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書評

東的問題絕非易事。由於史料的匱

乏與意識形態的束縛，許多關於早

期毛澤東的作品與其說是學術著

作，還不如說是在重新塑造傳說。

早在1920年代，以顧頡剛為代表

的古史辨派就提出「古史是層累地

造成的」這一觀點1。毛澤東的形

象是否也如「古史」一樣，是層累

地造成的？

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

教授石川禎浩的《「紅星」是怎樣升

起的：毛澤東早期形象研究》（以下 

簡稱《紅星》，引用只註頁碼），廣

泛運用了中國、美國、英國、俄羅

斯（蘇聯）、日本的相關歷史資料並

對之進行相互比較考證，生動地描

述了毛澤東錯綜複雜的早期形象的

形成、改變和在國內外的傳播過程。 

換言之，《紅星》的目的在於將累積

而成的毛澤東形象層層分解，回溯

其最初的歷史源流與演變過程。

石川禎浩以《中國共產黨成立

史》一書而享譽海內外學術界2，其 

研究成果因為總能「別出心裁、知微 

見著」，所以往往讓讀者「很有讀學

術偵探小說的感覺」（扉頁，楊奎

史學家的矜持與自省
——評石川禎浩《「紅星」是怎樣升起的：
毛澤東早期形象研究》

●周　俊

石川禎浩著，袁廣泉譯：《「紅

星」是怎樣升起的：毛澤東早

期形象研究》（香港：香港中文

大學出版社，2020）。

一　前言

毋庸置疑，毛澤東是中國近現

代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然而，

研究毛澤東，特別是研究早期毛澤

由於史料的匱乏與意

識形態的束縛，許多

關於早期毛澤東的作

品與其說是學術著

作，還不如說是在重

新塑造傳說。《紅星》

的目的在於將累積而

成的毛澤東形象層層

分解，回溯其最初的

歷史源流與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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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陳永發評語）。顯然，《紅星》依 

舊體現了作者這種嚴謹細緻、洞幽

燭微的風格。全書以「毛澤東照片

之謎」作為主要線索，抽絲剝繭、

層層深入，最終引申出中、蘇、英、 

美、日等國出版審查制度之大問題。 

無論是史料的批判與考證，還是立

論的公允與嚴謹，作者自始至終都

展現了史學家的矜持與自省。

《紅星》一書為日文版《赤い星

は如何にして昇ったか——知ら

れざる毛澤東の初期イメ—ジ》的

完整形態3。相比於面向一般讀者

的日文版，本書的篇幅不僅增加了

20%左右（增加的重點為《西行漫記》 

〔Red Star over China，原名《紅星

照耀中國》〕面世後的遭遇與不同

版本之間的考證），還補充了詳實

的註釋。全書除去序章與結語，共

分七章。從內容上而言，大致可分

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第一至四

章）考察的是美國記者斯諾（Edgar 

Snow）的名著《西行漫記》問世以

前，毛澤東撲朔迷離的早期形象，

第二部分（第五至六章）考察的是

《西行漫記》的問世過程與毛澤東形

象的「典範轉移」（paradigm shift），

第三部分（第六至七章）考察的是

《西行漫記》問世之後在各國的遭

遇，即各國出版審查制度的異同問

題。下文將採取分別與本書三個部

分相對應的形式，概述全書的主要

內容；然後，筆者將提出若干值得

探討的問題。

二　神秘的早期毛澤東

今日之毛澤東形象，可謂婦孺

皆知。但是在1920、30年代，外

界對嶄露頭角的毛澤東卻知之 

甚少。甚至是從中國共產黨建黨 

之初就大力支援其革命活動的共 

產國際，也對毛澤東的基本情況掌

握不全。1930年3月，共產國際雜

誌《國際新聞通訊》（International  

Press Correspondence）介紹毛澤東

的第一篇文章，竟然是誤報其已 

經病逝的訃告。共產國際保存的

1935年毛澤東履歷表甚至沒有記

載他的出生年月日與出生地的省份

（頁38、50）。

《紅星》第一部分通過拼圖遊

戲式的推理發現，在1937年斯諾

發表毛澤東近照（即頭戴紅軍八角

帽的照片等）以前，各國報刊雜誌

使用的毛澤東肖像幾乎都取自

1927年中國國民黨第二屆中央執

行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的紀念合

影——儘管它們在不同程度上都

經過了加工和修飾。有趣的是，

1937年8月日本政府公報附錄《週

報》刊登的毛澤東照片卻是一個「胖

闊佬」，提供資訊來源的竟然是日

本外務省情報部的中共問題專家波

多野乾一。當時的日本政府因為對

共產主義極度敏感，所以故意採取

了操縱輿論的做法。也就是說，日

方已掌握斯諾拍攝的毛澤東照片，

但由於這類照片形象較好，不符合

日方希望塑造的「共匪」邪惡形象，

因此照片被故意置換成一個毫無革

命家氣質的胖闊佬。這個胖闊佬到

底是誰？《紅星》在分析了馮玉祥

和李杜的可能性後，否定了這兩種

推論（頁124-36）。筆者認為，胖闊

佬是何人其實並不重要，因為他只

是日方操縱輿論的一個工具。而且

這是一個無解之題，因為日本當局

為了欺騙民眾，一定會盡量選擇大

全書以「毛澤東照片

之謎」作為主要線索，	

最終引申出中、蘇、

英、美、日等國出版

審查制度之大問題。

無論是史料的批判與

考證，還是立論的公

允與嚴謹，作者自始

至終都展現了史學家

的矜持與自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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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書評 部分人都不熟悉的人物照片，否則

這種輿論操縱就毫無意義。

在傳記方面，《紅星》首先考

察了中國最早的毛澤東傳記，也 

就是 1932年 7月 15日在上海《文 

化日報》上登載、署名孫席珍的 

〈共黨主席——毛澤東〉，以及國

內外多部名人錄中毛澤東的正誤 

情況。在此基礎上，本書對愛倫 

堡（Georgy B. Ehrenburg）的〈毛澤

東——略傳〉（1934年11月）、哈馬 

丹（A. Hamadan）的〈毛澤東——

中國勞動人民的領袖〉（1935年底

至翌年初連載）、高自立的《毛澤東

傳略》（1936年）等海外的毛澤東傳

記進行了對比考證，發現各種傳記

之間存在着複製演繹、以訛傳訛的

問題。例如，毛澤東身體病弱、曾

經在北京被捕等與事實不符的資 

訊就在多個版本的傳記中被誤傳

（頁89）。在作者看來，假資訊、假 

肖像同樣值得探究，因為「人（歷史 

人物）的行為不一定都有正確的、

準確的資訊作根據」，「了解錯誤的

信息如何產生和傳播、又如何為人

所接受，無疑也是歷史學的重要使

命」（頁110）。在網絡時代，資訊

的數量不僅過多，其內容也真假難

辨。《紅星》的歷史觀點實際上也反

映了今日之現實。

《紅星》通過考察海外毛澤東

傳記的傳播，還提出了一些與前人

不同的觀點。例如，在絕大多數的

歷史著作中，以王明為首的莫斯科

派與毛澤東的關係，一般都被描述

為水火不容。但是《紅星》認為，至 

少在1930年代前半期，王明是毛

澤東的主要支持者，因為宣傳和推

廣毛澤東在第一線所取得的成績，

意味着王明可以增加自己在莫斯 

科的政治資本；同時，也因為蘇聯

共產黨高層如斯大林、季米特洛夫

（Georgi Dimitrov）等人對作為革命

家的毛澤東頗有好感（頁71-76）。

可見，毛澤東與王明以及莫斯科派

的關係，並非是單純的二元對立關

係，歷史學者有必要重新審視這一

問題。

三　「紅星」的升起

如果說1936年以前，關於毛

澤東的資訊還存在諸多以訛傳訛 

的情況，那麼斯諾的採訪報導則改

變了這種情況。1936年7月初，斯

諾攜帶兩部相機及二十四隻膠卷，

進入紅色中國的領地——陜北。

此次訪問共耗時三個多月，10月

下旬，斯諾抵達位於北平的住所。

《紅星》認為，斯諾通過實地採訪後

向外界傳播的資訊，造就了一種典

範轉移，因為它使此前有關中共的

資訊、看法突然不再具有任何意義

（頁94）。

《紅星》第二部分主要考察了

斯諾的延安採訪、《西行漫記》的問

世過程以及毛澤東形象的典範轉移

問題。由於斯諾對其延安之行的詳

細經過避而不談，因此人們往往誤

以為斯諾是隻身勇闖「赤匪巢穴」

的冒險記者。實際上，斯諾的採訪

是經過慎重、縝密的準備和交涉，

在歷經失敗後才得以實現的。作者

分析了以下三點原因：一是天時。

1935年中共發表〈八一宣言〉，希

望爭取統一戰線的支持者和合作

者，正需要有記者向外界宣傳這一

新方針。此時，斯諾恰好通過史沫

特萊（Agnes Smedley）、宋慶齡、

如果說1936年以前，	

關於毛澤東的資訊還

存在諸多以訛傳訛的	

情況，那麼1936年斯	

諾的採訪報導則改變

了這種情況。《紅星》

認為，斯諾通過實地

採訪後向外界傳播的

資訊，造就了一種典

範轉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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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自省	
馮雪峰的渠道與中共取得了聯繫。

這一時期中共與莫斯科的無線電聯

繫中斷，也給斯諾的訪問提供了條

件，因為莫斯科方面未必相信斯諾

的政治立場，有可能插手阻攔。二

是地利。對延安實施軍事封鎖的張

學良的東北軍與中共在抗日方面立

場一致，斯諾一行才被默許通過封

鎖線進入延安。三是人和。斯諾通

過支援救國運動和進行採訪、交

流，在中國建立了深厚而廣泛的社

會關係。其中，宋慶齡的牽線搭橋

起了關鍵作用（頁139-42）。筆者認

為本書的分析非常準確。實際上，

1935至1936年間，同樣希望進行

實地採訪報導的記者范長江，曾經

沿着長征的路線一路尋找紅軍，卻

苦於缺乏天時、地利、人和等要

素，而沒有獲得與斯諾同樣的歷史

機會4。

《紅星》在多處特別提到了中

共與莫斯科的通訊聯絡問題。在作

者看來，與莫斯科的聯絡中斷，實

際上是中共學習如何掌握自身命運

的重要機遇，而最重要的例證就是

長征途中召開的遵義會議（頁77）。 

如前所述，與莫斯科的聯絡中斷也

給斯諾潛入延安提供了條件。筆者

贊同作者的這一推斷：就在斯諾採

訪兩年多後的1939年，莫斯科就

警告中共，不可過於相信斯諾，因

為他可能與「托派」有勾連（頁215-

16）。1949年2月，莫斯科又再次

插手阻攔中共與美國人的交往，其

中涉及斯諾的問題。斯大林致電 

蘇共在中國的代表米高揚（Anastas 

H. Mikoyan），要求其通報毛澤東， 

「在中共中央機關編輯部工作的 

美國人李敦白是一個陰險的美國 

間諜，我們建議立刻逮捕他」，「美

國作家安娜．路易絲．斯特朗是一

名美國間諜⋯⋯我們建議今後不

要與她接近，不允許她到中共佔領

的地區」5。毛澤東對此事「非常吃

驚」，表示「這些他們都將執行」，

並稱「1936年起還有另外一個叫馬

海德的美國人住在他們那兒，他加

入了這裏的共產黨。任弼時補充

說，馬海德是經記者斯諾介紹留下

的」6。儘管事件發生時間並不相

同，但可以看出，莫斯科時常干涉

中共與美國人的接觸。

四　各國出版審查制度的
比較分析　　　

《紅星》最後一個部分主要考

察的是《西行漫記》各個版本的異

同，以及該書問世之後在中國、蘇

聯、英美、日本的遭遇，即各國出

版審查制度的異同問題。1949年

以前，《西行漫記》的各種中文版本

大量出版（也受到過蔣介石政府的

查禁）。但在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

國成立以後，該書卻成了禁書。直

至1960年斯諾重訪中國時，該書

才以「內部讀物」的形式再次發行。

《紅星》認為該書在中國遭禁的原因

是：第一，斯諾在1949年前後的

諸多言行，令中共非常不安，其中

包括斯諾對中蘇關係的看法，以及

他公開其與宋慶齡之間的談話內容

等問題；第二，《西行漫記》描述的

革命史和毛澤東形象，以及書中人

物的軼事、評價等，與1949年前

後中共確立起來的官方歷史敍述存

在着偏離。但是，由於該書敍述早

年毛澤東的部分是極為重要的，甚

至是唯一的可靠材料，所以在談及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

中國發行了數種中譯

本的《西行漫記》，但	

本書通過細緻的文本

分析後發現，中譯本	

的《西行漫記》與任

何英文版都不能完全

對應，並且在翻譯上	

也存在人為取捨的	

問題，其原因無非是

「為尊者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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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書評 早年毛澤東時又不得不援引該書，

只能使用「一美國記者著《西行漫

記》第×章」這種尷尬的形式（頁

196-99）。文化大革命結束後，中

國大陸發行了數種中譯本的《西行

漫記》，但本書通過細緻的文本分

析後發現，中譯本的《西行漫記》

與任何英文版都不能完全對應， 

並且在翻譯上也存在人為取捨的 

問題，其原因無非是「為尊者諱」

（頁201-207）。

蘇聯方面對《西行漫記》的封

禁似乎更為嚴格，因為在蘇聯領導

人看來，該書帶有「托派」傾向，

並含有對蘇聯和斯大林的諷刺（頁

210）。因此，蘇聯出版的僅為經過

修改的「摘譯本」，作者斯諾與書名

《西行漫記》也被隱去。與中國的情

況類似，在寫毛澤東傳記時，蘇方

也不得不援引該書，於是，「據毛

澤東自己所述」、「據曾和毛澤東共

同生活一段時間的一位原美國記者

所述」這樣的引用方式就成了蘇聯

出版物常用的方法（頁215）。直至今 

日，該書的俄文全譯版都未面世。

相比之下，《西行漫記》在英

美、日本的出版境遇稍顯不同。早

在1937至1938年，該書就先後出

版了英國版與美國版，兩者除了選

登的照片不同以外，在內容上並無

差異。但由於該書具有反共產國

際、反斯大林的傾向，因此受到美

國共產黨等左翼陣營的口誅筆伐。

1938年秋出版改訂版時，迫於壓

力的斯諾不得不對該書做了局部性

修改。隨着時局的變化，斯諾又在

1944、1968年兩度對改訂版做過

修改（頁173-85）。換言之，該書在

英美雖然沒有遭遇被查禁的命運，

但也時刻受到政局的影響。

在日本方面，根據《紅星》的統 

計，僅1937年《西行漫記》原著出

版前後，日本雜誌譯載斯諾的文 

章至少達十四篇。在抗日戰爭前，

該書的日文選譯本有兩種，但發 

行範圍都較小。從抗戰爆發，直至

1952年聯合國軍最高司令官總司

令部（GHQ）結束日本軍事佔領，

該書在日本都屬於被查禁書籍。此

後，全譯本才在日本開始發行，並

獲得了經典名著的地位。但是，在

中國進入改革開放時代以後，該書

描述和展望的世界已與現實的中國

相去甚遠，因此開始淡出日本民眾

的視線（頁216-27）。

五　若干疑問

以上是《紅星》主要內容的概

述，接下來筆者將提出若干值得探

討的論點。

首先，最有爭議的問題便是，

《西行漫記》一書是否經過毛澤東的

審查？張戎和哈利戴（Jon Halliday） 

主張，該書在出版前曾受到毛澤東

審查並被迫修改，因而令世界譁 

然7。日本也有一些作家、記者持

相同的觀點8。作者認為，所謂「審 

查」不過是因為斯諾不精通中文，

毛澤東才對其中文譯稿做過確認，

而斯諾的寫作大部分是從延安回到

北平後用英文完成的，所以毛澤東

並不具備審查該書原稿的條件。此

外，「毛澤東是否說了實話或者是

否說了全部實話，這並不是簡單的

是非問題，甚至一般不被視為一個

需要嚴肅處理的問題」，因為「採訪

者與受訪者之間，本身就存在一種

『博弈』的關係」（頁159-63）。本書

最有爭議的問題是

《西行漫記》一書是否

經過毛澤東的審查？

在作者看來，毛澤東	

有選擇性地向斯諾	

傳遞對己有利的資訊

本就是一個常識，而

斯諾慎重解讀這些	

資訊也是他作為一個

記者應當具備的基本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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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自省	
也指出，毛澤東與斯諾談及富田事

件、張國燾等問題時都有所保留

（頁198，註釋245）。換言之，在

作者看來，毛澤東有選擇性地向斯

諾傳遞對己有利的資訊本就是一個

常識，而斯諾慎重解讀這些資訊也

是他作為一個記者應當具備的基本

能力。

筆者同意《紅星》的觀點。實

際上，1949年1月毛澤東在與米高

揚會談時，曾經談及接受斯諾採訪

一事。米高揚在會談紀要中寫道，

「談到抗日戰爭時期黨的對外聯

繫，毛澤東指出，當時這種聯繫局

限於與在延安的外國記者，特別是

與美國記者的被動交往。現在情況

變了」9。也就是說，毛澤東認為

當時中共在與美國記者的交往過程

中並沒有掌握主導權。所以審查稿

件一說難以成立。

那麼，斯諾是不是完全沒有受

到中共話語的影響？或者說，通過

何種途徑、在何種程度上受到了影

響？《紅星》認為，斯諾通過其特殊 

的採訪經歷，感情、價值觀不知不

覺間傾向採訪對象，這是不可否認

的。作者還提及，斯諾帶着「好幾

磅重的共產黨雜誌、報紙和文件」

離開了延安（頁165-66）。但是，在

斯諾具體的採訪經歷、其認知或著

作在何種程度上受到了中共話語的

影響等問題上，本書沒有作進一步

的考察。

筆者無意否定《西行漫記》作

為歷史資料的價值以及斯諾作為 

記者的洞察力。但是，我們必須追

問，中共是否試圖通過某種間接或

直接「布置」，藉此影響斯諾對革命

聖地的基本認知？其效果又如何？

畢竟，當時中共需要的並不是所謂

的「國際友人」，而是向外界釋放信

號的「代言人」。例如，當時在中國

人民抗日紅軍大學學習的童小鵬在

日記中寫道，「外國人〔斯諾〕是從

資產階級社會裏來到蘇區考察的，

的確是破天荒的第一遭」，「今天滿

街貼起洋標語了」，「說也奇怪，今

天前的保安同今天大不同了，以前

的街道是馬糞載道，青草蔓生，空

氣似乎有點不好聞，但今日來時已

是新氣象了，馬糞不見了，青草也

剷除了，甚至房屋也稍加修葺了，

這樣迅速的轉變，的確不能不歸功

於洋人的到來」，「這兩天來保安更

熱鬧了些，一方面是乾淨得較好看

了，一方面是多看到一些群眾的往

來」bk。在接待斯諾時，有些地方

甚至準備了「烘製的麪包」、「濃咖

啡和白糖」、「法國式烹調的飯」，

這些顯然都是特意為斯諾準備的奢

侈品bl。從中可以看出，中共對斯

諾的來訪，顯然是做了「布置」的。

斯諾本人並非沒有意識到這 

一點。在採訪時，他曾刻意問一個

共青團的少年生活苦不苦，得到的

回覆卻是「有革命的地方就是好地

方」。於是，斯諾感歎道，「千篇一

律的回答，我心裏想，這個年輕人

是從某個紅軍宣傳員那裏把答話學

得很好」bm。但是，斯諾似乎也存

在一些誤解。例如，他將主要負責

接待工作的李克農稱為「外交部的

交通處長」。實際上，李克農時任

中共中央聯絡局局長，該局對外稱

為外交部，主要負責對國民黨的統

戰工作以及黨內秘密交通bn。李克

農是中共情報戰線的重要領導人之

一，那麼斯諾的誤認是源自翻譯問

題，還是相關方面的有意隱瞞？另

外，陪同斯諾踏訪各地的胡金魁、

中共是否試圖通過

某種間接或直接「布

置」，藉此影響斯諾

對革命聖地的基本認

知？其效果又如何？

畢竟，當時中共需要	

的並不是所謂的「國際	

友人」，而是向外界釋	

放信號的「代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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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		書評 李長林也都是政治保衞局系統（即

中共的防諜組織）的人物，這種安

排是否有政治深意？

實際上，1936年8月5日（斯諾 

訪問延安期間），毛澤東曾向黨內、 

軍內發出指示，稱「現有極好機會， 

在全國和外國舉行擴大紅軍影響 

的宣傳，募捐抗日經費，必須出版

關於長征記載。為此，特發起編製

一部集體作品。望各首長並動員與

組織師團幹部，就自己在長征中所

經歷的戰鬥、民情風俗、奇聞軼

事，寫成許多片段，於九月五日以

前匯交總政治部。事關重要，切勿

忽視」。截至10月底，黨中央共收

到《長征記》徵稿二百多件、五十

多萬字，於1937年2月編成bo。由

於斯諾結束採訪回到西安是在10月 

22日，所以他是否從延安帶走了這 

些資料，我們無從得知bp。但童小

鵬在日記中記載，「楊〔尚昆〕主任， 

陸〔定一〕部長又來要我們寫長征

的記載」，「編成後給那洋人帶出去

印售，並云利用去募捐，購買飛機

送我們」bq。可見，至少中共方面

希望斯諾帶走這些資料。

200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影印 

出版了1937年2月版的《長征記》謄 

抄稿br。考慮到1942年版對1937年 

版做了許多修改，1954年《黨史資

料》刊印的版本又對1942年版做了

修改，1955年改名為《中國工農紅

軍第一方面軍長征記》的版本又對

1954年版做了刪改這一複雜情況， 

我們無法保證1937年的《長征記》

謄抄稿保持了1936年10月收集材料 

時的原貌bs。如果能夠找到斯諾當

時從延安帶走的中共文件，並將其

與《西行漫記》的早期版本作一對

照，或許可以進一步了解斯諾與中

共的內在關係。根據沈津的調查，

斯諾從延安帶走的文件在1956年

被贈予哈佛大學教授費正清（John 

K. Fairbank），現保存在該校的燕

京圖書館，名為〈中共延安時代史

料〉，此檔案一直不為人所知bt。

其次，《紅星》在史料運用上存 

在着某種不平衡現象。作者不僅博

搜了中、美、蘇、日等多國的歷史

文獻（包括圖像、未刊史料、新聞

雜誌、回憶錄等多種形式），並且

在使用時也極為嚴謹細緻，對文獻

的考證更是匠心獨運。但是，相比

於美、蘇、日的諸多一手資料，本

書在中文資料方面更偏重於回憶

錄、人物傳記等二手資料。筆者無

意對此責備求全，而是希望讀者注

意到一個重要問題——這一問題也 

與本書的主題，也就是史料的形成

過程以及出版審查制度息息相關。

《紅星》所提及的持中共立場

的人物，例如劉鼎、董健吾、馮雪

峰、宋慶齡（包括本書未提及的李

克農、徐冰等），都事關中共的「隱

蔽戰線」，即情報工作。實際上，

在改革開放初期的1982年，中共

中央曾發出指示，要求「關於中央

特科歷史資料的收集和整理工作，

應由各級黨史資料徵集部門在中央

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的統一指導

下，有組織地開展。其他單位和個

人均不得擅自收集和發表這方面的

資料」，「對黨的秘密工作的組織系

統、工作規律、策略手段，以及各

方人士中的點線和秘密黨員，某些

當時出於權宜之計的活動與做法等

等，在為黨史研究提供資料時可充

分寫出，但在發表時應非常慎重，

嚴格注意內外有別，必要時應報請

有關單位審批。要保持高度的敵情

《紅星》在史料運用上

存在着某種不平衡現

象。相比於美、蘇、

日的諸多一手資料，

本書在中文資料方面

更偏重於回憶錄、人

物傳記等二手資料。

這一問題與史料的形

成過程以及出版審查

制度息息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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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自省	
觀念。在追溯我黨白區工作和地下

鬥爭的歷史時，要注意和警戒它們

在今日可能產生的政治反應和不良

後果，更不要不利於今後正常的情

報、保衞工作的進行」ck。

1991年，中共中央再次重申

了1982年規定之有效性，並明確

指出，「凡涉及我黨地下情報工作

歷史的重大事件、重要案例和地下

情報工作的方針政策，組織系統、

策略手段、工作規律，以及重要情

報工作人員的傳記、紀念文章、回

憶錄等，屬中央一級新聞、出版單

位辦理的，應事先報送國家安全部

審核同意。屬地方新聞、出版單位

辦理的，應通過當地國家安全部門

轉報國家安全部審核同意。未經國

家安全部審核同意的，一律不得擅

自公開發表或出版發行」cl。

換言之，「隱蔽戰線」中文資

料的印行不僅存在極大的限制，甚

至有被中國國家安全部門加工、修

改的可能性。這意味着原本在數量

上就極為有限的資料所透露的有 

效資訊將寥寥可數，給歷史學者

（包括作者）的史料收集、解讀工作

造成了極大的困難。正如美國中央

情報局（CIA）的分析師哈勒比安

（Olivia Halebian）在討論蘇聯情報

問題時所指出的，「我們必須假定， 

所有關於蘇聯情報機構的回憶錄、

傳記和歷史研究，都是在反情報專

家的幫助下編寫的」cm。正因為如

此，有關中共的行為及意圖，特別

是關於斯諾潛入延安的來龍去脈的

問題上，《紅星》依舊存在一些空白

區域。在探討馮雪峰「只公開一部

分⋯⋯省略部分，公開時已經被隱 

去」的報告時（頁149-50），作者顯

然注意到這一點。

另外，回到毛澤東照片的問題

上，令筆者感興趣的是，建國以後

毛澤東的照片資訊又是如何傳播

的？根據毛澤東的攝影師回憶，

「當時所拍攝的照片除公開採用和部 

分留作歷史資料、少部分送禮外，

其餘圖片必須銷毀。底片和那些多

餘的照片在銷毀時，放在一具上鎖

的廢片箱內，定期燒毀。燒毀時，

有專人監督，燒後灰燼也要檢查一

下是否完全燒盡，任何人不得私自

留底」，「我儘管拍攝了數萬張照

片」，「自己手上僅有幾張（共5張）

與毛主席合影的紀念照片」cn。換

言之，1949年以後，毛澤東照片的 

資訊源處於被控制的狀態。實際

上，不僅是毛澤東的照片，中共還

建立了針對所有圖片信息的控制體

系。因為「攝影圖片是宣傳工作中

的有力武器」，所以中共要求「向國

外宣傳的圖片今後統一由新華社發

布，各地各部門不得擅自將未經新

華社發表的圖片送出國外」co。不

知俄羅斯方面是否存有相關的圖

像、音頻或視頻檔案？2014年，有 

報導稱湘潭大學將建立「毛澤東圖

像數據中心」cp。但是到目前為止， 

筆者沒有發現此項工作有何進展。

最後，筆者注意到《紅星》存

在若干校對上的技術性問題。例

如，「他作為領袖說出了自己的孤

獨，即無人理解自己發動文革的意

圖」一句沒有標註出處（頁69）；參

考文獻中的俄文著作《中國的英勇

人民》（Героический народ Китая）

一書的出版年份應為1938年，而

非1939年（頁268）；參考文獻的中

文著作中，不少文獻沒有註明作者

或編者（頁258-63）。當然，這些細

枝末節並不影響本書的學術價值，

「隱蔽戰線」中文資料	

的印行不僅存在極大

的限制，甚至有被中

國國家安全部門加

工、修改的可能性。

這意味着原本在數量

上就極為有限的資料

所透露的有效資訊將

寥寥可數，給歷史學

者的史料收集、解讀

工作造成極大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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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		書評 但筆者相信，本書再版之時定能以

更完美的形式呈現在讀者面前。

六　結語

《紅星》一書最大的特徵在於，

將毛澤東早期形象的問題置於國際

環境的大背景之下進行梳理。作者

相信，「共產主義運動本身就很國

際化⋯⋯把視野放在國際，才能

回到歷史的現場」cq。縱觀全書，

應該說作者依靠駕輕就熟的史料收

集和解讀能力，成功地為讀者展現

了多個國家之間相互關聯的「歷史

現場」。

更為難能可貴的是，《紅星》對 

歷史人物既有評判與諷刺，又不失

同情與理解。在作者看來，「由於

已經知道歷史經過及其結果，我們

有時反而無法理解當時人們擁有的

日常性感受和常識」（頁239）；「我

還是想跟中國人一樣思考，跟他們

一起煩惱，一起找出走向未來的道

路」cr。這或許就是作者的心聲。眾 

所周知，在中國大陸以外的海外輿

論界，充斥着各種極具刺激性卻又

缺乏真憑實據的「揭秘」類歷史著

作。這類流於世俗的作品雖然迎合

了人們的好奇心而廣受歡迎，但其

生命也是轉瞬即逝的。相比之下，

本書可謂異彩獨放。僅閱讀本書的

參考文獻與附錄，筆者就能體會到

作者作為史學家的那份矜持。

最後，需要提及的是，本書的

名稱《「紅星」是怎樣升起的》，乃

是向中國史學家高華的代表作《紅

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

的來龍去脈》致敬（頁7-8）。同時，

《紅星》能夠以中文的形式面世， 

也有賴於作者「最信賴的袁廣泉先

生」，因為「袁先生的譯筆，忠實可

信無需贅言，尤其可貴者在於能 

反映原文的細微之處」（頁240）。

高華與袁廣泉先生都已駕鶴西去，

《紅星》的面世或許是對兩位先生最

好的紀念。

我們無意間佔有且已不再懷疑

的歷史知識到底從何而來？影響我

們歷史認知的資訊來源以及所謂 

的「常識」是否由於誤解、加工、整 

理、篡改而變得無比扭曲？這既是

《紅星》作者石川禎浩作為史學家的

反躬自省，也是他對今人拋出的時

代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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