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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分之一的幸存者文彻赫恩 

 

郑  义 

 

这本自传名为《苦难的历程》，与阿·托尔斯泰(Aleksei N. 

Tolstoi 1883-1945)描写十月革命的长篇小说同名。小托尔斯泰

曾流亡西欧，但没过几年便耐不住寂寞，终于回苏俄当御用作家

去了。他的这部十月革命三部曲我看是写得有点违心。共产党允

许你回去，给你别墅庄园汽车，你是不是总得有所表示？按照时

间顺序，写完革命就该写劳改了。小托尔斯泰写完三部曲就去世

了，没有写劳改，另一位世界闻名的大作家高尔基写了。虽然他

被誉为呼唤革命的海燕，但还是被共产党的血腥所震慑。出走

了，也是耐不住寂寞，又回去了。这就要将功补过，要极为无耻

地吹捧暴君，还要去访问劳改营，讴歌劳改犯开挖大运河的伟大

社会主义劳动。我们手上的这本书也写劳改，文字当然比不上那

些大作家，但没有颠倒黑白，至少写得很真实、真诚。 

文彻赫恩是一位中国劳改制度的幸存者。从中国的劳改营里

活出来，这很不容易，从青海劳改营里活出来就更不容易。我游

历青海时，友人曾告我“八百右派”的故事。说有广东右派八百

余人送青海苦役，多年后“改正”时，发现竟无一人存活。广东

方面抱怨说“也不能一个也没活下来呀？”青海方面则反唇相

讥：“谁让你们往这儿送？不知道这儿是什么地方！” 小托尔

斯泰为《苦难的历程》(Trudnye Gody, 1943)第二部所撰写的开

卷语是：“在清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碱水里煮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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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我们就会纯净得不能再纯净了。”按照这种说法，那化为白

骨的八百个右派应该是比较纯净了。  

助人“纯净”的办法很多，最为简易且效率最高的是饥饿。

现在甘肃省的“夹边沟”劳改营很有名，在大饥荒的 1960 年前

后饿死了一千三百人，算下来有一半以上。文彻赫恩的见闻更可

怕。他所在的劳改犯文艺队到“白浪沟”分场去演出，犯人们听

说场长也来了，大呼“场长来喽！场长来喽！”随即一拥而上，

把场长和干部们围得水泄不通。“几乎一个不拉的，二千余劳改

犯非常统一，整齐的，一下子全都跪在场长面前，齐声大喊：

‘救命啊！场长救命啊！’拖拉机上的人每个都流下了热泪，我

强忍着眼泪算未掉下来，但泪水已湿透了我的眼睛。饥饿使人变

成无理性，好像人们都疯了。成千的劳改犯跪着不起来，最后刘

场长宣布，从今天开始保证大家顿顿吃饱饭，这时大家才慢慢地

起来，排队去领饭了。这个分场原有二千多人，到 1962 年这个

分场撤销时，回到场部的劳改犯总数不到二百人，死掉 85%。”

如果文彻赫恩的记忆无错，那白浪沟就远远超过夹边沟了。这剩

下的 15%，还会以种种方式死掉一批，最后活下来，精神也没有

彻底垮掉的，就实在是凤毛麟角了。还能写书，为那段苦难历史

作证，也只有数万分之一吧？这样说起来，文彻赫恩的这本书确

实是值得每一个同情心尚存的中国人祝贺的。 

文彻赫恩出生于一个满族贵族家庭，青年时代曾参加学生运

动，投身共产革命。中共夺权之后，他退出中共“解放军”，成

为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高材生。不久他便因言获罪，沦为“阶级

敌人”。据他自己计算，从 1958 年春被捕入狱至 1978 年冬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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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文彻赫恩共计坐牢二十年九个月零十一天，加上坐牢之前

“群众专政”近三年，合计二十三年八个月。他如此概述道“我

今天能活着出来，离开人间地狱，算是命大。虽然我没有死，可

我精神上肉体上的伤痛将折磨我一生。我的鼻子被打断、左耳被

打聋、牙齿因营养不良脱落十二颗，打掉四颗，共十六颗、腰被

打致残，成终身疾病，这都是无法弥补的。特别是在精神心灵上

的折磨摧残，使我的精神受到极大的伤害，将永生陪伴着我„„

我热爱中国，但共产党的独裁和暴戾迫使我逃出”古拉格”，远

离中国 ，我只能生活在异国他乡，从遥远的地方怀念它。”  

一个人的一生就这样毁掉了。最后的安慰奖是参加好莱坞影

片《喜福会》的演出。他是纽约地区一千多名应征者中唯一被录

取的，可惜是个小角色，不过几个镜头。聊以自慰的是“中国大

陆有几个演员能在好莱坞上戏？”但事实是“从此之后就再没有

机会了”。二十年以上的劳改生涯，还说什么呢？整个生命无非

是“劳改期间”（主体）、“劳改之前”（初涉人世）和“劳改

之后”（余生）三个阶段罢了。人的一生就这样毁掉了。 

文彻赫恩是一个有良知的头脑清醒的人，但他仍然堕入受难

者之间残忍的倾轧与互虐。在囚吏们的煽动下，难友们极其凶残

地打他，九死一生。反过来，他也毫不留情地加以报复。在一次

“人人过关”的政治运动到来之际，他十分清醒地舍弃人性，

“准备好一根白腊杆，四十公分长的木棍，这种木头不会断还有

弹性。凡是斗过我的揍过我的人，都一一回敬他们一顿白腊杆，

打得他们皮破肉裂，头破血流，鼻青脸肿哇哇叫！几个月下来我

报复了不少人，心里才平静些、心理也平衡些，总不能老叫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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揍啊！也得揍揍别人，尝尝那种滋味。”正如他自己所总结的，

“在那种环境里有人性的人，慢慢也会变成没有人性了。热血变

冷，人变成兽，既残暴又凶狠，甚至连禽兽都不如！”这大约正

是劳改制度最成功的一面，就是利用人的求生本能和人性的弱

点，迫使受难者互虐，从而建立起劳改营中的多数暴政！连文彻

赫恩这样明白的人，都压不住仇恨，拎着一根白蜡杆把难友们往

死打。我们不能要求人人都是耶稣基督。在那种制度下，我们无

可避免地堕落为助纣为虐的魔鬼。我说“魔鬼”而不说“野

兽”，那是因为野兽一般不会如此凶残地对待同类。这就叫“异

化”，即，我们的努力反过来成为迫害与蹂躏自己的异己的力

量。 

除此，更加令人叹惋的是，文彻赫恩身为那个血腥制度的受

害者，同时也是那个制度的宣传者、粉饰者。他导演了鼓动阶级

斗争的经典之作话剧《千万不要忘记》，以及美化中共夺权史的

歌剧《白毛女》、《江姐》、《红珊瑚》、《洪湖赤卫队》。特

别是歌剧《洪湖赤卫队》，这是他在青海劳改营中的得意之作。

当然，这不是他一个。所有的犯人不是也和看管蹂躏他们的“管

教人员”一起鼓掌叫好吗？这也是共产专制最为成功的一面。任

何野兽，都不会和猎人一起高唱狩猎之歌。这是一种极为奇特的

人类现象。洗脑洗透了骨髓。我没有进过劳改营，没有资格来评

论那些历尽酷刑、饥饿与死亡的幸存者。特别是本书作者文彻赫

恩，他正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真的死人堆，不是文学比喻。

我尊敬他，我尊重他所承受的一切苦难。他、以及他的成批死亡

的难友的名字，应当以金字写上我们这个民族的史册。血真是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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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太多了！当正义的暴风雨彻底涤荡那块大陆之前，是他们的脖

子硬把刽子手的屠刀磨钝了！ 

我不是苛责文彻赫恩。我只是为我们这个被催眠被洗脑被打

断脊骨的民族倍感痛心。我坚定不移地认为：就共产专政这个制

度而言，我们既是受害者，也是建设者、维护者。不在其中者甚

少甚少，自然包括我自己在内。 

 

 

2003年 9月 1 日  于华盛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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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 1947年的学生运动 

 

1947 年 5 月 20 日，学生运动从北大开始不久，就蔓延成全

国性的运动，简称为“五二○”学生运动。其时我们中学生可以

不参加，但我们学校和别的中学不同，我们国立东北中山中学是

日本侵占东北之后，大批爱国青年流亡到关内北平，于 1934 年

3 月 26 日在北平成立的。抗日战争时期，该校迁往大后方四川

省自流井市静宁寺。胜利后，1946 年迁回沈阳。这个学校自成

立时起，学生就以校为家。学生都很纯朴，学习都很好，而老师

们也同样以校为家，多是优秀教师。学生质量和教师质量在当时

都是一流的，有许多教师都是留学生回国任教的，学生学习毕业

后都能考上各名牌大学。抗日战争胜利后，其他的国立中学都取

消了，只有我们国立东北中山中学是唯一留下来的一所国立中

学。 

回沈阳之后，光学生就有两千余人，加上教职员工足有三千

人。五二○学生运动爆发的起因，是为北大一年级女同学沈崇被

美军驻北平的士兵强奸而引起的全国性学生运动。我们学校特

殊，所以也决定响应全国学联号召，参加全国学联决定的五月二

十日罢课游行。本来决定在那天，沈阳市五大国立院校一齐出动

上街游行，但学校早晨即被军警包围，学生无法走出校门，学联

适时决定全体学生在校内罢课一天以表抗议。 

没过几天，学校接到全国学联和东北学联的通知，全国学生

在六月二日举行以“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为主题的示威游

行。六月二日那天，原计划东北大学从北陵出发到马路湾和沈阳

医科大学和我们学校汇合，从太原街游行到市政府。但天还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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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军警已经把学校封锁得水泄不通，别的学校也如此。东北学

联决定，全体同学在校罢课，绝食以表抗议。 

我当时是高中一年级学生，因长得人高马大，所以学生会指

定我为纠察员，保护学校及同学。当时，我守在靠北一马路的边

门，和四、五个要好的同学在一起聊天，看着包围我们的士兵端

着枪来回的转悠。将近中午的时候，学生会决定派一名小同学溜

出去给对面的沈阳医大送个信，告诉我们学校已开过全体同学大

会，一致通过罢课绝食抗争到底，全体同学当场宣誓。可这位小

同学走出去不到二十米就被抓住了。我们四、五个同学一拥而上

把士兵按倒，并把步枪缴了下来。这个士兵看我们人多，站起来

看看，撒腿就跑。不到三分钟，一辆吉普车开过来，一个尉官和

三个手持冲锋枪士兵下车后直奔学校二楼办公室，学校教官出

来，叫我们把枪还给他们。临走时，那个军官对我说：“警告

你，下次再抢枪，可以当场击毙你，注意啦！”从此以后我倒是

在全校出名了。 

其实我们生活挺好，从来没有挨过饿。那为什么要参加“反

饥饿、反迫害、反内战”呢？当时，我和几个要好的同学，没有

什么政治头脑，年轻人爱凑热闹，觉得挺有意思的。由于我们游

行被阻，我对当局的做法反感，认为国民政府不给学生自由，压

制民主，所以对政府的专制不满，这是我第一次在思想上起了朦

胧的变化！ 

当年九月开学不久，某天晚上自习后，我和韩良、韩宗泽、

魏岱几个人肚子饿了，到校门口小馆吃水饺去。忽然看到从太原

街回来的几个女同学哭哭啼啼地，我就上前去问：“出什么事

了？”她们说：“去建国西堂看电影，被收票的人（是军人）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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脸和摸屁股，所以电影没看就回来了。”我一听就火了，敢吃我

们中山女同学的豆腐！我们知道建国西堂是军人电影院，属东北

行辕管辖的。我和韩良说了一声：“走！我们找他们评评理去，

愿意跟我们走的来吧！”大概有十来个人跟了上来。 

我们直奔建国西堂电影院，不到十分钟就到了。我告诉韩

良：“你们在下面等着，我上二楼找他们经理评理去。”到了经

理室，经理叫两个士兵把我看住了，竟然想把我扣下来。我拉开

门大喊：“韩良快回学校喊人来，他们把我扣下了！”韩宗泽

说：“我去。”我说：“回校后掀警铃。”不到十分钟，中山同

学一千人左右把建国西堂包围，要求立刻放人，否则开砸。经理

一看这些“丘九”也是不好惹的，就把我放了出来。我下楼之后

大喊一声：“开始砸！”只见韩良拿着铁棍一下子就把门口的大

镜子给砸得粉碎。这个镜子足有一丈高、二丈多宽，特大！这一

来把电影院的观众都吓得往外跑。我们的同学往电影院里头冲，

开始砸电影院了。大银幕被撕坏，音响座椅不到几分钟全部给解

决了。 

学生们准备回校时，整个大街上都是我们的同学。附近有一

个有名的“咖啡厅”，一个穿著军官制服的上尉从咖啡厅走出来

说：“你们这些学生在胡闹甚么！”学生一听，火冒三丈，一拥

而上。军官一看不妙，转身就跑，直奔中苏友好大厦，边跑边往

天空放枪。同学们紧追不舍，他又往地下开枪。这一下不要紧，

当场打在我班同学李善金的脚上。李善金大叫：“我受伤了！”

魏岱急了：“你敢开枪打我们！”一个箭步冲过去，拿着铁棒子

朝头上就是一下，当场脑袋瓜头破血流，学生们上前把他逮住，

缴下他的手枪。魏岱把手枪交给我说：“怎么办？”我答：“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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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他押回学校再说。”我通知两个同学扶着李善金到附近诊所和

医院包扎治疗，然后对全体同学说：“同学们快撤回学校去，军

队说不定马上就赶来了。”同学们撤得很快。我们走不远就看到

来了几辆十轮军用大卡车，上面站着全副武装的军人，直开到建

国西堂。 

学校同学们都集中在大礼堂里，已把开枪伤我同学的上尉军

官五花大绑吊在舞台上的天桥下面。这时我的朋友郑安腾过来和

我说：“这个受伤的军人是我们家的副官。”我一听楞住了。

“你们家的副官？他开枪打伤了我们的同学李善金，同学们火了

才把他打成这个样子。”郑安腾是东北剿匪副司令郑洞国的儿

子，我们是要好的同学。我当机立断，把人放下来，把手枪也交

还给他。他满头血淋淋地和郑安腾走了。临走的时候还敬我一个

军礼，并讲：“下次有空到家里玩。”后来我确实去郑家玩了两

次，和这个上尉军官混得还挺熟。其实那个副官人并不坏，是误

会了。 

军队的十辆大卡车满载军人，已开到我们学校门口来了。当

官的少校已上二楼校办公室去了，要求学校交出肇事者，带大盖

帽的学生！魏岱跑来告诉我：“怎么办，找你呢！”我说：“得

赶快溜呀！”魏岱跑回宿舍，拿来替换衣服。我到厕所换好衣

服，从学校正门大摇大摆地走出校门，也看到军车上全副武装的

军人。他们看着我，我则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走过他们面前，回

家避难去了。 

回家的第二天，我看到《沈阳日报》和《沈阳晚报》都报导

了这一消息，并指出有共匪学生在煽动闹事！其实我什么也不

是，本人只是平生一贯爱打抱不平，有正义感，爱管闲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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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个星期后，魏岱跑到家里来告诉我学校已出布告，我和韩良、

韩宗泽三人是留校察看处分，我只记一个大过。至此，建国西堂

事件总算结束。 

1948 年 1 月放寒假前学校宣布，沈阳市国立院校宣布学生一

律要参加冬令营，不参加冬令营的一律开除学籍。我们入冬令营

不到两周，元宵节前夕，本来和家里说好正月十五回家过节。晚

上十一点钟我们遭到大逮捕，总共有一百余人。有东北大学和沈

阳医大的，我们中山的共有二十三人，东北大学最多，农学院也

不少，沈阳医大有十三人。我们被关押在沈阳北市场一个军队的

仓库里，是钢骨水泥的结构，都是水门汀地。东北本来就冷，这

下可是雪上加霜了，又无暖气，感到特别冷。我们大家挤在一起

取暖，女同学在楼下，男生在楼上，东北大学的学生发起绝食以

表抗议。中山的同学是中学生，一般年纪都小，都听大学生的

话，也参加了绝食斗争。 

三天后，沈阳市警备司令王铁汉来探望我们。东大同学表示

要求转换环境和改善生活。两天后，我们就迁到沈阳市第三女子

中学宿舍大楼里了，全部睡在三楼，饭厅也是用三女中的。因为

是寒假期间，学校没有学生。我们入冬令营时每人发的军棉衣，

现在都贴上一符号在自己的左胸兜上面，写着“青训大队第四中

队”，中间四个字是“爱国青年”，下面是自己的名字。 

每天除了早晨上早操跑步外，其余时间都无事可干，打扑克

的、瞎聊胡扯的都有，只许在三楼活动。宪兵虽然看守很严，但

态度很好。这些宪兵都有高中毕业以上的文化程度，都是宪兵学

校毕业的。他们是在日本执行任务回来后，接到看押我们的任务

的，日子长了反而和我们交上朋友了。只要我们给他们钱，请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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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帮忙买一些日用品和吃的都可以。从他们的眼光里，我们看到

友善和同情，这就是学生和学生的内在联系，不同于那些大老粗

士兵。 

我们听过一次报告，由长春警备司令廖耀湘主讲，内容大意

是我们年轻幼稚不成熟，不要受共匪的欺骗，他们利用你们煽动

罢课闹事，你们学生的任务就是在学校好好读书，将来成为国家

的栋梁之材„„。 

我受过两次审问，第一次问我：“什么时候参加共产党？什

么人介绍的？”我回答说我才上高二第一学期，不懂什么是共产

党。何况我根本不问政治，你们可以调查。讲良心话，我还真不

懂共产党是什么一回事，只知道他们挑起内战，想夺国民党的

权！其时，我们班上的共产党员盖大北、孙辑六和刘大文在我们

被捕的前一天已转移到开原县老区去了，而我们被捕的人大多数

是在学校爱出风头爱管闲事的人，而他们共产党人从来不拋头露

面，他们总是在下面搞串连，煽风点火。 

第二次审问是在半个月后，问：“在去年六月二日罢课期

间，你强夺士兵们的武器，是谁指使干的？九月份你带领学生把

军人电影院建国西堂给砸了，是谁指使你干的？”我回答：“确

实没有人指使我，所作所为完全出于正义感，自动自发，都是临

时动议，无任何预谋和计划。我们年轻人血气方刚嘛！”加上我

姐姐找到辽宁省主席高希滨，把情况说明并打包票：“我弟弟绝

不是共产党。”就再也没有问我什么了。 

我们的情况后来有所松动，下午可以到大操场上打球和散

步。我们洗过两次澡，在不远的地方，晚间十点澡堂停业之后，

我们才由宪兵押着去澡堂洗澡。由于我们住的条件差，天气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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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换的衣服又少，所以每人身上都长满了虱子。每天早晨穿衣

服前都先抓好虱子再穿，晚上也是脱下衣服先抓虱子再睡。真不

知道哪来的那么多虱子，密密麻麻地，一把一把地抓，看着都肉

麻，全身不时地发抖、打颤，每天身上都奇痒不堪。 

三月初，学校陆续开学了，三女中也不例外。全校有一千多

女同学，对我们这些小伙子，都以好奇疑惑的眼光打量。特别是

下午课外活动时，我们在操场打篮球运动时，几乎全校的女同学

都倾巢而出，观看我们。操场位置在中间，三面都是大楼，正面

是大门。所有大楼从一楼到三楼的门口、窗户上都挤满了叽叽喳

喳、指指点点的女生。花花绿绿的衣服，五颜六色的头巾，像节

庆一般热闹。有时我不打球了，干脆坐在球场边上，从一楼到三

楼，逐个窗户看过去，看完了这幢楼再转过身子看那幢楼，欣赏

这些妙龄少女，其乐无穷。可惜只能看，不准接触和谈话。可就

在宪兵们刺刀的监视下，春光关不住，红杏照样出墙，爱情是束

缚不住的。女学生吃完饭十分钟后，我们才集体进食堂开饭，可

就在饭桌上留字条和留情书的大有人在。后来听说真有几对认识

了，成了情侣，真是坏事变了好事。 

四月中，我们被释放了，还有一部份大学生尚被羁留，以后

听说没多久也都释放回校了。我回到学校后，即准备购买飞机

票，因为我家早已迁到北平生活了。不到两周，我买到回北平的

机票，旋即飞回北平家中和家母及姐姐团聚。妈妈高兴得流着泪

来迎接我，姐姐笑得合不拢嘴，哥哥和妹妹已去广州了。 

由于这次坐牢，我的思想起了一些变化，认为国民党太腐

败，乱抓好人。虽然后来全部释放了，但总觉得受了委屈受了

罪。国民政府没有给人民充分的自由和民主，而共产党讲的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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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与自由，反对蒋介石独裁，反对一党专政，反对贪官污吏和

腐败，讲官兵一致，官民平等，穷人富人都一样，共产党肯定比

国民党好。而且，共产党的宣传工作也搞得好，解放前夕，1948

年秋天，我们经常到北大沙滩民主广场去参加火炬营火会，他们

教我们唱一些进步的歌曲，如：山那边有个好地方、茶馆小调、

国民党一团糟、团结就是力量等，对我的影响也不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