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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他用于科学的准则引导他不仅质问他所在的科学领域的

权威, 进而追究到造成其结果的成因, 共产党。 “马列

主义,” 他斗胆宣告, 是“穿烂的衣服应该扔掉了。”

方鼓励学生们不要等待共产党拱手把民主送给他们。 

“民主要靠人民自己的努力去赢得, ” 方说。 如同作家

夏伟后来解释的, 方对知识界人士的大胆直言的 “召唤, 

要他们直起 ‘弯曲的腰背,’ 摈弃党的一统天下, 震惊

了1986年处在相对开放的政治环境中的学生们。” 但是

那时的社会仍然是一个 “长期习惯于自我监察和对公众

缄默的社会。” 在1988年夏天, 方和他的妻子李淑贤教

授组织关键的大学学生领导参加 “民主沙龙。” 他们设

下那个舞台是为了向共产党提出严重挑战。

3

运动的前兆







猜疑与对抗

胡耀邦是一位直言不讳的改革者:他1987年被褫夺作为中

共领导人的权力, 1989年4月15日在北京逝世。 北京大学

的学生听到胡耀邦逝世的消息后不久, 在广告栏贴出悼念

胡耀邦的大字报, 称胡耀邦为民主的旗帜。 其中有些大

字报更为大胆:影射一些在位的国家领导人。 一张大字报

说, “真正的人死了, 伪善的人还活着。”

胡耀邦享年73岁。 他生前被解除中共总书记职务, 罪名

是先后在1986年和1987年-- 两次对学生示威活动失控负

有责任。 中共指责他兜售资产阶级自由化或者西方民主

思想。 但是许多学生和知识分子将他看作自己的一面旗

帜。 胡耀邦逝世后, 北京大学的学生们一开始只是自发

举行一些悼念活动-- 这并不能看作是对共产党的直接挑

战。 然而, 在几天时间里, 他们就组织起天安门广场的

示威活动。

腐败成了⼤大问题
学生们的抗议活动看来反映了他们对更多政治自由和可问

责政府的深切向往。 当时社会上有种普遍看法:党和政府

最高领导人在海外银行有大笔存款, 并非法将一些肥缺分

派给自己的亲属 – 这种看法使学生们的政治向往变得更

为强烈。 北京市中心的示威者们看来是借用被他们理想化

了的胡耀邦的观点来抨击整个中国领导层。 “胡耀邦在外

国银行里可没有存折,” 一个示威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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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5⽇日⾄至4月26⽇日

猜疑与对抗

这次的抗议活动与以往不同之处在于其组织性很强, 学生们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以及想达到什么目
的。

Muriel Southerland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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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们宣布了几条要求,首要一条是为胡耀邦昭雪。 他们

还要求言论自由、 新闻自由、 增加教育经费、 解除对

街头示威的限制, 还有-- 也许最为重要的是-- 公布党和

政府领导人的收入。 一开始, 当局对抗议群众还算容忍, 

虽然他们同时也通过安装在卡车上的高音喇叭强调, 这样

的示威是非法的。 到4月20号, 15万多学生已经在空阔的

天安门广场发起静坐。 在悼念胡耀邦的活动正在举行的

同时, 来自至少30个大学的学生们不顾政府不准占据天安

门广场的警告, 毅然上街游行。

⽰示威学⽣生秩序井然

上百公顷的天安门广场是具有象征意义的中国的中心;毛

泽东就是在这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 在这里举

行如此声势强大的示威活动标志着对中共当局挑战的急剧

升级。 外地学生, 包括远在东北大连的学生, 第一次参

加到北京的示威活动当中来。

当学生门朝着天安门广场游行的时候, 北京市普通市民为

他们鼓掌。 这是一种异乎寻常的表示。 “做得好！” 

一位中年妇女说, “你们是中国的未来！” 路人们中间

传出一阵掌声, 他们在向这位妇女致意。 最为

重要的是, 学生们表现出以前这类活动中见所未见的高度

组织性。

北京的学生们组织得这么好, 部分原因是:他们曾经为纪

念1919年五四运动作准备。 在五四运动中, 大批中国学

生第一次动员起来, 为自由和民主而呐喊。 另外, 为了

专心致志实现示威目标, 北京的学生开始罢课。 在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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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与警察在天安门抗议期间曾多次发生冲突。 该视频显示学生们突破警方的阻拦, 前进到
广场。

Muriel Southerland视频

猜疑与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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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层严             
重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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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7⽇日⾄至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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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获得公开报道抗议活动的权利而请愿, 包括党的喉舌 

《人民日报》 在内的具有领军地位的媒体的记者们都参

加了。

在没有宣布戒严之前的一个短时期内, 中国记者们对于学

生抗议活动作了客观报道。 其他中国人则以相对无组织

的方式对学生们表示支持, 比如在街道两旁列队鼓掌, 让

学生们免费乘车, 捐助钱或食品, 等等。 后来, 各行各

业的人, 包括数以千万计的工人、 农民、 教师和研究机

构人员都来到天安门广场, 向学生们表示支持。 其中甚

至有一些军人。

开始绝⻝⾷食

5月13号夜间, 1000多大学生开始在天安门广场绝食, 坚

决要求政府在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前的48个小时内与他们对话。 由于党内强硬派要求对学

生采取强硬路线, 党的总书记赵紫阳的地位为之削弱。 

赵紫阳警告示威者不要妨碍30年来的首次中苏峰会。 学

生们要求政府 “在平等的基础上” 与他们新组成的团体

展开实质性对话。 这个学生团体此前曾组织过罢课和许

多示威活动。

学生们相信戈尔巴乔夫的到访给了他们与政府交涉的力

量, 于是他们要求政府承认他们的运动是“爱国的。” 

被一些学生形容为 “最后一搏” 的绝食行动很快在全国

获得支持。

⼤大规模运动由此诞⽣生

5月17号, 一百多万人涌向首都街道对学生表示支持, 这

是共产党中国40年的历史上最大的民众抗议事件。 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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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与政府官员的数次对话没有取得成果之后, 抗议的学生为了求得与官方的对话能够取得实
质意义, 开始绝食。

Muriel Southerland视频

领导层严重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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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起义迫使到访的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改变访问行

程。 这在任何共产党国家都算是最了不起的事件之一

了。 这天,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 当局对市中心好几个平

方英里的地区失去了控制。 来自各行各业的人们, 包括

政府工作人员, 怀着节日的喜庆上街游行, 高呼要求民主

改革、 打倒上层领导人的口号。 上海和21个省会传来发

生支持北京抗议者的示威活动的消息。 北京最著名的一

些喜剧演员以及学校的少年儿童、 银行工作人员、 外交

部的工作人员、 铁路部门和起重机厂的工人, 甚至还有

一些军人, 都纷纷走上街头。

要求邓⼩小平辞职

示威活动使得公安部门和中国中央政府陷入瘫痪。 许多

抗议者呼吁84岁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辞职。 十年前发动

重大经济改革的邓小平, 现在被学生指责为 “反对政治

自由化，” 被工人们指责为对中国百分之三十的通胀率

负责。 保守派的李鹏总理同意在人大会堂会见十二位学

生领袖。

李鹏试图教训学生 “造成无政府状态;” 结果是, 两位

学生领袖打断他说话, 反过来把他教训了一顿。 电视新

闻对全国播发了这个令人惊叹的场面。 政治局领导人第

二天晚间开会, 着手制定实行镇压的计划。陷于孤立、 

疲惫不堪的赵紫阳拂晓时分探望了天安门广场上绝食的学

生们。 这是他最后一次公开露面。 “我们来晚了,” 几

乎噙着泪水、 手持麦克风的赵紫阳说。 “对不起大家！ 

不管你们怎么批评我们, 我都认为你们有这个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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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紫阳是政府高官内少数同情学生的领导人之一。 该视频显示他恳求学生们停止绝食并且承认
他们来得太晚了。 这也是赵紫阳被免职和遭软禁之前最后一次在公众场合露面。

Muriel Southerland视频

领导层严重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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