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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簡介
文革是整個民族慘痛而沉重的教訓。本書作者大多為國內外資深的文革研究者，大部分經歷過文革，其中不少以
文革研究為畢生志業；合力寫下這部書，旨在記錄文革，引證事例，講述過程，提供佐證，以反省制度、人性以
及文化，希望藉歷史的燭光照亮未來。

封底推薦
「正如中國人對日本人所言，一個國家必須直面歷史，才能進步。中國領導人在 1981 年對黨的若干歷史問題作
出決議。然而，以文革為高潮，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三十年，發生過十六次大規模的政治鬥爭，期
間的種種問題從未得到認真梳理。本書編者和作者從不同的側面，描述了十年文革之鬥，對前因後果作出深思熟
慮的審視。本書對幫助中國從歷史中得到借鑒以邁向未來做出重要貢獻。」
—傅高義（Ezra F. Vogel） 哈佛大學榮休教授，《鄧小平時代》作者

「『文革』是億萬中國人的浩劫，是真正意義上『史無前例』的大災大難。永遠也不應弱化、淡化，甚至企圖抹
去對它的記憶，而應該聽任人民真實記述，嚴肅分析、總結，探討它的起因、形成、發展與嚴重惡果，藉以汲取
教訓，棄其所當棄，革其所當革，立其所當立，永為鑒戒，防止它的再生或變相再生。這才是對歷史、對民族的
鄭重的、負責任的態度。這樣做了，大壞事才有可能轉化為大好事，中國才能真正走上治國、理政的康莊大道，
中國社會、中華民族也才能長治久安，真正復興。」
—楊天石 中央文史研究館資深館員，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

「將近三十年前的國慶大典上，葉劍英在人民大會堂莊嚴宣佈：『文化大革命是一場大災難！』從而為當代中國
揭開了新的一頁。然而，這場災難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卻直到現在還是模糊不清。從一方面說，這很正常，像光
榮革命、辛亥革命、十月革命、納粹興起，這些歷史上的重大事件，直到今天仍然在為歷史學家所不斷探討和爭
論。然而，也必須正視，自從文革結束以後，它的研究和討論並不曾蓬勃展開，甚至漸漸被劃為禁區。在這種氣
氛下，它在國人腦海中被日益淡忘，就難以避免。這是很不幸的，因為不正視慘痛歷史教訓，同樣的懲罰就可能
重臨。所以，我們慶幸這本認真、扎實的大眾讀物之出版，但熱切希望它被視為開端和引子，而不是定論。」
—陳方正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名譽高級研究員，前所長

「毛澤東親自發動的文化大革命歷時十年，是中共黨史和當代中國研究的最大誤區以及實際禁區。本書邀集對其
最有研究的十數名中外學者、專家，衝決網羅，各自呈現其認為最重要、也最精彩的發現、心得和個人反思，為
我們顯晦解昧，見證毛澤東以群眾性政治運動鞏固其斯大林式社會主義體制的決策，不僅帶來歷史災難，反而陷
國家於難以發展的窘境，必須深入批判。他們更為這場毛澤東錯誤發動的大革命溯其源流，認為中共建國以來的
歷次政治運動乃是先導，早已預示其過程中的暴力、殘酷和破壞。這提醒我們，毛澤東和一代共產黨人，以馬克
思列寧主義階級鬥爭史觀指導和發動中國革命，奉斯大林的社會主義建設為師，克服落後，試圖超英趕美，甚至
挑戰地圖上現已消失國家蘇聯的『領先』地位，其全部歷史仍需進一步省思。」
—陳永發 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前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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