的横空出世，毛泽东文革时期的角色及其一些做法与

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做法有着形式上的相似之处，即他们都是从上处着眼、从下层入

手。从马丁·路德所推行的基督教的世俗化、民族化到毛泽东所倚重的文革的全民性、

草根性，不难看出，像宗教改革、文革之类的社会运动都是由它们的肇端者所掀起的

“触及灵魂”（用文革术语来说）的民众运动。

毛泽东发动和领导文革之际，充分估计到了并且相信广大群众会积极响应他的文革

鼓动和号召，他直接呼唤出“红卫兵”这一文革初期的“天兵天将”，他打开了“造反

派”这一文革政治的潘多拉盒子，他惯于把党内斗争与党外斗争加以彼此互动，他善于

把高层斗争与基层斗争加以双向引入，他同情“小人物”和擅长“打群众牌”，他持续不

断地把“群众运动”演变成“运动群众”，等等，这些都既不同于通常意义上的国家和党

的治理体制，又改变了中共党和国家过去惯常的运作机制，更使中国游离出以莫斯科为

中心、以“苏联模式”为圭臬的社会主义传统。毛泽东文革时期改写了中共党和国家的

“正统”历史，重塑了中国的形象，这种改写和重塑所造成的影响或遗迹，至今和今后相

当长的时期里都不会消失。因为，毛泽东“马丁·路德式的改革家”的角色在某种程度

上赋予了文革本身固有的一种“范式”：作为执政党的共产党与人民的关系如何处理？干

部与群众的矛盾如何解决？尽管今天可以说文革是一种历史的破产或是所谓“历史的试

错”，但是文革曾经力图处理、解决的上述关系和矛盾则意味着共产党有没有可能脱离人

民、干部有没有可能背离群众这类问题远远没有过时或没有解答。

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唤起了民众而又最终恐惧民众，这也注定了这种宗教改革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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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成为宗教革命。与之多少相似的是，即使毛泽东锤炼出文革颇具价值的上述党民关

系、干群矛盾的“范式”，但是作为文革最大“造反派”兼文革最大“保皇派”的毛泽东

本人没有也不可能解决这类问题。

3、“现实的世俗领袖” 

毛泽东不仅仅是文革时期的“上帝—神”、“马丁·路德式的改革家”，他同时还是文

革“现实的世俗领袖”。作为中共党的最高领袖、新中国的实际元首和解放军的统帅，毛

泽东不可能无限地膨胀他的第一种角色，也不可能任意地放大他的第二种角色，他必须

时时、处处把这两种角色置于其“现实的世俗领袖”这种角色的制约之中。毋庸置疑，

不管毛泽东怎样试图把文革的尘世打造成文革的天国，不管毛泽东怎样尽情地挥舞文革

的“千钧棒”把中国大陆社会打得“天翻地覆慨而慷”，这些都必须以确保他的上述最高

领袖、元首和统帅的权力和权威为前提，以不能动摇、不能颠覆他作为文革的最高主宰

者为底线。

因而，毛泽东文革时期的诸多角色之间具有内在的张力（tension）。在毛泽东那里，

不可能是“上帝的事情上帝管，凯撒的事情凯撒管”，“上帝的事情”与“凯撒的事情”

常常是纷乱芜杂地交织在一起的，或是“上帝的事情”充当了“凯撒的事情”，或是“凯

撒的事情”扮演了“上帝的事情”。毛泽东文革的诸多角色之间的嬗变或演进，既使毛泽

东在文革整个过程中自始至终处于不断的自我异化，又使他本人在文革的各个阶段或时

期不可逆转地居于经常的自我否定。这也就完全有可能出现今日毛泽东反对彼日毛泽东、

此一毛泽东背离另一毛泽东、前面毛泽东消解后面毛泽东的境况，这种境况在文革之中

比比皆是，不一而足，形形色色，无以复加。这种境况甚至成为了文革自身的痼疾。

尽管在文革最初三年里毛泽东更多地表现出其“上帝—神”、“马丁·路德式的改革

家”的角色，而文革后七年毛泽东更多地施展出其“现实的世俗领袖”的角色，但是文

革的历史和文革的逻辑反复证明了毛泽东更加看重和更多展现出来的是其“现实的世俗

领袖”角色。即使是在文革最初的三年里，这种角色也有其独特的表现。例如，毛泽东

为了“天下大乱”，他可以使“党权”暂时无序、“政权”一度混乱而过分倚重“军权”，

军队全面介入文革，“军权”相对于“党权”、“政权”而迅速攀升，日显至关重要，必然

出现那种毛泽东曾经反对过的“枪指挥党”的局面，此时他本人不得不带头认可和接受

“枪指挥文革”的局面。稍后，毛泽东为了“天下大治”，重整文革初期的党权—政权—

军权之间的关系，恢复“党权”，重建“政权”，抑制“军权”，仿佛使它们又回到了表面

上的三者鼎立的状况，但这却促使林彪事件爆发，由此所引发的文革的最大危机表明了

毛泽东的“上帝—神”、“马丁·路德式的改革家”、“现实的世俗领袖”这三种角色之间

是根本不可能和谐一致的，表明了毛泽东这些角色的关系造成了他本人陷入了从角色分

裂到人格分裂再到更大的角色分裂的难以自拔的境地。毛泽东“现实的世俗领袖”的角

色或多或少地延缓了文革战车的突飞猛进，或多或少地保证了文革只能是由毛泽东发动

和领导、亿万人民置身于其中的所谓“内乱”，而不可能是结束或推翻毛泽东的文革的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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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动乱”。所以，文革不是真正的革命，毛泽东也不是真正的文革“革命家”！

4、“马克思加秦始皇”的转换

毛泽东在文革之前就讲过“马克思加秦始皇”。9 尽管人们对毛泽东的这种讲法有不

同的诠释，尽管有关学者认为毛泽东的这种讲法是强调当时“大跃进”时期经济工作中

的民主与集中的关系，10 但是，毛泽东试图应用把马克思与秦始皇加以综合起来的某种东

西来治党治国治民，则是没有什么疑问的。至于毛泽东是否具备并表现出“马克思加秦

始皇”的角色，至少毛泽东在文革之前就明确地自称为“秦始皇”。虽然毛泽东没有自称

过中国的“马克思”，但他在文革之前和文革期间自视为坚持、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特别

是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以及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在毛泽东那里，“马克思加秦始皇”不

仅仅是一个讲法的问题，而是一个做法的问题。其实，文革时期，“马克思加秦始皇”的

讲法和做法都发生了非常值得探寻的变换。纵观毛泽东一生，他对马克思的重视大致上

可以说 1956 年之前是重视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而在 1956 年之后是重视马克思的无产

阶级专政理论。一生没有创建、没有参加任何一个政党并且没有治党治国治民经历的马

克思不可能给毛泽东提供什么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践经验。毛泽东在其生涯最后的二十年

里，尤为关注的是斯大林的专政实践经验，而不是马克思。斯大林专政下的“农业集体

化”、“大饥荒”、“大肃反运动”以及党内高层持续不断的“大清洗”等等都在中国孪生

出了富有中国特色的“翻版”。强调这一点，是为了表明文革时期毛泽东的角色重心已由

马克思转向了斯大林。文革时期，毛泽东与秦始皇的关系更是一个富有意义的话题。不

过，在我看来，毛泽东尽管在文革不同场合自称“秦始皇”，但是其“秦始皇”的角色却

发生了某种微妙的改观，即已经不完全是毛泽东在文革之前所自称的“秦始皇”，最主要

的一个具体体现就是从吴晗的著述和命运中所折射出的毛泽东与朱元璋之间的历史关联。

1948 年 11 月毛泽东两次与吴晗晤谈，对于吴晗送来的朱元璋传记稿本，毛泽东批评吴

晗对朱元璋的“暴戾”、“滥杀”、“专权”等指责过多、评论不当。在两次晤谈之后，毛

泽东写给吴晗的信中，他以一种间接的方式指责吴晗的历史观“错误”。在其 1960 年代

初出版的《朱元璋传》一书，吴晗以“奉命史学”的做法把朱元璋由过去的“僧钵到皇

权”改写成了“农民革命领袖”。尽管如此，吴晗稍前所写的并不涉及朱元璋的《海瑞罢

官》剧本却成为文革的第一个祭品，后来成为文革头号笔杆子的姚文元受到毛泽东的指

使而对该剧本的挞伐正式拉开了文革历史大剧的序幕。朱氏皇权的因素与文革的渊源有

着微妙的关联，明王朝的某种历史污迹流淌到了文革历史的泥塘。即使毛泽东本人文革

之前和文革期间对朱元璋没有表示过明确的批评或赞扬，但是他对朱元璋的生平事业和

政治经验谙熟于心，应用自如，1972 年 12 月毛泽东制定的“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

9 这是毛泽东在 1958 年 8 月 19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第一次协作区主任会议上所讲的，原话

为“马克思要与秦始皇结合起来”。
10 参见许全兴：《“马克思加秦始皇”的出处和本义》，载《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12 卷

第 3期，2009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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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论文革时期毛泽东的情结和角色（唐  少杰）

这一著名的国策就是典型的例证。毛泽东以及整个文革与朱元璋这位贫苦农民出身的农

民起义领袖兼农民王朝开国皇帝的历史关系是一个十分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11

这里，并不是说，文革时期毛泽东的角色就是“斯大林加朱元璋”，而是说毛泽东所

讲过的“马克思加秦始皇”的做法充满了过多过重的“斯大林加朱元璋”的因素，亦即

文革之前和文革时期毛泽东“马克思加秦始皇”的角色已具有了“斯大林加朱元璋”的

蕴涵或取向。

5、“超非凡魅力（Charisma）”

文革时期毛泽东所充当或所扮演的多种角色，构成为特定的一体 , 这也就带来了毛

泽东的文革“角色丛”（a role set）问题。如果说这些角色具有各自与文革不同的特定

关系，即“上帝—神”的角色凸显的是毛泽东的个人权威，“马丁·路德式的改革家”的

角色凝聚的是毛泽东与群众的关系，“现实的世俗领袖”突出的是毛泽东与他自己的当下

的关系，“马克思加秦始皇”的转换角色映射的是毛泽东与其所受到的中外文化及其代表

的影响的关系，那么这种“超非凡魅力”的角色展现的是毛泽东与文革之间的综合性的

或总体性的关系。社会学家韦伯（Webber）所启用的“超非凡魅力”一词是指领袖人物

具有的超凡气质和神秘的个人魅力，它具有三种类型 ：传统型、法理型、个人魅力型。

文革时期毛泽东的“超非凡魅力”角色主要体现在他的个人魅力型上，由于毛泽东的去

世而使这种个人魅力型的角色不复存在，这种角色就有可能持久地表现为传统型的角色

上。毛泽东的“超非凡魅力”角色主要反映出的是毛泽东以及文革与“大历史”的关系。

文革源于千年中国文化的转型、百年中国危机的演变和数十年中共党内的斗争，它

的一个重要缘由就是中国 1911 年革命所带来的社会历史的“撕裂”，即这一革命结束了

皇权制度，终止了约两千年的“皇权—绅权—族权”三位一体的社会历史结构，但是它

所遗留的最大问题就是中国社会如何重建？中国文化如何重构？ 1911 年之后二十年不止

的军阀割据混战、八年抗日战争和三年国共两党的决战，表明了当时整个中国没有能力

进行这种重建、没有力量完成这种重构。1949 年之后，只有毛泽东以及中共党才真正有

可能从事这种重建和重构。早在 1928 年，毛泽东就基本上找到了这种重建和重构的方

式，即通过“（党）支部建在连上”的建立红军的方式，扩大到中共党所占据的每一根据

地“（党）支部建在村上”的方式，并由农村党支部建立起相应的农民群众组织（“贫

协”）、农民武装组织（“民兵”）、农民妇女组织（“妇联”）、农民青年组织（“青年团”）

直至十余岁少年组织（“儿童团”），同时由于进行史无前例的、“耕者有其田”的土地革

命而使广大农民获得的初步解放，共产党就从根本上不同于国民党而赢得了人民大众。

毛泽东过去所说的中共具有的“党的领导—武装斗争—统一战线”这“三大法宝”今天

看来应该改写为“党的领导—武装斗争—群众运动”。毛泽东领导中共以“党—军队—农

民”为主线的革命斗争迎来了 1949 年之后逐步建立或深化了在中共党的绝对一元化领导

11 参见王毅：《中国皇权制度研究》（上、下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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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七大制度”12，初步完成了中国古代、近代以来的社会历史转型。但是，1840 年以

来的中国近代历史主题—“世界化”（即中国能否和如何走向世界）以及 1898 年以来

的四大问题—“独立、统一、富强、民主”依然是新中国面临的重任。自 1949 年至

1976 年，毛泽东试图以“革命”的方式加速完成中国社会历史的转变和改造，以大大小

小五十余场“革命运动”来治党治国治民。毛泽东的“超非凡魅力”角色实际上定格于

“革命”。作为大半个 20 世纪解决中国社会历史矛盾和危机的首选之举，“革命”仿佛成

为毛泽东的新中国立国之本、建国之基。文革既推动革命的毛泽东登峰造极，又促使毛

泽东的革命全盘滑坡。无论今天人们把文革说成是“比赛革命的革命”，或是“没有革命

的革命”，还是“革命的革命”，文革既是中国现代革命所带来的聚合与裂变、创造与异

化、成功与失败的不二法门，也是毛泽东的革命的自我棱镜。毛泽东的“超非凡魅力”

角色是中国 20 世纪革命的休止符！历史地看，毛泽东的这种角色非常类似于俄国的彼得

大帝、列宁和斯大林诸多角色集于一体的角色。对于俄国而言，彼得大帝近似革命大帝，

列宁近似革命教皇，斯大林近似革命君王。而在毛泽东那里，俄国改换为中国，他把上

述角色熔为一炉，陶冶锤炼，把其“超非凡魅力”角色乃至其全部角色推向了文革历史

的峰巅。换言之，“中国的彼得大帝、列宁、斯大林”是连为一体的，不是分隔开来的，

亦即没有单独的“中国的彼得大帝”或“中国的列宁”或“中国的斯大林”。

毛泽东文革时期的诸多角色既有内在的综合和转化，也有相互的矛盾和冲突，这些

方面深刻地显示出文革历史过程本身恰如一处中国身居前现代化时代、心系现代化13 生

活、受挫于后现代化因素的长河中的岔口。

总之，如何认识和评价毛泽东已不只是毛泽东个人的问题，而是当今中国如何认识

自己和如何实现自己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是中国现、当代历史和未来历史如何变

革自身和如何创造自身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因而，本文最后提出的并且不做回答而留

给读者思考的问题就是：文革时期毛泽东的情结和角色的问题及其影响，在中国消失了

没有、过时了没有、反思了没有和告别了没有？

12 即：单位制度、户籍制度、城乡街居制度、人事档案制度、农业集体化制度、“党干”制度（即党对

干部的管理制度）、“党军”制度（即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制度）。
13 这里所说的“现代化”主要是指自 18 世纪末期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的近、现代世界历史的物质

文明进步过程，体现在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法制化、教育普及化、科学技术日常化、社会福利

化、交通电气化、交往电讯网络化、生产一体化、资本国际化乃至“全球化”等等的指标和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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