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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六•四”事件民间白皮书》由“纪念1989年民主运动暨‘六四’惨案20周年

活动第一批联络人”发起并由李进进法学博士完成写作，胡平（思想家、哲学和政
论作家，严家其（政治学家，前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所长），王军涛（美国哥伦比
亚大学政治学博士），王丹（美国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杨建利（加州伯克利大
学数学博士和哈佛大学政治经济学博士），徐文立（中国民主党创始人之一，美国
布朗大学资深研究员），陈破空（政论家和作家），王天成（宪法研究专家，前北
京大学法律系讲师），以及刘路，易改，张菁参与了讨论或提供了修改意见。支持
写作的还有以下组织和个人：

中国宪政协进会
公民力量
关注中国中心
“六四事件”调查委员会
《北京之春》杂志社
纪念胡耀邦赵紫阳基金会
中国民主团结同盟
中国社会民主党
中国民主论坛(纽约)
中国工人自治联合会 (纽约)
澳大利亚悉尼中国民主平台
纽约天安门基金会

万润南、王书君、王传忠、王超华、方能达、孔天乐、孔灵犀、叶宁、冯海光、吕
京花、朱学渊、刘刚、刘念春、刘俊国、羊子（冯素英）、孙立勇、孙延、苏晓
康、吾尔开希、李兰菊、杨而玉、李恒清、吴仁华、何军樵、何清涟、沈源、宋书
元、张伟国、张伦、陈一咨、陈二幼、陈小平、陈立群、陈奎德、武春来、金岩、
周义澄(亚衣)、周锋锁、郑义、郑存柱、孟浪、项小吉、袁缤、高文谦、高平、高
光俊、唐元隽、陶君、梅凤杰、盛雪、康正果、程晓农、傅申平、傅申奇、储海
蓝、曾大军、谢中之、谢选骏、熊炎、潘强、魏泉宝。

这个白皮书是基于现披露出来的官方社论、公告和报告，当事人的回忆录和文
章，报纸报道以及音像等史料对“六•四”这个重要的历史事件做出的一个完整的
政治背景和法律分析的报告。目前中国政府对“六•四”事件没有作出全面的调查
和客观的评价，迄今未见类似白皮书之类的调查报告。中国政府长期以来封锁有
关“六•四”资料和禁止民间对此事件的调查和讨论。作为民间的力量，我们提出
这个民间的白皮书，一方面是对历史的负责，另一方面也是对中国现政府的抗议和
挑战。这个报告以白皮书命名，旨在强调它的严谨、正式和规范性，以及阅读对象
的普遍性。

纪念“六四”事件委员会 
2009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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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国在二十世纪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最让世界关注
的是一个年轻的中国人在1989年6月4日以血肉之躯只身阻挡针对平民的军队坦
克。1989年6月3日中国当局命令全副武装的军队强行进驻北京和占领天安门广
场，在此过程中军人们受命向非武装的北京市民和学生开枪，导致了大量伤亡。
那一刻环绕着地球的是这样的声音：

这里是北京国际广播电台。请记住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这一天，在中国的
首都北京发生了最骇人听闻的悲剧。

成千上万的群众，其中大多是无辜的市民，被强行入城的全副武装的士兵
杀害。遇害的同胞也包括我们国际广播电台的工作人员。

士兵驾驶着坦克战车，用机关枪向无数试图阻拦战车的市民和学生扫射。
即使在坦克打开通路后，士兵们仍继续不分青红皂白地向街上的人群开枪
射击。目击者说有些装甲车甚至辗死那些面对反抗的群众而犹豫不前的步
兵。

北京国际电台英语部深深地哀悼在这次悲剧中死难的人们，并且向我们所
有的听众呼吁：和我们一起来谴责这种无耻地践踏人权及最野蛮的镇压人
民的行径。1 

这是中国当局自己的电台播出的新闻，是其编辑根据他在上班的路上目睹
的情况所写出的报道。新闻播出后不久，即1989年6月4日的凌晨左右，中国人民
解放军已经强行占领了北京天安门广场。天安门广场上手无寸铁的学生们在军人
枪口的押送下，撤出天安门广场。这就是让世人震惊的1989年“六•四”大屠杀
事件。

有关中国军队向平民开枪造成大量伤亡的报道，以后不断有录像、照片和
当事人的回忆证实。中国官方也从未否定军队动用了武力并造成了大量的平民的
伤亡。但是他们说这是“平息反革命暴乱”。多年后，中国当局一方面避忌提
起“暴乱”和“平暴”而讳称是一场“政治风波”2 ，另一方面坚持说1989年发
生了否定共产党的“政治动乱”和“反革命暴乱”，声称“平息动乱和反革命暴

1



乱的胜利，巩固了我国的社会主义阵地和十年改革开放的成果，也给党和人民提
供了有益的经验教训”。 3

中国政府在屠杀后的立场使“六•四”屠杀真相没有全部披露出来。同
时，所有受难者至今仍然被官方称为“暴徒”，他们的在天之灵至今得不到安
抚，受伤者包括那被坦克辗断双腿的体院学生方政等，今天仍然没有得到赔偿和
补偿。

二十年来，中国当局在国内封锁对“六•四”屠杀的报道和讨论，使得许
多年轻的一代人不知道这个震惊世界的历史事件，让经历过来的人忘却这个事
件。有位年轻的报社员工居然以为“六•四”是一次矿难。4  

我们不能忘却，我们必须厘清被屠夫们搞模糊的历史真相，我们必须看清
历史事件的性质。为了那些死难者的灵魂得到慰籍，为了避免这种反人性的屠杀
事件再度发生，为了中国人民享受更多的自由和民主权利，本白皮书将根据当时
中国国内报章和电台、电视台的报道和20年来不断披露出来的回忆录和采访文章
等，根据中国当时的宪法和法律，根据人们心中的正义观，来分析和解答当时发
生了一场什么样的运动，北京到底有没有发生“政治动乱”和“反革命暴乱”，
对北京市的戒严是否违法，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平暴”是不是屠杀，以及“六•
四”事件对世界的影响和我们的历史反思。最后，我们提出“八九”民运没有完
成的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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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事件的经过

1989年春夏之交，中国的北京和其他主要城市爆发了以学生为先导的人民
请愿活动即“八九”爱国民主运动。中国政府动用约20万人的军队强行推进北
京，镇压了那场爱国民主运动，造成了约上万平民的伤亡。这就是“六•四”屠
杀。以下是这个事件的主要过程。

“八九”民主运动爆发的背景简介

给中国带来深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在七十年代末毛泽东去世和“四人帮”
垮台后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给中国人带来两大反思和诉求，一是要求人身和思想
的自由，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要求，另一是要脱贫，提出了实现
四个现代化口号。1978年5月以“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开始的思想解放运
动，代表了第一种反思。但是这个思想解放运动在完成了对文革冤假错案平反 的
任务、在邓小平复出并全面掌握国家政治权力后就开始受到压制，作为官方支持
的思想解放运动就基本停止了。但是，人民继续在反思，故出现了西单民主墙和
北京高校的竞选人民代表的活动，也称之为北京之春运动。中共当局在文革结束
后不到4年的时间里就镇压了西单民主
墙。人们畏惧和痛恨的反革命罪这条鞭
子又开始在人民头上挥舞。1980年，邓
小平提出了“四项基本原则”以桎梏人
们的思想；1983年中共当局进行“清除
精神污染”运动，1987年初开始“反对
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人民的思想和
言论自由受到进一步的压制。

邓小平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
想，其出发点是为了摆脱文革式政治，
不搞政治运动。但是，这个指导思想是
以不挑战中共的权威为前提和牺牲人民
民主和自由权利为代价的。这个指导思
想意图取缔意识形态上的各种争论。总
之它是一个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
治体制改革的跛脚的改革思路。然而，
进行经济建设和“不搞政治运动”本身
就是政治。如何实现现代化本身摆脱不
了意识形态的争论。

思想和政治权利上的长期压制使
得人民寻找释放的机会，挑战权威。当
经济改革带来利益重新瓜分并导致分配
不公的时候，当各种社会矛盾加剧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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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人民必然挑战中国共产党的权威，邓小平不愿意见到的政治必然要浮上社会
台面。1988年政府开始的物价闯关失败后导致高通货膨胀产生了大规模的民怨。
社会分配不公和政府官员的“官倒”即腐败问题使社会矛盾加剧。这种民怨和
反“官倒“是八九年学潮的社会基础。

热血爱国青年感受到了那种思想上的压制和民怨，于是1986年底爆发了全
国各大城市的争自由要民主的学潮。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实权派以传统的内部高
压方式将学潮压下去了。他们逼迫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辞职，开除方励
之、王若望、和刘滨雁等几位“资产阶级自由化”领头人物的党籍和职务，5 并
且发动了一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运动。可是学生们仍然在压抑当中。他
们渴望着自由，期待着政治民主化。因为胡耀邦是在86年的学潮中下台的，他在
1989年4月15日去世自然成为大学生们释放政治上的压抑和呼唤民主自由的一个
历史契机。一场以悼念胡耀邦而开始的学潮发展成了一个震惊世界的人民请愿运
动，同时世界人民也目睹了共产党屠杀的行径。

胡耀邦去世到“4.26”社论（4月15日--4月25日）

1989年民主运动
起始于大学生们对前中
共总书记胡耀邦去世的
悼念活动。

1 9 8 9 年 4 月 1 5
日，胡耀邦去世后的几
个小时之内，北京大学
和其他的大学的学生们
通过大小字报表达了对
胡耀邦的悼念，也表达
了对中国政治的不满和
对中国领导人的批评。
其 中 流 传 最 广 的 一 个
大字报写的是“该走的
没有走，不该走的却走
了，”明显将矛头指向
邓小平。4月17日夜北京大学和其他几所大学拥着“中国魂”的特大横幅走向北
京天安门广场。4月18日他们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了“七条”请
愿书，内容如下：

1． 公正评价胡耀邦的政绩，肯定民主自由的宽松的政治环境；

2.  彻底否定“清除精神污染”与“反自由化”运动，并为这次运动中蒙受不白
之冤的人平反； 

3.  要求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其子女向全国人民公布其财产状况；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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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允许民办报纸，开放报禁，制定新闻法；

5.  增加教育经费，提高知识分子的待遇；

6.  取消北京人大常委会违反宪法而制定的限制游行的“十条” ； 

7.  对此次活动作出公开的报道，见诸党政机关报。6

以上七条是1989年民主运动的基本政治主张，归纳起来为两个请愿诉求：
一是要求自由和宽松的政治环境；二是反对腐败,即当时最响亮的口号“反官
倒”。其中没有提出任何选举在内的民主要求，没有要求更换政府，更谈不上
推翻一个政府。当日学生们经过十多个小时的静坐后，作为全国人民代表的体
育播音员宋世雄，全国青联主席刘延东和北京市教育局局长曹西平出来接受了 
“七条。”

当晚约8时左右，静坐的学生解散，但是静坐外围的学生拉着“中国魂”
的横幅到了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所在的“新华门”前示威。这就发生了“4.19”
和“4.20”所谓的“冲击新华门”事件。在这个事件当中，中央的有关报道强
调“有人喊‘打倒共产党’的口号”。因为大多数学生当时没有这种政治诉求，
这种报道激化了学生的情绪。

4月20日后，北京的几所主要大学开始组织学生自治会。中共中央决定在
4月22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胡耀邦追悼大会”。当得知北京当局将封闭天安门
广场不让学生到天安门参加追悼大会后，北京主要大学的自治组织决定进驻天安
门广场集体参加“胡耀邦的追悼大会”。4月21日晚，各大学的学生突破封锁，
凯旋般的进驻了天安门。中共中央在学生们已经进驻天安门广场的情况下决定允
许同学们在广场聆听追悼大会。大会结束后，几位学生代表在人民大会堂台阶上 
“跪递”他们的请愿书，结果中国当局不予理睬。这件事情后，学生开始了罢
课。

与此同时，上海，天津，西安，长沙， 广州，武汉等外地的高校也出现各
种大字报，声援北京的学生，提出了和北京的大学生们同样的要求。

胡耀邦去世后，上海的《世界经济导报》和戈扬主编的《新观察》4月19
日在北京联合举办悼念胡耀邦的座谈会。《世界经济导报》整理成3万字的长篇
报道，并在第“四三九”期用整整五大版刊印了这篇报道。在尚未发行之前，以
江泽民为首的上海市委要求该报总编辑钦本立删改其中关于一些敏感的文字，遭
到钦本立的拒绝。钦本利顶住压力，坚持发行原版。于是上海市委决定要求收回
发出的报纸，但是只收回16万份中的2万份。后来，上海市委在邓小平“4.25”讲
话的当晚，决定整顿导报，总编辑钦本立停职。这个事件导致了新闻从业人员和
知识分子走上街头，要求新闻自由。

“4.26”社论到“5.13”绝食前夕（4月26日--5月12）

4月25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主要学校和有关部门口头传达了邓小平的讲话，
指出中国发生了政治动乱，要加强“人民民主专政”，即镇压。8 4月26日人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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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社根据邓小平的讲话，发表了《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社论。社论指出极少
数人“打着民主的旗号破坏民主法制，其目的是要搞散人心，捣乱全国，破坏安
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这个社论是1989年
运动的转折点。尽管社论说是“极少数人”，但是学生们认为那只是文字游戏，
他们认为社论就是否定学生们的政治诉求，矛头就是指向全体学生。他们说“我
们没有搞动乱”。于是他们没有屈服，再次走上街头。

4月27日发生了1989年学潮的第
一次最大规模的游行，游行表达的是反
对“4.26”社论， 学生们坚持认为他们的
行为是爱国行为，不是动乱。游行的前夜
校园内外格外紧张，有消息传出来当局会
派军队镇压，各派力量都在较量。可是学
生们还是冲出了校园，走上了街头。游行
得到了北京市市民的热烈支持。他们高
喊“大学生万岁”并且送来了面包和水。
当时最吸引人的口号是“妈妈，我们没有
错”。9 有的学生的母亲也到游行队伍，
母女拥抱着，享受着那自由的一刻。事前
布置的军警在北京市民和学生面前，显得
苍白无力。

“4.27”大游行迫使政府有关当
局 开 始 和 学 生 对 话 。 政 府 在 对 话 中 没
有 表 示 出 诚 意 。 5 月 4 日 中 共 中 央 总 书
记 赵 紫 阳 在 接 见 亚 洲 开 发 银 行 理 事 会
第22届年会的代表团团长和高级官员
讲话时，要求在“冷静、理智、克制、秩序、和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 
题”。10  赵讲话后，学生们宣布复课。

由于政府和学生的对话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中央没有改变“动乱”的定
性，政府对学生们的政治诉求也没有诚意予以接受，5月13日，在前苏联总统戈
尔巴乔夫来访前一天，以北京大学为首的学生开始了在天安门广场绝食。

“5.13”绝食到宣布戒严（5月13日--5月19日）

1989年5月13日是一个悲壮和值得记忆日子。那天北京的大学生们开始了
绝食。同学们头戴白巾用红笔书写着各种誓言。他们从北京大学南门出发。北大
南门上巨大的白色横幅写着“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盼复还。”大学生的绝
食宣言写到：

“我们最纯洁的爱国感情，我们最优秀的赤子心灵，却被说成是 
“动乱”，说成是“别有用心”，说成是“受一小撮人的利用”。

“我们不想死，我们想好好地活着，因为我们正是人生最美好之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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龄；我们不想死，我们想好好学习，祖国还是
这样的贫穷，我们似乎留下祖国就这样去死，
死亡决不是我们的追求。但是如果一个人的死
或一些人的死，能够使更多的人活得更好，能
够使祖国繁荣昌盛，我们就没有权利去偷生”
。11 

学生们的绝食诉求也很简单：（1）要求政府
迅速与学生举行实质性的真诚对话，（2）要求政府
承认他们没有搞动乱而是在进行一场爱国的民主运
动。绝食由“绝食团指挥部”领导。12 

5月15日北京发生了声援学生们的大游行，舆
论逐渐同情学生。中央电视台开始转播天安门广场
的情况，人民日报也不断报道。之后北京市民包括警
察和军事院校的学生都走上街头，声援学生，要求政
府认真对话。人民日报和中央电视台曾报道那几天北
京每天有上百万人走上街头。此时，声援北京学生运
动已经波及到全国。许多大城市的学生和市民都走上
了街头，他们也在当地的政府门前请愿并开始和当地
政府领导对话。外地的学生还赶到北京参加绝食和声
援绝食，并且组建了“外地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简
称“外高联。

5月19日凌晨，中国的第一个自治工会宣布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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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成立。他们在其成立宣言
中，要求中共中央国务院必须
在廿四小时之内无条件接受绝
食同学的两点要求。否则，工
人们将从5月20日中午12时开
始，全市工人总罢工24小时，
并根据事态的发展决定下一步
的行动。但除了一个工厂响应
罢工外，北京没有发生全市性
的罢工活动，原因是政府颁布
了戒严令。13  

5月19日晚，中国当局
决定在5月20日对北京部分地
区实行戒严。戒严令以国务
院的名义发布，国务院总理李鹏签署，并派解放军执行戒严，同时成立了“解放
军戒严指挥部”。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因为反对戒严未出席“戒严”
大会。在此之前，也就是在5月19日凌晨，他看望了广场上绝食的学生并且极富
同情地用扩音喇叭对学生喊了话。赵之后就被软禁，未经任何法律程序，被剥
夺自由，直到他在2005年1月去世。这一切都说明，当局无意采纳赵紫阳提出的
在“冷静、理智、克制、秩序、和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的方法解决
政治纠纷，没有诚意对话。他们一意孤行，要用国家的暴力来解决人民的和平 
请愿。

戒严到屠杀（5月20日--6月3日）

在5月19日晚宣布戒严后，从四月底就被调动的解放军开始开往北京城，14 

执行戒严，说是“维护首都治安，恢复正常秩序。决不是对付学生的”。15 可是
北京的学生和市民们不相信他们，于是开始了一场反对戒严的活动。古都北京百
年来经历了无数反抗政府的活动，见证了几个政府的更迭，但是没有一个政府命
令军队进城镇压学生运动。北京市的妇女、老人、工人、政府官员、甚至有些警
察，他们来到戒严的军车面前，劝说着满脸稚气的解放军“娃娃”，让他们撤
军。军人们犹豫了。有些将军们也开始反对戒严。 

戒严中，北京各界人士继续走上了街头声援学生。天安门广场上成了“首
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同时， 戒严也吸引了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的目光。
世界华人也以不同的形式和规模的活动声援学生。5月28日发生了全球华人大游
行。香港市民参与的规模最大，在600万人口的香港，有一百多万人参加了大游
行。5月30日，由中央美术学院和其他几所院校的学生赶制的“民主女神像”耸立
在天安门广场。刘晓波、周舵、侯德建和高新即“天安门四君子”于6月2日发起
《六二绝食宣言》，声言绝食72小时，呼吁知识分子“以行动抗议军管”，并提
出“我们没有敌人，不要用仇恨和暴力毒化我们的智慧和中国的民主进程”。16  

以严家其为首的学者们同时要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讨论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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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严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全国人大常委会下次开会的时间是6月20日。包括57名 
（后有4名代表撤出）人大常委会委员签名的公开信要求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特
别会议。他们要求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讨论“罢免李鹏总理”和“取消戒严”的
议题，要求当权者按照宪法的规定和法律的程序来解决政治问题。学生们没有撤
离广场，期待着人民的代表讨论和决定国家的命运。

军队在各种反对的声音下，在北京郊区停滞不前。本来，这是个让冲突各
方和中共党内高层各个派别协商解决国内的政治危机的最好机会。可是，面对人
民改革的呼声，特别是面对人民要求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来解决政治纷争
的要求，时任国家和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邓小平及其追随者害怕“橡皮图
章” 的民意机构变成一个真的民意机构而摆脱了他们的控制，于是决定用武力来
结束非暴力的和平集会和示威。这就导致了天安门“六•四”屠杀。 

“六•四”大屠杀（6月3日--4日）

在6月3日晚十时，学生们还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民主大学》开学典礼的时
候，约20万人的戒严部队在坦克车的引导下已经分兵进军广场。17据资料披露,当
局在6月3日下午4时决定不惜一切代价强行进军北京市区，占领天安门广场，驱
赶学生，进行所谓的“天安门清场”，并命令军队务必在6月4日早6时前完成清
场任务。18当晚6时30分，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播放戒严部队紧急通告，宣布“
戒严部队、公安干警和武警部队有权采取一切手段强行处置，一切后果由组织者
肇事者负责。”19以下是“维基百科全书”关于6月3日晚到6月4日发生的屠杀情
况：

晚上10时后，天安门与长安街的形势急转直下。军队入城后遭到市民
阻挠，军队开枪，其中木
樨地是死伤最多的焦点。
该处聚集数千人，部分
人用碎砖头砸打（戒严部
队），军队立即一排排
冲上大桥，边喊着“人不
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
我，我必犯人”的口号，
边向投石头的市民开枪。

从这时起，军队
时 而 向 天 开 枪 ， 时 而
对（着）人群扫射，有
人中弹倒下。民众不断
向后退，高喊：“法西
斯 ！ 流 氓 政 府 ！ 杀 人
犯！”军队用冲锋枪向
骂声扫射，约百名学生
和市民倒在血泊中，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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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立刻被送往旁边的复兴
医院。复兴门外大街两旁的
市民从自家窗户上探出头来
痛骂，也有人从窗口上往马
路上投东西，军队开枪还
击，从木樨地到全国总工会
约五百米左右的路段，两旁
建筑物都被打得火星四溅，
其中22号楼、24号楼两幢部
长楼有3人在楼上被子弹打
死，当中据报包括人大法律
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宋汝尊的
女婿。

根据BBC[记者]现场
报道，解放军从卡车上不分
目标的向人群射击；在天安门广场的一次扫射中，她自己被尸体绊倒，几
码之外被当场射杀的还有两人，重伤倒地不起的两人；之前北京某儿童医
院20分钟内送来40多名遭枪击的重伤者，其中包括妇女和老人，不少人是
在自己家中中弹，其中有两人已死亡。有说一些死者遗体被戒严部队埋在
各处，但说法并未得到证实，但一些录像却显示解放军直接在长安大街向
市民开枪。

广场上的学生虽然知道镇压开
始，但以为军人只用橡胶子弹和催泪
弹，最多是被军人押走。此时不断有
人跑入广场紧急报信，说明军队荷枪
实弹扫射示威者，广场陷入惊恐。

凌晨1时，天安门以西约四公里
的复兴门传出枪声，军队向堵塞他们
的群众开枪，最少逾30人死亡，200多
人受伤，复兴门外医院接收大量死伤
者。1时30分，北京市政府和戒严部队
发出《紧急通告》，内容说：

“首都今晚发生了严重的反革
命暴乱。暴徒们猖狂袭击解放军指战
员，抢军火，烧军车，设路障，绑架
解放军官兵，妄图颠覆中华人民共和
国，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人民解放军
多日来保持了高度克制，现在必须坚
决反击反革命暴乱。首都公民要遵守
戒严令规定，并同解放军密切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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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捍卫宪法，保卫伟大的社会主
义 祖国和首都的安全。凡在天安门
广场的公民和学生，应立即离开，
以保证戒严部队执行任务。凡不听
劝告的，将无法保证其安全，一切
后果完全由自己负责。”

中国官方资料称，《通告》
内容广播后，至凌晨2时，几十万人
的广场只剩下数千名学生和市民。
凌晨2时20分，军队开进广场，施
放催泪弹，部队从广场南面的前门
向中央推进，沿途向高空发射照明
弹，群众向天安门广场北面后退。
据报中枪者包括徒手阻拦军队的平
民以及旁观的民众，也包括现场抢
救的医务人员，另外有一队学生 
（包括北京体育学院学生方政）被
军队坦克辗压，至少五人被压死，
九人被压伤。20 

根据陈希同的1989年6月30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的报告，“暴乱”中
有六千多军警伤亡，三千多名非军人受伤，二百余人死亡，包括36 名大学生。他
说“这当中，有罪有应得的暴徒，有被误伤的群众，还有正在现场执行任务的医
护人员、联防人员和维护秩序工作队员等。对于被误伤的群众和执行任务中受 伤
害的人员，政府要认真地做好善后工作。”

显然，中国官方的报道将军警伤亡的数字夸大，将学生和市民伤亡的数
字大大缩小。根据综合报道，平民死亡的人数远远高于陈希同的数字。根据T.布
鲁克的《死亡调查》，仅就北京13家医院的统计，死亡人数在6月3日晚就达479
人。21 据透露，前国家主席杨尚昆曾经谈到“六•四”期间军队造成600多人死
亡。22 无论如何，“六•四”屠杀造成了上万人的伤亡。但是20年过去了，中国官
方没有进一步的调查“六•四”事件，死亡人数也没有进一步的核实。即便按照
中国政府的定性，政府也应当甄别哪些人是“暴徒”，哪些是误伤的市民并加以
善后补偿。人民大学教授丁子霖17岁的儿子在所谓的“平息反革命暴乱”中被枪
杀致死，至今政府对于她儿子的死没有一个正式的定性和赔偿。以丁子霖为领导
的一些受难者妈妈组成了“天安门母亲”，要求中国政府调查“六•四”事件，
要求政府让她们公开和不受干扰地悼念他们死去的亲人。这样一个简单的要求，
也没有得到政府的答复，并且她们一直受到当局的骚扰和恫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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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八九”爱国民主运动是人民和平请愿运动

北京的学生在1989年4月走上街头，在“反官倒”“争自由”的号召下，
获得了全国绝大多数人民的支持。一个学潮在政府僵硬的态度下引发了一场广泛
的爱国民主运动。人们称之为“爱国”，是因为学生们追求的是人民的自由和国
家的富强。人们称之为“民主运动”指的是当时人们要求更多的自由和对政府进
行的批评，甚至要求总理李鹏下台等。从整个运动的诉求和形式来看，这个爱国
民主运动是一个大规模的人民和平请愿活动。 

请愿就是公民对向政府机关提出各种诉求的活动。请愿往往通过言论自由
或游行示威集会等自由权利来表达。在多数情况下，请愿的活动是承诺或愿意在
现有宪法和法律的秩序内进行。“八九”民主运动正符合“请愿”的基本特点：
人民行使宪法规定的自由权利，要求政府落实宪法， 或称之为“行宪”。就运动
的主流来看，人们没有提出超出宪法之外的要求。它是一个“维宪”运动，而不
是一个“修宪”运动。它也没有提出“废除”宪法和推翻政府的主张，所以还谈
不上是一场革命。

“反官倒”和争自由是运动的基本诉求

“八九”请愿的主要诉求是4月17日学生们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提出
的“七条”。如前所述，这“七条”归纳起来就是包括新闻自由在内的言论表达
自由的要求和包括制定“阳光法”在内的“反官倒”即反腐败的要求。在以邓
小平为首的中国当局在4月25日认定学生的请愿活动是“动乱”后，学生们加上
了“摘掉动乱帽子”的内容。在当局决定在北京市区实行戒严后，请愿者提出了
通过全国人大和它的常委会“罢免李鹏”和“取消戒严”的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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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愿是在宪法允许的范围内

以上所有的请愿要求都在中国宪法和
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关于表达自由，宪法
第三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
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
由”。学生们所要求的是当局保证和落实这
些自由。

关于人民的请愿权利，宪法第四十一
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
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
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
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
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宪法第二十七
条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
依靠人民的支持，经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
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
督，努力为人民服务”。

关于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实行罢免权
和监督权，宪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
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
人民代表大会”。宪法第六十二条和第六十三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监督宪法
的实施，选举产生国务院总理并可以罢免之。宪法第六十七条规定，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国务院的工作，有权撤销国务院制定的与宪法、法律相抵
触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所以要求通过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来罢免总理李鹏
和取消戒严是宪法赋予人民的权利。当时请愿者还要求邓小平下台，这是要求在
中国革除军事寡头政治。因为邓小平当时只是一个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但是却
实际操纵中国的政治，所以这个要求是合理的。

全国各界人士参与了请愿

“八九”民主运动已经超出了历史
上一般的学潮，后期已经变成了各界人士
参与的人民请愿运动。据研究报道，全国
300多个城市发生了抗议示威活动，出现
有数百个自治团体，近万人参加了长达一
周的绝食，数千万人参加了各地的游行。 
23 

这 个 运 动 的 全 民 性 首 先 表 现 为
各界人士声援学生和直接参与（如北
京成立的工人自治联合会）。人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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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和中央电视台报道了北京连续几天百万人上街游行支持学生，要求中国当
局与学生对话的活动，其中包括军人和警察。《北京青年报》1989年5月19日
第1296期发表的问卷显示，90%的答卷者认为学生运动是爱国民主运动并且参
加或支持了这个运动。其次，中共党内包括党的总书记在内的多数党员同情
或支持学生。《中国妇女报》1989年5月19日第462号报道了两个妇女党员的心
声。她们说：“北京大学生绝食请愿，实在是万不得已。这恐怕是有史以来
最伟大的爱国主义运动。但目前绝食已有六天，声援活动波及全国。这说明
追求政治民主是民心所向，党心所向。”他们希望中共总书记和国务院总理 
“去进行真诚的对话”。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赵紫阳也要求通过对话协商来
解决政治纠纷。再次，市民们自觉和勇敢的站出来抵制军队参与戒严。他们的伤
亡比学生的伤亡要大得多。

请愿是在和平的方式下进行

在“八九”请愿活动中，学生和市民们采取包括游行、集会和结社、对
话、静坐和绝食的和平表达方式进行。绝食虽然将请愿活动带到一个激烈的高
度，但那是以绝食者自己的生命来换取人民的自由，这和当局用军队的自动枪和
坦克来剥夺请愿者的生命是不可相提并论的。在请愿期间，请愿者和全国声援的
人民没有通过暴力、暗杀、搞武装、政变、或其他非和平的手段来达到目的。 
“八九”请愿运动坚持了和平原则。

运动的主流没有要求政治制度的彻底变革

“八九”请愿活动没有提出颠覆宪法或在宪法之外重新建立一个政治制度
的诉求。他们甚至没有将“选举”和“修宪”等民主改革作为主要诉求。在绝食
最紧张的时候，请愿者提出的是“维护宪法”，在天安门广场成立的是“首都各
界爱国维宪联席会”。在”4.27“大游行的时候，学生们打出了“拥护中国共产
党”的口号。这些都说明，请愿活动没有意图“否定中国共产党”。请愿者至多
是要求共产党作进一步的政治改革，反对“官倒”和落实人民的自由权利。

当然在整个运动过程中，有少数人提出了超越学生们诉求之外的诉求，比
如对共产党和毛泽东的彻底否定。典型的事件是5月23日来自毛泽东故乡湖南的
余志坚，鲁德成和喻东岳等三人用颜色鸡蛋泼污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像，同时
打出“五千年专制到此告一段落”、“个人崇拜从今可以休矣”的横幅。但是3
个当事人是广场上示威的学生们“扭送”到公安局的。当事人之一的余志坚说
到：“我必须指出的是，没有八九学潮，我们是不会进京的；没有所谓戒严令的
颁布，我们也是不会去砸毛像的。我们过去、现在都是中共的反对派，而在八九
民运中，我们却是广场上的少数派，或者说激进派。”24 这个少数派的观点在六
四屠杀后变成了主流观点。

罢免国家领导人是人民改变政府的权利

《世界人权宣言》宣告了人民通过选举治理国家的权利和人民意志是政府
权力的基础的原则。25 中国宪法规定了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

14



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国家行政
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26 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其常务委员会有权选举和罢免包括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和中
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在内的国家领导人其他国家工作人员。27 这就是人民改变政府
的权利。

在当局1989年5月20日宣布戒严后，北京和其他地区的游行队伍里出现
了“召开人大”和“罢免李鹏”的口号，5月25日，香港的文汇报刊登了57名全
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要求召开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议程包括罢免李鹏总理。要求
罢免国家总理本是人民依照宪法改变政府的权利，由国家教委思想政治工作司在
屠杀后却说这是“制造声势、煽动推翻政府”。28  

当时最为激烈的声明是在戒严生效的当天（5月20日）的《首都全体工 
人和学生的联合声明》。该声明说，“鉴于李鹏、杨尚昆等国家领导人仍然一意
孤行，现在是联合起来，同全国人民一道通过法律程序罢免这几个暴君的时候
了”。“为了讨伐和严惩这几个暴君”，学生和工人们要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立即召开临时大会,罢免国务总理李鹏,罢免国家主席杨尚昆,以及追究其他一切与
人民为敌的现政府官员的法律责任。同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应组织特别法庭,依
法公审这些暴君。”29 

以上的言论不是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而是呼吁人民依据宪法改变政府。
然而，当局则用这个声明作为“反革命宣传煽动罪”的定罪证据。这是逆世界民
主潮流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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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1989年春夏北京没有发生动乱

中国当局早在4月25日日就将学生运动定为动乱。这个“动乱”的定性激
化了政府和学生之间的矛盾。学生们最后以“绝食”来要求摘掉“动乱”的帽
子。中国当局不妥协，坚持认定学潮是动乱并认为“动乱”发展成了所谓的“暴
乱”。今天，这个“动乱”的帽子该去掉了。

传统的汉语词典里没有“动乱”一词的解释。“动乱”或“社会动乱”是
现代的用法，1966年到1976年的文化革命被称为“十年动乱”，成为人民对“动
乱”理解的主要事例。在那十年里，中国发生了各派别之间的武斗，抢夺武器仓
库，“地富反坏右”和走资派等被殴打、游街，国家法律全部无效，各级政权机
构被夺权或陷入瘫痪，中国国家主席也被非法关押致死。1989年的中国没有发生
这些事情，甚至连点迹象都没有。 

4月15日到25日北京没有发生动乱

按照传统词典对“乱”的解释，“乱”是无秩序，那么，“动乱”应当是
非常严重或极度的社会失序。1989年4月北京没有发生非常严重或极度社会失序
的情况。中国当局是在“4.26社论”里将学潮定为动乱的。这个社论在1989年4月
25日晚间播出。所以，我们要依据史料来判定中国的北京或其他地方在1989年4
月25日之前的社会基本秩序是否遭到严重破坏。

从1989年4月15日到25日，这10天里，发生了一些游行示威活动。这些活
动主要有：“4.17”的学生游行和“4.18”在人民大会堂的静坐。这个静坐已经
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接受了“七条”后和平解散；“4.19”和“4.20”学
生们在新华门前示威；“4.22”学生集体到天安门广场参加旁听胡耀邦追悼大
会；以及学生们“跪拜请愿”被拒绝后开始罢课。可是在这些活动中没有发生任
何“暴力”或其他危害人民生命和财产的行为；北京市的治安没有因为这些示威
活动而变恶化；北京市的各国家机关，工厂和事业单位的工作秩序没有受到实质
性影响；北京市市民生活正常而有序地进行。甚至全国都在流传：北京学生请愿
期间，小偷罢偷。事实证明，“动乱”是当局的谎言，是为接下来的武力镇压而
找的借口。

4月22日和23日在西安和长沙分别发生了“骚乱”事件，有人烧毁汽车和
抢砸商店等。但是这两起事件，参与的人数和范围都有限而且社会秩序立刻得到
有效的控制。30 其次，骚乱事件没有明显的政治意图，学生们也谴责之。31 所以
这两起事件是孤立的事件，扯不上“政治动乱”。

如此而言，“动乱”何在？邓小平最先将学潮定为“政治动乱”：“这
不是一般的学潮，而是一场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动
乱。”32 《人民日报》的“4.26”社论就是根据邓小平的这个讲话写成和发表
的。事情很清楚，当局是以其“乱”背后的动机和思想倾向来决定“乱”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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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这是以事件的政治倾向而不是以“乱”的程度或规模来决定其行为的法律性
质和决定应对措施的。

一个社会是否发生了动乱，不能依据其事件的政治倾向或行为者主观上的
政治诉求来决定。首先，中国承认的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和中国的宪法都确
定了人民的表达自由。如果将和平的政治诉求作为确定动乱的标准，那就是否定
人民言论和其他表达自由。其次，如果以其行为的性质或者以行为背后的动机和
思想原则决定的是否发生了动乱，那么等于“治乱”的法律措施目标是人们的思
想。法律不能以人的思想来惩罚人，这是当代世界各国包括中国都确认的基本法
律原则。中国领导人一边不得不承认这个原则，一边却违反这个规则，无时无
刻控制人民的思想和惩罚他们不喜欢的有思想的人。这是中国1989年所谓的“动
乱”的渊源。

游行示威和在天安门广场绝食本身不是动乱

有人会说，非法游行示威本身就是动乱。游行示威无论合法与否都是一种
表达的行为。如果说乱是无秩序，动乱是非常严重或极度的社会失序，那么非法
的行为不一定造成社会极度失序。北京学生们在1989年4月的游行无论是否非法
都是有组织有秩序的。

有人会说在天安门广场绝食是动乱。首先，5月13日开始的天安门广场绝
食是在宣布“动乱”之后，其本身是要求摘掉“动乱帽子”的行为。其次，天安
门广场就是人民政治表达的一个公共场合。学生们在那里进行绝食请愿活动，是
行使宪法规定自由表达权利。姑且说是学生们“非法占领”广场，那至多只是违
法或一般的“乱”，而非“动乱”。这是因为这个“乱”不影响当地人民群众正
常的生活秩序。

北京城外和平抵抗戒严，城里生活和工作秩序井然

戒严后，北京的学生并没有撤离广场。可以说戒严并没有终止所谓的“动
乱”。但是，这个“乱”没有影响北京人民的正常生活。北京市的社会治安和生
活秩序在北京学生占领广场下，不但没有受到影响，甚至变好了。戒严后的第二
天5月21日中央电视台晚间新闻报道了如下采访：

街头一位推自行者的妇女对记者说，作为首都公民，我们能够自己
管理自己，自己完全能够维持秩序。

一位男子说，过去街上车碰着车就要吵架，现在能互相理解，招招
手就走了。  

一位五十来岁的男子说，我是外地出差来京的，从打戒严令发布之
后，据我观察，街头交通秩序是好的，虽然人多，车也多，但秩序非常
好，因为有学生在帮助警察维持秩序。

记者问一位售货员：“现在副食品供应还畅通吧”？售货员： 
“对，挺畅通的，而且也没有什么抢购。”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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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关于戒严后的第二天报道说：

本报北京5月22日凌晨4时50分讯：国务院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
的命令生效业已40多小时。在政府划定的戒严区域内，仍未见到异于往日
的发展情况。 

21日星期日，天安门广场上，和平请愿的首都的和从外地来的大批
大学生比肩静坐。东西长安街上，人流夜以继日；在不到百米的低空，数
架军用直升机在往复掠过，不时撒下用大字号印的李鹏总理讲话传单。引
起阵阵骚动。

戒严令发出以后，广大市民担心执行戒严的解放军进城后发生流血事件，
夜间在通向郊区的一些主要交通路口设置道路障碍。城市公共汽车、电车已中断
两天。地铁停运。东西长安街等主要街道，群众自动维护交通秩序，指挥过往的
各种车辆和行人。一些居民给本报打电话，抱怨看不到报纸，拿不到牛奶。入
夜，在用各种大型车辆及其其他什物设起路障的许多交通路口，又聚集起黑压压
的人群。34

《人民日报》5月26日报道： 

“本报北京26日凌晨讯，昨天，北京烈日当空。下午起，东西长安
街和广场周围的游行队伍一时不见头尾。从横幅来看，有来自科研、教
育、卫生、新闻等单位和部分工厂的。也有不少是外地学生。长安街交通
一度中断。

北京各大小副食店和农贸市场，蔬菜肉蛋等生活必需品充足，货
架、摊床琳琅满目。据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报道，全市工业系统的职工出勤
率达到80%左右，大多数企业事业单位的工作秩序基本稳定，中小学校书
声朗朗”。

从以上的报道，我们看不到北京发生了任何社会动乱的迹象。如果有某种
程度的骚动， 那也是来自低飞的军用直升飞机和大军压近北京城造成的。

专制主义的惯性思维是“动乱”之源

当局为什么要将人民和平且有秩序的请愿示威活动看作动乱？问题出在他
们的专制主义的惯性思维上。也就是说，他们不允许不同的声音公开发表出来，
不允许人们挑战他们的权威，将所有公开的表达，如游行示威等当作敌对的行
为。邓小平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思想就是以他的方针和策略为思想、为中
心。意见可以提，但是要以服从为前提，决定权在以他为首的党中央。任何挑战
他们的权威就是“乱”。

从这种专制主义的惯性思维出发，有些人就会将游行示威当作动乱，天安
门广场就只能是显示“天子”权威的地方，而不能成为民意表达的地方。如果我
们换一种思维，将天安门广场也认为是个“海德”公园，那么，学生们在那里游
行示威或绝食怎么会被认为是动乱呢？专制主义的惯性思维是当局认为八九学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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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动乱的思想根源。

专制主义惯性思维的另一个表现是“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以
一家之法为天下之法。”所以当权者在“大私”和“大公”面前决不退让。这 
“私”就是“权力”和执政地位，这“公”则是民意。“六•四”屠杀后有人指
责学生不退让所以导致了大屠杀。这种“不退让”之说故意或糊涂地不去追究为
什么政府不退让。学生们“4.26”后主要的诉求是要求政府撤回“动乱说”。当
时，包括中共的党员在内的千万民众走上街头，要求政府承认学生是爱国行为，
去掉“动乱”的帽子。这是天下之声。但是，在这个“大私”“大公”面前，以
邓小平为首的中共当局绝无半点退让之意。他们害怕退半步就要退万步，就丢掉
了他们的统治权力。所以，他们宁愿让他们的坦克往前推，也不愿意后退半步承
认自己的错误。

在《人民日报》“4.26”社论公布后的当天，有人已经指出了中共当局不
退让的“大私”所在：“你要民主吗？八七年初已有一位大人说过，拿几百万
人头来换。或许今年的此时是付诸实施的时候了，保定的三八军怕是已经到了
吧？[批注：四.二二进京，有六万人]”。35 这张大字报不幸而言中了。其实，当
时社会还没有推翻共产党的思想准备，中共统治集团根本没有可能退万步。即便
是以后退万步，又如何？如果执政党和国家领导人有“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思
想，退出来又如何？正是因为他们没有半点民主的思想，他们的举措才不断让学
潮升级，最后不惜血腥镇压。

“一小撮论”﹑“阴谋论”和“外国反华势力操纵论”是挑起 
“动乱”的政治手段

为了达到政治控制的目的，当局通常将一个人民的运动或声音，说成是 
“一小撮人”操纵的。“4.26”社论就用了三个“极少数”。这是运用到至今的
政治统治手段，也是一种很荒唐的思维。他们一边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
史的英雄、中国是人民的共和国、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
度来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力，可是另一方面，经过“一小撮”论的推理，人民什么
都不懂，人民变成了被“一小撮”人操纵的“阿斗”。

他们惯用的另外一个政治手段是对群众运动或反对派扣上“阴谋论”和 
“外国反华势力操纵论”。“4.26”社论指出：“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
次动乱，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 
陈希同在“六•四”屠杀后报告中开宗明义就指出所谓的“动乱”是西方世界的
一些政治势力“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包括中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
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长期战略的一个部分，是“在我国，
党内党外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和搞政治阴谋的人，同西方国家的
这种战略相呼应，内外勾结，上下串通”的结果。36 这种“阴谋论”和“外国操
纵论”同样是贬低人民判断力的说法。同时，历史经验告诉人们，“阴谋论”只
不过是中共党内用来消灭异己的借口。在“新中国”的六十年里，中国人民经历
了多少次重大的政治运动。“阴谋论”和“操纵论”不绝于耳，可是还有几桩被
指控的“阴谋”到今天还成立的？关于“八九民运”的“阴谋”和“外国势力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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