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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命”后期的1975年年末，突如其来的“反击右倾翻案⻛”是对⾃这年2⽉
开始的“全⾯整顿”的否定，使当时的政治局势转⼊严峻，结果造成了“⽂⾰”后期⼜⼀
场全国性的劫难。拉开“反击右倾翻案⻛”序幕的是刘冰等⼈两次上书⽑泽东，揭发“⽂
⾰”中祸乱清华⼤学的迟群、谢静宜的丑⾏，及其随后发⽣的对上书⼈的批判……
迟群、谢静宜在清华⼤学呼⻛唤⾬。刘冰在酝酿⽃争的过程中，没料到“⼯宣
队”也成了他的战友
刘冰，河南伊川⼈，1921年⽣，1937年⼊党，同年进⼊延安抗⼤。此后东进敌
后抗⽇根据地，曾任⼋路军⼀⼆九师随营⼲部学校⻘年⼯作股股⻓，⼜在抗⼤六分
校、太岳、岳南地区做过⻘年⼯作。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渑池、宜阳县委书记，豫⻄
区⻘年联合会主任。建国前后担任过中共河南省⻘委副书记，团省委书记，共⻘团中
央办公厅副主任、农村⻘年⼯作部部⻓，清华⼤学党委第⼀副书记，主持学校常务⼯
作。1966年“⽂⾰”开始后，刘冰被当作“⾛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关⼊“⽜棚”经受了
数不清的拷打辱骂后，⼜被发落到⼯⼚劳动。
刘冰的历史完全清楚，“⾛资派”罪状也完全是“莫须有”的栽赃，批判到后来势成
嚼蜡。1969年6⽉，他得到“解放”，闲置⼀段时间后于1970年1⽉担任清华⼤学党委
副书记。当时任书记的是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杨德中。清华⼤学校⾰委会主任是来⾃⼋
三四⼀部队的张荣温，海军后勤部副参谋⻓刘承能任⾰委会副主任，⼋三四⼀部队政
治部宣传科副科⻓迟群任副书记。刘冰的位置排在迟群之后。他此时担任的副书记
与“⽂⾰”前的第⼀副书记相⽐，并不在⼀个层次上。刘冰对此不以为意。他觉得，能
够得到⼯作的机会就很好了。
同校共事，刘冰和迟群之间的不愉快很快就发⽣了。
1970年底，来⾃军队的⽼⼲部张荣温调⾛了。1971年下半年，杨德中不再兼任
清华⼤学党委书记。1972年春天，来⾃海军的刘承能也调⾛了。这样⼀来，迟群当
上了校党委书记和⾰委会主任，同时⼜是国务院科教组副组⻓。谢静宜由此前的党委
常委提升为党委副书记、⾰委会副主任，后来⼜担任了北京市市委书记。从这时起，
迟群和谢静宜掌握了清华⼤学的⽣杀⼤权。
此时的迟群，三⼗五六岁，⾃谓有领袖撑腰，在“⽂⾰”中呼⻛唤⾬骄横不可⼀
世。刘冰对他的第⼀个坏印象来⾃1970年⻨收时节。⼀天，清华师⽣到昌平农村参
加⻨收，由刘冰和党委常委、北京卫戌区派来的军代表惠宪钧带队。当这⽀队伍徒步
⼆⼗五公⾥快到达⽬的地时，将“身教重于⾔教”喊得震天响的迟群，居然坐着吉普⻋
来了。刘冰看不惯这个作派。
此后⼜有⼀次。1970年8⽉，迟群已当上了清华⼤学的⼀把⼿，他和刘冰⻜往江
⻄处理清华的农场移交。因天⽓不好，⻜机在上海停留，王洪⽂、徐景贤、于会泳在
上海设宴招待。刘冰看到，这个宴席上摆满了上海的名菜名酒，⾮常奢侈。相⽐之
下，⼈⺠⼤会堂国宴就显得相当寒酸了。王洪⽂⻅到迟群说：现在先喝酒。开宴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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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频频举杯向迟群敬酒，猜拳⾏令好不热闹。刘冰还是第⼀次在公事交往中看到如此
喧哗划拳喝酒的场⾯，很不⾃然。刘冰不喝酒，和造反英雄们没有共同语⾔，结果冷
坐了⼀个半⼩时。
过⼀些时候，听说张荣温患病，刘冰前去探望。张荣温对刘冰说，迟群、谢静宜
有野⼼，要抓权。
1972年，刘冰担任了清华⼤学的常务副书记。此时，清华⼤学的原负责⼈何东
昌、胡健等已得到“解放”，被“结合”当了副书记。
刘冰回忆说：“⾃从戴上‘常务副书记’的桂冠，正如作茧⾃缚，我被置于困难的境
地。”刘冰经常主持党委常委会议，但他很快就发觉，每次向迟群、谢静宜汇报党委
常委会开会的情况，他们对会议情况都已经⾮常清楚，甚⾄每个⼈的主要发⾔内容都
已知道。显然，在校办公室⾥有他们的亲信。
进⼊1975年，这是“⽂⾰”的第九个年头，再度出⼭的邓⼩平对各⽅⾯⼯作进⾏全
⾯整顿，与江⻘⼀伙形成正⾯对抗，由此激发了刘冰的⽃争决⼼。
从这年1⽉份开始，邓⼩平在军队、在省区市委书记会议、在钢铁⼯业座谈会上
的⼀系列讲话，刘冰都知悉了。但在清华⼤学，迟群、谢静宜封锁邓⼩平的讲话，不
让传达。他们对刘冰说，凡是中央领导⼈的讲话，在往下传达之前，都要先报告他
们，经过同意之后才传达。
在整顿的⼤⽓候中，刘冰正在酝酿与迟群的正⾯⽃争。
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同为清华⼤学党委副书记的柳⼀安，也正在酝酿向⽑泽东上
书，告发迟群的丑⾏。原来，来⾃北京市建⼯系统的清华⼤学⼯宣队负责⼈之⼀的柳
⼀安，在“⽂⾰”后期曾任进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后来的中国社会科学院）
的“军宣队”负责⼈。他对迟群的恶劣品质和作⻛早有不满，没有想到⽇后会到清华⼤
学，恰在迟群⼿下⼯作。他对迟群的横⾏霸道，思想很是苦闷。特别是到了1975年6
⽉后，随着邓⼩平全⾯整顿的展开，柳⼀安更是感到迟群仰仗“⽂⾰”起家，必将祸害
清华。他苦苦思索，结果患了严重的失眠症，常常在深夜服下安眠药后还是不能⼊
睡。这时，他总是将当时随他到学部⼯作的李兆汉（“⽂⾰”后任中国教育报社社
⻓）、任彦申（后任北京⼤学党委书记、江苏省委副书记）找来交谈，商议对策。
他们三⼈反复商议后产⽣了⼏个共识：⼀是迟群⼼术不正，是⼀个野⼼家；⼆是
决不能跟迟群⾛下去，现在要保持距离，随后是决裂；三是要想出个办法与之抗争。
柳⼀安最初打算当⾯和迟群谈话，把问题摆到桌⾯上来。李兆汉认为迟群⼼狠⼿毒，
谈话不解决问题，反受其害，不如上书⽑泽东。如有主席的⽀持，就可以彻底解决迟
群的问题。集中反映迟群什么问题呢？商议的结果是，要避开“路线问题”，集中揭发
迟群有野⼼、搞阴谋诡计和作⻛上的问题。
柳⼀安找到“⼯宣队”在清华⼤学任党委副书记的惠宪钧、党委常委吕⽅正商量，
三⼈的意⻅完全⼀致，决定共同上书。他们还认为，他们都曾是军⼈，还应该有⼀位
资历更⽼的原学校⽼⼲部与他们站在⼀起，上书更有说服⼒。这个⼈就是刘冰，他们
早就看出刘冰对迟群不满。
1975年7⽉下旬的⼀天，北京市委在全国政协礼堂召开各单位负责⼈会议。会议
休息的时候，惠宪钧、柳⼀安、吕⽅正将刘冰拉到休息厅的座椅上，向他通报了三⼈
的慎重考虑：向⽑主席上书，揭发迟群。他们对刘冰说，迟群的问题很严重，如果不
反映就是犯错误，就对不起⽑主席。
刘冰⼀听，⼗分振奋。他早就在考虑如何与迟群⽃争，正找不到好办法，如今⻅
三位“⼯宣队”负责⼈杀将出来，更可看出迟群不得⼈⼼。刘冰当即表示：完全⽀持三
位的主张，⽽且由我来牵头向⽑主席上书。
当天晚上，刘冰等四⼈在惠宪钧办公室详细会商了向⽑泽东上书的内容。确定由
吕⽅正起草，⼤家商议，然后由刘修改定稿。
与迟群、谢静宜的直接冲突，加快了上书的进程。胡耀邦表示⽀持
刘冰拿定了主意，正⾯抗击迟群、谢静宜。他决定，凡是邓⼩平的讲话，凡属中
央和市委规定要传达的，只要是通过组织渠道传下来，⾃⼰召开会议在校内传达。
决⼼⼀定，正⾯冲突很快就发⽣了。
8⽉3⽇，邓⼩平在国防⼯业重点企业会议上讲话，其中谈到对科技⼈员的政
策，提出：“要发挥科技⼈员的积极性，要搞‘三结合’，科技⼈员不要灰溜溜的。不是

www.hybsl.cn/huinianyaobang/huainianwenzhang/2008-01-14/6848.html

2/9

3/3/2021

胡耀邦公开⽀持刘冰两次上书⽑泽东-胡耀邦史料信息⽹

把科技⼈员叫‘⽼九’吗？⽑主席说‘⽼九不能⾛’。这就是说，科技⼈员应当受到重
视。”
刘冰得知了邓⼩平的这个讲话，认为对科技⼈员、对学校⼯作，尤其是对知识分
⼦⼯作具有重⼤指导意义，即在获知的当天下午召开党委常委扩⼤会议进⾏传达。
就在这天夜⾥，迟群、谢静宜回到清华。他们安插在党委办公室的亲信向他们报
告了此事。第⼆天上午，谢静宜来到刘冰的办公室，⼤声嚷道：“你昨天下午传达了
邓⼩平的讲话，为什么不先告诉我⼀声？我和迟群都告诉过你，凡是中央领导⼈的讲
话，向下传达要经过我们，你为什么不先告诉我们？”说这番话的时候，谢静宜满脸
怒⽓，脖⼦上的⻘筋都⿎了起来。她反复说：“我们不是没有告诉过你，你为什么急
着传达？”
刘冰和谢静宜顶了起来，说：“邓⼩平同志是党中央副主席，他的讲话为什么不
能传达？⽽且这个讲话是北京市委在专⻔会上布置、让传达到各单位党委的。你是市
委书记，应该遵守市委的纪律。市委规定要传达，为什么我不可以传达？为什么要经
过你们才能传达？难道对党中央副主席的讲话，我这个主持党委常务⼯作的副书记没
有权⼒和义务进⾏传达？”
刘冰的反驳⽆懈可击，谢静宜只好说：“不是说你不可以传达，⽽是说应当先告
诉我们⼀下。”
刘冰说：“传达以后再告诉你们也可以吧？你为什么对传达这样恼⽕？难道就是
因为事先没有告诉你？”
谢静宜⽆⾔以对，把头发⼀甩，扭头⾛了。
当时已是中午⼗⼆时，刘冰⾛出办公室，在院⼦⾥当⾯遇到迟群，两⼈互不打招
呼，径直⾛了过去。当天晚上，刘冰找惠宪钧、柳⼀安、吕⽅正，通报了上午他和谢
静宜正⾯冲突的情况。
这次冲突加快了他们的上书进程。惠、柳、吕听刘冰介绍完情况，都坚定地⽀持
刘冰。柳⼀安说：“你顶得好！就是要她谢静宜知道，违犯党的原则是不⾏的。”吕⽅
正说：“在原则问题上不能让，咱们对谢静宜认识还不够。”惠宪钧说：“她是帮迟群
的。”柳⼀安说：“⼲脆这封信把谢静宜也挂上。”刘冰说：“咱们还是按原先商定的，
对谢静宜和迟群有所区别，集中反映迟群的问题。”
这时候，向⽑泽东的上书实际上已经写好。在这封信定稿的时候，惠宪钧向他原
所在师的师⻓⽥占魁、副参谋⻓⻢清源说明了情况，得到两位军官的⼤⼒⽀持。
既然冲突已经发⽣，就要赶紧将信送出去。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把信送到⽑泽东
⼿⾥。⼤家⼀致的意⻅是，信不能直接寄给⽑泽东，因为那样容易落到谢静宜、⽑远
新或是江⻘的⼿⾥。他们都认为这封信最好由现在主持中央⽇常⼯作的邓⼩平副主席
转送⽑泽东。只要邓⼩平能在这封信上批写“送主席”⼏个字，即使谢静宜、江⻘、⽑
远新等⼈看⻅也不敢扣留。但这封信如何才能送到邓⼩平的⼿⾥呢？刘冰想到了胡耀
邦。
1953年⾄1955年，刘冰任团中央办公厅负责⼈，与胡耀邦⾮常熟悉，知道胡耀
邦很佩服邓⼩平。1974年在刘冰恢复⼯作后，“⽂⾰”爆发时担任清华⼤学党委副书记
的胡健也被“解放”了。建国之初，胡健是川北区党委⻘委书记，是区党委书记胡耀邦
的部下。这天，刘冰、胡健相约来到富强胡同胡耀邦家。
谈话中胡耀邦问刘冰：你们那⾥的两个⼈怎么样？
刘冰知道，胡耀邦指的是迟群和谢静宜。他试探着说：“我说那两个⼈呀，怎么
说呢？真是说不出来的样⼦。”
胡耀邦却⻢上说：“我看不怎么样，狂得很啊！”
胡耀邦的话使刘冰⼼头⼀跳。他事后认为，胡耀邦这番话是针对1⽉24⽇和25⽇
的“批林批孔”运动⼤会的，迟群、谢静宜在那个⼤会上作了狂妄的发⾔，⽽且是主要
发⾔。
听刘冰说打算通过胡耀邦将信转交邓⼩平，惠、柳、吕三⼈都觉得这个想法好，
表示⽀持。他们还认为，按照组织关系，北京市委是清华⼤学的直接领导，所以迟、
谢的问题也应该向北京市委第⼀书记吴德报告。考虑到谢静宜也是市委书记，所以应
该在致⽑泽东的信发出⼀周后，估计⽑泽东本⼈已经看到后，再递交吴德。
这天是星期六（按时间推断应该是8⽉9⽇），刘冰打通了胡耀邦家的电话。胡
耀邦不在，他的夫⼈李昭接电话说，胡耀邦到科学院上班去了。刘冰说，我有急事要
找耀邦⾯谈。李昭即说：“明天是星期天，你下午四点钟到家⾥来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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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天，刘冰按照约定来到胡耀邦家。没有想到胡耀邦⼜到科学院去了，李昭也
不在。但胡耀邦没有忘记已有的约定，他出⻔时交待保姆引刘冰到书房中等待。刘冰
在等待中随意看到
摆放在书桌上的书籍，发现胡耀邦正在阅读列宁和⽑泽东关于科学技术⽅⾯的论述。
这⼀定与胡耀邦近期的思考有关。
很快，胡耀邦回来了，⼈未进屋声⾳先到：“刘冰，你来了！”
刘冰向他问候说：“我是四点钟就来了。你怎么星期天还上班？”
胡耀邦说：“有事就上班嘛。”
刘冰即向他叙述了向⽑泽东写信的事。
胡耀邦拿起⼀⽀烟，边点着边对刘冰说：“记得我去年给你说过这两个⼈。刚才
你讲他们那些事也是必然的。他们哪⾥是⼲⾰命，是投机嘛！这种⼈在咱们的⼲部队
伍中不是个别的。你写给主席的信，带来了没有？”
他接过信，戴上花镜认真地读了⼀遍，说：“你们的信要实事求是，要注意⽤事
实说话。”
刘冰说：“耀邦同志，您说得对，我们特别注意⽤事实说话。”
胡耀邦说：“你们信中（说迟、谢⼆⼈）的‘装疯卖傻’、‘乱蹦乱跳’，这些都是形
容词，是空话嘛!”
刘冰解释说：“当时的具体情况就是这样，只能⽤这样的词。”他把当时的情况仔
细介绍了⼀番。
胡耀邦认可了，说：“只要符合实际就⾏，切记不要说空话。我⽀持你，能帮助
你就帮助你。”在把信转交邓⼩平⼀事上，胡耀邦谢绝了。他说：“我现在是科学院的
负责⼈，你是清华⼤学的，和咱们在团中央不⼀样，不属于⼀个组织系统。从这⼀点
上说，我帮你转信不合适。我告诉你⼩平同志家的住址，你可以⾃⼰直接送去，这样
更好。”
刘冰说：“我事先没有联系，猛然到⻔⼝，让哨兵捉起来，那才不好呢。”
胡耀邦笑了，说：“你从邮局给他寄去，⾏吗？”
刘冰认为那样不牢靠。
胡耀邦说：“这样吧，你给⼩平同导的秘书打个电话，问问他信怎么送。你⽤红
机⼦打。”
刘冰说：“我哪有红机⼦。清华⼤学也只有⼀部，装在迟群的屋⼦⾥，我难道到
他那⾥打吗？”
胡耀邦笑了，说：“那你⽤我的红机⼦打。”
他带刘冰来到另⼀间屋⼦⾥。刘冰在胡耀邦⾯前拨通了邓⼩平办公室的电话，接
电话的是秘书王瑞林。听刘冰简述情况后，王瑞林说：“你的信可以送国务院。”
“通过邮局寄也⾏。”电话那头说。
刘冰不放⼼，说：“我怕信件遗失。”
王瑞林说：“不会的，你寄好了。”
刘冰不好意思在电话中与邓⼩平的秘书久谈，放下了电话。
胡耀邦站在身边问道：“王秘书最后怎么说？”
刘冰说：“他还是要我从邮局⾥寄。”
胡耀邦说：“那你就从邮局⾥寄嘛。”
刘冰不放⼼，不想这样做。
胡耀邦出了个主意：“我看你直接送到他家⾥，这最保险。我告诉你，他家在×街
×号，⻔前是⼀个⼩胡同。你⼤胆些，怕什么。”
刘冰接受了这个建议，看到时间已晚，就向胡耀邦告辞。
刘冰出⻔后改变了主意，回去后⼜通过惠宪钧找到邓⼩平住处的警卫部队，第⼆
天由惠宪钧亲⾃把信送到了邓⼩平家⾥。王瑞林告知，邓副主席在中央开会，中午回
来就可以把信交给他。
刘冰等⼈的信就这样送出去了。这信尾注明的⽇期是“8⽉13⽇”。
邓⼩平果然向⽑泽东递交了刘冰等⼈的信。谁知⽑泽东看过信后指着放⽂件的桌
⼦对秘书说：“先放着。”信就被压住了。
刘冰等⼈等了两个⽉没有回⾳，决⼼再次致信⽑泽东。这封信由刘冰起草，于
10⽉13⽇完稿。与前⼀封信相⽐，这封信写得更加尖锐，⽽且把谢静宜也摆了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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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信中说：“联想起‘⼗⼤’以后迟群发泄不满情绪时，她跑在迟群⾯前，握着迟群的
⼿讲些不合原则的话，当时我们就实在看不下去。”这番情景是在开党委书记办公会
议时发⽣的，谢静宜居然在迟群⾯前单腿跪下，央求他不要再发牢骚了。此举将站在
⼀旁的刘冰和惠宪钧、柳⼀安惊得⽬瞪⼝呆。
这封信写成后还像上次那样，送到邓⼩平住处，请警卫⼈员将信送王秘书。但王
瑞林这回没有接收这封信，回答说：“这⾥不收信了，信可送国务院。”这应该是⼀个
信号：刘冰等⼈致⽑泽东的第⼀封信出了问题。
意识到事态趋于严重的刘冰索性破釜沉⾈，找到了抗⽇战争中太⾏⼭的⽼战友、
原周恩来总理办公室副主任李琦，请他帮助。结果，李琦把信交给了当时担任国务院
研究室负责⼈的胡乔⽊，由他转交邓⼩平。
按说，邓⼩平向⽑泽东递交的刘冰等⼈第⼀封信既然出现了不妙征兆，此信再
递，前景堪忧，但是，⾯临与“四⼈帮”决战的邓⼩平，还是向⽑泽东递送了刘冰等⼈
的第⼆封信。
问题的关键在于，1975年10⽉，⽑泽东对邓⼩平的态度已经发⽣了变化。他没
有⻢上答复由邓⼩平转交的刘冰等⼈的信，对邓⼩平送交的中国科学院的汇报也没有
批复。
⽑泽东批评刘冰等⼈上书。⽑远新在汇报⼯作时，将⽭头指向邓⼩平
1975年10⽉，⼋⼗⼆岁的⽑泽东重病在身，⾏动和讲话都发⽣了困难。从这年
10⽉10⽇起，⽑泽东的侄⼦、三⼗六岁的⽑远新开始担任主席与中央政治局之间
的“联络员”。⽑远新进⼊了中央核⼼层。
刘冰等⼈10⽉13⽇的第⼆次上书，没有达到期望中的效果。⽑泽东特别不能容
忍对“⽂⾰”哪怕是隐含的批评，这样，刘冰等⼈的上书产⽣了问题。10⽉19⽇，刚刚
看过刘冰等⼈的第⼆次来信，⽑泽东在接待外宾后同李先念，汪东兴谈话说：“现在
有⼀股⻛，说我批了江⻘。批是批了，但江⻘不觉悟。清华⼤学刘冰等⼈来信告迟群
和⼩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谢。他们信中的⽭头是对着我的。迟群
是反⾰命吗？有错误，批评是要批评的。⼀批评就要打倒，⼀棍⼦就要打死？⼩谢是
带着三万⼯⼈进驻清华⼤学的。迟群我还不认识。”⽑泽东还说：“你们要告诉⼩平，
不要上当。⼩平偏袒刘冰。你们六⼈，⼩平、先念、东兴、吴德、⼩谢、迟群，先开
会研究处理。此两封信印发中央政治局在京各同志。清华⼤学可以辩论，出⼤字
报。”
⽑泽东⼀⾔九鼎。10⽉23⽇，邓⼩平主持政治局会议，传达⽑泽东的谈话，并
决定按照⽑泽东所⾔，召开清华⼤学党委扩⼤会议传达。10⽉27⽇，邓⼩平、李先
念、汪东兴、吴德四⼈向⽑泽东提交关于此事的报告，并说：“其中主席对⼩平、江
⻘同志批评的内容，建议不传达。“⽑泽东同意了这个报告。
邓⼩平于10⽉31⽇致信⽑泽东，希望专⻔会⻅。他写道：“我有事需要向主席⾯
谈并取得主席的指示和教诲。明（1）⽇下午或晚上都可以。如蒙许可，请随时通
知。”11⽉1⽇晚，⽑泽东召⻅了邓⼩平。⻅⾯时，⽑泽东批评邓⼩平为刘冰转信之
举。邓⼩平向⽑泽东问及科学院的汇报。语⾔困难的⽑泽东没有正⾯回答，⽽是说，
汇报中说我曾说过“科学是⽣产⼒”，我说过这样的话吗？
这是⼀句重话。在“⽂⾰”掀起的“造神”运动中，出现这样的情况，可以视为“假造
圣旨”。⽽这点，⾃古就是“欺君之罪”！
邓⼩平当然理解这层意思。他问，这⼀时期（即他主持中央⽇常⼯作）以来，中
央⼯作的⽅针、政策是否正确？
⽑泽东说了⼀个字：“对。”
⽑泽东的身体状况不容多谈，邓⼩平很快就告辞了。
第⼆天，11⽉2⽇上午，⽑远新向⽑泽东汇报时，⽭头直指邓⼩平。他说：“今年
以来，在省⾥⼯作，感觉到⼀股⻛，主要是对‘⽂化⼤⾰命’的。”
⽑远新对⽑泽东说，⼀些同志到⼀起总是议论“⽂化⼤⾰命”的阴暗⾯，发牢骚，
有⼈把“⽂化⼤⾰命”看成⼀场灾难似的。他指名道姓地说，我很注意⼩平同志的讲
话，我感到⼀个问题，他很少讲“⽂化⼤⾰命”的成绩，很少提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
线。今年以来，没听他讲过怎样学习理论，怎样批《⽔浒》，怎样批修正主义。
⽑远新的反映点到了⽑泽东的⼼病。他特别怕别⼈否定“⽂化⼤⾰命”。⽑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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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远新谈起了清华⼤学刘冰等⼈揭发迟群的信。原来，收到刘冰等⼈写的、由邓⼩
平转交的第⼆封信后，⽑泽东要秘书把刘冰等⼈的第⼀封信也找出来看了⼀遍，很不
⾼兴。他认为刘冰的信代表了对“⽂⾰⼤⾰命”不满意的⼀批⼈。⽑泽东的这个判断是
不错的，但他的错误在于坚持了“⽂⾰”的错误，偏袒了迟群、谢静宜。
⽑远新抓住时机为迟群辩护说，迟群他们在执⾏主席的教育⾰命路线上是⽐较坚
决的，⼗个指头七个还是好的。
听了⽑远新的“汇报”，⽑泽东表态同意说：“有两种态度：⼀是对‘⽂化⼤⾰命’不
满意；⼆是要算帐，算‘⽂化⼤⾰命’的账。”他说：“⼀些同志，主要是⽼同志，思想
还停⽌在资产阶级⺠主⾰命阶段，对社会主义⾰命不理解、有抵触，甚⾄反对。”⽑
泽东进⼀步说：‘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的，是当前两条路线⽃争的反映。这是
⼀股右倾翻案⻛。”
⽑泽东针对刘冰的信说：“清华⼤学刘冰等⼈来信告迟群和⼩谢，我看信的动机
不纯，想打倒迟群和⼩谢。他们信中的⽭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
接写给我，还要⼩平转。⼩平偏袒刘冰。清华⼤学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的，是当前
两条路线⽃争的反映。”这段话，在随后的“打招呼会议”上传达了。
⽑泽东对⽑远新说：“你找邓⼩平、汪东兴、陈锡联谈⼀下，说是我让你找他们
（还有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到我这⾥来）。当⾯你讲，不要吞吞吐吐，开⻔⻅
⼭，把意⻅全讲出来。我已找⼩平谈了两次，昨天晚上⼜讲了。”
11⽉2⽇晚，⽑远新以“联络员”身份，将邓⼩平、陈锡联、汪东兴等政治局委员
找来开会，将⾃⼰的看法以及⽑泽东的意⻅说了出来。
邓⼩平听⽑远新说完，表示了不同意⻅：“这个问题还可以再想⼀下。（按）你
的描述，中央整个是执⾏了修正主义路线，⽽且是在所有领域⾥都没有执⾏主席的路
线。说以⽑主席为⾸的中央搞了修正主义路线，这个话不好说。”
邓⼩平回顾⾃⼰三个⽉来的⼯作说：“我是从今年三⽉‘九号⽂件’开始抓⼯作的。
主持中央⼯作是七⽉。‘九号⽂件’以后是什么路线，我主持中央⼯作三个多⽉是什么
路线，可以考虑嘛。上我的账，要从‘九号⽂件’开始算起。从‘九号⽂件’以后全国的形
势看，是好⼀点，还是坏⼀点，这可以想想嘛。对‘九号⽂件’以后的评价，远新同志
的看法是不同的，是好是坏实践可以证明。”他向与会者说：“昨天晚上，我问了主
席，这⼀段⼯作的⽅针政策怎样？主席说对。”
空⽓紧张的政治局会议后，回到家的刘冰与妻⼦讨论了⼀夜
11⽉3⽇下午，北京市委第⼀书记吴德来到清华⼤学，⽤含混的语⾔传达了⽑泽
东对刘冰等⼈上书的批评意⻅，但却清楚地表明了⽑泽东不⽀持刘冰的上书。“反击
右倾翻案⻛”运动就此拉开序幕。从那以后，清华⼤学⼏乎天天开会⽃争刘冰等⼈，
规模逐渐加⼤，到11⽉12⽇，召开了有⼀千三百余⼈参加的批⽃会。在这次会上，
只有批⽃者的发⾔，刘冰等四⼈不得有⼀⾔辩护。
11⽉16⽇晚⼋时，根据⽑泽东的指示，在⼈⺠⼤会堂，由邓⼩平主持政治局会
议批判刘冰等⼈的来信。除政治局委员外，胡耀邦、胡乔⽊、周荣鑫、李昌、刘冰到
场。显然，这五⼈是来接受批判的。
刘冰到场较早。会场上的座椅围成圆圈，前后两排，政治局委员坐在前排，列席
会议者坐在后排。看到胡耀邦也来了，刘冰去挨着他坐下。胡耀邦和刘冰握了⼿。纪
登奎正好坐在他们前排。他在建国之初任河南许昌地委书记，和团省委书记刘冰相
熟，掉过头来和刘冰握了⼿。
邓⼩平宣布开会说：“昨天主席接⻅外宾完了之后，把我留下，在场的还有张春
桥，主席要胡耀邦、胡乔⽊、周荣鑫、李昌、刘冰同志参加政治局会议。主席说参加
会议也是⼀种帮助。”
简短的开场⽩以后，邓⼩平⾛到张春桥⾯前说：“我⽿朵背，记不详细，请你把
主席讲的整理⼀下。”
张春桥当场就叫了起来，说：“我不整理，我没有记。”
邓⼩平不顾这些。他冷静地把两张记录纸⽚放到张春桥⾯前的茶⼏上，然后回到
⾃⼰的座位上。
这时姚⽂元发话：“今天列席会议的他们⼏位，恐怕还不知道主席对清华的批示
吧？是否给他们传达⼀下？”邓⼩平没有搭理姚⽂元。姚⽂元重复⾃⼰的话，并且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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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刘冰等⼈问：“你们听过没有？”
刘冰回答：“我听了，吴德同志传达过。”
座中吴德⻢上说：“我没有传达，我只是说了主席批示的精神。”
邓⼩平说：“那好吧，请⽑远新传达⼀下。”
⽑远新当场念了⽑泽东的批示。
在场的刘冰，此时也是第⼀次听到⽑泽东批示的真实内容，如晴天霹雳，脑中⼀
⽚茫然。后来他回忆说，当时⾃⼰⼼跳加快，连呼吸都感到困难，感到这真是天⼤的
冤枉。
接下来王洪⽂发⾔，说⾃⼰最近到上海去了⼀趟，听到许多反映，对胡耀邦、周
荣鑫意⻅很⼤。王洪⽂连续念出了⼀连串只⾔⽚语，都是他收集到的“反映”，质问
说：“你们和⽆产阶级专政下继续⾰命背道⽽驰。教育部不搞⾰命，专讲⼀些旧观
念、旧思想，搞旧的⼀套。”他还指责了胡耀邦在科学院进⾏的整顿。
张春桥说：“都是右的东⻄，周荣鑫不听我们的。”
姚⽂元说：“报社的记者也有反映，群众对你们有意⻅。”
他们东⼀句⻄⼀句，没有系统的发⾔，占据了会议的⼤部分时间。
江⻘时⽽坐在沙发⾥，时⽽站起来⾛动，⼀边⾛⼀边说些什么，与会者也未必听
得清楚，但明⽩她是⽀持张春桥、姚⽂元的。
邓⼩平⼀⾔不发地听着。叶剑英也不说话，静观眼前事态发展。
晚上⼗⼀时许，邓⼩平宣布：“今天的会到此为⽌，明晚⼋点钟继续开会。”
这天的会议上，⼏乎全是张春桥、姚⽂元、王洪⽂讲话，江⻘在⼀边为他们打
⽓，胡耀邦没有得到发⾔的机会。
前来列席政治局会议的时候，刘冰以为待他⾛到⼈⺠⼤会堂就会被逮捕，没想到
居然在深夜⼗⼆点回到了家⾥。妻⼦苗既英看到刘冰回来⾮常惊喜，连声问道：“是
怎么⼀回事？”
刘冰把参加政治局会议的详细情况，特别是⽑泽东的批示告诉了妻⼦。
苗既英听完这番叙述久久说不出话来，⼀直⽤⼿绢擦眼泪，最后说：“这真是冤
枉了！”想了⼀会⼉⼜对刘冰说：“给他⽼⼈家写信反映情况是⽭头对着他的，中央副
主席给转个信也成了偏袒，怎么能得出这个结论呢？”
苗既英⽤怀疑的⼝⽓说道：“⽼⼈家是不是真的糊涂了？他⼋⼗多岁了，⼈⽼了
容易糊涂，这批示不是颠三倒四吗？”
刘冰说：“不全是糊涂，⽽是听了⽑远新、谢静宜的⼀⾯之词。”
苗既英说：“按这个批示，就会给你定成反对⽑主席的罪名。反对⽑主席就是反
⾰命！这批示如果编在《⽑选》⾥，那我们不就永世冤枉吗？”
刘冰说：“是呀，现在已经到头了，没有地⽅说理。邓⼩平同志转信是偏袒我，
这不正常。现在只有检讨，争取留在党内。只要活着，过⼏年再说。反对⽑主席的帽
⼦现在已经被戴上了，我怕开除党籍，⼀旦开除党籍就不好办了。明天晚上政治局会
议上，恐怕我们五个⼈要检查。现在要想想如何检查。”
苗既英说：“⼀个是检查，⼀个是不检查。我们没有错检查什么？”
刘冰说：“主席说⽭头是对着他的，不检查⾏吗？不⾏！因为那样会再戴上⼀顶
对抗主席的帽⼦，岂不更冤枉？⼏⼗年来，我们在亲身实践中看着主席领导我们取得
了胜利，我们⾃⼰的成⻓也是他的思想哺育的。在这⼀件事上，即使是主席错了，从
良⼼上讲，也不能对抗，让主席为难。”
晚年刘冰的这段话，表明他事发当时仍充满了对主席的个⼈崇拜，表明了他当时
的认识。
晚上，刘冰和苗既英讨论了很久，过了凌晨三点钟，即使是吃了安眠药也睡不
着。两⼈⼀直商量着在明天的政治局会议上如何检查，直到东⽅既⽩。
第⼆天，刘冰在极端痛苦中度过，⼀整天都在考虑晚上将作的检查。不检查，怕
被扣上既反对主席⼜不肯认错的帽⼦，会损害主席的威望。这是刘冰不愿意看到的。
检查吧，⼜将没有错说成有错，这不是⾃欺欺⼈，⽽且也是欺骗主席吗？主席说写信
的动机不纯，⽭头是对着他的，这是从何说起？但是申辩⼜有什么意义？
想到最后，刘冰还是⼀横⼼，作个违⼼检查吧，也许主席期望的就是这个。
胡耀邦实事求是，公开承认了他对刘冰的⽀持。“反击右倾翻案⻛”⻛云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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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天晚上⼋时，原班⼈⻢继续开同⼀内容的会议，还是由邓⼩平主持。他说，
昨天的会议后，⽑远新向⽑主席汇报了政治局扩⼤会议的情况。他转向⽑远新
说：“昨晚的会，你向主席汇报后，主席有什么指示，你讲吧。”
⽑远新从⼝袋⾥掏出笔记本，开始念他的记录。⽑泽东还是肯定了对刘冰等⼈上
书的批评，乃⾄⼜⼀次肯定了“⽂⾰”中的“⽩卷英雄”张铁⽣。
待⽑远新说完，邓⼩平转向胡耀邦等⼈说：“你们五位同志，主席要你们参加，
你们有什么要说的吗？”
胡耀邦闻⾔站了起来，⼤声说：“我讲些意⻅。主席要我们五位同志来参加会
议，是对我们的关怀。我在这⾥对主席表示衷⼼的感谢。昨天晚上，王洪⽂副主席对
我讲了许多话，我在这⾥郑重声明，他说的那些问题我没有。说我说了什么话，我没
有说过，请求中央查证。我与刘冰在团中央⼀起共过事，他找到我要我给他转信。我
对他说过我⽀持你，但是信要你⾃⼰送，因为我们不是⼀个组织系统的。我是科学
院，你是清华⼤学。所以我不能帮你转信。完了！”
说罢，胡耀邦坐下。会场上⼀时间鸦雀⽆声，连受到反驳的王洪⽂也⽆⾔以对。
胡耀邦的这个发⾔，实际上第⼀个公开承认了他对刘冰的⽀持，使⾃⼰处于⼀个
相当危险的境地。
刘冰后来回忆说：胡耀邦的这个发⾔了不起。在这天随后发⾔的“列席者”中，包
括我本⼈，都作了违⼼的检讨，说⾃⼰是“只⻅树⽊不⻅森林，抓了鸡⽑蒜⽪的事，
罗列罪状，错告了主席派往清华的⼲部”；唯独胡耀邦响亮发⾔，没有认错。在这样
的⽓氛下作这个发⾔，以⼀个⼈的⼒量担当责任，谈何容易！胡耀帮真是有铮铮铁
⻣！
刘冰说，在这点上，我做得不如胡耀邦。即使是检讨，也考虑得不周密，说得也
太多了。其实，那天晚上我只要说：我拥护主席的批示，回去认真检讨，这就够了。
在这⼀点上，还是邓⼩平⾼明，说得⽆懈可击。
在那天的政治局会议上，⽑远新宣读了⽑泽东对邓⼩平的批评，⽑批评邓“从来
不抓阶级⽃争”。结果到这天会议结束的时候，邓⼩平也作了仿佛是⾃我批评般的检
查，但只说了⼀句话：“我的根本问题就是不抓阶级⽃争。现在散会。”他将⽑泽东对
他的批评重复了⼀遍。这样做，反映出了邓⼩平的政治智慧。
在这次政治局会议后的1975年11⽉下旬，根据⽑泽东的指示，中央召开了“打招
呼会议”，全⾯部署了“反击右倾翻案⻛”运动。
清华⼤学的⼤批判很快呼啸⽽来。从11⽉19⽇起，刘冰和惠、柳、吕四⼈被拉
到各个系轮流批⽃。⽃到12⽉下旬，刘冰终于病倒了。有⼀次被批⽃之后，头晕得
⼏乎不能⾛路。晚上九点钟，他躺在床上，还有⼈前来要把他拉到系⾥去批⽃。
第⼆天，刘冰和妻⼦苗既英互相搀扶来到北京医学院附属第三⻔诊求治，被当即
诊断为“急性肾盂肾炎”。就诊医⽣坚持⼈道主义精神，要刘冰⽴即留院治疗。清华⼤
学⽅⾯向医⽣打招呼，不准留刘冰住⼲部病房。但内科主任不畏权势，亲⾃为刘冰安
排了⼲部病房，还安排他和医院的党委副书记同住⼀个病房。经过治疗，到1976年
元旦，刘冰的病情基本上得到控制。1⽉8⽇，周恩来总理在⻓期患病后去世，刘冰
闻讯后⾮常悲痛，在病房⾥⻓时间流泪。1⽉10⽇，清华⼤学派⼈从医院⾥叫回了刘
冰。
接下来的批判持续到4⽉间，内容⼤同⼩异，重复的批判词说了千千万万，亦渐
渐使⼈麻⽊。
到5⽉，专家组将刘冰等四⼈安排到位于⼤兴县的清华⼤学团河农场“劳动改
造”。与刘冰同编⼀组的，还有在“⽂⾰”中再次挨批判靠边站的何东昌。⼜过了⼏天，
清华⼤学⼯程物理系教师、胡耀邦的⼉⼦刘湖也来到农场，同刘冰编在⼀起。这使刘
冰提⾼了警惕。他们相互之间不说话，以免授⼈以柄。
在团河农场，刘冰⼏乎每天都接受批⽃，有时⼀天要分上午、中午、下午、晚上
四次批⽃。令刘冰感慨的是，农场只有⼀个⼈敢接近他⽽毫⽆畏惧。此⼈就是清华⼤
学的⽼⼯友⾼⽂有，当年已经六⼗多岁了。他不管迟群那⼀套，总是说，刘冰，你吃
过晚饭就到我这⾥来。他们⼀起喝茶聊天。⾼⽂有公开表示对邓⼩平的⽀持。⾼师傅
出身好，造反派拿他没有办法。
刘冰在痛苦中苦熬，终于盼到了“⽂⾰”的终结。1976年10⽉14⽇，已转到清华
校办⼯⼚劳动的刘冰得知“四⼈帮”覆灭的消息后，激动之情⽆法形容，⼯友也纷纷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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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冰道贺，说：“这下⼦，你的问题该解决了。”
谁料想好事多磨，⽽且⼀磨就是两年。
1978年6⽉23⽇，时任清华⼤学党委书记的刘达在向邓⼩平当⾯汇报清华⼤学的
⼯作后，谈到了刘冰因上书⽑泽东⼀事还未平反的情况。
邓⼩平了解情况后，指示说：“你回去告诉北京市委，请市委给刘冰同志安排⼯
作。这件事就这样定了。”
当时，刘冰正在北京医学院附属第三医院住院治疗。6⽉26⽇，刘达前来看望，
⾼兴地通知他：“你的问题解决了。”
然⽽，⼜过了两个⽉，北京市委还是没有任何消息。刘达即向五机部部⻓张珍推
荐刘冰到北京⼯业学院⼯作。
张珍很快请示了胡耀邦。胡耀邦说：你找刘冰本⼈谈谈，只要他⾃⼰同意，组织
部没问题，赞成。
刘冰上书的问题，⾄此才算解决。经过⼀番考虑，刘冰找到张珍，表示不适宜在
北京这个环境下⼯作。后来，他选择了兰州⼤学。
11⽉下旬，清华⼤学党委为刘冰等⼈召开了平反⼤会。刘达宣布：“刘冰等同志
写信告迟群、谢静宜，完全符合党的组织原则。揭发问题完全属实。说他们是诬告，
不能成⽴，应予否定。强加给刘冰同志的⼀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以推翻。撤销刘冰等
同志的⼀切职务应予以恢复。”
此时，坐在主席台上的刘冰感慨万千。三年前的11⽉，也是在这个礼堂的主席
台上，迟群、谢静宜⼩⼈得志，颠倒⿊⽩蒙骗世⼈。如今历史⻋轮滚滚向前，已经将
两个政治⼩丑抛下了路基。
（来源：《传奇•传记⽂学选刊》2004年第10期，原名为《刘冰上书备忘录》）
【加⼊收藏夹】【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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