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紅衛兵－政治訓練下的造反者與追求烏托邦的一代 

紅衛兵標準裝束 

一．頭戴綠軍帽 
二．身穿綠軍裝（有的舊的發黃，有的洗得發白－越舊越好，「舊」意味著父輩幹革命的資格老，也

就意味自己的血純）。 
三．腰束銅頭皮帶，在批鬥牛鬼蛇神或階級敵人時用來抽打人。 
四．左胸心口處，別上或大或小的毛澤東像章。 
五．左臂佩上印有毛澤東手書字體「紅衛兵」的紅袖章。 
六．男孩子剪成平頭，女子孩是齊耳短髮或是兩根小辮子。 
七．必定拿著毛澤東語錄（紅寶書） 

 
 
 
 
 
 
 
 
 
 
 
 
 
 
 
 
 
 
 
 
 

 
 

 
 
 
 
 
 
 
 
 

小紅衛兵的裝束 





紅衛兵－政治訓練下的造反者與追求烏托邦的一代 

 

「我們是革命的後代，我們有什麼理由不去革命，我們又有什麼理由不

來接班！毛主席說造反有理，我們不造反，誰來造反？」 

 

一． 一九六六－奉旨點燃的星星之火 

 

全國第一個紅衛兵組織是在清華大學附屬中學誕生的。由１９６６年５月起，北京巿的各中學

按照黨的部署，開始組織學生們集中學習報紙的幾篇社論批判「三家村」的文章。在學習討論這些

文章和結合教育改革批判「三家村」的過程中，各學校普遍出現

一些以大批判為中心、跨年級跨班級學習小組和戰鬥小組。不久，

象徵文化大革命爆發的《五一六通知》發佈，號召人們要「高舉

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大旗，徹底揭露那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資產

階級反動立場」，多年來在黨的嚴格教育下的學生產生強烈責任

感。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九日，清華大學附屬中學幾個學生在圓

明園秘密成立紅衛兵組織，並讀了宣言。三天之後，「紅衛兵」三

個字突然在附中教學大樓正面的大字報上出現。（「紅衛兵」這個

詞，據作家張承志自稱是他創造的。他當年也是該校學生，五月

間和一個同學寫批判「三家村」的小字報，他在文後署名「紅衛兵」，還畫了一個赤紅色的騎馬戰士

的圖案。）到了六月八日，清華附中的第一批紅衛兵人數差不多已達百人，北京各中學也紛紛組織

紅衛兵，北京大學附中成立了性質似的「紅旗戰鬥小組」。中央立刻企圖遏止學生失控的活動，正在

僵持之際，８月１日，毛澤東在《毛澤東主席給清華附中紅衛兵的信》對紅衛兵表示「熱烈的支持」，

８月５日，毛澤東發表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８月１８日

（「八一八」），毛在天安門檢閱紅衛兵，正式宣告紅衛兵開始在中國政治

舞台軋一角。北京和各地紅衛兵，成為毛向政敵發難奪權的工具，各地

紅衛兵在幕後黑手操縱下，動員

了全國大串連，全國青年學生免

費到北京學習經驗，從「八一八」

起三個月裏，毛八次接見紅衛兵

和群眾一千三百人次中，外地來

京師生佔了很大比例。而北京和

上海等紅衛兵亦四出串連，將「革命」運動如火如荼地燃遍

全國。毛的支持使紅衛兵取得超越法規的「特權」，在毛的煽

動下，紅衛兵將全國弄個翻天覆地。 



工作紙一 

細閱以下圖片，然後回答問題： 

 

圖片一 

 

 

圖片二 

  
 
 
 
 
 
 
 
 
 
 
 
 



 
 
 

１．以上兩幅圖片有否相同之處？試舉例說明。 

 

兩圖均以紅色為主調，以展現共產黨強調「紅」的革命主張；並以圖下方群眾人民

手拿紅旗，步伐一致，反映出一片熱烈擁戴居於上方擬似太陽的毛澤東之景像，更以

毛澤東是世界人民心人「最紅的紅太陽」作註解，以營造出毛及共產主義深受世界人

民支持之氣氛。 

 
 

２．你認為「紅太陽」代表著什麼意義呢？ 

「紅太陽」，紅色代表著共產主義的革命堅持，而且萬物生長靠太陽，若然沒有太陽，

萬物便不能生存，以此比喻毛澤東擁有唯一而無可取代的崇高地位，從而抒發對毛的

無限尊崇。 

 
 
 

３．你認為作畫者對毛澤東存有什麼情感？你是否認同作畫者的感受？ 

作畫者對毛無限崇敬，充滿感激，認為毛是使萬物生長且無可取代的「紅太陽」，

更深受世界人民的擁戴。（是否認同作畫者感受，學生可自由作答，言之成理便可） 

 

 

 

 

 

「每當朗讀毛主席的語錄：你們這一代將要參加埋葬帝國主義的戰鬥，

任重而道遠。我們就會感到周身熱血沸騰，感到自己彷彿正在投身一場

當今的偉業，在為整個人類的進步貢獻著自己的青春，心中充滿莊嚴而

神聖的情感。」 



二．形形色色的造反 

 

紅衛兵幾乎是文化大革命的近義詞，而提到紅衛兵，人們腦海頓時呈現出一群身穿洗得發白的

草綠軍帽和軍裝，挽袖，腰紮寬牛皮帶，臂戴紅袖章，手拿毛澤東語錄的年青人，但這批一度使世

界感到惶恐，驚懼的紅衛兵究竟是如何捲入文革運動當中，又是如何活動其中呢？以下會就紅衛兵

參與文革的動機詳加剖析，並就保守派紅衛兵與後來的造反派紅衛兵鬥爭過程去瞭解這群年青學生

的獨特歷程。 

 

究竟紅衛兵是什麼人？其實，「紅衛兵」指的是從１９６６年５月底到年底，以北京幹部子女為

主自發創立的首批中學生組織，他們後來為與其他組織區別，自命

為「老紅衛兵」（即保守派），也包含後來獲得毛澤東支持廣泛成立

的各派學生組織（即造反派），但更多的人，把所有投入文革運動

的青年學生都稱為紅衛兵，這也是較流行的說法。而紅衛兵活躍於

中國政治舞台的日子並不長，只有短短的三年，即由１９６６年５

月到１９６８年底，絕大多數紅衛兵在１９６８年秋便被迫響應上

山下鄉運動，退出政治舞台。 

 

紅衛兵運動決不是統一的運動，它不是全國性的統一組織，沒

有統一的綱領和政策。事實上，紅衛兵運動最大特徵就是它的不統

一：全國有成千上萬個組織，最大最著名的可在全國各地指手劃

腳，最小的則由三、五個年青學生組成，各地區、各學校內部進行

曠日持久、勢不兩立的派別鬥爭。 

早期紅衛兵幾乎全由「紅五類」（即革命幹部、革命軍人、革命烈士、貧下中農及工人）子弟組

成，其中絕大多數為高幹子弟。他們有一種彷彿是與生俱來的優越感和使命感，認為「紅衛兵最可

貴的是反叛精神」，天不怕地不怕，向「資產階級」造反，首先向「黑五類」（即地主、富農、反革

命分子、壞分子及右派人士）及他們的子弟開刀，在學校對出身不好的教師和同學進行污辱、毒打

和恐怖的人身管制，這段「紅色恐怖」時期被稱「紅八月」。緊接著他們又殺向社會「破四舊」，搗

毀文物，掀起抄家風，橫掃一切「牛鬼蛇神」。這批老紅衛兵的興起亦同時伴隨著所謂「鬼見愁」對

聯的出現，「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九日，北京航空學院附中貼出了這副對聯。作者是該校的幾個高幹子弟。

對聯一出，即引起激烈的爭論，寫對聯的一方堅持己見，並把這副對聯稱為「鬼見愁」。八月一日晚，

「鬼見愁」對聯貼到了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等北京主要高校。各校園裏，相互對立

的學生展開激烈的辯論。不久，全國的學校以出身為標準將學生分成兩大主要派別，「紅五類」尤其

是高幹子弟不可一世，對出身不好的學生進行監禁管制。「血統論」在社會上大為傳播，八月二十日，

北京工業大學學生譚力夫與人聯名貼出《從對聯談起》大字報，提出把它當做全面的策略及黨的階

級路線來推行，形成了「紅色恐怖」，導致了對子弟進行更殘酷的迫害，對聯把學生中劃分不可逾越

的等級界限，它使紅五類子女自豪地聯結成群，而非紅五類則感到深重的精神創傷。但是，這對聯

遭到文革領導者的反對，因它擋了毛澤東向那些手握重權的「老革命」開刀，毛要向劉鄧集團總攻，

這對聯正與毛及中央文革小組意圖相抗衡。 

九月十三日，北京師範大學「井岡山戰鬥團」貼出公開信，指譚力夫的講話為「反對毛澤東思

想的大毒草」，老紅衛兵的氣燄稍減。要注意的是，以紅五類子女組成的「老紅衛兵」與出身並不那

麼純正的「造反派紅衛兵」基本是同時開始造反，但毛的承認及「八一八」的接見令「老紅衛兵」

翻過身來，而「造反派」並未得到允許成立組織，仍是勢孤力弱。隨著毛對劉少奇等黨老勢力的對

抗，毛看中了造反派紅衛兵在鬥爭「黨內走資派」時無牽無掛的「徹底性」，支持的對象，逐步由老



紅衛兵轉到造反派紅衛兵。相形之下，原先備受支持的老紅衛兵，因為與高幹有血緣聯緊，不願矛

頭向上，乃至分道揚鑣，最後成了死對頭。老紅衛兵也逐漸醒悟到他們以及父輩權力岌岌可危，對

中央文革的壓制下開始了抗爭，在１９６６年１１月２４日至１２月２日接連貼出質問和抨擊中央

文革的大字報（這階段反抗被稱「十二月黑風」），最突出的反抗是北京幾所中學老紅衛兵於１２月

５日聯合發起成立「首都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聯動），憤而叫出「劉少奇萬歲」和「江青算老

幾」，提出擁護陳毅、賀龍、徐向前、葉劍英四位軍委副主席關於防「左」的精神，並大力反對造反

派紅衛兵。 

中央文革小組對這股黑風採強硬手段，１９６７年１月中旬後，宣佈「聯動」為「反革命組織」，

活動巢穴被造反派紅衛兵搗毀，先後被抓了一百多人，基於老紅衛兵的出身背景，毛及中央文革小

組並不打算將老衛置諸死地，只是要將他們失去戰鬥力。於是，全國兩派紅衛兵的鬥爭中，在中央

文革小組和專政機關的高壓，以造反派的得勢和老紅衛兵的失利告終，老紅衛兵的組織大部分被瓦

解。造反派逐漸取代了老紅衛兵，成為紅衛兵運動的主流。 

 

黑板設計 

 保守派（老紅衛兵） 造反派 
出身 全由「紅五類」（即革命幹部、革命

軍人、革命烈士、貧下中農及工人）

子弟組成，其中絕大多數為高幹子

弟，甚至部分資歷不夠的中級幹部

子弟都不能加入。內部比較團結，

一般沒有意識形態分歧和論戰。 

造反派紅衛兵的首領，一般是由出身好的學生

擔任，對其他成員加入組織的標準較寬鬆，甚

至對家庭出身沒有限制。當然，造反派還是以

中等家庭出身的學生為主，再加上少數出身不

好的學生。各派山頭林立、派中有派。在保守

派失敗後，各派隨即內鬥，當中可分為溫和派

（又稱天派）與激進派（又稱地派）。 

得勢時期 從１９６６年５月底到年底 由１９６６年５月到１９６８年底 

主要打擊目標 「黑五類」、「牛鬼蛇神」、「反革命

分子」等舊有「階級敵人」 
「黨內走資派」、違背毛澤東思想的及毛要打

擊的「階級敵人」 

著名代表組織 １．「首都紅衛兵西城區糾察隊」

（西糾）（１９６６年８月２

４日成立） 
２．「首都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

會」（聯動）（１９６６年１２

月） 

１．「紅革會」、「炮司」（１９６６年１０月） 
２．大專院校紅衛兵代表大會（１９６７年１

月） 



失敗後的下場 １９６７年１月中旬，中央文革小

組宣佈「聯動」為「反革命組織」，

下令抓人。在此之後，北京和外地

的保守派紅衛兵逐步垮台。 
 
１９６７年２月，軍方向造反派紅

衛兵展開行動，全國大部分地方軍

隊實行「二月鎮反」，許多造反派紅

衛兵被鎮壓、宣布為「反動組織」

及解散。保守派紅衛兵在軍方支持

下死灰復燃，參與鎮壓造反派。 
 
但在４月份，毛發起「反擊資本主

義復辟逆流的號召，保守派再次遭

到失敗，沒有東山再起的機會。 
 
但在個別省份及自治區（如廣東、

廣西、西藏和新疆），由於軍隊頑強

支持，保守派堅持到最後，直到紅

衛兵被毛摒棄。 

１９６８年底，毛澤東暫已達到目的重掌大

權，對全國造反派紅衛兵進行派性鬥爭難以容

忍。１９６８年７月，毛從北京六十多個工廠

抽調三萬人「首都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開

進各學校整頓秩序，制止武鬥，８月２６日公

佈了工宣隊領導學校的指示。「工宣隊」和「軍

宣隊」陸續接管各校。１２月２１日，毛發了

上山下鄉運動，造反派紅衛兵叱吒風雲的時代

也和老紅衛兵一樣過去了 
 

 
 

 
武鬥中的部分器械 

在文革中產生之

作用 
掀起紅衛兵運動並將它推展全國，

在文化大革命中負責引起社會動亂

的歷史任務，為毛澤東要打倒劉少

奇、鄧少平等黨老以奪權的部署打

響頭炮。 

成為毛澤東打政敵的「鐵拳頭」 

 

自此，中學生的紅衛兵失去了前一段時間的光彩，大學造反派成為紅衛兵運動的主流，在中國

大多數地區的紅衛兵組織中，大學生居於領導地位作指揮，中學生則去打頭陣。當然在某些地區或

學校中有些較有頭腦的中學生首領，但大體而言，大學生還是處於領導地位。造反派從少數派發展

為多數，而造反派各派的鬥爭亦接踵而來。紅衛兵運動由點發展到面了，從１９６７年春開始，全

國各派相爭愈演愈烈，各不相容，其衝突有的是一些人的地位變了後，更講求實際、實利，標榜「靈

活性」、「講策略」，另一些人則要求保持造反初期的「理想」，標榜「堅定性」和「徹底性」，更為激

進――究其原因，有的確實出自追求烏托邦的「正義」，有的郤是政治籌碼的攫取。紅衛兵是文革發

動者達到自己政治目的工具，學生起來造反，但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其鬥爭都受制於現實的政治

鬥爭格局。紅衛兵在文革中看來東征西討，為所欲為，但實際上決定其鬥爭勝敗的並不是他們自已，

而是幕後的毛澤東或在其背後的政治後台。一般抽象地說，紅衛兵只服從毛和中央文革小組，但他

們並沒有告訴學生們在每個地區具體應怎麼做，應該打誰和保誰。故此，雖然各派紅衛兵的口號都

是「保衛毛主席，保衛黨中央」，但往往在支持或反對當地的誰和誰時，為了得知內部指示以提高勝

算，都竭力在當地尋找政治靠山，各地的黨政軍各方勢力介入文革，在紅衛兵背後支配作用。由於

經驗和力量有限，紅衛兵運動的開始、過程與結束，被操縱的成分很大。 

 

１９６８年７月２７日，毛澤東指示，從北京六十多個工廠抽調三萬人「首都工人毛澤東思想

宣傳隊」開進各學校整頓秩序，制止武鬥，８月２６日公佈了工宣隊領導學校的指示。１２月２１

日，毛發動了上山下鄉運動，造反派紅衛兵叱吒風雲的時代也和老紅衛兵一樣過去了。但北京巿跳

得最高的造反派紅衛兵領袖，幾乎普遍陸續受到整肅――多數在其後一兩年，最久的拖到毛澤東逝

世前，都被打了下去，其中挑動武鬥的被捕入獄，相比老紅衛兵有血債的人，絕大多數並沒受到追

究。     



 

 

 

 

1967 年以後，解放軍先後派出 280 餘萬人到學校、機關執行軍管、軍訓任務。 

 

 

 

 

 

有不少知識青年下鄉不久就回城或參軍了。 自 1970 年開始，部分大學開始招生，有

的知識青年作爲“ 室，但這僅是極少數，大批青年的“大返

城”是在此十年之後。 
 

 

 

 

 

 

 

 



工作紙三 
 
細閱以下資料，然後回答問題： 

 
資料一 
 
這是文革初期的一則對聯 
 
「我父革命我光榮，娘胎裏是自來紅，他父反動他倒楣，天生永是自來黑」 
 
資料二 
 
下面是文革時報刊的一篇文章 
 
「反動的唯出身論者，把學生分為三、六、九等，妄圖在社會主義制度下重新形成新的披上偽

裝的特權階層．．．是反動的唯出身論，使一部分青年學生背上了「自來紅」的包袱，自以為

老子是天生的革命者，其結果正成了修正主義的苗子．．．同志們，這樣可惡的東西，不打倒

它，如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不打倒它，中國的顏色就必將再發生改變！．．．這幅對聯

不是真理，是絕對的錯誤。它的錯誤在於：認為家庭影響超過了社會影響，看不到社會影響的

決定性作用．．．我們的社會制度是無比優越的，我們的黨是一貫突出政治的，是最重視年輕

一代成長的，我們絕大多數人民是熱愛新社會的。」 
 
 
１．兩則資料的觀點一致嗎？試解釋你的答案。 
 
兩則資料的觀點不一致。資料一強調父親是革命好漢的話，其子女也沾有光榮，是天生的革命好

漢，相反父親不是反動份子的話，他的兒女亦必然是成份不佳的反動份子，強調家庭出身是判斷一

個人的好壞的雖一標準。相反資料二認為不可以家庭出身作判斷標準，否則是令部分人士形成特權

階級，是修正主義的復辟，呼籲民眾一定要打倒它，並認為相比家庭因素，社會因素對人的影響更

強。 
 
２．文革初期，紅衛兵分為保守派和造反派，你認為資料一及資料二分別代表哪一派的中心思想？ 
 

資料一是保守派紅衛兵的主張，資料二是造反派紅衛兵的中心思想。 
 
３．兩派的主張有分歧嗎？為什麼？ 
 

有。保守派幾近全由「根正苗紅」的革命幹部子弟組成，他們有一種自豪感，並希望藉「血統

論」來確立自己所屬階級的優越地位，所以強調以家庭出身唯一判定標準，限定必須為紅五類

（即革命幹部、革命軍人、革命烈士、貧下中農及工人）才能加入其組織。保守派提倡的「血

統論」使學生劃分不可逾越的等級界限，非紅五類學生極力反對「血統論」，為了抗衡及表示支

援革命的立場，他們亦成立紅衛兵組織，其加入組織標準並未像保守派那樣全以家庭出身為唯

一準則。兩派為了所屬利益矛盾日深。 
 
 
４．據你所知，毛澤東對保守派和造反派紅衛兵持有什麼態度？試加以解釋。 



 
文革爆發初期，毛支援保守派紅衛兵造反以打響奪回權力之頭炮，當保守派未能達到毛要打擊

黨內走資派的要求時，毛便轉而支援造反派。無論是保守派還是造反派，毛澤東均視之他向劉

少奇、鄧少平等政敵發難奪權之工具，何者對其奪權有利便支援該派。 
 
５．資料二的作者認為「社會影響」有決定性的作用，你贊同他的看法嗎？試抒你的己見。 
 

學生自由作答，言之成理便可。 
 
 
 
 
 



工作紙四 

細閱以下資料，然後回答問題： 

資料一 

以下是北京大學紅旗戰鬥小組《革命造反歌》 
 
「拿起筆，做刀槍，集中火力打黑。革命師生齊造反，文化革命做闖將。 
忠於革命忠於黨，刀山火海我敢闖。革命後代舉紅旗，主席思想放光芒。 
歌唱毛主席歌唱黨，黨是我的親爹娘。誰要敢說黨不好，馬上叫他見閻王。 
殺！殺！殺――嘿！」 

 

資料二 

在文革時，各校領導和教師被編為「牛鬼蛇神隊」，被強迫一日數次唱以下的「嚎歌」。如果

唱得不被紅衛兵滿意，他們可能被虐打或被罰。這支「歌」由北京第四中學的學生所作並流傳全國。

此「歌」詞曲如下： 

「我是牛鬼蛇神，我是牛鬼蛇神， 

我有罪，我有罪， 

我對人民有罪，人民對我專政， 

我要低頭認罪， 

只許老老實實，不許亂說亂動， 

我要是亂說亂動，把我砸爛砸碎， 

把我砸爛砸碎。」 

 

１．試指出兩首歌一個共同的特色。 

兩首歌曲的共同特色以暴力為主調，通篇火藥味極濃。 

 

２．就你所知，這個特色在當時對社會造成了什麼影響？試列舉一些事例作佐證。 

當時紅衛兵等以暴力為尚，在學校毒打校領導及教師，對黑五類等「階級敵人」毫不留情，肆

無忌憚虐打他們，不少人因忍受不了虐打而死亡或自殺，社會道德倫常觀念崩塌，法治蕩然無

存。紅衛兵又四出「破四舊」，一切帶傳統色彩和外來印記的事物都在砸爛之列，摧毀各地文

化古蹟及文典籍，中國文化遺蹟損失甚鉅。例如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副校長卞仲耘便是

第一個被學生打死的受害教師，之後在全國各學校許多校領導及教師被學生毒打受傷或致死。

他們更火燒英國代辦處，毆打英國駐華大使唐納德。  

  



工作紙五 
 
細閱以下資料，然後回答問題： 
 
 
資料一 
 
以下是９０年代與一位前紅衛兵做的訪問 
 

問：文革開始時你的心情是什麼樣的？ 
答：文化大革命爆發的時候我有一種非常大的興奮感，自己心裏確實非常高興，高興得已經有點

發狂了的地步，我覺得我盼望的、能夠重新投身到革命裏面去的這種機會終於來到了。我和同學

們到大街上去組織群眾，搞宣傳，發傳單，教唱革命歌曲，整天都這麼搞，嗓子都啞了。真是太

興奮了，因為那種場面和「五四運動」太相像了，那種興奮感真是大啊！好像我們都成了社會上

的先知先覺者，要向群眾啟蒙，啟發他們的覺悟，鼓動他們起來幹革命，平時我們都是在教室裏

學毛選、聽老師講課的人，而文化大革命來了，突然自己變成了革命的闖將，要當群眾的先生了，

這種變化真是翻天覆地。 
  

問：當時你參加紅衛兵，有沒有什麼偉大理想在鼓舞著你？ 
答：當時啊，認為自己幹的事情是在建設一個更新更美的社會，那是一個一點兒資產階級的因素

都看不著的社會，人們都沒有一點兒私心雜念。 
 
問：為什麼會這樣呢？ 
答：當時我們受的政治教育是說：世界還有三分之二的人處於水深火熱之中，我們在毛主席領導

下是全世界的人，我們這一代的歷史使命是解放全人類。那時候認為自己生活得很幸福，資本主

義國家的人民都是當牛做馬，感到自己是有使命的。呃，有這麼一個印象，當時在我們教室後面

的牆上，貼著一張地圖，上面標明咱們國家南方有菲律賓、新加坡、泰國、南越、南朝鮮、台灣、

日本都有美軍基地．．．西邊有印度、土耳其、巴基斯坦也有美國的軍事基地；北邊是蘇修的軍

事基地。那時侯給我們的印象是：中國作為世界革命的中心被帝國主義、社會帝國主義包圍著，

戰爭是遲早要打的，自己還在想呢，怎麼還不打起來？早點兒打起來就好了，就可以解放全世界，

把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受壓迫的人民都從苦難中解放出來。 
 
資料二 
 
以下是文革時期的宣傳圖畫 
 

 



１．文革爆發時，前紅衛兵的被訪者對此有什麼感覺？細閱資料，你認為為什麼他會有這種情緒呢？ 
被訪者對文革爆發感到十分高興，四出組織及發動群眾參與革命。他這種高漲亢奮的情緒是基

於他深受中共宣傳的影響，他對黨及毛主席極度尊敬熱愛，在黨不斷宣傳中共受到敵方的圍堵

下，世界還有三分之二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有待解放，於是作者抱著「天下興亡，匹

夫有責」的熱情，當文革爆發時，作者便感到自己成為領導群眾的英雄，肴望貢獻己力以拯救

人類。 
 

 
２．資料一及二能否充分使你理解當時文革的發生？試根據資料一及二，並就你所知，解釋你的答

案。 
 
答案需符合史實，學生可自由作答，言之成理便可。 

 



三．紅衛兵運動的兩大動因－政治訓練下的造反者與追求烏托邦的一代 

  

人們一提到文革，首先想到是近十億人捲入其中的群眾運動，當中最鮮明的印象便是紅衛兵，

不論從自發的意義還是從被操縱的意義上來說，紅衛兵在群眾運動肯定起了先鋒及領導作用。當時

他們為什麼會有那麼狂熱的舉動和心理，這是一個超級魔術師催眠的結果，還是有其社會、歷史、

文化等各種原因？驅使他們處於癲狂狀態，鬥得你死我活的力量，究竟是意識形態，還是個人的切

身利益？大體而言，可解釋為政治訓練與追求理想國度之信念的混合因素推動下，造成紅衛兵在文

革中不可理喻的造反行為及激烈的派別鬥爭。 

 

首先，中共１９４９年建國後，實行嚴厲的官方意識形態灌輸，按照人們以前的階級地位和政

治地位，把人在政治上分為三六九等，其後在１９５５年「胡風反革命集團」鬥爭、１９５７年「反

右運動」、１９５９年反對彭德懷「反黨集團」鬥爭歷次政治運動中，一次又一次人為地製造了一大

批「階級敵人」，把人民嚴格區分為自己人、朋友和敵人，這樣他們的子女，由於父母的政治身分在

學校受到不同對待，年青人的前途主要取決於家庭出身，人與人之間不平等就形成強烈社會矛盾。

加上共產黨按照一套既定模式頻密發起政治運動，在停歇期也製造緊張的政治氣氛，形成中共政治

制度下固有的整人與被整之間的矛盾。定期的政治運動，不斷製造的依靠對象和打擊敵人，把對抗

領導者說成是「反黨」，這些作法在文革前十七年已經制度化了，年青一代在這種一浪接一浪的宣傳

下，使他們存在有階級鬥爭無時無處不在的備戰心理，敵人可能就在周遭，造成人們對人無時無刻

的懷疑與戒備，文革使這種矛盾以極尖銳的形式爆發。 

 

因為強調「紅」，學校實施政治輔導員制度，對學生的思想加以指導監督，對學生政治表現作出

裁定，學生為了取得政治身分，要花大量時間達到「紅」標準，最初要求是成為含義不明的「積極

份子」，更進一步是成為共青團員。為了爭取黨和上級的承認，學生互相競爭。在文革中，爭取政治

身分的習慣完全承襲下來，在這種心理壓力下，不少人懼怕運動結束後要對每個人的表現作結論，

為此絕大部分學生參加了各紅衛兵組織，至於那些積極參與的人，即像文革前一樣為取得「革命派」

或「最堅持毛主席思想的小將」的稱號而努力。高度的政治訓練，理所當然成為紅衛兵的唯一思維

方式和行為準則，使紅衛兵這一代成了文革中各種群眾中最狂熱、教條及偏執的一群。 

 

不過，「紅」是抽象的概念，有人力圖對它作較為穩健、溫和的解釋。例如陳毅１９６１年對北

京的大學畢業生講話，強調「紅」應落實在「專」上面，他說大學生生只有成為本專業的專家，才

能為社會主義服務，才談得上「紅」，但這種主張得快就被否定。在１９６３年初，即意識形態灌輸

加劇時，掀起了學雷鋒運動，一名貧農家庭出身的士兵雷鋒，被塑造為紅的化身，革命的楷模。「雷

鋒精神」按照黨的需要從各個角度說明，比如「甘當革命的螺絲釘」等等。但與以前相比，這次強

調了兩方面，它們成了「革命」內涵的最重要因素。其一，是「愛憎分明的階級立場」，用雷鋒的說

來說，就是「對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溫暖，對敵人要像嚴冬一樣殘酷無情」，這是

紅衛兵在文革中對不同派別的人或組織採置死地的伏根之一；其二，是對毛澤東絕

對服從和崇敬，林彪號召「學習雷鋒同志的精神，做毛主席的好戰士」，這樣一來，

忠於革命變成了忠於毛澤東本人。這個變化是意味深長的，毛澤東成了革命的唯一

象徵和最終裁判，人們從遵從一種教義，變成了緊跟一個人，人們的思想從探索「我

應當為黨幹什麼？」變成了只需知道「毛主席想要我幹什麼？」人們形成了這樣的

思維習慣：毛是唯一的真理大全。在文革中，紅衛兵自信掌握了毛澤東思想等於掌

握絕對真理，於是容不得任何異見，可以理直氣壯地對異己個人和組織予以打擊，

甚至殲滅。這種學毛著和對毛的個人崇拜之風，從１９６３年末到文革期間刮得越來越烈，與學雷

鋒運動配合開展的還有憶苦思甜教育、學習解放軍的活動、批判資產階思想的「滅資興無」等活動。

毛的號召和林彪的指示使學生嚮往革命，把青年學生集體主義意識強化，對階級敵人和帝國主義的



極度仇恨，而且對黨的崇拜逐漸集中在毛澤東身上，對毛由相信發展到迷信，由服從進展為盲從。

毛說：「革命無罪，造反有理」，在傳統中國中，「造反」本來犯上作亂、大逆不道，但在文革時期，

造反是黨的號召，是毛主席的意旨，是時代的需要。造反行動的迅速，標明了文革前教育和宣傳工

作成功。 

 

在５０年代出生的年青紅衛兵一代，中共在文革

前的官方意識形態灌輸操控下成長。從小培育出幾

組思想模式：毛主席━絕對正確、真理；社會主義

━無比優越、毫無缺陷；革命━鬥爭、暴力、階級

敵人━殘酷的化身、消滅的對象；理想和責任━消

滅「帝修反」。作為革命政黨，中共把革命置於首要

地位，「革命是歷史前進的火車頭」、「革命是人民的

盛大節目」，這樣的話一直是官方的口頭禪。學校課

程中設置了一門政治課，當中大量充斥著毛澤東的

文章及攻擊「反動派」和「帝國主義」的文章，將

中國說成是世界上最先進、最美好的國家，由於帝

國主義的侵略和掠奪，世界三分之二人民生活在水深火

熱之中，青年學生被要求承擔起解放全人類的任務，在

這種神話式的描繪中，培育學生一種與現實脫節的英雄

主義之責任感。一位前紅衛兵回憶：「文革時的報紙上

常出現整版的「世界人民熱愛毛主席」或「世界人民支

持文化大革命」，圖文並茂，無數感人的例子曾經使人

熱血沸騰。如某國勞動人民如何冒著生命危險珍藏著寶

像寶書，堅持早請示和天天讀；蘇聯的老工人、老黨員

如何努力學習毛選，怒斥蘇修叛徒集團的罪行。例如其

中一例：「我記得還報導這樣一件事：在非洲某海港，

一位黑人碼頭工人向我們的海員要毛主席像章。海員見他光著上身，不無猶豫，不知他將如何佩戴

寶像。但這位工人獲得像章後，毫不猶豫地將它別在胸前的肌肉上，並振臂高呼『毛主席萬歲』。」

文革時，諸如此類的「文革神話」不計其數，毛被奉為紅太陽，「萬物生長靠太陽」，中國則是「紅

太陽升起的地方」，所以紅衛兵要堅持毛思想，令中國「全國山河一片紅」，再致力解放正處於水深

火熱的世界人民，使全界都活在共產主義下的「烏托邦」中。文革前１７年的社會，有步驟地、無

微不至將青年學生納入了一個「理想的」倒模思考模子中，蒙蔽了人民的對外訊息，終於把這一代

的年青人塑造成追求理想共產主義國家的造反者。 

 

年青學生的政治熱，自毛澤東在１９６４年７月提出的無產階級接班人的思想後陡然增長，革

命漸漸成為年青人追求的目標和價值標準。毛澤東在文革前發起多次的政治運動的鬥爭被紅衛兵學

習和模仿。學生們可以把一所學校描繪為反共基地：校長是復辟舊制度的總

司令，其餘教師是被安插在各要害部門的骨幹份子。紅衛兵也可以把對立組

織的活動與「資產階級總司令」聯繫在一起。故而文革中，紅衛兵的一切殘

忍行為，都是在階級鬥爭的名義下進行的。他們對受害者毫無惻隱之心，敢

於鞭打自己的老師，敢向自己的同學開槍，就在於把他們當成階級敵人。再

者，由於老紅衛兵提倡的「血統論」導致許多非紅五類出身的學生被剝奪參

加運動的權利，當他們在１９６６年１０月獲得毛的青睞時，學生思想各行

為日趨激進，不論出身好的學生要發揮自己的固有優勢，還是其他學生力圖

彌補先天不足，他們努力方向都是在政治方面，都要證明自己的階級立場多

麼堅定，階級感情多麼充沛。促使他們競相比賽，看誰對黨和毛澤東更熱愛，



對階級敵人更仇恨，造成紅衛兵在打擊敵人時採取種種極殘酷的行徑。紅衛兵在文革中的特徵是偏

激和好鬥，他們認為「亂」才是革命表徵，把毛澤東的「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奉為金科玉律，

動輒就宣稱要把一個地區搞得亂糟糟的。他們決不容忍異己之見，很少作出妥協，把任何事情當成

原則和路鬥爭，不鬥到你死我活的地步決不罷休。 

 

文革之後，前紅衛兵幾乎是一致地宣稱他們當的行為純粹出於理想主義，出於解放同胞和資本

世界受剝削人民的熱情，這對許多人而言也許是真的。但是，這種革命理想是什麼呢？它提倡的絕

對忠誠，是對社會和民族的敵人，還是對本應受到敬重和愛護的人？當初充滿革命激情的人，多數

對此並不清楚。文革前１７年教育把這一代年青學生塑造成高昂的政治熱情，這種政治熱情與「以

階級鬥爭為綱」的理論結合在一起，培植成他們盲目的英雄責任

感，大多數學生是在他們的青春期遇上文革的爆發，在這個時

期，他們急於向人證明自己能夠獨立承擔社會責任。文革把加在

他們身上的外在限制撤除後，他們的激情和理想走向極端，希望

靠自己的力量改造社會及世界，建設想像中的「烏托邦」，但這

個「烏托邦」模式郤是建立在高度政治化和神話式的宣傳中。與

青春期的躁動相比，是學校中枯燥刻板的生活。不少年青學生從

小耳聞革命先烈和父執輩在革命年代的英勇事蹟，對自己未能像

父輩一樣經歷戰爭和革命年代感到遺憾，他們希望有個轟轟烈烈

的青春歲月，文革正好提供了這樣的一個機會。在充滿局限性的

鋪天蓋地的宣傳中，年輕躁動的年青學生更滿腔雄心壯志，狂熱

的個人崇拜、盲目的英雄的主義與虛幻的理想主義。文革前夕，

建立烏托邦的熱情也達到頂點，毛是他們的追隨的唯一目標，畸

形的社會下產生了一批畸形兒，在毛澤東的指引下，他們熱烈地

投入這場火紅的運動之中。雖然，學生造反並非全然與個人利益

無關，但他們熱烈投入文革，理想主義和意識形態迷信起了很大

作用。 

 

 



工作紙二 
 
細閱以下史料 
 
文革時，這首詩流傳中國大江南北，是當時著名的紅衛兵文學之一。 
 
 

〈獻給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勇士〉  
 
「還記得嗎？ 
我們曾飲馬頓河岸，跨過烏克蘭的草原，翻過烏拉爾的高峰，將克林姆林宮的紅星再次點燃。 
我們曾沿著公社的足跡，穿過巴黎公社的街壘，踏著國際歌的鼓點，馳騁在歐羅巴的每一個城槙、

鄉村、港灣。 
衝啊！ 
攻上白宮最後一層樓頂，佔領最後一個制高點。 
看啊！ 
摩天大樓上，一面赤色的戰旗呼呼地迎風展。 
太陽啊，從來沒有這樣暖！ 
天空啊！從來沒有這樣藍！ 
孩子們的笑容，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甜！ 
毛澤東的教導， 
尹里奇的遺囑， 
馬克思的預見， 
就要在我們手中實現！」 
 
 
１．詩的主題是什麼？詩人在詩中表達了什麼意願？ 
 
作者大膽而熱情地想像第三次大戰已經爆發，這是一場解放全人類的戰爭，從中國出發的紅衛兵

這一代，正是衝鋒陷陣、一往無前的勇士，表   達了作者希望中共能擊敗資本主義、修正主義

的敵國，從而解放世界人民的意願。 
 
２．就詩中所示，詩人希望征服那些地區？試從資料中列舉兩項線索以支持你的答案。 
 

從資料中明確提及蘇聯和美國著名建築物克里姆林宮與白宮，以及巴黎地區，可見到其詩人希

望先征服蘇聯，繼而解放巴黎等歐洲地區，最後佔據美國。  
 

 
３．詩人為什麼希望征服那些地區？試加以解釋。 
 
當時中共指斥蘇聯為修正主義，背叛了共義主義陣營，而資本主義的美國及歐洲等地更大力針對

中國共產政權，為了推行世界革命及解放世界人民，毛澤東提出由中國為革命中心，打倒那些剝削

世界人民的政權，因此詩人希望征服這些地區以打倒修、資主義。 
 



工作紙六 
 
細閱以下史料，然後回答問題： 
 
資料一 資料二 
 
這是一九七六年四月二日的一張大字報  
 
《捉妖戰歌》 
妖風起處，定有妖精，妖為鬼域，必顯災情。 
亂黨亂軍，禍國殃民，尾巴高翹，始露原形。 
原名狸精，化名蔣親，年方六十，實在年輕。 
攻擊總理，手段卑鄙，蔣幫敵特，配合密切。 
欺騙主席，罪大惡極，狐假虎威，借助鐘馗。 
鬼喊打鬼，賊喊捉賊，當年武鬥，它是罪魁。 
有個同伙，妖法更多，名叫蠢翹，最會奸笑。 
兩妖合作，收集嘍囉，篡權計劃，有網有目。 
濫用法權，施出詭計，既想遮天，又想蓋地。 
激怒群眾，四方奮起，千軍萬馬，口誅筆伐。 
眾志成城，妖有何能？即取其道，還治其神。 
學習總理，革命到底！奮不顧身，捍衛總理。 
總理遺志，定能實現，人心所向，共產主義。 
 

１．資料一暗指的「妖精」共有二人，他們是誰？就你所知，還有其他人被當時的人民稱與這兩妖

並列的人嗎？試指出他們的名字。 
 
文中所指的妖精是江青及張春橋，還有王洪文及姚文元與他們並列為「四人幫」，他們當時被

人民指斥為禍國殃民的罪魁禍首。 
 

２．文中所指的「總理」是誰？ 
 
周恩來。 
 

３．從這篇大字報可看出當時群眾的情緒如何？ 
 

群眾對四人幫極不滿，表示出堅決反對的情緒。 
 
 
４．就資料一及二所示，這種情緒導致了什麼事件的發生？ 
   

群眾不滿的情緒導致１９７６年４月「四五」天安門事件的發生。 
 



工作紙七 
 
一．排序： 
 
把下列史實按先後次序。 
 
A．《八一八接見》 
B．《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 
C．「十二月黑風」 
D．《五一六通知》 
E．「首都紅衛兵西城區糾察隊」（西糾）成立 
F．「上山下鄉」運動 
 
  D → B → A→ E → C → F   
 
 
二．細閱資料，然後回答問題： 
 

以下是９０年代一支回顧文革時期的紅衛兵的歌曲 
 

《一九六六》 
「那一天我登上了紅色列車，只感到幸福和迷狂，我要你和我一樣，走向同一個地方。 
一個聲音空空蕩蕩，使我忘記所有的欲望，是地獄還是天堂，我己無處躲藏 
一九六六，紅色列車，滿載著幸福羔羊。」 
 
３．從資料二中找出一項線索來解釋作詞者對紅衛兵有著什麼評價，  
從「幸福羔羊」一詞可見作詞者對紅衛兵抱同情態度，認為紅衛兵是受到蒙蔽利用而投身文革當

中。 
 
２．你認同他的看法嗎？ 

學生可自由作答，言之成理便可。 
 

 

 

 



四．歷史的反思 

 

歷史造就了紅衛兵這一代，而紅衛兵也造就了歷史。這一段歷史對於這一代人，是悲劇還是喜

劇？歷史對他們又作出什麼評價？一位作者評價：「他們曾經是「好孩子」，後來郤成為了「野孩子」；

他們吃過禁果，並吃夠了苦果，他們親身經歷了識別和粉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激烈複雜的鬥

爭，有正反兩方面的對比和較豐富的社會、政治生活經驗。他們一隻腳踏進了中年，另一隻郤還留

在青年，從小養就的以天下為己任的責任感仍在心中激蕩，郤沒有了少年人的輕狂和自命不凡。他

們在勇於改革，也知審時度勢，他們是承先啟後的一代，他們是要在中國歷史的下一章中起決定作

用的一代人。」另一位作者則有另一種看法：「在一個無序社會中的十年非規範操作使他們幾乎徹底

地掌握了社會最成熟的處世技術．．．交易、圓滑、妥協、叛賣、整人、機會主義、落井下石．．．

像梅毒般地蔓延並滲入他們的血液．．．他們的行為方式和生活方至今仍和他們脫胎出來的那個時

代一樣怪誕，誇張的理論與曖昧的心態奇異地結合在一起，同樣地令人不舒服．．．紅衛兵一代知

識分子中不少人作為個人也許相當可敬，但當他們自覺地以一代人――一個整體的代表的面目出現

時，就顯得十分醜陋。即使私德毫無疵點的人，既然以集體代表自命，就必須承擔對這個集體的指

責。」對這一代人的評價，無論是對這代人的過去持正面或是負面，不管怎樣，這一代人終究在中

國的過去及現在進程佔有無法取代的一席地。 

 

雨果曾說過一句話：「全人類的充沛精力要是都集中在一個人的頭顱裏，全世界要是都集於一個

人的腦子裏，那種狀況如果延續下去，就會是文明的末日。」不幸的是，中國在１９６６年後便是

這樣的一個狀況，所幸的是，它畢竟沒有無限地延續下去。翻開報章，以巴爭持日趨激烈，巴勒斯

坦激進組織「哈馬斯」從少培育出一批甘願做「人肉炸彈」的「烈士」，這些自殺式襲擊者大都是年

青的青少年，他們為了盲目的「信念」而傷害自己以及無辜的平民，當他們引爆身上炸彈與「敵人」

同歸於盡後，襲擊者的家人不感悲痛，還深感自豪。看畢後，不禁悚懼起來，在巴勒斯坦自殺式襲

擊者身上，彷彿隱約重疊著昔日的一群充滿熱情的年青人在某些有心人的操控下，作出種種可驚可

怖的殘酷行為的縮影。 



紅衛兵「詩詞歌」庫 
文革時期，紅衛兵為了要組織全國串連以鼓動造反或是宣傳毛澤東思想，

往往創作許多歌曲、詩詞或口號，這些作品均帶有濃濃的文革特色，流行全

國，影響力很大。其中，無論是詩、詞、歌等作品，紅衛兵之創作特色，主

要是加進大量造反詞句，嚴厲打擊階人不可輕饒，通篇講求「戰鬥性」、「革

命性」，火藥味極濃，更重要的表白自己是最最忠於毛澤東及最最熱愛毛主

席的革命小將。 

 
 歌名 歌詞 

1 

 

《東方紅》 

「東方紅，太陽升， 
中國出了個毛澤東， 
他為人民謀幸福， 
他是人民大救星。」 

 

2 
《紅太陽頌》 

 

「紅彤彤的太陽從東方升起，金色的陽光普照大地。為什麼太陽這樣暖，為什

因為我們見到了毛主席，毛主席和我們在一起。」 
 

3 

不詳 

「啊！千年的鐵樹開了花開了花，萬年的枯藤發了芽發了芽。 

如今咱聾啞人說呀說了話，感謝毛主席恩情大恩情大。」 
 

4  
《鬼見愁戰歌》 
 

 
「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要是革命你就站過來，要是不革命，就

 

5 

《革命造反歌》

(北京大學紅旗戰

鬥小組創作) 

 
「拿起筆，做刀槍，集中火力打黑。革命師生齊造反，文化革命做闖將。 
忠於革命忠於黨，刀山火海我敢闖。革命後代舉紅旗，主席思想放光芒。 
歌唱毛主席歌唱黨，黨是我的親爹娘。誰要敢說黨不好，馬上叫他見閻王。 
殺！殺！殺――嘿！」 

 

6 
跳忠字舞時唱的

歌曲 
 

 
「敬愛的毛主席，我們心中的紅太陽，我們有多少熱情的話兒要對您講，我們

哎〜千萬顆紅心激烈地跳動，千萬張笑臉迎著紅太陽，我們衷心祝您老人家萬
 

 

7 

不詳 
 

「毛主席，．．．我們對您無限熱愛，無限忠誠，無限崇拜。最偉大的毛主席

顆紅心獻給您．．．誰反對您，就    是挖我們的心，要我們的命。為了捍衛



灑熱血，我們心甘情願。」 

 
８ 

《嚎歌》（又稱

《牛鬼蛇神》歌，

是紅衛兵創作給

牛鬼蛇神隊唱的） 

「我是牛鬼蛇神，我是牛鬼蛇神， 

我有罪，我有罪， 

我對人民有罪，人民對我專政， 

我要低頭認罪， 

只許老老實實，不許亂說亂動， 

我要是亂說亂動，把我砸爛砸碎， 

把我砸爛砸碎。」 

 
 

 詩詞或口號  

１ 

〈獻給第三次世

界大戰的勇士〉 

「還記得嗎？ 
我們曾飲馬頓河岸，跨過烏克蘭的草原，翻過烏拉爾的高峰，將克林姆林宮的

我們曾沿著公社的足跡，穿過巴黎公社的街壘，踏著國際歌的鼓點，馳騁在歐

灣。 
衝啊！ 
攻上白宮最後一層樓頂，佔領最後一個制高點。 
看啊！ 
摩天大樓上，一面赤色的戰旗呼呼地迎風展。 
太陽啊，從來沒有這樣暖！ 
天空啊！從來沒有這樣藍！ 
孩子們的笑容，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甜！ 
毛澤東的教導， 
尹里奇的遺囑， 
馬克思的預見， 
就要在我們手中實現！」 

２ 
〈滿江紅〉 

 
「壯志踏平白宮頂，雄心光復紅場名。看天下群妖死誰手？紅衛兵！」 

 

３ 
（聯動創作） 

 
「山上青松山下花，花笑青松不如它。有朝一日寒霜降，只見青松不見花」

 
４ 

 
 

「毛主席熱愛我熱愛，毛主席支持我支持，毛主席指示我照辦，毛主揮手我

 
５ 

 
 

「一切想著毛主席，一切服從毛主席，一切緊跟毛主席，一切為著毛主席」

 
６ 

 
 
「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橫批：基本如此 
 

７   
「主席著作像太陽，字字句句閃金光」 



 

８ 

 
 

「我父革命我光榮，娘胎裏是自來紅，他父反動他倒楣，天生永是自來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