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专题一 城市基层社会关系改造与政治运动进程研究（1949—1976）

专题一 城市基层社会关系改造与政治运动进程研究（1949—1976）

城市基层社会关系改造与政治
运动进程研究（1949—1976）*

■ 沈 毅

沈毅: 河海大学社会学系（Shen Yi，Department of Sociology，Hohai University）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当代中国人社会关系的历史变迁及其‘个体化’进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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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稿需要感谢翟学伟、李汉林、渠敬东、谢立中、成伯清、王毅杰等老师在不同场合所给予的批评建议，文

责自负。

［内容提要］在对 1949年之后城市基层社会关系变迁与改造的研究之中，极权主义范式、革命式现代化范

式与其后的新制度主义范式,总体上都相对忽略了“革命”与“传统”之间的内在伦理张力及深层作用关

联。就整体社会结构而言，1949年之后，城市基层的单位建制在工具性资源层面上解构了“家本位”的传

统社会结构，但反而更加强化了以各自单位为中心的缺乏流动的“单位制”群体性格局，这恰好为传统“人

缘取向”的中庸式人际实践提供了相当的空间作用。尽管历次政治运动不断强化以“成分”为标准的“同

志／敌人”的阶级建构，但城市基层“单位制”的社会关系改造及其过程始终受到儒、法、道等文化传统的

深层影响，特别是以“人缘”为取向、道家自保式的中庸人际实践在根本上并没有受到触动，某种意义上反

而深深影响到了政治运动的发展进程乃至最终终结。

［关键词］成分 人缘 中庸 单位制 差序格局

一、研究的问题与意义

（一）1949年之后基层社会关系改造与变迁

研究的回顾

近代以来，中国传统社会受到了相当大的外

在冲击，尤其是中国的近代化进程最终选择了不

断“革命”的道路，1949年之后传统的“人情”、“面

子”日益成为官方话语所批判的对象（金耀基，

1988：320）。社会主义的革命改造绝不仅仅是在

经济层面上的改造，而是要从根本上在社会层面

建构起新型的延安式的革命型人际关系模式，但

这一改造究竟对传统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产生

了何种影响则讨论不多。（杨中芳，1993：169）事

实上，早在经典社会学对革命及其后果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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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托克维尔（1992［1856］：33）即认为旧制度的

“传统”习惯在“革命”洪流之中常常会重新冒

头。在此基础上，孙隆基（1985）曾从传统文化伦

理的角度来看待中国革命，他认为“革命”是中国

文化“深层结构”的结果，“革命”本身并不构成

“传统”的对立面，而是“传统”内生性的“集体主

义”文化的充分彰扬而已。总体而言，尽管中国

“革命”与深层“传统”之间的交错关联开始得到

了学界关注，但相关社会史对中国人心理与行为

改造及其变迁的实证研究依然相对缺乏。

如果就基层社会而言，“革命”与“传统”的相

互作用常常指向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深层

问题，进言之可以认为是“革命国家”与“传统社

会”之间的交错关联。从国家与社会的理论视角

出发，早期的海外研究一般都倾向于采用极权主

义的研究范式，即从总体上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新

型国家政权基本完成了对传统中国社会的系统

改造，“单位制”组织体系的构建完成了国家对社

会的全面覆盖及控制，从而形成了某种“总体性

社会”。（Schurmann，1968；邹谠，1994）与极权主

义原子化的社会关系消亡观不同，傅高义（Vo⁃
gel，1965）认为中国革命后的人际关系发生了从

“朋友式关系”到“同志式关系”的变化，并认为朋

友关系代表着一种特殊主义的人际关系和道德

准则，而同志关系则是代表了一种普遍主义的人

际关系和道德准则，其基础就是共同的社会主义

与共产主义的价值标准和理想。高棣民（Gold，
1985）在认同傅高义研究的基础上，认为中国人

特殊主义的“关系”运作在“文革”前后逐步复归

了。以上的研究倾向于将“革命”视为现代化发

展过程中的一段插曲，这样的研究思路本质上可

以归之为革命式现代化的研究范式。

以上的一些研究集中关注革命国家的出现

对国民性与人际关系的伦理改造，而自20世纪80
年代开始的新制度主义研究范式则着重从工具

性资源的视角分析社会关系，如华尔德（1996
［1986］）揭示了基层单位组织中领导与积极分子

的庇护主义关系，杨美惠就“关系学”对“国家权

力”的抵制进行了细致分析（Yang，1994）。在傅

高义、华尔德、杨美惠等人的研究基础上，孙立平

（1996）认为1949年前后，社会关系演变的基本趋

势可以看作是从“朋友关系”到“同志关系”，即从

传统人情的特殊主义表达型关系到革命同志这

样一种普遍主义表达型关系的演变过程。50年

代以后中国社会中人际关系演变的基本趋向，则

可以看作是从“同志关系”回归到私人“关系”的

演变过程，即从以表达为取向的普遍主义关系向

以功利为取向的特殊主义关系（“关系学”）演变

的过程。他认为由于“单位制”的再分配经济体

制，取代了过去传统的“差序格局”（费孝通，1985
［1947］）的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的配置制度，纵

向的庇护主义关系与横向的工具性个人关系的

交织，构成了再分配体制下中国社会关系的基本

轮廓。应该说，孙立平的系统性研究相当细致地

关注到了传统式与革命式社会关系的内在张力，

其根本上仍可以归之为新制度主义的研究范式。

总体而言，极权主义的研究范式认为国家权

力完成了对个人关系的渗透、破坏乃至完全取

缔，革命式现代化的研究范式则认为革命一度成

功建构了同志式的社会关系，两种研究范式都至

少认为革命人际伦理对传统人际伦理的改造一

度达成了目标。其后的新制度主义范式本质上

还是对六七十年代以后人们工具理性回归的一

种反映，也让我们看到了“同志关系”表象下的多

重面相。然则更为关键的问题在于，50年代随着

“单位制”与计划经济的逐步确立，人际关系的工

具性资源取向总体上可能是趋于弱化的，但其是

否完成了向革命式“同志”关系的转变则是需要

实证考察的问题，其后的社会关系改造与政治运

动发展之间可能也有着紧密的关联。同时从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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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单位制”的背景来看，尽管其从根本上改变了

传统国家统治的组织基础，特别是单位组织中的

资源结构及人际关系无疑产生了一系列的根本

变化（路风，1989；李汉林、李路路，1999），但单位

体系依然带有某种缺乏流动的传统群体性特征，

这种缺乏流动的群体使得单位中的乡土人情特

征依然非常浓厚，其内在的社会文化伦理正是传

统“家本位”的“差序格局”社会关系模式与社会

组织结构，这恰恰就是当代社会革命与政治运动

所要进行社会改造的基本目标。由此，首先还是

要对传统社会关系模式的核心机制有所把握，进

而才能对政治运动发展的基本目标及其与深层

文化传统的交糅张力展开分析。

（二）“家本位”传统“人缘取向”的中庸式人

际实践及其革命改造指向

在有关中国人人际关系的本土化研究中，与

个人主义文化的比较研究成为主要的研究模

式。其中有费孝通提出的“差序格局”（费孝通，

1985［1947］）对应于西方的“团体格局”，梁漱溟

的“伦理本位”（梁漱溟，1987［1949］）对应于西方

社会的“个人本位”，许烺光的“情境中心”（许烺

光，1988［1953］）对应于西方的“个人中心”。“差

序格局”、“伦理本位”、“情境中心”等概念实质上

正是对中国人传统“差序”式“自己人-外人”社会

关系模式的精炼概括。就传统而言，在“差序格

局”这样缺乏流动的“家本位”群体性格局之中，

就一直蕴藏着“利他和谐伦理”与“自我利益需

求”之间的紧张性。“利他和谐伦理”与“自我利益

需求”的核心性问题也就构成了梁漱溟的“伦理

本位”与费孝通的“自我主义”两者间的潜在分

歧，其根本上也就构成了儒家人情利他主义传统

（对名利的适度退让）与法家极端功利主义传统

（为名利而不择手段）之间的内在张力。实质上，

大多数传统中国人在私人性的工具性资源“人

情”交往与象征性资源“面子”互动的差序“关系”

实践中，往往力图运用阴阳和谐的“中庸之道”人

际实践来化解“自我利益需求”与“利他和谐伦

理”之间的张力，由此而达成双向“关系”的和谐、

稳定乃至发展。（沈毅，2007a ，2007b）
个体在缺乏流动性、生存依赖型“家本位”的

“差序格局”之中，不仅需要在与人直接交往的资

源交换中根据“差序”关系的远近，进而通过中庸

式人际交往来化解“自我利益需求／利他和谐伦

理”之间的紧张性，还要注意在群体性格局的资

源生产与资源分配过程中通过适度的“谦让之

道”化解“自我利益需求／利他和谐伦理”之间的

紧张性，具体即包括了工具性资源与象征性资源

两类资源的生产、交换及分配共六种人际实践路

径。此外，在没有自我利益涉入的情境下，中庸

式人际实践则往往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以明

哲保身的无道德立场的态度处世；而在旁人彼此

发生直接冲突时则大多采取模棱两可、两边讨好

的态度，充当“和事佬”的角色，在这些情况下中

国人通常都是“老好人”式的处世方式。要言之，

尽管一些哲学家或社会学家力图强调儒家“中庸

之道”乃至“中庸理性”的积极作用（冯友兰，

1996；张德胜，2001），然则“利他和谐伦理”在现

实操作中则往往成为以维系人际和谐为表象、以

维护自身“人缘”为根本取向的某种“外儒内道”

的中庸式人际实践（沈毅，2005）。
可以说，在革命逻辑与传统逻辑张力的背

后，革命后新型现代国家的建构有着非同寻常的

意义，因为革命文化正是由不同于传统社会的革

命国家来倡导输入的。在“天高皇帝远”、“家国

同构”式的传统社会结构中，传统国家对基层社

会的渗透能力是相当有限的。并且在中国人阴

阳和谐思维模式及其中庸实践中，“家-国-天下”

的包容性图式正是“差序格局”宏观社会结构的

应有之意，由此中国传统国家与传统社会并不构

成对抗性的关系，至少在伦理层面上形成了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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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包容的同质性关系。（梁漱溟，1987；梁治平，

1991；翟学伟，1999）由此，中国革命的成功完成

了现代民族国家对传统伦理国家的强制性取代，

而革命后的各种政治改造运动正是革命国家所

倡导的革命人际伦理对于传统社会关系侵入改

造的过程。如果从伦理层面来看，考察现代革命

国家与传统基层社会的内在张力可能不能局限

于新制度主义工具性资源摄取的视角，还要进一

步从人际伦理及文化传统改造的层面加以考察，

其本质上也正是对于革命国家与基层社会之间

文化伦理权力关系的探察。本研究的主要目标

旨在考察城市单位中的人际关系改造与政治运

动进程的内在关联，即在“国家”与“社会”双向互

动之中对传统人际关系形态的运行机理及其改

造历程加以分析，进而对政治运动发展的内在逻

辑展开人际关系路径的较新诠释。

（三）研究的视角与方法

就总体的研究视角而言，关注普通人亦即常

人的知识社会学将是本文的基本研究视角。特

别是在常人的知识体系中，不同的分类图式正是

制度与个人生活相交结的切入点，本质上也就体

现了社会结构的制度化模式，柏格和乐格曼

（1991：71）将其称之为“定型化即为制度化”。从

知识社会学的视角而言，制度化的过程涵盖了制

度的外化、对象化以及内化的过程，其中社会角

色关系的“正当化”是制度化的核心问题（叶启

政，1991）。因此，制度化的关键不在于制度的外

在建构，其关键在于制度的“合法化”或曰“正当

化”，核心就是人际角色关系的“内化”。“差序格

局”的差序性关系模式作为一种外在社会结构，已

然嵌入于中国人的心智结构之中，中国人的“中

庸实践”则是外在社会结构与内在心智结构之间

的桥梁，从而化解了现实的“自我利益需求”与理

想的“利他和谐伦理”之间的张力。而“同志／敌

人”的阶级建构必然要对个体心智结构与宏观社

会结构进行双管齐下的改造，也就要对中庸式人

际实践模式进行解构，其本质上正是革命国家的

革命伦理逻辑向传统基层社会的渗透过程。

在研究方法上，一些国外学者通过人类学的

质性素描，相当细致地分析了1949年前后华北农

村地区的成分划分及土地分配的“翻身”过程。

（韩丁，1980；柯鲁克等，1982）①伴随着土地改革

的进程，国家在农村地区特别通过“诉苦”、忆苦

思甜等运动技艺来强化与地主、富农阶级的成分

区隔，进而逐步完成及不断巩固敌我之间的阶级

建构。（黄宗智，1998；郭于华、孙立平，2002；李放

春，2005）此外，国家不仅在农村地区，在城市地

区更是通过不断精细化的家庭出身判定来强化

个体的阶级身份进而巩固某种政治分层，1949年
之后不断强化的“阶级出身论”最终发展成“文

革”时期非常极端的“血统论”。（Whyte & Parish，
1984；高华，2005）在上述的社会史研究过程中，

某种口述史的深度访谈方法开始受到重视。口

述史的研究更能够描绘出常人心目中的社会史，

这种研究方法已经对历史学主流的文献研究法

构成了挑战。（保尔·汤普逊，2000）
应该说，历次政治运动最主要的影响地区还

是在城市地区，革命国家的渗透能力在城市地区

也要比农村地区强得多。本研究的访谈是在比

较发达的苏南城镇地区展开的，被访谈者多为南

京、镇江、苏州地区的一些普通市民，其均曾在某

“单位”有正式工作，现已全部退休。笔者共计对

31名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出生的老人进行了

较为开放的深度访谈（个别出生在50年代初期），

其中多数被访谈者都出生在1945年之前，访谈内

容主要是在 2003年 7月至 2004年 3月间完成并

整理的，之后在 2013年 11月至 2016年 3月间断

地对部分健在的老者作了些补充访谈。不同类

型个体的人际遭遇与认识可能会有相当的差别，

因此访谈对象比较平均地散布在工人、干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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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知识分子、军人等各种基本类型的人群之中。

为了更多地了解“阶级敌人”与“准敌人”的人际

遭遇，笔者有选择性地扩大了访谈对象中成分或

家庭出身不好者的比例，其中有一些右派或家庭

出身为地主及小资产者，大约占到了总数的近二

分之一。总体而言，访谈对象是城镇单位体系中

的一般平民，而没有涉及城镇大资产者及高级知

识分子，也没有包括城市单位体系之外的少数底

层民众。虽然由于笔者能力所限，被访谈者的人

数也因而有限，但是深度访谈的材料中已经显示

出了相当多比较类似的共同观点，或者具有相互

衔接验证的可能性，从而成为笔者进行理论性二

阶构造（second order constructs）的经验基础。

二、50年代初期

“和谐式的同志关系”的形成

笔者通过对一些访谈资料的分析发现，“同

志／敌人”的二元阶级建构虽然是密不可分的，

但在 50年代初期可能主要还是体现在农村的土

改等运动之中。在城市社会之中，“敌人”的范畴

似乎还没有特别凸现出来，50年代初期的“同志

关系”的建构基本还是比较温和的。某种意义

上，这一阶段的人际关系很大程度上还带有传统

儒家“人情化”互助、弱化革命斗争的“和谐式”特

征，因此笔者将其称之为“和谐式的同志关系”。

这种“和谐式的同志关系”，也代表着某些城市平

民特别是中小知识分子及基层工厂干部与普通

职工的社会记忆，这样的社会记忆总体上倾向于

呈现出50年代初期社会层面的“和谐”景象，这种

平民化的社会记忆可能并不同于某些城镇大资

产者及高级知识分子的基本感受，或许可以代表

更为普遍的平民式社会记忆。

（一）对“同志”关系及 50年代初期社会关系

状况的理解

革命的同志关系建构是以“志同道合”、“一

视同仁”的革命平等伦理作为基础的，傅高义等

人从朋友到同志关系的结论实质上认为这种社

会关系的改造取得了成功。但在访谈中，我们可

以感受到，普通平民对“同志”及“同志”关系的理

解除了人际“称谓”的变化之外，很大程度上带有

“人情化”理解的特征，诸如“相互帮助”、“阶级兄

弟”、“亲切”、“温暖”乃至“人情味”都用于形容同

志关系的基本特质，“同志”关系从社会关系意义

上更多是指同事、邻居、同学之间的相互关心，互

相帮助解决困难，其实质是将“同志”关系直接理

解为某种互助性“人情”关系。一些被访谈者认

识到，“同志”关系在组织内部更多代表的是一种

政治上的平等关系，是一种能上下交心的合作关

系。组织内部“同志”关系称谓与建构，某种程度

上的确有助于弱化传统的等级差距，但这种较为

平等的领导关系在实质内涵上可能还是指向于

某种“平易近人”的人情化领导，因此这种“平等

化”的理解也带有很大程度的“人情化”意涵。

即使一些机关工作人员能够理解“同志”称

呼或“同志关系”所蕴含的“志同道合”的革命目

标与革命伦理，同时能理解“同志”关系的反面即

是阶级“敌人”，但不少人还是觉得“同志”革命伦

理在实践中还是更多落实在“热心助人”方面，进

而会引发对“党和国家”的感激之情。革命同志

伦理所蕴含的普遍主义理念，往往会被比拟为

“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传统观念，即使这样的传统

无疑在实践中也是难于落实的。传统的人情化

关系的理解与实践构成了对“同志”关系的最佳

解读，可以认为传统式认知模式构成了革命式人

际关系建构的深层基础。

实际上要大家对任何同志都一样肯定不可

能，我对自己的小孩能什么都做，但要我对待一

个普通人实在是太难了，不可能的。到了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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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感觉同志关系可以用中国的古话来理解：

“四海之内皆兄弟”，太平天国的时候不也是要天

下人都以兄弟姐妹来平等相处，但要真做到恐怕

太难了啊！（个案L，机关工作人员，1934年生，女）

进言之，机关、部队内部“同志关系”建构应

该说相对成功，但仍带有很大程度的“人情化”面

相。从基本的访谈材料来看，50年代初期逐步打

击了机关、部队的“不正之风”式的私人交往，而

且革命目标的强化、组织活动的开展，使得其中

“志同道合”的同志关系建构相对比较成功。在

部队、机关的同志关系中，个体自我利益需求的

“私利”与私人关系交往中的“私德”一段时期内

可能都大量萎缩了。虽然在部队、机关内部的革

命精英中，同志式关系模式的建构相对容易一

些，但在全社会的普通民众中要广泛建构与理解

革命同志式的社会关系模式则要困难得多。应

该说，50年代初期人们之间的关系是相当和谐

的，单位内外普通平民之间似乎没有比较严重的

社会竞争与社会冲突，多数民众对“同志”的理解

与对“人情”的理解常常交混在一起。

解放以后礼尚往来还是有的，但要比解放前

少了许多，刚解放感觉人际关系比解放前好了，

因为大家好像都没得什么坏心。解放后住的地

方有了居委会，厂里有工会和共青团，工作、住房

都得要找组织，私人帮忙的大事情就少了啊。再

一个，越到后来每家吃的用的都得凭票，吃、送方

面的人情就少了，不过人情重在困难的时候力所

能及帮一把。大家都没啥钱，但揭不开锅的时候

要肯借点给你，你就欠（人家）多了。我刚才说

到，以前每月赞助点给那个同事家里，这的确是

“同志”之间的互帮互助，不过这也的确是“人之

常情”呀。我和那家人的交情一直到现在，大家

从不见外。大家矛盾都很少，大多想着帮别人，

关系自然不会差的啊，至少义务劳动大家都是愿

意的，不像现在嘴上说一套，背后都是为自己

啊！（个案E，工人，1935年生，男，工人家庭出身）

事实上，在“单位制”体系之下，对几乎所有

人而言，工具性资源的配给还是受到了严格的控

制，与亲朋好友之间的礼尚往来的确有所减少，

重要工具性资源取向的私人交往的确也比新中

国成立前有所减少，而以近地缘为重心的邻居、

同事关系的重要性则相对凸现出来了。究其原

因，可能还是由于国家单位制逐步确立后，就学、

就业、住房等重要工具性资源一律归单位掌控，

个人的“大事情”都可以求助于单位组织了。不

同单位部门之间的联系彼此隔绝，处于不同单位

部门的亲戚朋友之间彼此往来的利益需求自然

就大量减少了。与此同时，绝大多数个体的私人

工具性资源都相当有限，计划体制建立后定量的

粮票、油票是受到严格控制的，像请客吃饭之类

礼尚往来的交往活动在客观条件上也难以为继，

从而促成了亲戚朋友之间人际往来的减少。相

反，生活、工作中不可避免地会有诸多“小事情”

困扰，邻居、同事之间的一些日常事务性互助、互

惠的需求反而相当大，而他们的地缘可接近性也

使得相互交往的成本比较小，这都无形中扩大了

他们彼此交往的可能性。

刚解放的时候，城市里面没工作的很多，当

时物价一稳定，城市里面的人大多一有工作就非

常满足了。这都是组织上进行的，因此私人关系

的重要性就下降了啊。因为以前有一些事情就

是要亲戚朋友帮忙的啊！与外界的私人来往就

少了不少，当然同事、邻居之间关系还是很好的，

主要就是经常帮忙，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家里有

事情，工作上请人家帮一下忙。家里没人晾衣

服，要下雨了也不用担心，邻居就会帮你收了，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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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临时没人看着，可以先带他到邻居家里，大家

感觉都挺亲的。亲戚朋友走动也就是逢年过节

的吧，平时工作的时候都比较忙，也就比较难相

互照料了。（个案C，工人，1935年生，男，城市贫民

家庭出身）

应该说，1949年之后城市基层良好的邻里关

系交往大多还是之前既有关系的延续，“远亲不

如近邻”反映了传统社会中大多数普通社区的邻

里状况。当然，一些“单位制”社区中的邻居关系

与同事关系常常是交织在一起的。事实上，随着

单位体制的建立，使得多数人都不可避免地进入

了单位同事关系之中，单位同事关系是一种比较

新型的社会关系，也是塑造“同志关系”的最主要

的对象性关系形态。单位体制所分配的工具性

资源的有限性，使得人们之间的礼尚往来大量减

少了，亲戚朋友之间直接性的私人交往减少了，

这也就使得原本大量存在于人际交往的工具利

益交换中的冲突矛盾大为减少了。同时，在这种

单位体制中，单位组织内部对一般个体的工具性

资源分配是趋于相对平均的，由此也基本消除了

缺乏流动的群体性格局中由于物质工具性资源

分配不均而导致的人际矛盾。此外，单位组织在

福利待遇、工会活动等诸多方面对不同个体也大

都是相对平等而去等级化的，乃至于新成立的单

位组织对每个成员的家庭生活及身体健康都有

着无微不至的关怀。

刚解放那会儿，人们关系比解放前要好，比

现在更好多了。社会风气好，小偷小摸犯罪的基

本没有，不少家里晚上门都不关。那时候没什么

利害冲突，大家都比较真心，互相帮忙没二话

的。我有一次自己不小心弄出工伤，腿上被机器

打到了，其实只是伤到肉，没伤到骨头。好多同

事都帮忙把我送到医院，厂里领导、工会还组织

人来看我。那时候的人都有人情味的啊，无论哪

个工人出了事情，组织单位都会全力照顾的，不

像现在很多老板根本不管工人死活啊。领导还

有组织上对我们工人都关心，特别能感受一种无

产阶级大家庭的温暖，我们如果不好好干，也对

不起组织、对不起领导啊！那时候大家参加义务

劳动都是很情愿的，这是事实，同一单位的工人

同事关系都蛮好的！（个案F，工人，1932年生，男，

本人店员成分）

总体来看，这样的社会格局的确使得人际发

生利益冲突的可能性大为减少了。如上所述，革

命国家通过“单位制”的建构对工具性资源生产

与分配方式的制度性改造，基本消解了工具利益

需求与利他和谐伦理之间的紧张性，这导致了

“差序格局”的工具性“差序”关系模式的瓦解，但

却强化了缺乏流动的“单位制”的群体性格局。

一般而言，50年代初期各级单位组织较好履行了

“公正”的“大家长”的角色，工具性资源的分配虽

然水平较低，但在单位内部却是比较平均的，由

此在50年代初期人际利益矛盾得到了大量缓解，

无疑为当时社会的人际和谐创造了很好的社会

条件。此外，经过数年战争，1949年前城市社会

中物价飞涨、大量失业，这使得多数人非常满足

于50年代初期相对安定的社会局面，这种纵向社

会比较的满足感可能暂时消解了人们对横向社

会比较的注意力，从而也使城市平民的社会关系

总体呈现出和谐化的基本特征，但这种和谐化的

社会关系更多地趋于传统人情化的积极面相，某

种意义上在一般单位及社会层面形成的是某种

“和谐式的同志关系”。

（二）某种“和谐式的同志关系”的初步形成

50年代初期在城市社会中，“镇压反革命”、

“三反”、“五反”等运动虽然带有比较明显的政治

指向，但整体上“反右”之前的运动烈度与涉及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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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始终比较有限。（薄一波，1991：562-567）特别

是“三反”、“五反”等运动是以政府机关工作人员

与工商界“资本家”为基本指向，其运动开展时间

从 1951年底至 1952年 10月，从整体社会的层面

其斗争的力度与范畴应该是有限的。总之，我们

可以认为 50年代初期的政治运动还没有走向全

面社会的扩大化，其基本的政治社会建构是形成

了某种革命化的温和式“同志关系”，从而取代了

传统人情化的特殊主义人伦“差序”关系。进言

之，温和式“同志关系”的建构还没有凸现其对应

的“敌人关系”的面向，各种利益矛盾的消解为利

他和谐伦理的“人情化”实现创造了条件。但就

“同志关系”的本身内涵而言，则是以革命事业为

目标的“志同道合”的革命伦理，其与差序性利他

和谐伦理之间还是有着质的差异，并构成了内在

的紧张关系。

伴随着 1953年开始的社会主义经济改造及

“公私合营”的较快完成，②“批评与自我批评”的

学习组织活动在单位组织的普通群众中也开始

日常化运行，这应该也是革命国家通过单位组织

来建构“同志关系”的核心方式。但在这一过程

中，除了一些积极分子而外，大多数普通群众其

实还是很不适应这种“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学习

组织活动。事实上即使在这样的政治场景下，大

多数群众在单位组织中还是善于作自我批评，而

尽量少去批评他人；对自我深刻批判，对他人则

轻描淡写，乃至变通式地将彼此所提的轻微意见

也只停留在这个政治场景之中，而并不影响此场

景之外的人际和谐。这种组织活动主要还是停

留在工作单位的场域之中，其对邻里社区可能并

没有产生多少影响，邻居之间的直接人际互动还

是“客客气气”，通常是不会进行“批评与自我批

评”的。

后来政治学习活动不再停留在党组织里头

了，一般团员也在工会带领下搞组织学习活动，

后来一般群众也都参加这些活动了。实际上，要

对别人作批评主要还是组织（即党组织）里头好

弄，而要在大多数群众里面叫人对其他人批评还

是相当困难的，大家重点还是谈自己，对自己的

思想、行为进行一些批判，对旁的人一般还是轻

描淡写的，有的人没办法了才说两句，往往不少

还是笼统性的套话。当然这些组织活动都是厂

里面搞的了，在邻居里头，大家更是客客气气的，

哪个没事去批评人家干什么啊？！（个案D，厂长，

1934年生，男，本人工人成分）

批评他人的活动本质上是在直接性的人际

互动中损害他人象征性资源的过程，甚至是在没

有自我利益涉入的情况下，为了革命目标而在象

征性资源的日常互动中得罪他人的过程。革命

国家试图从传统中国人原先最不轻易去得罪人、

而得罪人的程度又很深的“面子”互动场景，来破

坏人际关系的相对和谐与“人缘”取向的中庸实

践。从根本上看，“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组织活动

既是革命国家力图对微观人际互动的象征性资

源互惠交换进行改造、控制的过程，同时也是革

命国家动用组织权力改造国民“事不关己、高高

挂起”老好人处世态度的过程，实质上正是志同

道合革命伦理的同志式人际实践对利他和谐传

统伦理的中庸式人际实践的挑战。进言之，“批

评与自我批评”不仅是要在组织学习活动时进

行，而且是要在日常生活的任何场景下都要随时

能够做到的。这种批评的理想性质是为了革命

事业的善意帮助，只有做到为了革命事业“知无

不言、言无不尽”，才是在真正意义上实现了将革

命事业放在首位的“同志关系”。但事实上，多数

群众往往难于理解这种革命措施，即使在单位组

织的学习活动中也表现为策略性的应付，更不用

说在此之外的其他生活场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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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在“批评与自我批评”之外，宣传

活动、义务劳动等教育方式都在强化革命目标，

从而对同志关系的建构起着积极性的作用，这些

或多或少都对中国人传统“私德”性的利他和谐

伦理有了相当大的触动。实质上，50年代开始的

单位建制逐步瓦解了“差序格局”的家族经济基

础，这本身就使得“私德”性的“差序”同心圆关系

模式日渐丧失了工具性依赖的基础；诸多的教育

运动也的确对个体自我的“私利”意识产生了一

定的冲击，一段时期内人们参加义务劳动是心甘

情愿的，一部分积极分子还是相当踊跃的，甚至

在经济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人们之间甚至出现了

一些超出传统义务的“无私性”经济资助。社会

中人际信任度相当之高，即使是路人之间的热心

助人也相当普遍。可以说，50年代初期的利益矛

盾尤其是工具性资源矛盾一定程度上得到很大

的消解，城市社会中的多数个体比较满足于单位

集体对各种资源的平均化分配，儒家“利他和谐

伦理”经过社会主义的教育改造，其中所固有的

“私德”性质也暂时得到了一定的消解，从而具有

了比较明显的普遍主义色彩。

然而，这种普遍主义的色彩与革命所要求的

为“公德”、“公利”，进而“大公无私”还是有着潜

藏的紧张性。实质上，尽管革命国家一系列措施

客观上都有助于人际和谐的实现，但其更进一步

力图完全取缔微观互动中的象征性资源的私人

性互惠交换，说明革命伦理及同志实践的改造意

图并不是为了“人际和谐”，反而恰恰是以消解无

原则的“人际和谐”为改造目标。在没有个体利

益涉入的情况下，在革命事业与人际和谐发生冲

突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活动中，普通群众大多还

是表现出“老好人”的处世方式，很少会为了革命

目标而对他人严厉批评，在日常生活互动中就更

少会当面对他人有负面评价了，维系人际和谐、

维护自我人缘通常还是摆在第一位的。因此，在

这个意义上，这种带有普遍主义色彩的利他和谐

伦理中“私德”性的成分虽然有了很大程度上的

削弱，但依然不是真正制度性、原则性的“公德”，

即并没有上升到抽象意义上的“规则”层面。这

种普遍主义的色彩实质上是在利益矛盾得到极

大缓解后，传统的儒家“利他和谐伦理”得以充分

扩张的结果，但“利他和谐”与“志同道合”从内涵

核心而言，显然还是不同性质的伦理意识形态。

从前文所列出的对同志关系意义的访谈材

料来看，志同道合伦理与利他和谐伦理之间的界

限也是难以区分的，两种暗含冲突的传统伦理与

革命伦理反而交融在一起了。多数个体在理解

同志及同志关系时，常常将革命意义的同志关系

与同事、邻居之间互帮互助的和谐关系交融在一

起来理解。“交心”、“关心”、“热心”、“热情”、“互

助”等这样人情化的“利他和谐”用语被大量用来

理解同志关系，即使在同志关系建构相当成功的

部队、机关也不能杜绝这种意识。“相互帮助、彼

此关心、解急救难”的传统利他和谐伦理也逐步

融入到了同志关系的建构实践中去了。不少人

将“人情”泛化地理解为“人情味”、“人之常情”，

乐于助人、有同情心、关心他人可以被认作是有

“人情味”的，而“人情味”也可被诠释为同志般的

温暖。还有人既用革命目标来界定同志关系的

含义，又用“四海之内皆兄弟”来理解同志关系的

含义，“四海之内皆兄弟”的设想却正体现了一个

儒家大同世界的理想，某种意义上亦即儒家人情

指向的“和谐社会”。

就 50年代初期的整体社会而言，“自我利益

需求／利他和谐伦理”之间的紧张性很大程度上

得到了消解，而传统“私德”性的儒家“利他和谐

伦理”的确呈现出了某种普遍主义的色彩。从意

识形态的伦理角度来看，革命国家一方面也对这

种传统的利他和谐伦理进行了适当的改造利用，

根本上还是要力图实现革命目标式的“志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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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伦理，但其结果却是革命国家所倡导的普遍

式的志同道合的革命伦理为带有普遍主义色彩

的利他和谐的传统伦理所湮没，而无私奉献的价

值观往往成为两者之间的共同交融点。换言之，

从特殊主义-普遍主义的角度来看，表面看来也

的确出现了如傅高义所谓的从“朋友”到“同志”

关系的转变。但如果从深层的伦理文化意义而

言，这种转变实质还是从特殊主义的“利他和谐

伦理”人际实践到某种普遍主义的“利他和谐伦

理”人际实践的扩展，而没有实现儒家“利他和谐

伦理”人际实践到革命“志同道合伦理”人际实践

的质变。亦即在“同志关系”的表象之下，其精神

内核则可能恰恰是普遍主义化的“朋友关系”，因

此笔者拟将这种独特混合“朋友”与“同志”相糅

合的“同志关系”形态称之为“和谐式的同志关

系”，其根本指向在于较为普遍的社会他人之间

的和谐，而非抽象意义上的革命目标，其和谐价

值还是优先于革命目标。

在这种相当“和谐”的社会关系模式之中，虽

然普通人群之间工具性矛盾的相对消解，但讲究

“人缘”的中庸式人际实践并没有完全丧失运作

空间。在“和谐”伦理与“革命”伦理发生冲突的

“批评与自身批评”等组织活动中，维系关系和

谐、维护自我“人缘”的中庸实践还是优先于“知

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同志实践模式。因此，从

“和谐式的同志关系”的形成来看，50年代初期革

命国家温和式的革命伦理同志关系的建构实质

上并未成功，在这种关系模式当中本身就蕴涵着

传统“和谐伦理”与革命“同志伦理”之间的张力，

甚至这种“和谐式的同志关系”的形成很大程度

上还是借助了对儒家传统“利他和谐伦理”的有

效改造。③要言之，50年代初期在革命国家与基

层社会的彼此之间人际伦理权力的冲突中，基层

社会的传统人际伦理似乎还是占据了上风。革

命国家面对这种内在困境，在经济改造完成之后

逐步强化了系列政治社会运动，其对“同志关系”

的建构则逐步从温和走向极端，根本目标则指向

于凸显敌人面相的“同志／敌人”的阶级建构。

三、“同志／敌人”阶级建构强化的后果：

“积极分子／非积极分子”的模糊区隔

如上所述，50年代初期城市社会中同志关系

的建构尚未非常突出强调“敌人关系”的面向，这

种温和式的“同志关系”建构的结果是形成了独

特的“和谐式的同志关系”模式，开始带有普遍主

义色彩的儒家“利他和谐伦理”成为该社会关系

模式的核心基础。从革命国家的内在根本属性

而言，从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的政治运动不断

发展的基本目的，实质上正是要完成对基层社会

伦理及社会关系的全面改造，打破50年代初期逐

步形成的更多儒家利他传统的“和谐式的同志关

系”，而代之以阶级成分为标准的“斗争式的同志

关系”及其社会阶级建构。不断深入的政治运动

在社会区隔及单位内部实质上借助于某种法家

功利主义传统，的确打破了儒家传统人情化的

“和谐式的同志关系”，并发展了一批根正苗红的

“积极分子”，但仍存在着大量家庭出身较好的

“非积极分子”，其结果更多地还是塑造形成了

“积极分子／非积极分子”的模糊区隔。其中，普

通个体在政治运动中的命运，常常并不完全取决

于本人成分或家庭出身，而更多受到个体“人缘”

关系的影响。

（一）对“阶级斗争”中“成分”区隔及其社会

关系作用的理解

比较来看，城市中的敌对成分及家属是相对

少数的，50年代初期的“反革命”分子相继被镇

压，而城市中的小业主、资本家也就是小资产阶

级、民族资产阶级，仍然是属于人民（或者说“同

志”）的范畴，这是城市区别于农村的显著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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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不断的政治运动过程中，小资产阶级与民族

资产阶级也日益被树立为敌对面来维持“同志／

敌人”的阶级建构。非常有趣的是，笔者发现所

访谈的本人成分或家庭出身不好的一些个体往

往比较“老实”，注意把握好自身的表现分寸，受

到的政治冲击反而相对较小。

成分的确很重要，对个人来说是很重要的。

运动越往后，越靠近“文革”，成分就越重要，50年

代上大学主要还是看成绩，成分不好还不是太要

紧。到了60年代成分不好统统得靠边站了，成绩

再好也得看成分。我家里上一代是地主，我成分

就定成地主家属（即家庭出身——笔者注），成绩

很好，就是只让我读师范，不让报考好一点的大

学或专业，录取的时候都是要政审呐。……（和

其他同事）正常工作之间的合作还是比较顺利

的，也没有谁有意来欺负我什么。但是随着后来

运动越来越频繁，运动的规模也越来越大，人家

自然就开始避着我了啊。我们自己也得自觉点，

在工作之外通常也不主动和别人接触了，以免给

人家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文革”里面我基本还

好，没被什么批斗，大家对运动其实都有点厌倦

了。平时不得罪人，大伙一般也不会为难你。相

反，如果你平时比较嚣张，骄傲一点，经常得罪

人，哪怕成分好，都可能因为多说了一些话，被打

成“坏分子”，甚至“反革命”。特别是“反右”之

前，有些人不知天多高地多厚，得意张狂得很，非

要去批评这批评那，批评这些就是在批评领导的

工作，“反右”的时候领导把这些人的话定性成了

“反党反社会主义”……（个案M，中学老师，1939
年生，男，地主家庭出身）

我父亲是破落地主，不过我和我姐姐在解放

前就背叛家庭参加革命了。但是成分影响依然

很大，我本来就要入党了，肃反运动一来，就耽误

下来了，一直拖到62年才入党。而且虽然表现很

好，但一直都只是营级干部，再也没上去，比我迟

入伍的人有不少都是团级以上的干部了。……

在部队里头，阶级斗争为纲，与什么人交往组织

上一般都清楚，与人交往时成分出身也就要有所

考虑，但一般来说大家没得什么政治问题，也不

需要过多考虑。要说真正被打成右派的一些人，

包括后来反击右倾翻案风（被斗争）的一些人，并

不是因为家里面成分不好，大都是与领导关系比

较糟糕，说话办事比较我行我素的。里面不少人

还是成分低（好）的贫农、雇农，能力又强些，就比

较骄傲，常常不把领导放在眼里，说了一些批评

领导的话。当然也有一些解放前的“老革命”，提

出的批评也是从革命利益出发的。但领导就将

这些话界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这些人就戴

上了帽子，基本上就被赶出部队回家去了。像我

这样家里成分高（差）的，自己对自己都有认识，

晓得不能乱发言的，一般反而没事的。（个案S，军
人、离休干部，1931年生，男，地主家庭出身）

从以上的访谈材料来看，成分的重要性显然

得到了多数家庭出身不好者的承认，对其各自的

生活、家庭、学习、工作都产生了相当的负面影

响。这种建基于成分的社会阶级建构在 50年代

初期就开始建立起来了，并已经在升学、招工、入

伍、入党、提干等重要环节发挥作用，但真正的强

化应该还是始于1957年“反右”运动，之前不断强

化的成分认定机制为“文革”时期的“血统论”奠

定了基础。（高华，2005）但从本文的访谈材料来

看，多数成分或家庭出身欠佳者往往会“夹起尾

巴做人”，由于政治资本的欠缺往往趋于隐藏自

我，一旦处于被遗忘的角色也就相对安全了。当

然，成分或家庭出身对于人际关系的影响虽然不

是根本性的，但在政治运动越来越强化的影响下

还是有着比较明显的消极影响，本人成分或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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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身不好者往往会自觉减少自身的社会关系交

往，青少年群体中家庭出身欠佳者彼此之间更可

能形成好友圈子。与此同时，不少家庭出身不好

者还表示，自身平时“少表现”、“安分”一些，在政

治运动中反而比较平安，相反一些家庭出身优良

的积极分子却因为表现过于积极而可能成为政

治运动中的牺牲品。尤其是在“反右”运动中，一

些积极分子因为直接表达了意见特别是对领导

的批评而被打为“右派”，从而在以后的历次运动

中处于不利境地。

我父亲原来在一家小店里打杂，刚解放的时

候，父亲失业了，定的成分是城市贫民。那时候

我16岁了，只上过几年小学。刚解放的时候我很

积极的，成分虽然不是工人，但总算穷苦出身，我

就进了机关。我和一个远房亲戚原来关系挺好，

（他）可能是参加过国民党的三青团吧，给他定了

个历史问题，我对他很忌讳，就怕他影响了我。

可他还是老来找我，我真的是很没办法，最后只

好硬着头皮拉开脸叫他少来找我了……我顺利

入了党，但是不知道收敛自己，得罪的人挺多，尤

其是开组织会议的时候直接批评过一个顶头上

司，很不给他面子。当时的确不是对他个人有意

见，只是以为大家都是为了革命事业，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的。“反右”的时候他就抓住我一句话硬

把我打成了“中右”。自此以后，遇人说话办事就

非常注意分寸了，再被搞个什么更不得了了。这

种成分外面是看不出来的，只记录在档案里面，

不过后来“文革”的时候人家去冲击档案室，我的

这个成分人家就知道了，还被派下乡了。自从我

的成分内定后，我就主动与一些原来通信的表兄

妹就不再通信了，我怕连累别人。我开始那么积

极的时候，只是觉得革命光荣，后来我发现不少

人的动机和我不一样的，我就更想避开斗争、远

离运动了。（个案L，机关工作人员，1934年生，女，

城市贫民家庭出身，本人右派成分）

我祖辈都是做医生的，7岁的时候父母都不

在了。50年代的时候还是共产党培养我的，虽然

我的成分（指家庭出身——笔者注）是地主，工作

以后我居然还去上大学了，那个班都是全省各地

从事新闻工作的，是大专文凭吧，一共40个人，就

我一个是地主成分。……要说成分对我的影响，

是很大的。“文革”里面就有人斗我，要我承认参与

了所谓“五一六”反革命集团，要供出我的上线、下

线，我是死活不承认的了，被斗了两百多天，还好

我一直身体好，能吃苦，没被斗垮掉。说到底，我

觉得“文革”之前他们就有些排挤我，原因比较简

单，我能吃苦，起早贪黑的，夜里十二点一点才睡，

早上五点多就起来了，到处跑稿子，每个月我发的

稿子数量最多，稿子质量也好，每个月的好稿差不

多是报社里头最多的了。因此不少人可能看我

干得好，抢了他们的风头，就趁机用成分上的东

西来打击报复我。斗我最厉害的都是那些没真

本事的小人。他们在业务上不行，就搞这些旁门

歪道来打击人，中国人搞来搞去就这么回事情。

（个案Y，记者，1931年生，男，地主家庭出身）

由以上一些个案可以明显看出，在政治运动

过程中，政治“表现”可能是比家庭出身更重要的

决定因素。如在“反右”运动中，政治“表现”可能

更多地取决于之前“整风”运动中的个人“表现”，

特别是一些“积极分子”敢于直接批评单位领导

的，往往可能被打为“右派”分子。当然，个别家庭

出身不好而又要在工作方面积极表现的个体就更

容易在政治运动中遭到打击报复，特别是在“文

革”运动之中被理所当然的列为阶级敌人（如上述

个案Y）。如果我们进一步分析就可以发现，这里

所谓的政治“表现”实质上也是需要单位领导或群

众来加以评价的，因此评价过程中人际关系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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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性就日益凸显出来，“得罪人”的多少及程度往

往成为个体在政治运动中个人际遇的重要因素，

特别是与单位重要领导“关系”的好坏（很大程度

上亦即是否批评过单位重要领导）在“反右”运动

中是根本性的决定因素。以“反右”运动为标志，

人际关系中的和谐式、人情化互助的面相开始萎

缩了，人与人之间的“真话”交流大量减少，某种少

得罪人的“面子”式和谐更加占据主导地位。

我一直是做老师的，感觉就是刚解放的时候

人们关系还是比较融洽的，也没人怎么在意成

分的问题。“反右”以后就不行了，“反右”的时候

完不成指标，有些比较正派的人平时一直都是有

话就说的，而且一直也比较积极，以前给领导提

过意见的，就有可能被拉出来做了牺牲品。同事

之间就很少说真话了，彼此来往也就少了不少，

防止有麻烦。我身边有不少这样的例子，同事之

间有隔阂了，虽然搬家帮忙之类是可以的，但走

动还是少了不少，有话要放在肚子里。运动给人

的经验似乎就是凡事少出头，得要看看情况，遇

事能少得罪人就别得罪，尤其对领导是不能乱提

意见了。积极分子就更得小心点，最好和领导关

系都搞搞好，光靠成分红恐怕还是不行的。也有

年轻气盛成分又好的“红苗子”真的是“初生牛犊

不怕虎”，不把领导放在眼里，乱说乱批评的，结

果在运动里被领导整治了，当然由于成分好一般

不会给定成“反革命”的了，不少也就是“坏分子”

吧。如果成分再不好，还敢乱说话，就可能被打

成“反革命”了……我们这些人开始离这些运动

就比较远，不过绝大部分人后来都不敢积极了，

自己还有家里人没事就行了，遇人都得小心点，

该怎么做、说什么都得注意的。（个案Q，小学老

师，1930年生，女，小业主家庭出身）

我们家兄弟姐妹挺多的，其实家里挺穷的。

我老爸定的成分是民族资本家，那个公司估计就

相当于后来的糖烟酒公司，他其实只是一个小股

东，一共是有八个股东，他的股份最少，只不过是

当经理的。他原来只是一个小职员，老板看他能

力强、办事又很牢靠，就给了他大概三四百块钱

的股份，就成股东了。我们家人缘一直都很好，

我父亲在公司内外和人处得都好，公司上下都念

他好……就像我刚才说的，人缘很重要，要是你

以前和大家关系不好，在公司里面真的克扣工人

或者是在邻居面前摆架子，人家肯定要借运动的

机会来整你，或者是报复你！我们家人缘挺好

的，我父亲解放后为人处事也很周到，别人对我

们也都挺客气的。解放后也没什么钱了，我妈还

给人家洗衣服赚点钱，人家也都看得到，“文革”

也没人到我们家来抄东西的了。和我父亲以前

在一起的一个股东，自以为是老板，一直看不起

工人，解放后还是与工会领导矛盾很大，“反右”

的时候就被打成“右派”了。（个案 W，营业员，

1949年生，女，资本家家庭出身）

由此，我们可以更为清晰地感受到个体在单

位中的社会关系状况或者说“人缘”优劣在诸次

政治运动中的重要性。一般成分或家庭出身不

好的个体比较注意隐藏自我，而一些冲在运动前

线的积极分子往往冲锋陷阵而“人缘”不佳，反倒

更可能成为历次政治运动的牺牲品。当然，这在

不同的历史阶段可能也是有所区别的，在“反右”

运动中，基层领导权威还是比较充足的，因此与

重要领导的关系状况往往具有更大的决定性，而

在之后不断发展的群众运动特别是到“文革”运

动中，基层领导权威被大大削弱了，与普通群众

的“人缘”关系就更加占据支配性的地位。无论

如何，某种“积极分子／非积极分子”的区隔在阶

级斗争不断强化的政治运动过程中日益凸显，特

别对于年轻人而言，家庭出身欠佳者基本被剥夺

49



□

2017/02 开 放 时 代

了成为“积极分子”的资格，而家庭出身优良者特

别是“红五类”才具有成为“积极分子”的资格。

总体来看，城市中成分优良者之中，革命成分及

其家属中纯粹工人成分的并不是很多，而更多的

原来是在小业主处打工的“店员”与失业的“城市

贫民”成分，1949年之后就业的工人大多也出身

于这些普通“店员”或者“城市贫民”的较好成分

家庭。其中，多数家庭出身较好的个体还是属于

普通“非积极分子”，一些个体的经历与说法始终

说明了传统人情化关系认知的优先性。

要说到成分，刚解放的时候在城市影响还不

算大。但后来开始搞运动了，并且越来越多，成

分对个人命运前途影响就很大了，但要说私人交

往关系可能影响不是很大的，当然如果你要是积

极分子，想要入党就要注意，甚至有一些人要和

自己原来的一些亲戚朋友划清界限……有的工

人无意中乱说话，或者干活不认真，有点小偷小

摸的，都有可能随时在运动里头被批斗。还有的

时候，你跟领导，比如车间主任关系很糟糕，也可

能在运动里面被揪出来的。“反右”开始被批斗的

倒是两个技术员，家里头成分也就一般，可能因

为有知识、有技术吧，平时比较尊贵，也比较清高

吧，总会有些“红眼病”对他们看不顺的，找来找

去一般总不会找到我们这些小兵身上吧！我们

单位里头一些“成分”不好的，一直都比较乖巧，

他们平时很谨慎，和别人来往也不多，大家对他

们实际上也没的多少意见，只不过保持点距离就

行了。他们反而没出大事情，“文革”的时候只有

一个成分高（差）的逃不过，受了点罪，被拉出来

斗了两把，很快也就没事了……（个案 C，工人，

1935年生，男，城市贫民家庭出身）

解放前我就在无锡做学徒了，因为成分好，

人又比较积极，后来就做了厂长，现在是退休

了。刚解放的时候工人里面是不问什么成分的，

大家互相帮忙是不管对方是个什么出身的，人际

关系都挺好的，人情味比现在要好得多。后来

“反右”以后，成分就越来越重要了，成分过糟的，

可能一辈子也就完了。我对成分不好的人没有

什么偏见，其中不少人都比较能干或有点技术

的，也不会给我们找麻烦的。当然你要说解放的

时候镇压的那批阶级敌人，肯定是有必要的啊。

当时社会比较乱，普通百姓拿一些无赖恶霸没办

法，就连我们这里比较发达的地方还有土匪出

没，刚解放时这些家伙被铲除了，真是大快人

心！但后来运动里面还要搞批斗啊，有指标啊，

我没办法啊，嘿嘿，后来我就把那些不听话的不

怎么肯干活的懒蛋给揪出来凑数吧，这些调皮捣

蛋的落后分子不少还被打成了“坏分子”……（个

案D，厂长，1934年生，男，本人工人成分）

可见，一些家庭出身优良的个体其实并不一

定就自动成为“积极分子”，相反其中多数人还是

成为较为冷漠的普通群众。这种“政治觉悟”的

差别可能有着个人人格的作用，但在他们的个人

回忆与感受中，这样不表现的行为反而是比较安

全的，尤其是中等以下的家庭出身本身是比较保

险的，虽然没有积极向上的政治热情，但不积极

的行为也不会导致不良后果（如以上个案C）。所

访谈的一些基层领导也谈及他们对家庭出身不

好的个体特别是技术人员并没有什么偏见，而更

多地常常是将一些调皮捣蛋的“落后分子”定为

“坏分子”（“坏分子”中不少人的成分是没有问题

甚至是较好的，但因为日常的言语行为与工作表

现，包括在工作之外的偷窃、流氓等准刑事行为

而被界定为“坏分子”），这些个体的“表现”较差，

往往也“人缘”不佳（见以上个案D）。事实上，“非

积极分子”的普通群众主要是指某种政治层面的

非积极性，而极少数“落后分子”则表现为工作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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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的彻底消极乃至“无赖”，从而极可能成为

政治运动冲击中的“异类”。与之相反，一些“人

缘”较好的资本家及技术员在政治冲击程度及斗

争烈度等方面则可能相对较小：

解放前我就打工了，没人看得起我们，而且

待遇也没得保障。解放后有了工会组织，我们真

的感到地位不一样，为自己是工人很是自豪啊！

有些老板挺刻薄，工会当然不会对他们客气的。

但是老板也不都是坏人，我最后待的那个店的老

板原来是白手起家的，挺能吃苦的，对我们大家

都不错，解放后搞合作化也比较自觉，我们也就

不愿意找人家麻烦……后来的运动里面，一些技

术员也被确定（成）批斗对象，里面不少人有能力

有技术，以前人家待我们也很好，没什么臭架子

的。我们也就喊喊意思一下，做做样子就算了。

一般是不会拿我们工人自己作批斗对象的，除了

少数调皮捣蛋的家伙会被揪出来。记得“文革”

一段时间每天下班了，我还负责看着两个技术员

读毛选，其实人家肯定看得懂，我是大老粗。他

们白天负责打扫厕所的，挺累的，很可怜，我看天

冷啊，没什么人的时候就让他们早点走了，我自

己也好回家。“文革”以后人家都当工程师了，对

我这个老木匠还是很尊重啊，其实就因为那时候

我对他们挺好的。成分这东西挺玄，我说不准，

我们看人很少看成分的。我其实只是成分好，算

不上积极分子吧。“文革”前的积极分子里面，一

部分是比较稳重，能干点儿事情的，也能往上升

的；还有一部分就是比较“油”的，借着运动的招

牌给自己添资本的，这些比较“油”的大部分与领

导冲突比较大，被领导打击，后来到“文革”里面

这两派就斗得比较厉害了。

（笔者问：积极分子与非积极分子之间的关

系怎么样，有没有什么冲突？）这个还好，冲突一

般是不会有的，就是来往少，越到“文革”后期积

极分子越来越少了。积不积极也是相对的，运动

太厉害了，大家都不敢太积极了，但也不能太消

极了，政治学习很重要哎，每次都要准点参加的

啊，反正跟着大家一起读文章了。“文革”后来，下

面也不太斗了，大部分就是报纸上面斗哪个大人

物，大家开会照着报纸读就行了。大家慢慢开始

考虑个人利益了，比如说托关系帮小孩找个好点

的工作啦，如果有一些熟人朋友，个人状况就不

一样了。（个案 F，工人，1932年生，男，本人店员

成分）

总之，一些比较“人情化”的非积极分子往往

在社会交往上并不太看重阶级成分及家庭出身，

只有那些积极要求上进、寻求提拔的积极分子才

会在社会关系方面相当注重成分的区隔问题。

亦即传统的“朋友”、“感情”的社会关系认知似乎

还是要占据上风，普通人在内心中往往并不认同

成分标准及其阶级建构，成分筛查的阶级建构在

社会意义上并没有完全替代传统的社会认知与

社会关系标准。当然，成分与家庭出身伴随着政

治运动的不断强化，实质上所借助的某种法家功

利主义传统，还是有效打击了儒家传统利他互助

的人情化社会关系模式，整体层面的社会关系交

往大量萎缩了。就深层的文化传统而言，随着阶

级斗争的不断强化，“非积极分子”的普通人更多

的只是尽量不去斗争他人，或至多在可能的范围

内保护自己心中的“好人”，但他们更多地还是趋

于某种道家中庸式的“自保主义”；在相当多数自

利型的“积极分子”的行为方式之中，则呈现出某

种法家功利传统的深层影响，很大程度上消解了

儒家人情化的人伦关系。由此，以成分及家庭出

身为基础的“同志／敌人”的阶级建构虽然没有

全面成功，但借助于某种法家功利传统的作用，

进而塑造了一批“积极分子”，其结果是在各个单

位组织内部形成了“积极分子／非积极分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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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糊区隔，并随着政治运动的不断强化而使得

“非积极分子”愈发成为基层单位中的主流人群。

（二）从“同志／敌人”的强化建构到“积极分

子／非积极分子”的模糊区隔

在 50年代初期温和式的“同志关系”的建构

过程中，突出“敌人”面向的成分区隔至少在城市

社会中还不是特别明显，由此所形成的却是一种

对传统人情伦理加以适当改造扩展而成的“和谐

式的同志关系”。随着1957年“反右”政治运动的

展开，革命国家力图强化以成分为标准的“同志

／敌人”的阶级建构，其实质是希望用阶级斗争

来强化志同道合的革命伦理，运用“斗争式的同

志关系”来取代“和谐式的同志关系”，以期完成

革命同志人际伦理对传统和谐人际伦理的完全

改造。不可否认的是，随着政治运动与阶级斗争

的强化，直接交往的私人关系尤其是同事交往关

系在一段时期内的确减少了（见前文个案L、Q）。

50年代，逐步确立的“单位制”对工具性资源的有

限供给使得亲戚朋友之间的工具交往关系减少

了，而同事关系作为单位体制所建构的新型社会

关系，成为与邻居关系相近似的非常重要的人际

关系形态，并且是“同志关系”构建的最主要的

关系对象。但在“反右”这样的政治运动开展之

后，诸如同事关系之间的直接交往也受到了相当

大的冲击，带有普遍主义色彩的儒家“利他和谐

伦理”的人际实践开始崩溃，社会信任度的明显

降低使得“和谐式的同志关系”模式出现了瓦解

的迹象。

在这样一个比较独特的历史时期中，成分及

家庭出身对个人各方面的确有着重要影响，个人

的就学、就业、参军、入党、提干，乃至于个人婚姻

等关涉前途的大事都与本人成分及家庭出身直

接挂钩，个人三代以内血亲及主要社会关系的成

分都要经过政审，“小业主”也就是小资产阶级以

上家庭出身的个体发展都受到了一定的控制。

家庭出身不好的个体无论如何“表现”，其发展总

归受到很大的限制。但如果具体到个体的人际

交往，某些成分较差及有“历史问题”的个体的人

际交往的确受到了较大影响，人们不得不考虑现

实的政治原因而在他人在场时表现出与成分不

好乃至有“历史问题”个体之间的某种距离，特别

是“历史问题”的重要性常常是要超过一般的成

分问题。但从总体而言，我们似乎可以认为，以

成分为标准的“同志／敌人”的二元建构显然并

不成功，这样的设置更多地还是停留在了外在的

制度化层面，多数普通群众能清楚地认识到成分

及家庭出身对于个体及其社会关系交往的重要

性，但往往内心并不真正认同。进言之，以成分

为标准的“同志／敌人”的二元阶级建构对城市

基层社会中普通群众的人际认知影响始终有限，

可能并没有真正嵌入于多数普通人的心智结构

之中。

当然，这也取决于个体的政治态度，在不断

的政治运动中还是有一部分积极分子在人际交

往中相当注重成分的因素（如个案L）。对一些积

极分子而言，除了本人成分对其个人前途的影响

外，与何人交往也是一个重要的参考因素，因此

要与成分不好特别是与有历史问题的个体划清

界限。对于大多数非积极分子的普通群众而言，

他们虽然有时也要和敌对成分的“黑五类”保持

距离，但内心往往对他们并没有什么歧视。对于

小业主及以上成分这样家庭出身不好的个体而

言，他们是不为组织所欢迎的，因此很难成为积

极分子，他们几乎不可避免地成为非积极分子。

在占人口大多数的工人与城市贫民之中，也开始

出现了积极分子与非积极分子之间的区隔，当然

积极分子在 50年代初期的社会主义经济改造过

程中已经大量涌现，早期积极分子的革命理想主

义色彩通常更为明显，其中部分积极分子逐步成

长为基层领导干部（如个案D），但也有部分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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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则在“后右”运动中受挫（如个案 L）。而在

“单位制”巩固以后，在不断的政治运动中“和谐

式的同志关系”模式趋于终结，所发展的相当多

数积极分子则更多可能表现出私己功利主义的

特征，积极分子与非积极分子（即普通群众）之间

开始出现了相对模糊的社会区隔，这是政治运动

深化之后单位制中社会关系改造的主要后果。

华尔德（1996）的研究较早关注到了积极分

子与非积极分子的分野，他认为在领导与积极分

子之间形成了一种工具性的互惠庇护关系，从而

形成了介于传统与制度之间的“有原则的任人唯

亲制度”。并且他认为在积极分子与非积极分子

之间已经形成了某种敌视性的对抗，这种界限清

晰的对抗缓解了领导与非积极分子（即多数群

众）之间的冲突（华尔德，1996：187-192）。但在

本文调查中，笔者却发现“非积极分子”之中还存

在着某些工作、生活中的“落后分子”，而“积极分

子”与“非积极分子”之间只是形成了一种相对模

糊的区隔关系，积极分子与非积极分子只是不大

来往而已，而并没有形成相互仇视的对抗性关

系。笔者对此的解释是，华尔德研究的访谈对象

主要是大陆到香港的移民，这些移民有可能带有

比较强的政治价值取向，从而使得访谈材料出现

了相当程度的偏差。某种程度上，积极分子内部

的分化与矛盾可能更为明显，一些原则型、比较

有革命理想的积极分子与普通群众的关系应该

还是相对和谐的，而张扬型、自利型的积极分子

则是为众人所厌恶的，积极分子内部同样也逐步

形成了不同类型的差异。

积极分子里面，有一些太过直白了，在“反

右”里面就被打下来了，还有一些是说话办事比

较谨慎的，和领导关系好的，那时候不少领导人

还不错的，这些人（应指积极分子及单位领导

——笔者注）与大家关系还好。还有一些积极分

子则是太好胜了，那时候物质上奖励基本没得，

但每年都要评先进，也都有指标的，大家其实还

是蛮想要的。去年已经评上了，就应该今年让给

旁的人，一些太出头的积极分子仗着自己底子

好，还在争，总归就和群众比较紧张了。我们与

这些人之间界限比较清的，反正“积极分子”一般

都在风浪口上，不太安全。（个案X，工厂调度员，

1924年生，男，地主家庭出身）

积极分子与我们之间的距离其实是比较大

的，我们和他们不大来往的。当然我们和他们也

没什么冲突，他们里面不少骨干分子就是和领导

靠得近，干活还都是很认真负责的，干了事情有

功劳也不抢在前面，都是一些比较慎重的“稳重

人”，我们对他们还是比较敬重的。还有一些成

分好的仗着自己成分好，就对大家指手画脚的，

与一般群众很合不来。也没见他干什么事情，自

以为根正苗红，每次一有什么先进工作者，他就

都抢在前面争了，我们对这些人大都也是看不惯

的。现在大家当然都是要实惠的了，哪个也不在

乎那种形式上的奖状了。那个时候的人都很看

重这种荣誉的，拿到个奖状都很开心的，而且实

际上评上了先进，入党、提干也容易的。其实后

来运动厉害的时候，这些出风头的人也没什么好

下场的，万一说错了话、生活作风有问题了，一旦

被揭发出来了，大家对他们斗起来就不会手下留

情的了。（个案H，小业主，1930年生，男，小业主

家庭出身）

进一步来看，单位领导与积极分子之间的工

具性互惠主要集中在任职提干与个人效忠方

面。但总体而言，尤其是在“文革”之前，考虑到

职工权益的有效维护与级别工资的有限差距，基

层组织单位普通干部与一般职工的工具性资源

分配总体上还是比较平均的，特别是在一般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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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工人的相对收入是比较高的，普通职工与一

般干部在工资收入、住房分配、教育医疗等收入

或福利等方面并没有形成质的差别。单位组织

领导对积极分子的吸引诸如评先进、入党、提干

等诸多方面，其本质上应该还是可以归之为象征

性资源，亦即单位领导对积极分子的吸引更多是

通过象征性资源来达成的。因此，“积极分子／

非积极分子”区隔得以形成与维持，在深层意义

上是单位组织对其掌控的集体性的象征性资源

的不平均分配的后果。④总之，“反右”等政治运

动的开展是要建构“同志／敌人”二元对抗的阶

级区隔，在带有儒家利他普遍主义色彩的“和谐

式的同志关系”模式趋于瓦解后，虽然去人情化

的法家功利主义人际实践在“积极分子”群体中

逐步抬头，但在多数“非积极分子”群体中占据主

流的还是“人缘”取向的道家自保主义人际实践，

并在社会关系交往方面趋于形成“积极分子／非

积极分子（即普通群众）”之间的模糊区隔。

四、政治运动进程与“人缘”取向的

自保式中庸人际实践的内在关联

如上所述，“同志／敌人”的刚性阶级建构的

结果是“积极分子／非积极分子（普通群众）”的

模糊区隔，然则上述“积极分子／非积极分子”的

模糊区隔始终不是革命国家进行社会改造的终

极目标。为了将广大普通群众的革命积极性进

一步充分调动起来，不断寻求“阶级敌人”的政治

运动只有不断地深入发展并走向高潮，这是以阶

级斗争为指向的革命逻辑的必然结果。我们也

可以认为革命国家不断强化的政治运动，其初始

动机可能是要进一步吸引及选拔“非积极分子”

中的成分优良者，使其主动地成为革命接班人的

“积极分子”，进而进一步通过全民的政治狂热与

领袖崇拜建构起敌我二分“同志／敌人”的阶级

建构。但其实质后果往往是导致某些过于积极

的“积极分子”成为众矢之的，进而可能成为历次

政治运动的牺牲品，特别是“文革”运动的充分开

展使得基层领导权威受到较大冲击，一些缺乏群

众基础、“人缘”较差的基层领导及积极分子往往

首当其冲地成为被群众冲击的对象。由此，过度

狂热的政治运动反而催生了更为保守的文化传

统，基层社会在“造反派”与“保皇派”你死我活的

斗争表象之下，“积极分子”向“非积极分子”的回

流成为一种基本常态，以广大“逍遥派”为代表、

“人缘”取向的道家自保式中庸人际实践反而更

为广泛盛行，这也就预示着政治运动所依赖的社

会基础的最终终结。

（一）“人缘”差异再生产与政治运动进程的

作用关联

事实上，1949年之后的阶级斗争已然渗透着

1949年之前的人际脉络。黄宗智（1998）对 1949
年前后农村土改中的阶级斗争研究也表明，在华

北相当部分的农村地区，土改过程中地主等阶级

敌人的选择往往并不取决于经济成分的标准，而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体在群体中的人际关系状

况。同样，在城市地区随着政治运动的深入，一

些资本家或是地主成分的个体及其家属如果

1949年前“人缘”较好，50年代初期往往受到冲击

较小，一般在后续的政治运动中通常也是相对安

全的。但一些成分或家庭出身不好且“人缘”比

较糟糕的个体就相当危险了，这些人中一部分可

能是由于经济工具利益上对工人太过刻薄，从而

积有民怨；或者是自己架子太大、根本看不起普

通工人，在直接互动的象征性资源层面触犯了众

怒。在 50年代初期阶级斗争相对较弱的城市社

会中，这些人可能只是被确定为“剥削分子”的典

型代表。而在1957年“反右”运动以后，成分标准

作为阶级建构日益凸显，家庭出身不好的个体说

话做事大多更加小心翼翼，默默无闻地躲在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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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的边缘，其中很多人得以躲避政治斗争。即

使其中一些个体没有逃过斗争，由于较少得罪他

人特别是领导，往往也都是有惊无险而没有遭受

到严厉批斗。但如果成分或家庭出身不好还不

甘于默默无闻，在工作或才能等方面显示出高人

一等，在运动中则是相当危险的。

如前所述，从“反右”运动开始，就开始有指

标任务的压力存在了。一些家庭出身或本人成

分不好的个体并不一定即遭厄运，因为他们往往

是默默无闻的，对待他人的态度上无疑是“客客

气气”、“谨小慎微”的，生怕自己一句多话得罪了

他人，至少大多能维持一般性以上的“人缘”状

况，即使发生了小规模的批斗通常也能够平安度

过。笔者发现反而是那些与群众隔阂比较大，

“人缘”较差的个体极可能被领导或群众拉出来

作为斗争对象，以完成上级“指标化”的任务压

力，这些人如果从阶级成分的标准来看，大多是

没有问题的，可见政治运动阶级斗争的对象选择

某种程度上并不主要取决于成分，更多地可能还

是要取决于个人的具体“表现”及其由此进一步

所形成的“人缘”状况。总之，在基层不断寻求

“敌人”的过程往往已经考虑了各方面关系的和

谐与平衡，确定“恰当”的“阶级敌人”并不是严格

地依照经济或政治标准，而更多可能是沿循着既

有的“人缘”脉络来寻找“替罪羊”。特别在“文

革”之前，这样的情形应该更为明显。如果就本

调查的访谈个案进行一下具体分析，大致有如下

几种情形。

第一，在积极分子当中，有一些成分优良的

工农子弟自恃是根正苗红的“红苗子”，往往年轻

气盛，“初生牛犊不怕虎”，什么都敢发表意见，领

导都不放在眼里，与群众关系也比较紧张，从而

很可能因为说错话而被领导或群众揪出来成为

批斗对象，这些对象往往被群众批斗的程度相当

厉害，有的甚至可能因为某些言语或行为被确定

为“右派”分子乃至“反革命”分子（见上文个案Q、

M、S）。从根本上看，这种“张狂型”积极分子往往

在直接的人际互动中没有遵循“对他人正面评价”

的“象征性资源利他”互动规则，而过度注意自我

表现，损害了他人的象征性资源，其所犯的“众

怒”是不言而喻的。其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在“反

右运动”中，大量“右派”分子都是以前在“批评与

自我批评”的组织活动乃至日常互动中，在象征

性资源层面上得罪了群众尤其是得罪领导的一

些“口无遮拦”的积极分子（见上文个案L、M）。
第二，一些过于认真、坚持原则的“老革命”

式的党员或者积极分子，由于缺乏变通，直接批

评某些问题或者保护了其他一些被批斗者，就有

可能得罪领导或一些重要人物甚至多数群众，大

都也厄运难逃（如下文个案N）。这些“原则型”的

积极分子或革命者基本没有自我“私利”或“私

德”性关系的涉入，往往本着“大公无私”的革命

事业的标准而坚持“公德”、维护“公利”，但他们

可能忽视了在人际和谐压力面前的变通，从而导

致自身“人缘”非常糟糕，这些人被当作阶级斗争

的“替罪羊”的情况是很常见的（“反右倾”运动中

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居多）。由于常常是政治斗

争的牺牲品，因此其斗争烈度往往较重，他们本

人则非常难于理解或者深感痛苦。

第三，相当一部分“自利型”的积极分子在每

次评选“先进”工作者等荣誉时都不肯适当退让，

普通群众或者其他积极分子对他们意见都较大，

比较容易被人盯上而在运动中成为替罪羊（见上

文个案X）。还有一些技术人员或者知识分子有

可能因为在工作生产中能力表现的相对出众而

遭到嫉妒，同时技术人员或知识分子往往成分不

好从而成为运动过程中的“替罪羊”（见上文个案

C、F）。总体来看，这些个体的共同特征是，在缺

乏流动的单位群体性格局之中，他们大多占有了

比较多的象征性资源：前者“过红”，占据了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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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党、提干的机会，其拥有的象征性资源主要是

来自于组织集体分配；而后者“过专”，也有着较

多的发展机会，其象征性资源则更多是来自个体

自我生产。这些“出头鸟”所占有的较多资源是

与普通群众的平均主义文化心理相悖的，从而由

于“人缘”较差，也比较容易在后续的政治运动中

被选定为斗争对象或受到较大冲击（“社会主义

教育运动”乃至“文革”中的被斗争对象）。

第四，在非积极分子之中，大多数是比较安

分守己、循规蹈矩的普通群众。但也存在一些干

活拖拉、调皮捣蛋、小偷小摸的“落后分子”，在政

治运动中也是非常危险的，还有就是“生活作风”

问题也可能成为被批斗的重要原因。这些人通

常被领导与群众选定为“坏分子”的成分来完成

指标，平时无运动时无事，运动期间往往就成为

专门应付运动的批斗对象（见上文个案C、D）。从

本质上看，这些个体在缺乏流动的群体性格局之

中，或者是在集体工具性资源生产过程中过于落

后，占了群体其他成员的“便宜”，或者是在个体

私人象征性资源生产过程中有很不光彩的行为

举止，当然两类问题常常在多数“落后分子”身上

可能都有所体现。而在政治化的社会形态中，所

有工作乃至于生活中的行为表现统统都被作为

一种政治表现来处理，因此单位领导及群众在寻

找阶级敌人的过程中非常容易聚焦到这些个体，

但其斗争烈度可能相对较轻（“社会主义教育运

动”中的“坏分子”）。

无论是“积极分子”还是“非积极分子”（即普

通群众），大多数人在政治运动过程中与他人的

直接交往与间接相处过程中，往往本着尽量少得

罪人的原则行事，从而能够比较有效地规避政治

风险。“积极分子”中最终能够入党乃至提干的，

大都与领导及群众关系比较良好，做事谨小慎

微，比较能够紧跟形势，有意见也不会随便乱发

言，面对“先进工作者”等集体象征性资源的分配

懂得适度的退让。同时他们也能够适当变通，实

质上他们正是一些能够适应环境、懂得适度权宜

变通的“稳当人”、“灵活人”（见上文个案X、H）。

而“非积极分子”中大部分普通群众在工作中也

是比较认真的，在生活中往往也是安分守己、循

规蹈矩的。他们的普遍经验就是少得罪人，尤其

是尽量不要得罪领导，遇人说话办事都要把握分

寸，这是笔者所访谈到的大多数被访谈者自身的

生存状态。应该说，积极分子有了较好的人缘，可

以退而保政治安全、进而求政治发展；而普通群众

维持一般的人缘则至少可以保证自身的政治安

全。过于积极的“积极分子”与普通群众中太不积

极的“落后分子”往往都“人缘”较差，由此很容易

在政治运动中深陷囹圄。比较而言，“积极分子”

彼此之间的利益冲突也较为纷杂，在政治运动中

往往要承受更大的政治风险；而大多数“非积极

分子”的普通群众只要“表现”平平、维持一般“人

缘”，往往就能得以在运动中达到“自保”的目的。

刚开始，成分还不是很重要，资本家也是要

团结合作的，后来对成分越来越关注，每个人的

入党、升学、提拔都要考察成分（应包括家庭

出身——笔者注）。运动一来，以前有历史问题

的家伙就可能吓得够呛。但是一般同事交往中

恐怕还是看彼此合不合得来为多，不是很看重成

分的。像我这样的人也比较多，成分比较红，但

也不想被提拔，所以对这个不是很关注的了。我

们一些同事大都是离得远一些。积极分子的风

险是比较大的，需要紧跟形势、要和领导一条心，

有时上面的政策变化很快的。如果只是停留在

原有的政策上，就可能要“过时”，尤其会说是犯

了“右倾”错误；而一些太嚣张跋扈的人自以为了

不起，看不起旁人，甚至领导都不放在眼里，更不

要说一般群众了，有什么“先进工作者”的奖励都

要争，生怕自己吃亏。这些人往往说话太多，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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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在运动里头出事。但也有一些“灵活人”成

分好，又能跟各个领导都搞好关系，也不轻易去

得罪别人，按照领导的意思搞运动，工作上也挺

能吃苦，干得多说得比较少，慢慢就能提拔上去

了。组织上当然是鼓励个人要积极上进的，这不

仅要靠成分，还要看政治表现，搞运动的风险比

较大的，我们这些人经不起，只要不出事就好

了。到了“文革”里面，厂里头同事交往都很少，

其实大多数人都更怕运动了，不少能折腾的人都

是些有名的“猴子”，我们都尽量躲得远一点。（个

案E，工人，1935年生，男，工人家庭出身）

因此，我们可以基本认为以政治倾向为标准

的“积极分子”与“非积极分子”内部并不是铁板

一块，其中存在着的种种分化使得两者彼此之间

并没有形成明显的对抗关系，而只是一种比较模

糊的区隔。相反，在单位组织这种缺乏流动的群

体性格局中，真正存在的对抗则是多数群众及一

部分积极分子对少数“异端”的群众及另一部分

“极端”积极分子进行的斗争，其实质依然是缺乏

流动的群体性格局中的多数人对少数“人缘”较

差个体的排挤打击过程。与多数群众关系较好

的一部分积极分子通常就是上面提到的“稳重

型”积极分子，而另一部分“极端”积极分子则是

以上各种缺乏中庸策略的“张狂型”、“自利型”、

“原则型”个体，而群众中的少数“异端”则主要是

指在工具资源生产或象征资源生产中的“落后分

子”，但也有少数工作表现比较突出的知识分子

与技术人员。

在 50年代初期的“和谐式的同志关系”模式

之中，工具性资源矛盾已大量消解，从而为利他

和谐伦理的充分实践提供了条件。利益矛盾的

相对消解曾经使得中庸式人际实践一定程度上

萎缩了，并对“人缘”差异的再生产机制产生了一

定的冲击，使得不同个体间的“人缘”差异有着抹

平化的趋势。但在诸如“批评与自我批评”之类

的组织活动中，一些“张狂型”的积极分子可能是

为了自我表现、也可能是为了革命理想而直接批

评他人与领导，不少这些个体或许自身没有认识

到其行为的严重性，或许认为自己的行为是为了

志同道合的革命事业，而对自己较为糟糕的人际

状况并不是非常在意。当“反右”运动到来之后，

快言快语的“张狂型”积极分子（其中多数正是平

时“乱说乱动”的知识分子）率先成为被批斗的对

象，其一些可能只是针对工作单位或领导的“过

激”言语或举动，正好可以用来作为其“反党反社

会主义”的佐证。当然这不是说，“反右”运动的

开展本身就是以这批人为指向的；只是在50年代

初期比较和谐的社会状况下，人际矛盾相对较

小，相对而言这批人成为完成指标性任务的最合

适人选，从而为“反右运动”的顺利开展及其在基

层社会的合法性埋下了伏笔。⑤

在此后“反右倾”、“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政

治运动⑥的进一步开展中，基层寻求阶级“敌人”

的过程本质上依然借助于“人缘”差异的再生产

机制。50年代初期革命国家通过单位制实现了

对工具性资源的有效控制，至少在“文革”之前，

各级单位组织通常对个人工具性资源的供给相

当有限，私人之间的工具性交换大量减少，同时

单位组织内部的工具资源分配通常是比较平均

的，由此大量消解了工具性资源交换与分配中的

人际矛盾。随着单位组织的群体性格局生产方

式的巩固，“大锅饭”式的供给制尽管使得群体中

一般个体的工具性资源占有量有限而平均，但不

同个体在工具生产过程中的贡献还是不可避免

地会出现差异，而这种差异必然要影响到个体在

群体性格局中的“人缘”状况。特别是在工作中

偷懒、怠工这些行为往往会被上升为思想道德及

政治立场上的“表现”问题，而其实质则在于这些

“落后分子”在工具性资源生产过程中“搭便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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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便宜”了，从而触怒了群体中的多数群众乃至

单位领导，从而导致“自我”人缘状况较为糟糕，

这就很有可能在后续的政治运动中成为完成指

标任务的“牺牲品”。

从象征性资源的交换及分配而言，“反右”运

动给绝大多数个体的经验就是少批评他人、批评

实际问题，而更多地给他人与现实情况以正面评

价。此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学习组织活动也

日趋形式化，绝大多数人甚至非常注意自己在其

他生活场域下的言行。亦即人际互动中象征性

资源的互惠交换应该更加趋于传统的形式化正

面性评价原则。然而，伴随着革命生产意识形态

及阶级建构的不断强化，单位集体逐步开展了日

常性的“先进工作者”评比等活动，其实质在于单

位组织急需通过集体象征性资源的吸引来动员

普通群众的革命积极性，以力图将一般性的普通

群众都改造为心向革命事业的“革命同志”。当

然，各单位“先进工作者”的日常评比活动也是有

着指标化限制，这种指标化限制是确保集体分配

的象征性资源稀缺性的必要措施，但指标化的措

施同时也就造成了集体象征性资源分配的不平

均与差异化。并且对这种集体荣誉的占有又会

成为普通个体入党、提干的政治资本，而入党、提

干在相当长时期内也是积极分子内部互相争夺

的主要资源，但其当时更多地也可以归之为象征

性资源。明智的积极分子在竞争这些稀缺性的

象征性资源的过程中，通常能够适可而止而将某

些机会让给他人，但也有些“自利型”的积极分子

过于追逐这些集体象征性资源而不能退让，他们

可能由此而得罪了一大批其他积极分子及普通

群众，从而导致其“人缘”状况是相当糟糕，这样

的“出头鸟”在政治运动斗争中常常也是相当危

险的。

从象征性资源的生产层面而言，在日常的工

作与生活过程之中，各个体由工作能力、生活道

德而自身生产出来的象征性资源的数量必然是

有所差异的，这些也是革命国家通过单位组织所

不能够完全控制的。个体生产象征性资源过多

的个体无疑会遭到普通群众的嫉妒，如一些知识

分子、技术员就由于自我生产了较多的象征性资

源而“人缘”紧张，如果再有什么“清高”的言行举

止而在日常互动中对普通工人群众的象征性资

源有所侵犯的话，就更有可能被选择为政治斗争

的对象（见上文个案 C）。⑦需要注意的是，由于

知识分子的教育水平较高，其原有成分或家庭出

身也大都不好，在这样的情形下，一些被批斗的

知识分子表面看来可能是自身成分或家庭出身

不好，实质上批斗的激烈程度可能还是在取决于

其自我能力的展示损害了他人的象征性资源（如

个案Y）。此外，个体所生产象征性资源占有量过

少的一些个体也必然是为众人所不喜的，他们往

往违反了多数人的行为规范，比如一些“小偷小

摸”乃至工作之外的“生活作风”问题者往往也被

作为另一种形式的“落后分子”的代表，他们的

“人缘”状况一般也比较糟糕，而很容易成为政治

运动的斗争对象。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基本可以认定在影响

群体性格局中人际和谐与个体“人缘”的六条路

径过程中，工具性资源的相对平均分配及有限供

给，使得工具性资源分配与交换过程中产生人际

矛盾的可能性较小；而工具性资源生产以及象征

性资源生产、交换及分配等四项过程中始终还是

可能产生一定的人际矛盾，从而威胁到了人际和

谐，成为不同个体之间“人缘”差异再生产的重要

因素，以上一些“人缘”较差的个体正是在这四项

过程中的某一项或几项过程中，对自我利益需求

未能作适当节制的后果。当然在革命价值的诉

求下，也有一些毫无私利的积极分子或革命者为

了革命目标而在以上四项过程的某一项或几项

过程中得罪了他人，这些“原则型”积极分子往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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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人缘”较差而最终成为斗争对象（如个案 L）。

而在随后间歇不断的政治运动中，又有一批能够

为革命事业而“大公无私”的积极分子及领导干

部也由于坚守革命原则，敢于讲真话或反映实际

情况，从而成为“反右倾”乃至“文革”运动的斗争

对象（如个案N）。这样，革命理想主义者对革命

事业的信心往往也随之衰减，从而使得革命建设

所赖以维持的一批中坚力量遭到了削弱。

进言之，50年代随着“单位制”的逐步确立，

尽管各级单位组织逐步完成了对工具性资源的

较严格控制，进一步的社会伦理改造必然涉及对

象征性资源的引导与控制，但单位组织始终难以

像掌控工具性资源那般对象征性资源也进行有

效的操控。如其所建构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

活动并没有对微观互动中的象征性资源利他互

惠规则构成有效的冲击，而在1957年“反右”运动

之后则更加回归了某种传统的象征性资源的利

他互惠规则。此后，各级单位组织通过对集体象

征性资源的差异化分配，力图凸显革命事业的神

圣性与吸引力，进而完成对基层象征性资源的主

要控制。集体象征性资源的不平均分配如同“批

评与自我批评”活动一样，其实质也是革命国家

建构“志同道合”同志伦理及其实践的重要方式，

革命国家希望出现的是所有个体都争先恐后的

革命积极性，这显然也与维系人际和谐与维护个

体人缘的中庸人际实践背道而驰。由此，各级单

位组织对于象征性资源的有差异的分配活动，正

是革命同志伦理培养“积极分子”的重要机制。

然则结果是，这种集体象征性资源的差异化分配

反而进一步导致了人际象征性资源的矛盾差异，

不同个体在处理这种分配矛盾中的行为方式就

决定了其“人缘”状况的好坏，而“人缘”状况的差

异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个体在后续政治运动中的

处境。

总体而言，在工具性资源严格控制的“单位

制”背景之下，个体的“人缘”状况很大程度上取

决于“象征性资源”的“利他”程度，而在运动中出

问题的活跃分子大部分是在象征性资源形态的

交换、分配与生产过程中没有把握好“中庸之道”

的火候。历次政治运动本身是要解构强调人际

和谐与自我人缘的传统文化伦理的，在其操作实

施过程中，一些积极分子的“革命行为”⑧的确突

破了中庸人际实践的范畴，比如“张狂型”积极分

子破坏了人际互动的象征性资源的互惠交换规

则；“自利型”积极分子破坏了集体象征性资源平

均分配的规则；而“原则型”积极分子则为了公

利、公德而在某个面向上得罪了他人。然而这些

“积极革命者”的种种做法最终必然将破坏自身

“人缘”状况，而以人际和谐为表象、以“人缘”为

根本取向的群体性格局则使这些“积极革命者”

反而很容易成为进一步政治运动中的“革命目

标”。正是由于“积极革命者”更易于成为政治革

命运动的牺牲品，个体的自我政治安全与自身的

人缘状况越来越密切相关，以“人缘”为取向、道

家自保式的中庸人际实践反而得到了很大的拓

展空间。事实上，随着政治运动的不断强化，大

量积极分子到“文革”后期政治热情不断衰退而

趋于回归非积极分子，最终导致了“积极分子／

非积极分子”模糊区隔的崩溃乃至政治运动社会

基础的终结。

（二）“文革”后期中庸实践泛化导致“积极分

子／非积极分子”模糊区隔的最终崩溃

“文革”作为历次政治运动最后的高潮，可以

视作是革命国家就“同志／敌人”阶级建构的最

后一次尝试。在“文革”这样的革命高潮中，人们

在其初始阶段可能是出现了一些过激的行为，革

命国家通过“接见红卫兵”等一系列措施将普通

群众尤其是年轻人的革命积极性都调动起来

了。从本质上看，这是革命国家直接动用其自身

的象征性资源来吸引广大群众的过程，以此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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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所有的成分较好的普通群众都纳入到志同道

合的革命同志范畴中来，从而真正建构起“同志

／敌人”的阶级区隔。但是当革命国家数次运用

其集体象征性资源来进行社会动员的时候，集体

象征性资源的泛化使用与较为平均的分配趋势

使得该资源的稀缺性及其对普通群众的吸引力

在逐步降低，这本身就使得政治运动的进一步深

入动员面临着严重的危机。

到了后来“文革”，“造反派”里头不少人就是

以前运动的斗争对象，还有就是原先不太受待见

的一些个积极分子。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是“文

革”本来就主要针对领导干部的，领导干部里面

人际关系特别群众关系比较糟糕的，八成都被斗

得够呛。我们这些小喽啰只是在“文革”刚开始

的时候不明真相参加过一些小活动，后来慢慢也

就有点厌倦了，成了“逍遥派”了。当“逍遥派”就

循规蹈矩，小心一点，少和别人瓜葛，也尽量少来

往吧，遇事少得罪人、保平安吧！（个案H，工人，

1930年生，男，小业主家庭出身）

由此可见，“文革”运动在基层造成的实际情

况是大量派系斗争的出现：不少在之前政治斗争

中受到冲击的各类人员以及边缘化的积极分子，

大多成了“造反派”的“头头”或者骨干，他们很自

然对原有单位领导往往心怀不满，而一些原来在

领导周围的“积极分子”则大多成为“保皇派”的

核心力量。总体来看，以往的政治运动一般是在

单位领导组织之下进行的，单位组织领导在斗争

对象选择的确定性作用无疑更为明显，而在“文

革”这样的运动高潮之中，各级单位领导特别是

“人缘”较差者则率先成为被批斗者。与此同时，

积极分子所遭受政治打击的可能性进一步增大

了，“过于积极——常得罪人——人缘糟糕——

被批斗”已然发展到了一种“恶性循环”的程度，

即使许多有革命信仰、“大公无私”的积极分子与

领导干部的政治热情都衰退了，更不用说是追求

个体象征性资源的那些积极分子了。因此，大量

积极分子为了自我的政治安全也开始逃避政治

运动，“积极分子”开始向“非积极分子”即普通群

众回归了。

我们家这种条件，我是不会太积极的，如果

要那样还要和家里面划清成分，这种人是很少

的。我们退伍后经历的政治运动主要就是“文

革”了，我感觉以前有些“积极分子”还是有革命

信仰的，做事比较认真的。但也不能过头、太认

真，太认真就容易得罪人，尤其是得罪领导，有时

反而没有好结果。到“文革”里面的积极分子大

都已经纯粹是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的了，而且互

相倒的都很快，风险蛮大的，后来是部队介入了

才稳定点。我们这样的人都比较安稳，因为我们

这种成分是受控制的，也很难入党的。其实即使

是在“文革”里面，“逍遥派”始终还是占到大多数

的，到了后期积极分子就没的（没有）多少了，大

家都怕了。不过该参加什么活动、该和什么人交

往说什么话，大家也都是有数的。搞批斗活动的

时候，大家也都有数，哪个人被斗基本上事先就

已经定好的了，大家到时都必须要发言，说的话

都是老一套。（个案A，1944年生，工厂中层干部，

男，小业主家庭出身）

可见，随着政治运动的强化，运动斗争的目

标反而更加集中对准了积极革命者自身，积极分

子的政治风险远远超过了其政治收益。随之而

来的是大量“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老好人”的

大量出现，除了为数极少的积极分子骨干还在为

政治前途奋斗而外，绝大多数人都把维护自我政

治安全放在了首位，“少得罪人”、“尽量少得罪

人”成为人们对那个时代社会记忆的最集中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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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会，社会中大量存在的是逃避政治的“逍遥

派”。当然“逍遥派”显然不能真正地“逍遥”，而

只是在别人搞批斗的时候跟着说套话，在政治学

习的时候跟着众人一起学习报纸，或按照报纸精

神批斗距离较远的上层人物（见前文个案F）。因

此在“文革”后期，大多数个体抱着中庸自保式的

处世态度，往往将政治口号挂在嘴边，而以政治

安全为第一要着，以“不得罪人”为根本特征的中

庸自保式人际实践不仅没有遭到削弱，反而日益

成为绝大多数个体消极抵制或巧妙规避权力支

配的适时“策略”，亦即随着政治运动极端化的发

展趋势反而得到了空前的强化。

进言之，在这种全民动员的政治运动之中，

表面上革命国家似乎完成了对传统社会的完全

控制，至少在城市社会中几乎所有的人的言语步

调都如此一致，人们在极为日常化的生活细节与

人际互动中都趋于程式化了，革命国家一度借助

于人与人之间的彼此监控，使得其权力的弥散与

渗透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但这样的结

果只是导致了单位内部人际关系交往的进一步

减少（见个案H、I、E），而人们彼此之间无论是在

政治批斗会还是在日常生活细节中，都日益习惯

了在“剧场国家”（克利福德·格尔兹，1999）舞台

的趋于同一性的程式化表演。到“文革”后期，绝

大多数人都涌入了“安安稳稳”、“小心翼翼”的

“逍遥派”之中，所存积极分子的数目已相当之

少，原有的积极分子与非积极分子普通群众之间

的模糊区隔也就趋于崩溃了（见个案A、Q、E、I）。

亦即在“文革”后期，绝大多数人关注的并不是革

命目标，而是力图通过维护自身在群体性格局中

的“人缘”状况来确保自我的政治安全。由此，政

治运动已经基本丧失了进一步扩展的社会基础，

政治运动基本已经走到了尽头。在不少人的心

目中，这样的结果也是必然的，“物极必反”是不

证自明的道理。

我在机关里面一直比较顺当，成分是重要，

但如果没有运动的时候还好吧，有运动的时候如

果没有“坏表现”，一般也没事！我无论是文笔还

是各方面都是局里面的佼佼者，一些人就嫉妒

我，“反右”的时候就有人打我的主意，但我成分

好，参加革命又早，平时也不乱说话，所以一直都

比较稳当……但我在“肃反”运动里面觉得有个

人挺无辜的，因为保护他就得罪了人事部门的

人。“文革”里面我就被那些人用这件事情给批倒

了，一下子从干部变成了工厂工人，直到 74年才

平反。当时自己也就有想法了，怎么也想不通，

自己革命了一辈子，怎么最后反成了阶级敌人

了。反正整个国家都相当乱了，要成敌人太容易

了，斗争与平反都不断。大家对阶级斗争都很疲

惫，不少斗争其实就是私人斗争，我 74年平反以

后就对政治厌倦了，再也不可能以前那样投身革

命了。这样的运动肯定是不能长久的了，物极必

反啊！（个案N，机关干部，1929年生，男，贫农家庭

出身）

在政治价值逐步衰退的过程中，工具理性的

经济价值正在逐步复燃。比如“文革”后期的大

量知青彼此争着返城，城市中的就业资源本身也

相当紧张，对一些稀缺资源的争夺必然使得工具

性的“关系”、“后门”重新盛行起来了（Yang，
1994）。基本可以认定的是，“文革”后期尤其是

70年代以后，代表革命国家的单位组织开始逐步

丧失了对工具性资源进行比较平均分配的能力，

比如有被访谈者提到有限的自行车票、有一定比

例个体的增加工资乃至住房面积的逐步悬殊等

问题，都开始在单位组织中重新引起了一些人际

矛盾。而在政治运动最终结束以后，单位组织中

由于工具资源分配不均而引起的人际矛盾开始

凸显。并且在受“积极分子／非积极分子”的模

糊区隔趋于终结的同时，跨越于各单位组织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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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具性资源取向的“关系学”逐步占据了支配

性地位。

当然，新制度主义的研究范式也看到了个体

通过私人社会“关系”抵制国家权力以摄取工具

性资源的情况，从而认为这种工具性资源“关系”

运作的重新出现逐步瓦解了革命伦理（Gold，
1985）。但从本文的研究而言，至少革命国家在

对传统人际伦理及实践的改造始终没有获得成

功，即革命国家所倡导的同志式关系伦理及实践

在基层社会始终没有确立起来，反而更多地为传

统人际伦理及实践所湮没。由此，革命国家需要

通过不断深入的政治运动来强化志同道合的同

志伦理及实践，亦即历次政治运动的开展及深化

本身也可以视作其加强社会改造特别是对传统

社会关系改造的历程，但其“同志／敌人”式的阶

级建构在某种法家功利主义传统的作用下，只是

初步形成了“积极分子／非积极分子”的模糊区

隔，且阶级斗争对象的选择常常并不完全取决于

成分认定，而很大程度上是选择“人缘”糟糕的对

象加以展开。最终随着诸如“文革”政治运动的

过度强化，某种远离政治的“人缘”取向的道家自

保式中庸人际实践也不断强化，进而连“积极分

子／非积极分子”这样的社会区隔也被打破而趋

于崩溃。要言之，政治运动及其阶级建构最终结

果的失败，反过来直接威胁到了革命国家存在的

合法性，或许这才是革命国家不得不终止政治运

动而进行经济转型的社会动因。

五、结论与讨论

在对 1949年之后社会关系改造及其变迁的

研究之中，极权主义范式与革命式现代化范式大

都认为革命国家一度完成了基层社会关系的全

面改造，只是伴随着政治运动的终结，革命国家

才逐步退出基层社会的。其后的新制度主义范

式尽管突出了基层私人关系对单位组织乃至国

家政权的渗透性，但其研究重点往往始终聚焦于

“关系”的工具性资源摄取层面，相对忽略了“革

命”与“传统”的内在伦理张力。本文认为要进一

步厘清 1949年之后城市基层社会关系模式的变

迁，还是要对传统社会关系模式的核心机制有所

把握。这样的历史考察有助于进一步突破新制

度主义的工具性资源分析视角，而更多地关注于

文化伦理层面的象征性资源改造与作用的深层

结构。50年代伴随着单位体制的确立，革命国家

通过对工具性资源的有效控制在根本上冲击了

“家本位”的“差序格局”社会结构，私人之间重要

的工具性交往极大地减少了，但单位制的逐步建

立却进一步强化了缺乏流动的群体性格局。在

新型的单位制体系建构中，在各个单位内部工具

性资源层面的分配上是比较平均的，同时个体私

人间可用于工具性交换的资源相当有限，从而基

本消除了由工具性资源分配及交换而引发的人

际矛盾。由此在50年代初期，传统“差序格局”社

会关系模式瓦解之后，形成了比较独特的“和谐

式的同志关系”模式，其中所具有的儒家传统普

遍主义化的“利他和谐伦理”仍然优先于志同道

合的革命式同志伦理。

由于人际矛盾的相对消解，中庸式人际实践

的运作空间相对萎缩了，群体性格局中普通个体

之间的“人缘”差异一度抹平化了，不过以“人缘”

为指向的中庸实践的运作规则仍然潜在地起着

作用。对此，“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组织活动既是

革命国家力图对微观人际互动的象征性资源互

惠交换进行改造控制的过程，同时也是革命国家

动用组织权力力图改造国民“事不关己、高高挂

起”的老好人处世态度的过程。“批评与自我批

评”的活动本质上也正是志同道合伦理的革命人

际实践对利他和谐伦理的中庸人际实践的挑

战。实际上，普通群众还是难以在互动中不顾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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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的象征性资源，而对他人直接进行严厉批评

的。不过也有一些积极分子或者是为了自我表

现，或者是为了革命事业，而对普通群众乃至单

位领导直接提出严厉的批评，从而导致其“人缘”

状况较差。这样在人际相对和谐的50年代初期，

“批评与自我批评”运动本身也就构成了群体性格

局中“人缘”差异再生产的重要途径，这些勇于批

评他人、特别是批评领导或对单位现状有所不满

的积极分子在 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一般都被

定性为“右派”，因此“批评与自我批评”活动无意

中却为基层“反右”运动得以进行作了前期准备。

显然，从大多数普通民众在“批评与自我批

评”活动中的表现来看，革命国家对传统社会在

伦理权力争夺的初期就未能全面占据支配性地

位。在“反右”运动以后，即使是积极分子也较少

有人会当面对普通群众尤其是领导再直接提意

见了，解构象征性资源互惠的“批评与自我批评”

的活动已经归于失败了。随后，革命国家通过强

化阶级敌人的面向试图建构一种以成分为标准、

“同志／敌人”阶级区隔强化的“斗争式的同志关

系”，以此试图取代利他和谐伦理主导下的“和谐

式的同志关系”。事实上，随着“反右”等运动的

开展，某种法家功利主义人际准则的出现导致了

社会信任度严重降低，单位同事及其他社会关系

交往大为减少，“和谐式的同志关系”模式趋于终

结。在某些“积极分子”的法家功利主义人际实

践之外，多数“非积极分子”还是趋于道家自保主

义的人际实践，从而形成了“积极分子／非积极

分子（即普通群众）”的模糊区隔。

政治运动深入本来是力图将“积极分子／非

积极分子”的区隔模式进一步强化为“同志／敌

人”的阶级建构，至少也是要将大多数成分较好

的普通群众吸引到积极分子之中的过程。然而，

“寻求敌人”的过程更多地成为基层社会按照“人

缘”差异状况来排斥“异端”的过程，并且在工具

性资源的交换与分配过程受到严格控制的历史背

景之下，个体的“人缘”状况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象

征性资源”的利他程度，而在运动中出问题的活跃

分子大都是在象征性资源形态的交换、分配与生

产过程中没有把握好“中庸之道”的火候。在“反

右”运动中，多数“右派”分子正是违反了象征性

资源利他互惠规则的“张狂型”积极分子。在从

“反右”到“文革”之间的政治运动特别是“社会主

义教育运动”中，一些被批斗对象的基层干部确

定往往是在集体象征性资源分配过程中始终不

肯退让的“自利型”基层领导或积极分子，而所确

定的群众“坏分子”则往往是象征性资源生产的

私人生活形象过于糟糕的“落后分子”，再有就是

一些在工具性资源生产的工作过程中“偷懒”、

“占便宜”的“落后分子”（当然，多数“落后分子”

实际常常可能是私人生活与公共工作两方面同

时“落后”）。这些个体的共同特点都是没有把握

好中庸式人际实践，从而分别在象征性资源的交

换、分配、生产及工具性资源生产等四种过程中

破坏了人际和谐与自我“人缘”。除此而外，为革

命事业而“大公无私”的“原则型”积极分子乃至

“老革命”虽然没有自我的利益涉入，常常为维护

集体利益或组织原则而得罪普通群众乃至重要

领导，从而导致了自身在群体性格局中比较糟糕

的“人缘”状况，也很可能成为政治运动斗争（主

要是党政军机关的“反右倾”运动）的重点对象。

在革命国家对传统伦理社会改造的过程中，

类似“批评与自我批评”活动、集体象征性资源的

差异化分配等常规化的革命举措，却都非预期地

成为群体中“人缘”差异再生产的重要途径。相

当多的积极分子或基层干部由于破坏了象征性

资源利他互惠规则，或是在集体象征性资源分配

过程中不能退让，致使自身“人缘”较差，从而极

有可能在政治运动中被群众及其他积极分子选

定为斗争对象。“人缘”差异与革命运动暂时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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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彼此循环平衡的再生产关系，即形成了通过日

常革命举措来再生产不同个体“人缘”差异，又通

过既定的“人缘”差异状况来寻求敌人、完成运动

指标的双向过程。但随着革命政治运动的不断

深入，革命国家原先所倡导的“志同道合”的革命

人际实践已经进入了一种进退维谷的艰难境地，

随着“人缘”状况对个体政治安全的日益重要，以

“人缘”为取向的中庸自保式人际实践反而取得

了空前扩张。至“文革”后期，绝大多数人都成了

“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老好人”式的“逍遥

派”，道家自保式中庸实践的进一步强化使得“积

极分子／非积极分子”的模糊区隔也趋于崩溃

了，革命国家对传统社会的人际伦理的改造根本

而言已经趋于失败。

某种意义上，政治运动的发展升级是对传统

社会关系进行革命式阶级化改造的不断推进过

程，因此本文对城市基层社会关系革命改造及其

变迁的研究也正可以作为解释 1949年之后政治

运动发展与终结的内在过程。⑨从根本上看，在

缺乏流动的“单位制”群体性格局之中，文化伦理

的深层结构至少在人际伦理层面有着很强的历

史惰性，甚至在某段特殊历史时期中，“革命”运

动对于国民性的塑造一定意义上反而强化了自

保式中庸人缘实践，即革命对传统人际交往与相

处的基本法则不仅难以触动，甚至其对人际关系

的改造本身就陷入了传统人际伦理与实践的漩

涡之中。革命实践不仅没有形成与传统完全的

脱节，反而潜藏在一种为人难以察觉的深层传统

之中，甚至在某些情境中成为基层草根社会“人

缘”差异再生产中的一个环节，这可能是“革命逻

辑”的“非预期的后果”（吉登斯，1998：423-
428）。从这个意义上看，尽管外在显现的社会关

系模式在政治运动中不断改造并强化了成分区

隔的重要性，但以人际和谐为表象、以“人缘”为

根本取向的自保式中庸人际实践并没有受到根

本性的触动，且在“文革”后期成为社会的主流价

值与人际实践模态。伴随着政治运动的极端化，

以“人缘”为取向的自保式中庸人际实践反而取

得了空前的膨胀，这最终使得政治运动日益丧失

了其合法性根基，从而为经济社会转型逐步奠定

了民意基础。

总之，革命国家对于传统社会人际伦理的意

识形态改造是政治运动不断深入发展的主要动

因，但其实质上仍然常常受到儒、法、道等深层文

化传统的影响，并且在深层道家自保式中庸传统

的作用影响下走向政治运动的终结，这应该是本

文的主要论点。从本文的被访谈者的身份来看，

绝大部分都是普普通通的“无名者”，他们的口述

史叙述无疑有着一定的模糊性，但彼此的相互印

证的确显现出了社会关系改造及其变迁的一些

特征。⑩当然，本文的访谈对象主要是针对苏南

城市地区的城市平民，其局限性与代表性是不可

避免的。同时，由于各方面条件的限制，所接触

的不同类型的人群仍然相当有限，未来对这一论

题的进一步研究需要以更多的经验材料作为基

础，似乎最好还是要进行更为细致的单位社区研

究，特别是对于革命国家转型与社会关系变迁的

内在关联还需要深入具体的典型组织案例研

究。此外，对1949年之后社会关系改造与政治进

程论题的深入考察，可能还需要进一步拓展至

1949年之前以实证史料为基础的革命社会学研

究，未来关于中国“革命”的社会学研究应该大有

可为。（应星，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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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正如电影《活着》所反映的情况，中国传统社会的经

济分化与财富变动特别是代际变化往往是非常迅速的

（“败家子”三五年间即有可能由富转贫，此外分家析产

无疑是中国社会的普遍情形），因此这种阶级划分常常

带有相当大的偶然性。但自土地革命开始，个人阶级

成分及家庭出身的认定体系已经逐步形成。所谓“家

庭出身”也可以称之为家庭成分，主要是由父母的阶级

成分来认定，或者是由将其抚养成人的祖辈或亲属朋

友的阶级成分来认定。以成分及家庭出身为基础的阶

级建构在 1949年之后特别是 50年代后期影响日益凸

显，直至发展成为“文革”时期的“血统论”。

②本质上“公私合营”的社会主义经济改造也正是城市

中单位体制的逐步确立过程，伴随着 1956年社会主义

改造的完成，“单位制”终于在城市中最终确立起来，城

市中多数个体由此而成为没有自由退出权的“单位

人”。本文的“50年代初期”，也主要指1949年新中国成

立至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的社会主义过渡时期，

即1949年—1956年。

③50年代初期温和式的“同志关系”的建构只是导致了

“和谐式同志关系”模式的出现。这并不是偶然的，这

种独特的关系模式在深层意义上体现的是广义阴阳思

维的潜在作用。如果用西方非此即彼的二元分析思维

来看，革命同志关系与传统朋友关系是相互对立的，因

此傅高义“同志-朋友”的二分是西方二元分析思维的

集中体现。而在中国社会，革命与传统、朋友与同志之

间却可以是彼此交融、相互渗透而为一体，这正是中国

文化中亦此亦彼的阴阳思维的体现。中国人习惯于用

传统阴阳式的心智结构来包容外来的革命伦理，将志

同道合的同志伦理纳入到传统的伦理体系中去。如运

用“兄弟关系”来理解或解释“同志关系”，这在西方革

命者可能是难以理解的，然而在中国人的阴阳思维方

式中，“兄弟式的同志关系”的提法却显然不成问题。

由此，在一种缺乏对立的包容性思维中，几乎无人去思

考“阶级兄弟”、“无产阶级大家庭”这种说法背后所暗

含的逻辑悖论，阶级关系与家庭关系、兄弟关系乃至朋

友关系本不兼容而具有根本性的矛盾，然而中国人可

能还是习惯于用拟亲化的兄弟关系及朋友关系来理解

革命式的同志关系。至少在50年代初期，在“和谐式的

同志关系”的形成过程中，人们一般不会意识到这两种

关系伦理之间所暗含的紧张性。

④针对华尔德“基层领导／积极分子／非积极分子”的

单位组织分析架构，李猛等人（1996）曾对“单位”内部

“基层领导-积极分子”的分析架构予以批判，认为由不

同领导中心组成的“派系”结构更能揭示出“单位”内部

的矛盾状况。本文从单位内部的普通行动者的态度、

行为及人际脉络出发，则认为至少基层单位组织中“积

极分子／非积极分子”的区隔是可以成立的。

⑤当然，“反右”运动中不少“右派”的确认过程中，基层

66



□

专题一 城市基层社会关系改造与政治运动进程研究（1949—1976）

单位领导的作用是更为直接的，亦即与领导“关系”的

好坏是更为重要的；而在其后的政治运动特别是“文

革”运动中，以更多群众关系为指向的“人缘”的重要性

则会进一步凸显出来。在对“单位制”的研究过程中，

有学者曾突出了这种领导“关系”与群众“人缘”的差别

（李汉林，2014：28-34）。笔者曾从组织场域的视角出

发，提出了领导中心的“主从关系”与群众中心的“人缘

关系”的不同概念区分（沈毅，2013）。本文这里没有着

重区分“人缘”与“关系”的细微差别，但一些敢于直言、

批评领导的“右派”分子，其个性凸现常常使其群众性

“人缘”状况也同样欠佳。

⑥1957年“反右”至 1966年“文革”之间，在城市中对基

层影响较大的政治运动应该还是 60年代的“社会主义

教育运动”，50年代末的“反右倾”运动主要还是作用于

党政机关及军队内部，对一般工厂、商店、街道等基层

单位的直接影响较小。

⑦当然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与技术人员由于其平时与

他人直接交往互动中态度的差异，对其在群体性格局

中的“人缘”状况影响也很大，从而在政治运动中的遭

遇可能也有所差异。一些“人缘”相对较好的知识分子

即使遭到了批斗，可能其斗争烈度也是相当有限的（见

个案 F）。甚至被斗争者的不同个性，也会反映在其被

斗争过程中是否“服软”的言语与行为态度，从而在具

体斗争场景中影响其被群众斗争的烈度状况，最终可

能甚至会影响其能否“熬过”间歇不断的政治运动

斗争。

⑧这里我们搁置积极参加革命行为背后的革命动机，

因为在这个独特的历史时期，积极革命有可能是为自

身获取象征性资源，也有可能是为了“大公无私”的革

命事业，无论动机如何并不影响其行为的后果。

⑨本文的散化式访谈缺少诸如一些“文革”研究的区域

聚焦或事件式的分析（王绍光，1993；武丽丽、赵鼎新，

2007），但从整体宏观层面对政治运动进展与终结的逻

辑则可以从社会关系改造及其效果的层面做出较好的

解释。此外，有学者曾从宏观层面对 1949年之后的政

治运动的发展进程提出了政治社会学的系统分类分析

框架，但就国家政治运动走向常规社会治理方式，还是

倾向于从“卡里斯玛”型权威兴衰的角度来加以解释

（冯仕政，2011）。本文从社会关系改造的角度对政治

运动进程的解释，应能比较清晰地理解基层社会关系

改造及政治运动进程的双向过程及内在关联，特别是

对政治运动不断深入及至最终崩溃给出社会关系改造

视角的理论解释。

⑩事实上，一些口述史的研究或回忆录往往倾向于记

载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文革”时期发生的种种非人的

惨剧，这样的个案无疑数量是相当可观的，其很大程度

上 带 有 编 者 个 人 及 其 家 庭 的 情 感 因 素（冯 骥 才 ，

2014）。同时，诸如一些具有一定“历史问题”的个人在

档案制及不断的政治审查过程中，其个人命运及可能

面临的斗争常常始终受到历次政治运动的较大影响

（杨奎松，2016）。本文则更多的是触及一些并没有“历

史问题”的普通平民更为平和的社会记忆，其实质的问

题指向于“成分”、“表现”及“人缘”的内在关联。亦即

其潜在的命题在于，基层社会中成分或家庭出身的好

坏更多是影响个人升迁的决定性因素，而在历次政治

运动中最大受害者更有可能是“表现”糟糕乃至“人缘”

较差的个体。由此，政治运动非预期的后果最终却促

成了“人缘”指向的中庸人际实践的极大泛化，这种釜

底抽薪的作用使得政治运动在表象高潮之下已经注定

了其最终失败的历史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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