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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的士大夫，最後的豪傑
──紀念李慎之先生逝世一周年

慎之先生過世一年了。他的死，就像他的一生，轟轟烈烈，成為一個文化
事件。凡事件中人，必是某種精神的象徵。李慎之，這位叱I風雲的思想老
人，究竟象徵Q甚麼？
一年來，關於他的爭論不絕於耳。不少人將李慎之看作為中國自由主義的
傳人，甚至有「梁啟超—胡適—顧準—李慎之」的自由主義道統之說1。李慎之是
李慎之生前不大願意
自稱「當代中國自由主
義的代表」，很喜歡自

一個自由主義者，這為大家所公認，但自由主義是否有道統，這本身就是一個
問題。李慎之生前倒不大願意自稱「當代中國自由主義的代表」，1999年秋天他

稱是「中國最後一個

在香港訪問，應邀到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演講，那年我在那™工作，

士大夫」。李慎之在

參與接待。有聽眾問他，他當場斷然否認。至少在公眾場合，他是不太願意被

精神上所擔當的，乃
是從春秋戰國孔孟夫
子開始，為歷代儒家
仁人志士所發揚光大
的士大夫傳統。中國
的士大夫精神，突出

簡單地化約為某種意識形態的。根據許多人的回憶，李慎之生前很喜歡自稱是
「中國最後一個士大夫」。士大夫與自由主義，假如按照過去的傳統／現代的
二元思維，簡直是對立的存在。哪種形象更接近李慎之呢？
死去的人物，最悲哀的命運，莫過於被某種意識形態譜系臉譜化或符號

表現在天下興亡的憂

化。我猜想，智慧過人的李慎之之所以自稱不無「落伍」的「士大夫」，而非時髦

患意識、士志於道的

的「自由主義」，可能意識到生後某種宿命。自由主義固然是其最後決斷的政治

理想主義和知行合一

理想，但並非其人格的象徵。李慎之在精神上所擔當的，乃是從春秋戰國孔孟

的道德實踐。

夫子開始，為歷代儒家仁人志士所發揚光大的士大夫傳統。
中國的士大夫精神，突出表現在天下興亡的憂患意識、士志於道的理想主
義和知行合一的道德實踐。先秦以降的中國歷史，漫漫兩三千年，基本上是一
個以士大夫為中心的社會。其間，雖然屢受昏君、宦官、朋黨和愚民的戕害，
以道自任的士大夫始終是歷史舞台的中心人物，或喜或悲，或歌或泣，擔當的
是朝代的命運、天下的責任。到晚清民初，這些士大夫搖身一變為現代知識份
子，但縱然西裝革履，依然包裹Q一顆士大夫的靈魂。魯迅、胡適、陳獨秀、
陳寅恪⋯⋯，無不如此。不過，時光到了二十世紀之末，發生了歷史性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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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Q工商社會的崛起、意識形態的消解和知識份子的學院化、專業化，士大夫
作為一個精神性群體，終於在歷史的地平線上消失了。
時間終結了。當滿街人群熙熙攘攘，皆為利往，當一代俗儒著書立說，全
為稻粱謀時，李慎之在蒼茫暮色之中，發出了兀鷹般的絕唱。那個漸漸遠去的
中國士大夫身影，顯得是那樣的空曠、孤獨和絕望。

一 「老派共 產黨員」
在談到李慎之的時候，我們要記住，在所有其他的身份之前，他首先是一
個共產黨人。
共產黨人，意味Q甚麼？每當我聽到一些學生，發誓要在畢業之前，像考
一張劍橋證書那樣，解決「入黨問題」的時候，我就為共產黨被逐利之徒侵蝕而
感嘆。黨世俗化了，世俗得失去了理想。當年李慎之們加入共產黨的時候，注

李慎之在所有其他的

入的不是功名利祿，而是一腔豪情。從「五四」第一代老共產黨人，到「一二九」

身份之前，首先是一

運動出身的青年幹部，其實都是一批充滿士大夫精神的理想主義者，是他們撐

個共產黨人。從「五

起了這個黨的魅力和光芒。李慎之在懷念匡亞明先生的時候說2：

四」第一代老共產黨
人，到「一二九」運動
出身的青年幹部，其

我一向以為中國共產黨所以能領導中國革命取得勝利，除了客觀環境與政
治路線的原因不說，有一點是因為老一輩的共產黨人大多是頂天立地的漢

實都是一批充滿士大
夫精神的理想主義
者。他們為自由民主

子。他們的骨子X都秉承中國文化傳統的精華：他們懷有「天下興亡，匹夫

解放的理想而來，充

有責」的抱負；「民吾胞也，物吾與也」的襟懷；立定「三軍可奪帥也，匹夫

滿¢崇高的獻身精神

不可奪志也」、「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的氣節，這樣才能使他們前
仆後繼，再接再厲，不達目的，決不休止。

和烈士情懷。他們對
黨之榮辱、理想之執
¢，難以為後人所理
喻。

李慎之就是這樣的共產黨人，即使後來「革命吃掉了自己的兒女」，他也不
悔初衷。98年我出差北京，到他府上拜訪。我們談到了革命，談到了年青時代
的選擇。我過去有一個誤解，以為當年參加革命的知識份子，都是一些成績平
平的「憤青」。李慎之對我的無知簡直有點憤怒：「哪™！當年『一二九』運動中走
在最前面的，都是學校™成績最優秀、在同學中最有威望的。那些不學無術的
家伙，都去抱三青團的大腿了！」我問他：「假如時光倒退六十年，您還會堅持
您原來的選擇嗎？」他垂下目光，沉思片刻，聲音低沉地回答：「當時沒有其他
的選擇。我們要抗日，國民黨不抗日，共產黨要抗日；要民主，國民黨搞專
制，共產黨反專制。我們是帶Q自由民主解放的理想奔向共產黨的。只要你當
年內心還有一點熱血、一點良知，你就不會選擇走另一條路。」
是的，當年的寶塔山下、黃河之濱，雲集的是像李慎之這樣的中華民族最
優秀的青年，是那一代士大夫中的熱血精英。他們為自由民主解放的理想而
來，充滿Q崇高的獻身精神和烈士情懷。李慎之將這些共產黨人稱為「老派共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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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員」3。好一個老派！老派共產黨員，就是中共黨內的理想主義者，以弘道為
己任的二十世紀士大夫。
新派共產黨員，為利祿而投黨，黨只是他們升官發財的工具；而老派共產
黨員，一生恨愛，統統融化於間，他們對黨之榮辱、理想之執Q，難以為後人
所理喻。那是用青春的熱血和一生的苦戀所凝聚起來的情感，是容不得任何人
去褻瀆和顛覆的。削肉還母，剔骨還父，是何等的刻骨銘心！
沒有這樣的刻骨銘心，也就沒有晚年的李慎之。

二

歷史理想主義

對李慎之心靈打擊最大的，莫過於「革命吃掉了自己的兒女」：理想主義被
扭曲了，革命的烏托邦扮演了吃人的角色。這批「老派共產黨員」依然沒有躲過
晚年的李慎之追隨顧
準的身影，從理想主
義走向經驗主義，從

歷史上士大夫的傳統悲劇：以道而抗勢，因忠而得咎。痛定思痛，晚年的李慎
之追隨顧準的身影，從理想主義走向經驗主義，從革命烏托邦走向自由主義。

革命烏托邦走向自由

不過，他難道真的從此告別了理想主義，成為休謨（David Hume）那樣的冷

主義。李慎之對自由

冰冰的經驗主義者？我反覆比較閱讀顧準和李慎之，發現顧準晚年之決斷，他

主義追求的背後，所

理論上的冷峻，令他壯士斷臂，在革命之後毅然與理想主義告別。顧準是冰，

透露出來的正是歷史
理想主義的心態，相

但李慎之是火。火的燃燒離不開激情的燃料，而激情假如沒有理想的信念在前

信歷史的發展是有目

面召喚，又能維持幾時呢？當顧準將理想主義也歸結為經驗主義的時候，李慎

的的，是一個朝¢符

之卻認為：「顧準實際上是一個上下求索，雖九死而無悔的理想主義者。因此說

合人類理性的理想方
向發展的一元單線進
步的過程。

他放棄的是專制主義，追求的是自由主義。」4
李慎之這™所說的理想主義，不再是革命的烏托邦，而是他晚年發現的新
真理之路——自由主義。自由主義對於李慎之來說，為甚麼無法放在經驗主義
的自然演化程序之中，而要將它宣布為是一個理想主義的新世界？張灝在分析
中國革命思想的百年道路時，提到在近代中國激進知識份子思想中，普遍存在
Q一種「歷史理想主義」心態5：
它的最大特色是擺脫了傳統的循環史觀而接受了主要來自西方的單向直線
發展史觀，認為歷史是由過去通向理想的未來做有目的性的發展。在這發
展中，當前的時代是一個歷史性轉變的關頭。因此在這發展史觀的核心有
一份強烈的時代感，這份時代感的最大特色，是充滿了一種特殊的危機意
識。⋯⋯在這種心態籠罩之下，當時知識份子的關懷自然集中在如何由悲
觀的現實走向理想的未來。

李慎之對自由主義追求的背後，所透露出來的正是這種歷史理想主義的心
態。從年青的時候起，他所接受和理解的時間觀是以歷史進化論為標誌的單向之
流：「人類對時間的觀念迄今只能認為它是一個單向的、不可逆轉的流」6，這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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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觀雖然與基督教傳統有關，但基本是「現代」的產物。啟蒙運動所塑造的歷
史進步觀念，相信歷史的發展是有目的的，是一個朝Q符合人類理性的理想方
向發展的一元單線進步的過程。如果說，過去李慎之將革命烏托邦看作是歷史
的終極目的話，那麼，經過痛苦的反思，晚年的李慎之重新發現了理想之光。
在他看來，近二三百年的世界歷史證明了，自由主義是最好的、最具普遍性的全
球價值7。他將二十世紀的中國歷史，也解釋為一部志士仁人追求主流思想──
自由主義理想的歷史，「中國的近代史，其實是一部自由主義的理想屢遭挫折的
歷史」8。在這™，我們可以看到，當代中國的自由主義雖然是對革命烏托邦的
歷史否定，但二者同時作為現代性的產物，在其背後卻有Q共同的歷史預設：
即啟蒙運動對歷史的目的論式的理解，相信歷史自有其客觀規律和終極目標，
人們所應做的，只是在萬千迷途中發現這條通向彼岸的唯一正確的道路。這一
點，恰恰與中國自由主義者所欣賞的英國經驗主義歷史觀明顯地自我矛盾。也

李慎之到90年代末徹
底皈依了自由主義，

就是說，自由主義來到中國之後，它的後設立場被重新定義，被放在一個目的

從此他判斷和思考所

論的一元單線歷史觀中重新解釋，因此也獲得了某種與革命烏托邦同構的歷史

有問題，背後都有一

理想主義性格。

個以自由主義為終極
價值的歷史目的論作

然而，李慎之並未意識到這一點，青年時代形成的啟蒙理想，促使他上下

準繩。在單向突進的

求索，尋找一條通向理想世界的「唯一正確」的歷史道路。他內心始終有一種意

時間軸心上，一切思

識形態的烏托邦激情和幻想，希冀找到那個能夠整體解決中國各種問題的一攬

想都被他放在「敵我
友」的關係上考量。

子的方案和主義。在經歷了一段迷茫之後，李慎之驚喜地發現了美麗新世界──

他的反傳統，雖則激

自由主義。歷史理想主義的激情之火到了他生命的晚年，終於又再一次熱烈地

烈，並非全盤，他所

燃燒起來。
九曲黃河終歸大海。歷史一旦重新獲得了終極目標，所有的問題在李慎之
看來都變得迎刃而解、簡單明快，都可以放在自由主義的價值天平上重估。他
說：「五四」的精神是甚麼？就是啟蒙，就是以理性的精神來打破幾千年來禁錮
Q中國人思想的專制主義與蒙昧主義。「五四」先賢的思想傾向就是三百年來早
已成為世界思想主流正脈的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9。這樣，對「五四」精神的本質
主義式的重新解釋，為自由主義的終極價值目標作出了歷史合法性的證明。
置於這條浩浩蕩蕩的時間之河上，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也變得明晰起來。
不少朋友都有點困惑不解：90年代初李慎之還迷戀於中國哲學的「天人合一」和
博大精深，為甚麼到了「五四」八十周年的時候，卻把傳統文化判決為一個簡單
的專制主義？這期間的變化究竟是甚麼緣故？我以為，這與他到90年代末徹底
皈依了自由主義有關，從此他判斷和思考所有問題，背後都有一個以自由主義
為終極價值的歷史目的論作準繩。在單向突進的時間軸心上，一切思想都被他
放在「敵我友」的關係上考量，他認定：「當前的敵人就是一個，就是在中國綿延
了兩千兩百年的專制主義。」bk於是，他又重返「五四」，返回到「五四」時代激烈
反傳統的焦灼心態之中。
不過，李慎之的反傳統，雖則激烈，並非全盤，他所痛恨的，是為皇權專
制主義提供合法性的政治意識形態，其以儒家的綱常倫理為表，以法家的威權

痛恨的，是為皇權專
制主義提供合法性的
政治意識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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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治為™，造就了一朝又一朝的專制制度和奴性人格。對傳統文化中另外一些
未被政治整合的部分，他始終懷有深深的敬意。1999年末，李慎之在談到陳寅
恪時，深有感嘆地說bl：
整個二十世紀，中國已經有大量的傳統文化現象衰敗失落，甚至完全銷沉
歇絕。其中有許多是陳寅恪所極愛而深惜的，這也就是他所以被目為「文化
遺民」的原因。尤其是國人一般認為外患日亟、國運日蹙的同治光緒年間，
陳寅恪還詠嘆之為「猶是開元全盛日」，最不易為人理解。其實，以義寧陳
在李慎之看似激烈的
言論背後，隱藏¢對
中國文化深深的眷戀

氏之清門雅望，他從小所接觸的那些人物的雍容揖讓、文采風流確確實實
是中國傳統文化最優美的精粹。我比陳先生小三十三歲，德行才情不敢比

之情。在情緒激憤之

擬陳先生於萬一，然而想像當時的老輩儀型，流風餘韻，迄今不能不感到

中，他對傳統的各種

高山仰止，可望而不可即，低徊留連，不能自已，何況陳先生是從小沉潛

理性的、情感的、表

涵泳於其間的人物。不過，恐怕陳先生萬萬沒有料到的是，在大量中國傳

層的和潛意識的看
法，矛盾地混雜在一
起。在他抓大問題、

統文化掃地以盡的時候，其中最黑暗、最反動的專制主義卻歷世長存，而
且變本加厲，最後竟發展為最野蠻的群眾專政而置陳先生於死地。

抓主要傾向的習慣思
路指引下，傳統文化
被整體主義化，被簡

傳統士大夫的雍容揖讓、文采風流，在李慎之一唱三嘆的筆下，是何等的

單地化約為專制主

典雅輝煌，令人神往！可惜的是，傳統中的那些好東西到二十世紀都衰敗失

義，在浩浩蕩蕩的全

落，獨獨留下了一個最黑暗的專制主義！痛心疾首的李慎之不得不奮起反傳

球化大潮面前，傳統
文化成為通向自由主

統，反那個如今依然在作怪的文化傳統。實際上，在他看似激烈的言論背後，

義理想世界的歷史絆

隱藏Q對中國文化深深的眷戀之情。愛之深，故恨之切。在情緒激憤之中，他

腳石。

對傳統的各種理性的、情感的、表層的和潛意識的看法，矛盾地混雜在一起，
顧不上一一梳理。他無暇辨別傳統專制主義與革命的烏托邦究竟有甚麼樣的區
別，傳統文化是否有現代轉化的可能。在他抓大問題、抓主要傾向的習慣思路
指引下，傳統文化被整體主義化，被簡單地化約為專制主義，在浩浩蕩蕩的全
球化大潮面前，傳統文化成為通向自由主義理想世界的歷史絆腳石。
當「五四」精神被化約為自由主義之後，究竟誰能代表「五四」，也成為一個
必須重新估量的問題。李慎之說：六十多年來，我一直「以魯迅之是非為是
非」，但到「五四」八十周年的時候，「發現魯迅還不能代表『五四』的全部，能夠
比較全面地表達和代表『五四』精神的，毋寧還是胡適。」因為胡適畢生堅持的，
是中國的民主、法治和憲政，特別是他表現出中國文化傳統中很少有的寬容精
神。而魯迅，無非就是要求個性解放而已bm。後來，他異常沉痛地對一個青年友
人說：「比較魯迅與胡適不是一個小問題，我以過來人的身份可以說我們這代人
是被誤導了。」bn胡適雖然指明了自由主義的歷史方向，但從沉淪的現實到理想
的未來，究竟通過甚麼樣的途徑得以實現呢？是胡適所提倡的那種點點滴滴的
改良麼？顧準當年批評胡適「少談主義、多談問題」是缺少理想主義，李慎之的
困境似乎也在於此：一旦將好談問題的胡適「主義化」，卻無法從胡適身上找到
實現「主義」所必須有的理想主義精神，更缺乏為理想去奮鬥獻身的戰士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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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一點上，作為鬥士的的魯迅，對於李慎之來說魅力依舊，即使是他晚年改
變了看法之後。2001年夏天，當李慎之接受採訪，被問到中國最優秀的知識份
子有哪些人時，他脫口而出：「魯迅、顧準是最優秀的！」bo。
接下來的問題是：為甚麼晚年李慎之在理智上明明「沉痛地」意識到魯迅「誤
導」了他六十年，但在情感上依然認同魯迅，而非胡適？為甚麼他的大腦和心靈
會發生如此的錯位？

三

道 德 理想主義

張灝在分析近代中國革命思想時，特別指出：歷史理想主義被激化以後，
會產生一種志士精神，這是對二十世紀中國極有影響力的人格理想。它的出發
點是傳統儒家的道德理想主義，相信人是為了崇高的道德理想而活的，必須把
生命無條件地奉獻出來，透過政治去實現道德理想bp。中國士大夫特有的這種道
德理想主義的志士精神，深深地烙印在「老派共產黨員」的心頭，融化在他們的
血液之中，即使到了李慎之生命的晚年，雖然道德理想的目標從革命烏托邦易
幟為自由主義，他依然以早年從魯迅那™繼承的戰士姿態，為新的理想在現實
中的實現，奮不顧身地衝鋒陷陣。
在二十世紀中國歷史中，道德理想主義精神不僅屬於革命者，也屬於一部
分自由主義者。張灝和林毓生都提到殷海光的自由主義之中含有強烈的道德意

80年代的新啟蒙運動
是「五四」的翻版，既
是一場理性運動，又
是一場狂飆運動。
各路人馬放言義理，
高談闊論，充滿了傳
統士大夫的淑世情
懷，可以說是又一個

識。張灝認為，殷先生「一生的生命基調是他的理想主義精神，這種精神是高度

宋學的時代。90年代

的價值意識、道德勇氣和生命熱情所糅匯而成的」bq；林毓生也說，殷先生雖然

以後，學界形勢巨

在理論上沒有重大的建樹，但在思想上肯定了自由民主的價值，並具體地身體
力行，為中國的自由民主運動賦予了道德的尊嚴br。李慎之亦可作如是觀。之所

變，思想家淡出，學
問家凸出，相當一部
分啟蒙者從廣場退回

以如此，乃是殷海光和李慎之都是「五四」之子，屬於後「五四」一代知識份子，而

到學院，以考據取代

「五四」啟蒙運動無論在內容上還是精神上，都帶有儒家文化傳統特有的道德主義

義理，清學的時代到

色彩。張灝認為「五四」具有多種兩歧性，最重要的，乃是它一方面是理性主義
的，另一方面又是浪漫主義的bs。無論是革命者，還是部分自由主義者身上的那
種強烈的道德意識，在精神源頭上，都與「五四」浪漫主義的狂飆傳統有關。
80年代的新啟蒙運動，從各種面相來說，都是「五四」的一個翻版，既是一
場理性運動，又是一場狂飆運動。比較起理性，激情的成分還更佔上風。若用
中國歷史上的學術脈絡梳理，可以說是又一個宋學的時代，各路人馬放言義
理，高談闊論，充滿了傳統士大夫的淑世情懷。90年代以後，學界形勢巨變，
從「尊德性」慢慢轉向「道問學」。思想家淡出，學問家凸出，相當一部分啟蒙者
從廣場退回到學院，以考據取代義理，清學的時代到來了。雖是太平盛世，但
重大義理問題並未解決，反而以更尖銳的方式表現出來。義理與考據分裂，漢
宋之爭不絕於耳。一方面是借助國家體制和專業化力量，清學大興，另一方面
80年代形成的啟蒙陣營也內部分化。季羨林、王元化和李慎之，這三位當代中

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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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德高望重的學界大儒，堪作不同路向的精神象徵。季羨林作為一代國學大
師、公認的清學代表，為學術而學術，為求知而求知，成為當今博學鴻儒們的
為學楷模。王元化和李慎之同為啟蒙領袖，民間有「南王北李」之稱。雖然痛思
之後都認準了自由主義的基本價值，但啟蒙方式頗有異趣。
王元化深感80年代學風浮躁，只問主義，不屑問題，故到90年代提出「有學
術的思想和有思想的學術」，繼承的是「五四」理性主義傳統。他如同清代的戴
震，義理考據並重，賦予「尊德性」以「道問學」的基礎，化啟蒙理想為深厚的學
理。另一方面，王元化對啟蒙本身也開始深入反思，探索啟蒙如何自我否定，
產生現代烏托邦悲劇的。他試圖通過對啟蒙心態的超越，重新捍ÿ啟蒙的目
標。李慎之繼承的是「五四」狂飆傳統，他深感90年代士林人格委靡，失去批判激
情。為了鼓舞士氣，指點方向，他撐起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大旗，以一己之道德
實踐，試圖身體力行，殺出一條通向理想世界的血路。為了更好地分清敵我，李
王元化繼承的是「五
四」理性主義傳統。

慎之將啟蒙與專制斷然二分，猶如光明與黑暗。王元化對啟蒙思想中的複雜性和
緊張感有身臨其境的體認，時而流露出理性的悲觀；李慎之對啟蒙的理解是理想

他如同清代的戴震，

化的，充滿Q單純的樂觀。元化潛思，慎之熱忱，道相同而路相異。這不僅是兩

義理考據並重，賦予

位啟蒙大師的分野，也是追隨其後的啟蒙知識份子們不同的努力方向。

「尊德性」以「道問學」
的基礎，化啟蒙理想

不過，在「五四」和80年代，啟蒙的知識探求與道德實踐是統一的，但到

為深厚的學理。李慎

90年代卻逐漸分離了：學理的探求不再擁有實踐的指向，日益變成一種游離公

之繼承的是「五四」狂

共生活的精英知識；而道德實踐所賴以存在的意識形態旗幟，因其學理空疏，

飆傳統，他撐起自由
主義的意識形態大
旗，以一己之道德實

又無法獲得知識精英的認同——這樣的二難困境至今依然困擾Q當代中國的啟
蒙知識份子。

踐，試圖身體力行，

在這樣一個後啟蒙氛圍中，李慎之究竟具有甚麼樣的精神象徵呢？如果說

殺出一條通向理想世

90年代是一個清學盛行的時代的話，那麼，李慎之所代表的狂飆精神，是「反清

界的血路。元化潛
思，慎之熱忱，道相

復明」，竭力回到晚明的激進王學。說李慎之是一個中國士大夫，還只是籠統之

同而路相異。

言，更確切地說，無論從哪方面來看，他像一個王陽明式的一代狂士。王陽明
講「致良知」，行即是知，以「狂者」自命，橫掃一切鄉愿俗風。豈止王陽明，李
慎之更像一位激進的泰州學派鬥士，他正如嵇文甫所形容的泰州學派領袖王心
齋：「他要做個頂天立地大丈夫，以一身撐持宇宙。他岸然以師道自處，甚至以
君道自處。磊磊落落，一點媕婀媚世之習也沒有。」bt
泰州學派在皇權專制高壓之下，放棄上行，轉而下傾，專注民間教化，以
自己的道德實踐開社會之風氣。晚年李慎之從廟堂退身之後，傾心從事的也是
大眾啟蒙和道德踐行。在他生命的最後幾年™，希望為普通老百姓編一套公民
讀本，一再說自己最大的心願就是做一個公民教育課的教員。他對精英人物，
無論是政治精英還是知識精英，看來都有點失望。他力圖跨越學院的厚牆，直
接面對大眾說話。李慎之像晚明和「五四」人物那樣，特別注重語言的俗白。
1996年秋天，李慎之從美國回來，讀了我寄給他的評論後殖民文化思潮的文章
後，給我寫了一封長信，特別提到，我在文章中用的「文本」、「語境」這些言辭，
如果將它們還原為英文，「即無必要，有時還不可通」。他鄭重地寫道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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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倚老賣老向我所器重的一切青年人進一言，用人人能懂的大白話，直
抒胸臆，只要你見得真，想得透就是好文章，不必學一些洋腔洋調。老實
講，我也看過洋人的一些理論文章，他們的新詞還不如中國人多。我希望
你們都能成為為中國的現代化奠定思想基礎的大家。而要做到這一點，還
是要注意向胡適、魯迅這類大家學習寫文章。

林毓生曾經分析過胡適的自由主義立場基本是建立在常識層次上的cl。常
識通常是經驗的，也是有道理的，是一種新意識形態或公共政治文化的話語方
式，但常識通常是化約的、自信的，在學理上缺乏對問題複雜性的透徹了解和
自我反思的能力。不過，90年代的中國一方面對自由主義需要在學理和實踐雙
重意義上的批判性反思，但因為匱乏自由主義的制度平台和公共文化，「說大白

李慎之在晚年的時

話」式的啟蒙話語，依然有其廣泛的公共需求。特別是在「說真話」的道德實踐意

候，特別強調「說真

義上，更是如此。李慎之在晚年的時候，特別強調「說真話」。80年代的巴金也

話」。這不僅是個人

提倡「講真話」，那是個人懺悔的驅使；李慎之的「說真話」不僅是個人良知的道

良知的道德實踐，而

德實踐，而且是重要的現實批判策略。他最欣賞哈維爾（Václav Havel）的「生活

且是重要的現實批判
策略。他試圖喚起中

在真實之中」，將「說真話」看作是威權社會中無權者的權力和反政治的政治。在

國人的心與天相通的

那篇為《哈維爾文集》所作的序中，他力圖走近哈維爾，了解他所不熟悉的後者

良知本能，建立一個

思想中的存在主義理論。但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李慎之依然把哈維爾心學化

不再有謊言的自由主
義新世界。他不僅僅

了。「說真話」對於哈維爾固然出自良知的責任，但謊言之所以普遍存在，乃是

有一套道德言辭，而

現實中的人背棄了存在意義上人之責任，存在者疏離了存在。因此，哈維爾

是像晚明的泰州學派

並不求助於社會解放的整體藍圖，他希冀的是人能夠重返存在，擔負起人的
責任。但李慎之將哈維爾存在意義上的良知理解為王陽明心學意義上的「良知即
天理」cm。通過這樣的「創造性」誤讀，他試圖喚起中國人的心與天相通的良知本
能，建立一個不再有謊言的自由主義新世界。
假如僅僅有一套道德言辭，那還不算李慎之，事實上他像晚明的泰州學派
那樣，重在踐履，即知即行。哈維爾的「說真話」所訴諸的，是公民的普遍行
動，他寄希望的是公民政治。但李慎之依然相信精英人物的表率作用，相信士
大夫的道德實踐力量。他在杭州時，有年青人問他：「中國的進步首先取決於甚
麼力量？」他不假思索地回答：「首先是要一批大知識份子站出來，類似『五四』
時期陳獨秀那樣的大知識份子出來說話！」cn
在他生命的最後幾年，特別是在德國中風以後，或許感覺到人生無多，李慎之
常常感到特別的焦慮。他好像預感到自己可能等不到理想實現的那一刻，內心充溢
Q絕望和由此而來的良知衝動，迫不及待地要將真話告訴世人。他一再對人說：
「我們都快八十了，都快結束了。還怕甚麼？年輕人我可以理解，他們還有事業上
的追求。但我們應該多講真話。」co像歷史上的海瑞、東林黨人、譚嗣同那些士大
夫那樣，晚年的李慎之言辭談吐之中，流露出道德理想主義者異常強烈的烈士精
神。他相信一個人的靈魂不死。宇宙是永遠進化的，而人是宇宙之心，人貴為宇宙
之心cp。只要順應歷史潮流、宇宙法則，人心代表天理，靈魂就將獲得永恆。

那樣，重在踐履，即
知即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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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接觸過李慎之的，都無不感到他身上的狂狷之氣。他自己也說：「我李
慎之就有這樣一股二杆子氣。」他常常氣勢逼人，氣勝於理，有一股浩然之氣。
浩然者，真豪傑也。不是每個時代都有豪傑，錢穆認為，只有戰國、三國、唐
代和明朝的士大夫有豪傑氣。再加上「五四」知識份子，也就那麼五代豪傑。豪
傑氣無法憑空產生，必須有所附麗。戰國的豪傑襲自周代貴族，三國的豪傑根
基在世家門第，唐代的豪傑有佛門作底，明朝的豪傑源自王學賦予的天地之
氣，而「五四」一代豪傑多從政治人物而來，有新式進化論武裝cq。那麼，李慎之
的豪傑氣又是從何而來？
作為「五四」的精神傳人，他的豪傑氣當然有脈可尋。首先當來自「老派共產黨
李慎之的豪傑氣首先

員」的理想主義精神。「五四」中的豪傑，後來大多皈依共產主義，將狂飆精神帶入

當來自「老派共產黨

共產黨內。即使李慎之晚年改宗自由主義，依然不失豪傑本色。他相信歷史自有

員 」的 理 想 主 義 精

其客觀潮流，宇宙自有其進化規律，只要認清了真理的方向，便掌握了歷史之

神 。「五 四」中 的 豪
傑，後來大多皈依共

舵，個人所做的一切便是為天地立心，為萬世開太平。前面說過，李慎之頗得王

產主義，將狂飆精神

學遺風，事實上，他對王陽明之推崇，實為外人所難以想像。他的書齋入門處有

帶入共產黨內。即使

一橫匾，上書「無聲無臭獨識時」，乃出自王陽明之語。友人見了，感嘆一聲：「好

李慎之晚年改宗自由

大的口氣！」又半開玩笑地對李慎之說：「夫識時者，能上窺天乎道之運行，下察

主義，依然不失豪傑
本色，身體力行，去

人間之風雲際會，試問世上能有幾人？」李慎之聽了哈哈大笑，悄然自許cr。

實踐自己所感悟的天

李慎之90年代初在《讀書》雜誌發表讀馮友蘭《中國哲學史》的文章，以王學

地境界了。他從有限

的眼光批評馮：「中國哲學的主流正脈是宇宙論和與之貫通的心性論，而不是馮

的生命中看破生死，
參透不朽。一腔豪
情，滿腹諍言，皆是

先生以西方邏輯方法推出來的那種本體論。」他在比較馮友蘭提出的道德境界和
天地境界時，講了這麼一段很值得回味的話cs：

「為天地立心」。

天地境界中人正因為其覺解更高，其所作所為也應更高於道德境界中人。
「千古艱難唯一死」，古今中外多少有德有才之人就因為過不了生死關而失
德敗行。而天地境界中人是不但勘破夢覺關而且勘破了生死關的，當然可
以從根本上大大加強人知善的能力與行善的意志。⋯⋯如果道德境界中人
的行善只是出於社會責任感的話，則天地境界中人行善就應當出於「為天地
立心」的自覺。用現代語言來說，就是他的思想行動都要能推動人類歷史合
乎規律地發展，以順應宇宙進化的大勢。

幾年以後，李慎之破門而出，身體力行，去實踐自己所感悟的天地境界了。
他從有限的生命中看破生死，參透不朽。一腔豪情，滿腹諍言，皆是「為天地立
心」。當年巴金「講真話」，背後支撐他的，是人道主義的道德信念，難以穿越生
死；李慎之的「說真話」，以天地境界為底蘊，士不畏死，還有甚麼不敢言的呢！
最後一個士大夫，最後一個豪傑。今日的我們，已經生活在一個不再有士
大夫、不再有英雄豪傑的太平俗世。在這樣一個缺乏激情、缺乏理想精神的年
代™，有的是沽名釣譽的偽烈士、拉大旗作虎皮的學客和利欲熏心的犬儒們。
即使有狂者，更多的是作秀和虛妄；縱然有豪傑，也早已失去高貴的精神底
蘊，徒有草莽氣而已。

二十一世紀評論
當士大夫精神和道德理想主義成為絕唱，一代狂飆運動終於謝幕的時候，
支撐我們信念的，可能唯有理性——那個繼承啟蒙又超越啟蒙的反思理性。那
是對慎之先生內在限制的超越，或許也是對他的最好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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