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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魯而胡——李慎之思想
衰變的意義與局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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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這樣說過：我是讀魯迅的書參加革
命的，我參加革命時還沒有讀過毛澤

「我年輕時不能不是一個共產黨

東。他十八歲時的一首詩佐證了這一

員，中年時不能不是一個右派，老年

點：「路從無路而走出，魯迅文章是我

時不能不是一個自由主義者。」1這是

師。」2以魯為師，是那個時代進步青

李慎之先生對自己八十人生簡要亦精

年的風習，李慎之自己也說，年輕時的

要的概括，其中三個「不能不是」，弦

「他只看一個人的小說，魯迅的，別的

弦叩擊人心，聞之者動容，味之者無

人全不看」3。在另一個場合，李慎之

極。

又「特別提到魯迅及左聯對自己的巨大
上述過程似乎可以作這樣的轉

影響，當時毅然奔赴延安的年輕知識

換：左翼青年→中年右派→老年自由

份子，大都把魯迅視為精神導師」4。

主義。這是李慎之一生中的三個關節

如果把「二李」的話參合印證，這些左

點，可以看到，從起點到終點，李慎之

翼青年走上政治道路，其精神資源主

完成了人生中一個關鍵性的捩轉，晚

要就是魯迅或少不了魯迅。

年的他走到了自己年青時的反面。

饒有意味的是，李慎之們在擁戴

所以把「共產黨員」轉換為「左翼

魯迅的同時卻反對胡適。本來，胡魯

青年」，是因為李慎之的政治人生是

都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領軍人物，出

從左翼青年起步的，他由此踏上所謂

離五四後，兩人因思想主張的不同便

的革命道路，也由此成為共產黨員。

不相往來，但他們兩人卻代表了解決

共產黨員的身份實際上是他人生第一

中國問題的不同的努力方向：胡適

階段或青年階段的終點，而非初始意

堅持用英美改良式的自由主義來救治

義上的起點。

中國，魯迅解決中國問題則傾向蘇俄

從左翼起步，李慎之的個案具有

式的無產階級革命。當胡適認為「我

一定的代表性，那就是他（們）大都受

們是不承認政治上有甚麼根本解決

魯迅文學的影響，在魯迅的感召下，

的，⋯⋯只存一個『得尺進尺，得寸

走上了革命道路。李慎之的摯友李銳

進寸』的希望」時5，魯迅的觀點卻是

「改革最快的還是火與劍」。顯然，魯

惑、懷疑和痛苦；只是，如果從思想

迅的話更能燃動進步青年的血。因

史角度，那種對他個人來說的根本性

此，1936 年的胡適自知之明：「我在

的思想蛻變，還沒有發生。

這十年中，明白承認青年人多數不站

「剜肉還母，剔骨還父」。對早年

在我這一邊。」6 以李慎之的話相

精神之父魯迅的反思，並最終導致思

證，那就是「我們年輕的時候是看不

想上的「剔還」，應是李慎之衰年之事

起胡適的」7 。「胡適缺乏鬥士的激

了。有趣的是，如同早年崇拜魯迅就

進，顯得過於君子。魯迅決不『費厄

必然瞧不起胡適一樣，李慎之晚年反

潑賴』，而胡適專講『費厄潑賴』。」8

思魯迅時也自然伴以對胡適的再評

儘管「在我心目中，胡適當然『也是個

價。胡魯對立而又胡魯不離，這是

人物』，但是他軟弱，易妥協，同魯

二十世紀中國思想史上殊可怪異的現

迅比起來，『不像一個戰士』，而且顯

象。它落在李慎之身上，其評價體系

得『淺薄』⋯⋯這些『胡不如魯』的印象

就呈現出「自魯而胡」的價值倒轉。

本來也一直存在在心€」9⋯⋯

「我是一個六十年來一直『以魯迅之是

在魯迅思想的導引下，李慎之們

非為是非』的人，一直到前幾年才忽

走上了「火與劍」的革命道路，這條路

然有所憬悟，結果就是前年寫的那封

在抗戰之後僅用短短幾年時間，就奇

給舒蕪的信⋯⋯」bl，它以一種飽含理

‰般地走通了，這正印證了魯迅關於

性的激情陳述了自己人生中的價值追

「火與劍」的論述沒有錯。於是，魯迅

求和轉變。針對舒蕪在中學時代就定

弟子胡風在《人民日報》上高呼：「時

下的「尊五四，尤尊魯迅」這六十年一

間開 始 了」。 然而， 這 開 始 了 的 時

貫制的人生「支點」，李慎之說：「經

間，和過去了的時間在性質上卻具有

過一番思索，我的思想居然倒轉了過

令人吃驚的同一性。前一時間段，執

來，認為就對啟蒙精神的理解而言，

政體制囿於國際國內的壓力，無論真

魯迅未必如胡適」，「能夠比較全面地

心還是假意，都得往憲政路子上靠。

表達和代表『五四』精神的，毋寧還

按照當年孫中山手訂的中國發展三段

是胡適」bm。於是，一個垂垂老者，在

論，從「軍政」、「訓政」到「憲政」，國

「反省自己一生走了彎路」之後，終於

民黨從20年代末結束軍政行訓政，一

有了這樣的體認：「還是胡適比魯迅

訓就是二十年。至40年代末，國內民

高明。」bn

主力量逼得它不得不「行憲」了，至少

筆者願意把上述李慎之「自魯而

姿態上是這樣。可是，50年代，領袖

胡」這 一 精 神 倒 轉 稱 之 為「思 想 衰

的一句話就把時間撥回了頭：「我們

變」。從時間一維來說，這是李慎之

現在還是在訓政時期」bk，而訓政的實

在思想上的「衰年變法」。從價值一維

質就是「一黨專制」。在這個自己親手

說來，所謂衰變，本指原子核由於放

參與創造的「時間」中，李慎之自己也

射出某種粒子而轉變為新核的變化；

付出了意想不到的代價，因為「大民

就其喻，則指李慎之在其精神元素的

主小民主」之類的問題，令李慎之的

裂變中，由「魯迅元」向「胡適元」蛻

整個中年，在右派生涯中度過。但作

變，從而形成新的思想放射。這個衰

為右派的李慎之，人生發生了天翻地

變過程，應因於他人生最後幾年對自

覆的變化，在變化中他也不是沒有惶

由主義的提倡。自1997以來，李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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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大陸重張自由主義，這就使他

領銜批判。今天的自由主義續承中斷

無以迴避對作為自由主義代表人物胡

幾十年之久的胡氏香火，就是要在中

適的評價。事實上，李慎之不久就在

國大陸「結束黨治，代以法治；結束

自己的文章中重論胡魯。應當這麼

專政，代以憲政」。誰都知道，提出

說，提倡自由主義是他重論胡魯的思

這樣的問題等於「批逆鱗」：它既是歷

想背景，而重論胡魯既是他的自由主

史的——最為難解；也是現實的——

義在思想個案上的深入，這種深入反

更為嚴峻。所有解決中國問題的其他

過來又成為他抱持自由主義的重要表

方案，都必須在這個根本問題上率先

徵。因此，他一生中的三個階段，就

面對。因為，這個問題不解決，其他

其首尾言，是從左翼青年到老年自由

問題無以獲致相應解決的必要條件。

主義；就信念角度，則由尊崇魯迅到

「這€就是羅陀斯，就在這€跳吧！」

尊崇胡適。這兩個過程相互滲透，合

而李慎之，作為一個有š幾十年黨歷

二為一。

的老左派，對自己和這個民族所走過
的幾十年彎道深入反思，世紀之末，
以衰朽之軀，返身跳入這個風險與共

二

的「羅陀斯」，並以胡適的方向為中國
政治道路的方向。因此，李慎之的衰

「自魯而胡」，李慎之思想蛻變意
義何在？
一如上文，無論胡適還是魯迅，

年之變，不僅於他個人是一種大勇氣
和大清醒，而且對我們這個時代，也
具有相當的啟示意義和示範意義。

都已成為一種價值選擇的符號，而胡

胡適的方向就是中國政治道路

適和魯迅所生活的時代，非但沒有過

的方向。李慎之在生命的最後幾年終

去，黨治格局之類的情形反而歷久彌

於認識到，在解決中國問題的路徑依

深。因此，胡魯當時面對的問題，就

賴上，還是胡適比魯迅高明。他於生

是我們今天的問題；胡魯對那個時代

命結束前幾個月的一篇文章中說：

所作出的不同應對，就是我們今天要

「我認為一個民族最重要的創造是其

作出的價值選擇。是胡還是魯，這€

政治制度，經濟、文化、國民性都

並非人為的二元對立，而是這兩人一

由之決定（與馬克思的經濟決定論不

個代表英美憲政式的自由主義，一個

同）。」bo這是一個極為精彩的表述。

代表蘇俄無產階級專政式的社會主

制度優先，是胡適的思路而不是魯迅

義，而專政和憲政，可是實實在在的

的思路；這樣的表述不僅與馬克思不

對立的二元。這種對立在今天，直接

同，而且也分明與魯迅不同。如果說

就演化為前幾年「自由主義」和「新左

馬克思認為最重要的是經濟，魯迅則

派」的衝突。新左派宗法魯迅，他們

認為最重要的是「國民性」。魯迅顯然

有他們的問題關懷，也並非不重要

是個「國民性決定論者」，制度問題則

（比如平等）；但，對「黨治」這個貫通

被排除在他的視野之外。早在上個世

二十世紀的「死結」，新左和它的先師

紀20年代，離開新文化運動不久，曾

一樣，不贊一辭。自由主義不然，它

經並肩的胡魯，面對當時中國問題，

所賡續的是胡適道統。早在上個世紀

因其思考路徑的不同，就已分道揚

20年代黨治之始，胡適就依託《新月》

鑣。那時的魯迅並沒有接觸馬克思，

始終 認 為 解決 中 國問 題的「第 一 要

批評的國人的「卑劣」。卑劣並非不可

š，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bp。這顯然

以批判，但魯迅的藥方是一種道德救

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啟蒙傳統，目睹

治，它想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卻又不能

過戊戌維新、辛亥革命以及二次革命

解決根本問題。其實問題無須根本解

的失敗，魯迅已不相信任何政治作

決，如果有制度的堤防，卑劣你自卑

為。直到1925年，在寫給許廣平的信

劣，制度的作用，則不讓其四處泛

中，還是單打一地強調：「此後最要

濫。在人性層面上，西人之卑劣實不

緊的是改革國民性，否則，無論是專

下於國人，而國人的惡性發作，是因

制，是共和，是甚麼甚麼，招牌雖

為一個卑劣的制度在助紂。很顯然，

換，貨色照舊，全不行的。」bq魯迅由

一個說謊成性的體制肯定養成國民說

於否定了制度層面上的努力，使他成

謊至少是不說真話的習慣，這不是

為一個一元主義性質的「文化（或道

「國民性」而是「國體性」。這時，「卑

德）決定論者」。然而，胡適不同，五

劣」之類的人性批判再尖銳再深刻也

四後的胡適走的顯然是另外一條道

沒用，有用的就是要改變這個卑劣的

路。他並不放棄新文化運動所形成的

遊戲規則。因此，只談國民性而不談

啟蒙傳統，而且，純粹就精神啟蒙而

制度，是魯迅盲視所在；胡適從不反

言，他事實上比魯迅介入更早。但

對魯迅意義上的精神啟蒙，同時尤重

五四之後，他卻把更多的精力投放在

制度建構。相形之下，魯是偏鋒而胡

魯迅根本看不上的政治改良和政治制

更可取。今天，李慎之取法胡適，以

度的建構上，並且相應地進行政治啟

政治制度為「玄關」，一語便道破我們

蒙。自1922 年胡適執筆的〈我們的政

這個時代由來已久的要害所在。

治主張〉開始，胡適終生致力於民主

胡適的方向就是中國政治道路的

憲政的努力。因此，五四後胡適對政

方向。這句話的意義還有一層，即解

治自由主義的踐履，使他不但避免了

決中國社會問題，是胡適的「和平改

魯迅解決中國問題的一元論（亦即獨

革」，還是魯迅的「暴力革命」。晚年

斷 論）傾向 ， 而且 就 解 決實際 問 題

李慎之對這個問題，大致完成了他的

言，他的體制路徑較之魯迅的國民性

「再選擇」。一篇〈革命壓倒民主〉，尤

路徑更為根本也更為關鍵。

其開頭部分實際上就是有關革命的

因為在政治制度與國民性的互動

「懺悔書」。當然，革命壓倒民主，在

關係中，正如李慎之所說，是政治制

李慎之那€是一種事實陳述，還沒有

度決定國民性，而不是相反。所謂政

上升到相應的理論高度。胡適不然，

治之「政」即公共事務，政治生活領域

當年他所以反對革命，完全是出於一

即人類公共事務領域，而其「制度」也

種睿智的理性。他認為革命無非就是

者，不過是人進入這個公共領域時所

一種「社會徹底改革的主張」。這種主

制定的「遊戲規則」。只要大家養成遵

張不但無以通過革命實現，因為它必

守遊戲規則的習慣，就會產生行為上

須經過一點一滴的社會改良才能完

的慣性。習慣成自然，久而久之，庶

成，而且更在於，「一切的所謂社會

幾也就是國民性了。魯迅言中的國民

徹底改革的主張，必然的要領導到政

性，實為一種與生俱來的人性，而且

治的 獨 裁」， 根 據 就 是 列 寧 自 己 的

是人性中的幽暗一面，比如魯迅一再

話：「革命是最獨裁的東西。」br而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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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和民主勢不兩容。因此，早在上個

後果；責任倫理則相反，它不排除目

世紀40年代，也就是李慎之為了民主

的之類，卻更注重行為責任。就胡魯

跨入革命之時，胡適發表了他的〈自

而言，魯迅是典型的「意圖倫理」者，

由主義〉，說bs：

他在給許廣平的信中說：「我以為只
要目的是正的——這所謂正不正，又

我要很誠懇地指出：近代一百六七十年

只專憑自己判斷——即可用無論甚麼

的歷史，很清楚的指示我們，凡主張

手段。」bt而強調「責任倫理」的胡適卻

徹底改革的人，在政治上沒有一個不

「明白承認行為的結果才構成我們道

走上絕對專制的路，這是很自然的，

德意識的責任」ck。因此，在魯迅，為

只有絕對的專制政權可以鏟除一切反

了一個崇高的意圖則不憚「火與劍」；

對黨，消滅一切阻力，也只有絕對的

胡適呢，憂於未形，恐於未熾：「一

專制政治可以不擇手段，不惜代價，

個錯誤的政治或社會改造議論，卻可

用最殘酷的方法做到他們認為根本改

以引起幾百年的殺人流血。」cl以剛剛

革的目的。

過去的二十世紀為例，人類的大災
難、大流血，無論極右，抑或極左，

這其實是一種警告。然而，胡適愈是

從希特勒到斯大林，從毛澤東到波爾

誠懇，李慎之們愈是聽不進去，一個

布特，那種人類最殘酷、最不恥的行

人聽到的往往是自己想要聽的東西。

徑，正是出於魯迅所謂只要我以為是

比如：「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作

正的即可用無論甚麼手段的「意圖倫

文章」，「一首詩趕不走孫傳芳，一炮

理」。

就趕走了」，「在這可詛咒的地方擊退
這可詛咒的時代」，「無產者失去的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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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鎖鏈，得到的將是整個世界」，這
些動人的文學化表述，年輕人是滿心
要聽。而且還天真地認為，只要趕走

李慎之的思想衰變，發生甚晚，

了「孫傳芳」，甚麼問題不能解決呢。

皈依自由主義，也就生平最後幾年。

就這樣，李慎之這一代知識精英，抱

雖說「朝聞道，夕死可矣」，然，朝夕

š「社會徹底改革」的願望，一頭扎進

之間，學有淺深。歷史留給慎之老人

革命懷抱，用魯迅的火與劍、用自己

的朝夕未免過於吝嗇，儘管他倡導有

的青春和熱血，硬是把胡適的警告變

力，但就其自由主義學理，顯然未遑

成了活生生的現實。

深入。落實到這€的魯迅評價，問題

晚年李慎之解甲歸胡，給我們的

便不免歧出。

啟示至少有這兩樣：一是社會問題只

從「尊五四，尤尊魯迅」，到「尊

有「一步一步的做具體改革」
（胡適），

魯迅，尤尊胡適」，固然是一種知性

不能期以火與劍式的革命。革命只解

進步。但，尊魯同時，是否知道，在

決政治權力的更迭，並不保證權力性

另一面上，魯迅是有「毒」的。因此，

質的轉換。另外，更要警惕「社會徹

這樣的表述問題夠大：「胡適畢竟是

底改革」之類的「意圖倫理」，轉而強

了解魯迅的，他們倆後來雖然傾向有

調「責 任倫理」。這本是韋伯（M a x

所不同，但是，分析到最後，本質上

Weber）的一對概念，扼其言，意圖倫

都是中國最最珍愛自由的人。」cm胡魯

理只強調動機和目的，而罔顧行為及

的關鍵就在於他們的「傾向不同」，一

個傾向英美自由主義的人，和一個傾

Nietzsche）
「超人」哲學的影響。這種

向蘇俄無產階級專政的人，還能在最

「超人」性質的個性自由，必然發變為

後一句的「本質」上相同起來嗎？而

「任個人而排眾數」。這實際上就構成

況，真正的自由主義，從不輕言「最

了兩種自由的對峙：個人的，還是眾

最珍愛自由」，如果以「最」而論，在

數的。魯迅的選擇是前者，問題是，

中國，最愛自由的當是「反對自由主

在魯迅那€，作為「超人」的個人自由

義」的毛澤東，他的「和尚打傘，無髮

是有了，但平民作為「眾數」，他們的

（法）無天」，就是最愛自由的強硬表

自由卻沒了。如此，倒也真的是「惟

述。魯迅呢，愛自由的表述甚至更直

有此我，本屬自由」。這樣的自由，

接，不容置疑八個字：「惟有此我，

毛澤東的〈詠蛙〉詩庶幾近之：「春來我

本屬自由」cn（毛魯真是有š精神上最

不先張口，哪個蟲兒敢作聲。」顯然，

內在的一致）。這兩種表述，自由主

自由如果一旦像魯迅這樣「任個人」，

義斷然不敢。自由主義在「自由」上並

則必然走向專制。本質上，它不是自

不比「最」，更不「最最」，「最最」本身

由主義的自由，而是自由的專制主

就是極權體制常用詞彙，作為一個上

義。自由主義的自由，既是個人的自

下合體的會意字，「最」的本義，即

由，也是眾數的自由，是從個人走向

「冒犯奪取」。也就是說，一個最最愛

眾數的自由。胡適認同自由主義的個

自由亦即「惟有此我，本屬自由」的

人性，但這不是哪一個人，而是人

人，他的自由很輕易就冒犯別人。自

人。他說：「歷史上自由主義的傾向

由是權利「由於自己」而不受障礙的狀

是漸漸擴充的。先有貴族階級的爭自

態，而權利和權利是互相衝突的。這

由，次有資產階級的爭自由，今則為

就要求，一個人在伸張自己的權利時

無產階級的爭自由。」cq自由在這€是

必須注意不要妨礙別人，反之亦然。

一個擴展程序，它最終所要達致的是

於是，現代社會中，人人的自由都不

「眾數」，是人人。今天慎之先生從自

是「最」的自由，而是自由的限制。這

由主義說魯迅，未加細審，便肯定魯

個限 制 ，就是 胡 適所 謂：「我 之 自

迅自由偏至的「任個人」，這是對自由

由，以他人自由為界。」co以此為界，

主義的誤解，也是對魯迅的錯肯。

便也見出胡魯的差別。慎公不察，卻

同樣，慎之先生贊同五四的「個

以自由而並論之。殊不知，魯自由非

性解放」，但話題一轉，便直奔馬克

胡自由，這一籠統，便折射出先生在

思：「只有樹立並且遵行這些規範，

自由理論上的含混。

人們才有可能走近馬克思、恩格斯在

正是這種含混，又導致了下文的

《共產黨宣言》€所說的聯合體，『在

偏斜：「對魯迅的研究，⋯⋯到現在

那€，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

除了可以肯定他『任個人而排眾數』、

自由發展的條件』。」cr看來，慎之先

『尊個性而張精神』這一點外，作為一

生很認同馬恩的這個聯合體。但，這

個文學家的無與倫比的感染力，其美

句話所顯示出來的問題的深切嚴重，

學價值還很少被真正發掘出來。」cp後

當為慎之先生始料不及。請注意這€

一點如果沒有問題，前面的問題則不

的「每個人」和「一切人」。「每個人」是

可小覷。「尊個性而張精神」，推諸語

可以落實到具體的個人，「一切人」則

境，帶有濃厚的「唯意志論」色彩，

不能，在意義上它等同於「人」或「人

因為此時的魯迅正受尼采（Friedrich

類」，是一個普遍概念。如果把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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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子轉換並簡化，即：每個人的自由
是全人類自由的條件。然而，自由，只
能是個體的自由，卻沒有甚麼抽象意
義上的人類自由。因此，馬克思的話
倒過來方才合理，即一切人的自由必
須落實為每個人的自由。自由主義所
以重個人並對個人以上的自由三緘其
口，乃因自由一旦離開個人就無所依
傍，或被架空和利用。像馬克思把原
本作為「目的」的個人自由置換為「條
件」、另一個抽象對象（一切人、人、
人類）的「條件」，這在自由主義看來
既不可思議，也十分危險。「一切人的
自由」是一個無底的黑洞，它反噬個人
自由並導致對自由的抽象肯定和具體
否定。為了人類的自由——多麼輝煌
的目標，作為條件的個人自由難道不可
以放棄嗎？看看那些掛馬克思「羊頭」
的蘇俄之類的聯合體，哪一個不是以
人類的名義，視個人自由為敝屣，踐
踏之、拋棄之、剝奪之、犧牲之。
「
《春秋》責備賢者。」以上，以慎
之先生一篇文章中的三處表述，就其
轉軌以來的思想狀況作局限分析。其
所以如此，乃因上述局限是慎之先生
個人，亦遠不限於其個人。胡魯問
題，馬恩問題，包括這€未能論及的
五四啟蒙問題等，即使是認同自由主
義價值的人，也不少是泛論可以，一
到具體則問題繁出。為慎之先生晚年
心儀的自由主義故，這€不惜以慎之
先生為個案，略剖二三，備以為戒。
謹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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