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讀書會簡介 

 

成立目的：藉定期性的聚會，老師向學生推介有益的

書籍，並一起分享讀書心得和對書藉內容

的評價，培養學生的閱讀習慣和興趣，鼓

勵他們多閱讀課外書籍，擴闊視野。 

 

性質：屬課外活動學會之一，學生自由參與成為會員，

非會員而又對某一專題感興趣者，可盡早向負

責老師報名。 

 

形式：以專題形式進行，每兩至三個月轉換專題（視

乎範圍大小而定），一個學年平均有四至五個

專題探討。老師就該專題向學生推介有關讀

物，學生亦可自薦好書。閱讀後，會有定期的

討論會，老師和學生可就有關題目自由發表意

見、交流讀後感、分享心得。 

 

活動舉行的時間和次數：每月有兩次定期聚會，在放

學後舉行，為時 40 分鐘。 

 

負責老師：每專題由兩名不同科目的老師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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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書會 

第一次聚會 

專題：從文學看文革中的作家與紅衛兵 

由中文科及中史科老師合辦 

 

一.專題簡介： 

文化大革命（1966-1976）是中國歷史上一個顛倒黑白、

不分是非的黑暗時期，尢其是對知識份子來說，這漫長的十

年浩劫無論在心靈上或肉體上都造成沉重的打擊和傷痛，是

無法磨滅的傷痕。在當時各文藝單位都成了「反黨反社會主

義的黑線」，絕大多數作家和文藝界領導幹部就成為「黑線

人物」。知識份子不再受到尊重，反而成為「臭老九」（當時

被批鬥的人依次分為：地主、富農、反革命份子、壞份子、

資產階級右派份子、叛徒、特務、走資派和知識份子），在

文革中被「鬥垮鬥臭」，甚至被迫害而死。 

 

有人視文化大革命為一場漠視人性、尊嚴、價值、道

德 …… 的夢魘，但亦有不少人將之視為一場偉大的無產階

級革命鬥爭。在毛澤東的帶領下，無數的青年集結起來成為

「紅衛兵」，他們深信革命是正確的道路，甘願為黨犧牲，

誓要把所有資產階級份子、反革命人士剷除。 

 

到底這是一場苦難還是一場偉大的人民革命？反思文革

不一定要翻看一本本厚厚的歷史書，也許從文學作品中我們

亦能找到所需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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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作家身影 

（1）老舍(1899-1966) 

本名舒慶春，任北京市作家協會主席和

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1966 年文革開始不久，

因其身份而被攻擊為「文壇惡霸」，在同年 8

月 23 日紅衛兵把他押到北京文廟進行整整三

小時的毒打和批鬥，受盡凌辱。在文廟毒打之後，老舍還被

帶回機關繼續毒打，至半夜才獲釋放回家。然而老舍所走的

並不是回家的道路，而是選擇在西城區太平湖悲慘地結束了

自己的一生。8月 25 日早上才被人們發現其

屍體。一代「人民藝術家」就在文革的迫害

下自絕於人民了。他的屍體火化後，當局不

準其家人領回他的骨灰，因此在他的骨灰盒

裡裝著的是他的鋼筆和眼鏡，並不是他的骨灰。可見文革對

個人的迫害一直到死後的骨灰才肯罷休。 

 

文章/作品推介 

1.胡絜青編（1981）。《老舍寫作生涯》。天津：百花文藝出

版社。 

本書是老舍先生的一部自述文集，收錄的都是作家寫自己

生活和創作的文章，可說是他的一部自傳。書中有一篇題

為＜新社會就是一座大學校＞的文章，原文發表在 1951

年 10 月 1 日的《人民文學》上。文中所寫的鬥爭會和部

份故事情節，竟然與他十五年後自己所遇到的那個批鬥會

模式一致，甚至連細節都相仿。是作者有預知能力還是一

種巧合？文中在人物描寫和營造氣氛上都非常精彩，實值

得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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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周玉山編（1990）。《世界當化小說家讀本：老舍》。 

台北：光復書局。 

 本書不但收集了老舍十五篇精彩的短篇小說，且亦附有

一篇有關老舍在文革其間所受到的迫害、自殺經過及家

人的株連，其中有不少是由其妻契青夫人口述的，可信

性很高。該文亦提出質疑：老舍的死到底是自殺還是他

殺？相信這個問題你和我也很想知道。 

 

3. 老舍（1999）。《駱駝祥子》。香港 : 三聯書店。 

這部小說是作者的代表作，也是三十年代中國優秀作品

之一，曾先後被譯成二十種外文出版，可見其受歡迎程

度之高。小說描寫車夫祥子被欺壓的悲慘遭遇，文筆幽

默細膩，適合初中學生選讀。 

 

 

 

 

 

 

 

*文中的相片是從網站「老舍紀念館」 

http://cn.netor.com/m/memorial.asp?bid=2705 中下載； 

另亦參考了「中國文革浩劫遇難者紀念園」

http://www.chinese-memorial.org/big5/laoshe.htm  

有興趣的同學可自行上網閱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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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巴金（1904 －） 

  原名李堯棠，是中國現、當代一位非常

出色的名作家。在 1962 年上海二次文代會

上發表《作家的勇氣和責任心》一文，鼓

勵人民要獨立考，因而在文革期間成為首

當其衝的批判對象。一代名作家就被戴上

「上海大文霸」、「反學術權威」、「造反派

子，從此承受一連串的批鬥、審查、抄家、強迫勞動生活。

一個六十多歲的老人被關進「牛棚」，過著非人生活，所有

的屈辱他都默默承受，不作反抗。是對文革作出妥協、讓步

還是一種更沉痛的無聲抗議？在他的牽連下，其妻蕭珊被人

罵作「巴金的臭婆娘」，被派去掃街，受盡凌辱；其子亦被

剝奪公民權利。多年後，巴金用筆來重新檢視這場苦難，文

字樸實、平淡，沒有激烈的字詞，但讀起來無不感人、深刻，

足見作者的功力。也許我們可以從字裡行間了解多一點這位

名作家在文革時所過的生活和感受。 

」、「黑老 K」的帽

 

文章/作品推介 

1. 巴金（1998）。《隨想錄》。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 

《隨想錄》是由《隨想集》（1979）、《探索集》（1981）、

《真話集》（1982）、《病中集》（1984）和《無題集》（1986）

五個集子所組成 。這部總集是作者對文革的回憶、反思和

經驗的總結。透過一篇篇的散文，我們可以更了解巴金在文

革時所受到的殘酷迫害以及作者對自己、國家和人民的歷史

與命運的反省。由於文字淺白，每篇散文的篇幅不長，適合

初中學生選篇或整集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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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一篇悼文＜懷念蕭珊＞，寫於 1979 年 1 月 15 日，

被認為是最能體現巴金散文風格的代表作之一，在很多有關

作品賞釋的書籍中都有收錄。文中記述了其妻蕭珊在文革中

因自己的牽連而遭受不必要的苦難、折磨。在平凡的敘述

中，充溢著深厚的感情和悲痛，感人至深，不論站在文學或

歷史的角度來說，絕對是一篇可讀性極高的散文。 

 

2. 王樹明編（1985）。《悲愴記事－文革中的三十年代作

家》。台北：聯合報社。 

書中輯錄了幾位三十年代極具盛名的作家的作品，如巴

金的＜懷念蕭珊＞、楊絳的《幹校六記》、王若望的《飢餓

三部曲》、陳白塵的《雲夢斷憶》等，全是關於文革期間作

家們的所見所聞和親身經歷，且每篇都各具特色。其中有一

篇文章－王西彥的＜從牛棚到勞動營－「文革」浩劫中的巴

金＞（頁 5－32）對了解巴金在文革時被關進牛棚的生活很

有幫助。當時王西彥是與巴金關進同一牛棚的，因此對巴金

當時所受的「待遇」非常清楚。可以作為《隨想錄》的補充

資料，當中更提及一些巴金不曾對外公閞的事情。高年級的

同學不妨一讀。 

 

 

* 文 中 的 相 片 是 從 網 站 「 人 民 書 城 」

http://www.booker.com.cn/big5/paper236/ 中下載； 

另亦參考了「作家身影」http://writer.spring.com.tw/ 

有興趣的同學可自行上網閱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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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紅衛兵 

 有不少人對在文革中飽受迫害的知識份子視為無辜的受

害者，但亦有一班青年（紅衛兵）視他們為「牛鬼蛇神」、

危害人民的「大毒草」，誓要把「毒物」剷除。紅衛兵對毛

澤東的狂熱和對文革的支持亦可從他們的「文學」作品中找

到不少證據。 

 

文章/作品推介 

1. 楊健編（1993）。《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學》。 

濟南：朝華出版社。 

文革初期，當紅衛兵浪潮興起時，在極左的紅衛兵語言

中，產出大量的歌頌毛澤東和對革命無悔的文學作品，有

詩歌、歌謠、口號、文章等。有人認為這只是一種宣傳，

但無論如何，從這些由紅衛兵所創作的作品中，也許我們

可以從中感受到他們對文革的熱情。此外，書中亦有收錄

這十年裡不同人的地下文學，內容相當豐富，適合高中學

生閱讀。 

 

2. 《紅衛兵文選》。香港 : 三聯書店。1967。 

 收錄了十篇由紅衛兵所撰寫的文章，內容圍繞歌頌無產

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鼓勵人民要具有革命精神及為革命

而犧牲的勇氣。學術性較重，教師宜加以指導或節選討論為

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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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書會 

第一次聚會 

專題：從文學看文革中的作家與紅衛兵 

 

教師注意事項： 

1. 在第一次聚會中，老師應向學生簡單命紹文化大革命的

始末，讓學生有一初步概念。然後再集中討論是次專題

題目。 

2. 作家的生平事跡及老師推介的書籍在這階段不用詳細討

論，老師只需幫助學生建構框架，以引起學生主動閱讀

的興趣。 

3. 推介的書籍可放在圖書館或由負責老師保存，以方便學

生借閱，亦可鼓勵學生到公共圖書館借閱或自行購買。 

4. 散會前要與學生訂定下次聚會的討論題目，讓學生回家

閱讀有關書籍（宜由學生自由選擇）再作分享。 

5. 學生閱讀的書籍可以是老師的推介，也可以是自行選擇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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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書會 

第二次聚會 

專題：從文學看文革中的作家與紅衛兵 

 

討論範圍：文革中被批判的作家的遭遇和對待 

程序： 

1. 一起分享在這兩星期裡的閱讀情況，如看過那本書、對

該書的感受、內容評論等。          （約十五分鐘） 

 

2. 餘下的二十五分鐘可在老師的帶領下就以下的題目作進

一步討論： 

 

※ 從這些作品中被批判的作家有何悲慘的遭遇？為什麼他

們會有此遭遇？ 

※ 作者的家人又遭到怎樣的對待？為什麼他們亦受牽連？ 

※ 這些人對文化大革命有何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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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舍所遭到的迫害和死亡在文革期間實非孤立的個案。

事實上在同一時期，中國有數千人被「鬥爭」而死，也有一

大批的人像老舍一樣在被批鬥後自殺。1966 年 9 月 3 日晨，

中國作家書記處書記、名翻譯家傅雷及其夫人朱梅馥就是在

迫害後於自己的寓所自縊身亡。以下是傅雷的遺書（節錄）： 

 「儘管所謂反黨證據（一面小鏡子和一張褪色的舊海報）

是我們家裡搜出的，百口莫辯，可是我們至死也不承認是我

們自己的東西（實係寄存箱內理出之物）。我們縱有過千萬

罪行，卻從來不曾有過變天思想。我們也知道搜出的罪證雖

然有口難辯，在英明的共產黨的領導和毛主席領導之下的中

華人民共和國，決不至因之而判重刑。只是含冤不白，無法

洗刷的日子比坐牢還要難過 …… 像我們這種來自舊社會的

渣滓早應該自動退出歷史舞台了 ……」 

張嗚（1994）。＜文學翻譯家傅雷之死＞。《文化大革命中的名人之死》。北京：

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頁 41。 

 

＊ 你認為傅雷是在怎樣的心情下寫這封遺書？ 

＊ 為什麼傅雷夫婦要自殺？ 

＊ 傅雷夫婦的死與老舍的死有何異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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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書會 

第二次聚會 

專題：從文學看文革中的作家與紅衛兵 

 

討論範圍：紅衛兵對文化大革命的狂熱 

程序： 

1. 一起分享在這兩星期裡的閱讀情況，如看過那本書、對

該書的感受、內容評論等。          （約二十分鐘） 

2. 餘下的二十分鐘可在老師的帶領下就以下的題目作進一

步討論： 

※ 這首文革小詩與你在這兩星期內所看過的書/詩歌/歌謠

等有何共同點？表達的是一種什麼價值觀？ 

                     ＜讚紅衛兵＞ 

  紅衛兵，軍容壮，毛澤東思想來武裝， 

革命戰歌震四方，牛鬼蛇神無處藏。 

紅衛兵，決心强，滅資興無當闖將， 

徹底摧毁舊世界，共產主義放光芒。 

下載自 http://wg1966.126.com「紅衛兵日記」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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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首詩歌所描寫紅衛兵的形象與被批鬥的作家（如巴

金、老舍、傅雷等）所遇見到的有何分別？為什麼會有

如此明顯分別？ 

＜紅衛兵萬歲!＞ 

聽!那是紅衛兵在歷史幕台上高唱： 

「這是最後的鬥爭，團結起來到明天，莫特納雄耐爾就

一定要實現!」 

那是紅衛兵在歷史幕台上高頌： 

「戰旗揮舞衝天笑，赤遍環球是我家。」 

啊!在那歷史舞台高大天幕上， 

永遠鑲嵌著光彩奪目的金色大字： 

「紅衛兵 ……是紅衛兵萬歲!」 

選自楊健編（1993）。 

《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學》。 

濟南：朝華出版社。頁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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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書會 

第三次聚會 

專題：從文學看文革中的作家與紅衛兵 

 

討論範圍：批鬥會中的作家與紅衛兵 

電影欣賞：＜芙蓉鎮＞ 1 

原著: 古華 

編劇：阿城、謝晉 

攝影：盧俊福 

演出: 劉曉慶、姜文、鄭在石、祝士彬、徐松子等 

故事內容：講述居於芙蓉鎮的女子胡玉音跟丈夫黎桂桂以賣

豆腐為生，本來生活不錯，可是卻 1964 年「四清」運動中， 

被李國香為首的工作組打成「新富農」，新屋被沒收，桂桂

亦被迫自殺。胡玉音為了生計，唯有做掃街的工作，後與歌

舞團編導秦書田相戀。然而厄運又一次降臨在她身上，她因

難產險些喪命，秦書田亦因和她結婚而被判刑十年，使她陷

入絕境。 

 

＊由於時間所限，實不能看畢整部電影，建議只看胡玉音與

丈夫黎桂桂在批鬥會上，接受李國香等人的審判情形（約 15

分鐘），加深學生對批鬥會的印象。餘下的時間可作討論，

比較被批者與批人者的地位、立場、待遇，最後根據過往閱

讀有關書籍的看法，發表意見。 

                                                 
1 ＜芙蓉鎮＞。導演謝晉。上海：上海電影總公司監製。157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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