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四新青年群體
為何放棄┌自由主義┘？
——重大事件與觀念變遷互動之研究

● 金觀濤、劉青峰

一　從五四運動爆發原因講起

90年代以來，隨6中國知識精英紛紛告別革命，在一般人心目中，五四和

新文化運動已成為中國現代激進主義的代名詞。但在五四運動八十五周年的今

天，我們仍然認為有重新探討這一命題的必要。一方面這是因為學術界對於如

何界定五四運動的性質，一直存在6分歧。另一方面我們認為如果不在該領域

引進新研究方法，是不可能真正理解五四在中國現代史上的意義。

周策縱在他有關五四運動的奠基性著作中，將其界定為啟蒙思潮和愛國主

義結合的產物，五四成為新文化運動的代名詞1。但早在70年代就有學者指出，

無論從參與者還是思想傳承上講，五四運動的爆發和當時啟蒙思潮的關係並不

大2。啟蒙價值（如科學、民主、世界主義）是1915年開始的新文化運動的主調，

而觸發五四事件的是愛國主義和反帝（民族主義），啟蒙和反帝是兩種不同的價

值體系。也就是說，五四是從啟蒙走向救亡的轉折點，應該把新文化運動與五

四事件明確分別開來。這樣，為甚麼會發生五四事件就具有特殊意義，因為它

象徵6本來只關心思想啟蒙的知識份子走上街頭過問政治。正是基於這一重大

事件的衝擊，新知識份子的主流放棄了自由主義而親和馬列主義。換言之，重

新檢討五四運動爆發原因，蘊含6中國知識份子為何放棄自由主義的重大信息

（如果五四知識份子早期所執6的信念真的可以稱為自由主義的話）。本文正是

圍繞這一問題，以《新青年》為案例，利用數據庫新方法，探討重大事件與觀念

演變之間的互動，力圖在思想史研究領域中引進一新探索。

一般說來，如要探討事件如何影響普遍觀念，首先必須明確界定導致該事

件發生的原因是甚麼，然後從複雜的因果關係中闡明普遍觀念變化之邏輯。對

五四運動爆發的原因，歷史學家早已作過詳盡的分析。正如呂實強教授所指出

的那樣：五四運動爆發實為國人對日本侵略進逼的悲憤，特別和知識份子對巴

黎和會的期盼、《凡爾賽和約》帶來的失望有6極大關係3。將其投射到思想觀念

演變領域，似乎強化了所謂救亡壓倒啟蒙的說法：正是巴黎和會這一重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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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使中國知識份子認識到，西方民主國家一直是自私自利地根據本國利益行

事，他們所謂作為公理的普遍人權和民族自決不過是騙人的鬼話；也由於這種

認識，促使中國知識份子放棄了自由主義，轉而親和馬列主義4。

毫無疑問，五四運動的起因是巴黎和會，巴黎和會確實侵犯了中國的權利；

但是與十九世紀中期以來西方列強侵犯中國權利的種種不平等條約相比，這次事

件並不特別嚴重。那麼為甚麼巴黎和會引起中國知識份子如此強烈的反應呢？從

來，人們對某一件事的反應並不是僅僅由事件本身決定，還取決於觀念對事件的

解讀。甲午後二十年間，西方列強對中國的侵略之所以不妨礙中國知識份子把西

方民主國家作為效法對象，是因為他們以社會達爾文主義為公理。在社會達爾文

主義的語境中，公理本來就是物競天擇、弱肉強食的代名詞，它和強權並不對

立。從社會達爾文主義看來，巴黎和會的決定並沒有甚麼大不了，弱國本來就無

外交，況且它似乎並沒有違背國際法規。只有對甚麼是公理的理解發了某種重大

變化，巴黎和會的結果才會成為學生上街抗議以及對自由主義幻滅的原因。

實際上，早在五四運動前一年，即1918年一戰結束協約國取得勝利時，我

們已看到知識份子的公理觀發生了某種微妙的變化。陳獨秀這樣論證公理與強

權的關係5：

自從德國打了敗仗，「公理戰勝強權」這句話幾乎成了人人的口頭禪。⋯⋯

簡單說起來，凡合乎平等自由的，就是公理；倚仗自家強力，侵害他人平

等自由的，就是強權。⋯⋯這「公理戰勝強權」的結果，世界各國的人，都

應該明白，無論對內對外，強權是靠不住的，公理是萬萬不能不講的了。

在「公理戰勝強權」的句子中，「公理」成為「強權」的對立物，它完全不同於新文

化運動前社會達爾文主義以「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為內涵的公理觀。也就是

說，在1919年之前，「公理」的內容已不再由社會達爾文主義所決定，只有在這

樣的思想背景下，新知識份子在聽到《凡爾賽和約》的結果時，才會覺得被西方

欺騙了。因此，研究新知識份子告別自由主義的原因，必須去進一步追問他們

何時、為甚麼否定社會達爾文主義？人們通常認為，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暴露

了建基於社會達爾文主義價值系統的危機：一個只強調個人權利、鼓勵競爭的

社會固然可以不斷發展，最後卻導致危及全球的現代民族國家之間的血腥大

戰。一旦社會達爾文主義不再代表天道，甚麼是公理也就必須重新定義了。世

界大戰這一重大歷史事件，不僅僅通過改變人們的觀念而影響到對《凡爾賽和

約》的解釋，而且還作為一種強有力的歷史記憶，進一步衝擊中國知識份子對

未來觀念的建構。因此如果我們忽略第一次世界大戰，是不可能對知識份子在

1919年的觀念變遷有真正的認識。

上述分析表明，立足於歷史洪流某一時刻橫斷面作深入而細化的研究，是

不可能找到該時刻普遍觀念變化的真正原因。如果說五四事件是知識份子放棄

自由主義理念的轉折點，要找到新知識份子發起五四抗議的原因，除了研究對

巴黎和會的反應外，還必須分析支配參與者的公理觀念。而這種公理觀念的形

成則是基於更早的事件的衝擊。換言之，某一事件之所以會改變人們的普遍觀

念，這是因為以前發生的歷史事件造就了這一觀念。一旦進入這一思路，分析

事件對普遍觀念的衝擊，就變成一連串無窮的追問。研究者將陷入一張不斷擴

大的歷史事件與觀念轉變的大網之中。為了研究某一時期普遍觀念變化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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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我們不得不將這一因果鏈中所有過去的事件找出來。那麼，是不是過去發

生的一切都被包括在這張因果網之內，使得研究者無法6手分析呢？

我們認為，並非所有事件都和普遍觀念變化有關。只有那些和人的價值追

求強烈相聯以及和理想社會藍圖有關的事件，才會反反覆覆參與到觀念建構之

中。為了研究事件如何影響人們的觀念，我們必須提出一個新概念，這就是觀

念史圖像中的事件。它是指該事件的參與者或觀察者在自己觀念圖像中有明確

定位的事件。研究事件如何影響觀念，首先必須對歷史事實進行篩選，確定和

我們研究對象有關的觀念史圖像中事件的集合。既然觀念史圖像中的事件是指

那些在觀念系統中有定位的而且和人們普遍價值系統不可分離的事件，那麼它

就有很強的主觀性，這就引出第二個難題：我們又如何客觀地研究它呢？

二　甚麼是觀念史圖像中的事件

我們先來回答第一個問題：如何界定觀念史圖像中的事件？早期社會學家

如涂爾幹（Émile Durkheim）把社會事實（social fact）定義為不依賴於任何一個個

人對它感知的客觀存在，只有這種如同物一樣的客觀存在，才是社會學研究的對

象。這種研究方法曾經是社會學研究的主流。我們提出的觀念史圖像中的事件則

不是這樣。簡單來說，觀念史圖像中的事件與一般社會事實有如下區別：

首先，只有當該事件的參與者、觀察者或回憶者的動機跟某種理念有關，

而且他們的動機被某種共同觀念所支配時，對於這些參與者、觀察者或回憶者

而言，該事件才構成某種觀念史圖像中的事件。而與之並存的當時發生過的大

量事件，如天災、交通事故、運動場騷亂、市場物價波動等等，它們通常並不

直接參與改變人們的觀念，故大多屬於社會事實而不是觀念史圖像中的事件。

其次，正因為導致普遍觀念改變的不是社會事實本身，而是與該事實相對

應的觀念史圖像中的事件，故此同一社會事實對於不同的觀念系統，可以是不

同的觀念史圖像中的事件。如朝鮮戰爭爆發是客觀事實，但對於中共、國民黨

和美國，同一事件有6不同的含義，它在觀念史圖像中的定位也不同。同一群

體在不同的時段，對同一事件的看法和觀念也可以有很大差異。我們不能離開

觀念系統來討論觀念史圖像中的事件。

這樣一來，研究事件如何改變（或產生）觀念，我們要處理的就並非簡單的

是社會學家所研究的事實，而是觀念史圖像中的事件，它是主客觀交融的產

物。更重要的是，客觀事實改變人們的觀念並非如馬克思主義典範所指出的那

樣，觀念只是反映事實；觀念史圖像中的事件是指事件與觀念之間的互動，即

觀念的改變通常會影響人的社會行動，而新的社會行動又會變成觀念圖像中的

事件，它進一步影響到剛形成的觀念系統。對於某一特定的觀念系統（它的產生

和衰亡）而言，必定存在6一組觀念史圖像中的事件。我們只能根據觀念系統的

結構和變遷的邏輯來界定哪些社會事實是觀念史圖像中的事件。既然很難像歷

史研究注重於客觀事實那樣去研究觀念史圖像中的事件，那麼人們必然會質

問：如何進行相對客觀的研究呢？

客觀地把握普遍觀念的變化的一個可行辦法，是利用當時最重要的文獻，

把表達普遍觀念的關鍵詞作為分析對象和經驗基礎。如果說為了判斷某一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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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念是否真的存在過，必須找到傳播觀念的語言學證據，即觀念的變化一定存在

6表達該觀念詞彙或語言意義的變化。我們認為，那些作為觀念史圖像中的事

件，一定是在反映觀念變化的歷史文獻中被記錄的事件。記錄得愈詳細、提及次

數愈多，表明它同觀念系統的聯繫愈緊密、愈重要。正如對某種普遍觀念存在6

相應的關鍵詞一樣，人們也經常對觀念史圖像中的事件進行命名。因此，如果說

對那些反映普遍觀念變遷的詞彙的記載頻度和意義的統計分析，是研究觀念變化

的客觀方法；那麼我們只要研究該文獻中記錄了哪些事件，特別是統計被歷史

命名的事件頻度，分析它和當時普遍觀念變化的關係，也就成為客觀地研究觀

念史圖像中事件的方法。自1997年起，我們就開始把數據庫中關鍵詞的統計分析

用於思想史研究之中。與前幾篇用關鍵詞統計分析研究普遍觀念變化的論文不

同6，本文是側重於分析文獻中對事件的記錄，探討研究觀念史圖像中事件與觀念

變遷互動的方法7。學術界通常以新青年群體思想的變遷作為五四新知識份子放

棄自由主義的典型，那麼，根據上述必須用反映普遍觀念變遷文本來界定觀念史

圖像中的事件這一原則，我們則選擇了《新青年》中被記錄的事件作為研究對象。

我們首先建立了《新青年》全文本的數據庫和該文本規範性意義分析的數據庫8，

統計該數據庫中提及的主要歷史事件，然後再分析當時人們對事件的評價及其如

何與觀念互動，以勾劃事件如何影響觀念變遷的歷史圖像。

我們利用《新青年》數據庫，把文獻中提及的大小歷史事件（同一事件的不同

提法，歸為同一事件）按提及的次數做出統計，得到表19。一般來說，事件被提

及次數愈多，代表當時的人愈關注它。如表1所揭示的那樣，在《新青年》雜誌中

「巴黎和會」被提到共84次，如果用被提及次數作為觀念史圖像中的事件重要性

之指標，它佔第七位，尚有六大事件的重要性高於它。更重要的是，如果我們

進一步統計這些事件在《新青年》各卷提及的次數，可以給出該事件被提及按年

代的頻度分布圖。如圖1所示，在1919年這一知識份子思想轉化的關鍵年頭，

「巴黎和會」出現頻度相當低；要到1921年以後，也即在新青年群體接受了馬列

主義之後，「巴黎和會」才被大量提及。這說明巴黎和會的結果，雖然是誘發五

四遊行的直接導火線，但如果從觀念史圖像中的事件來看，它還不能被視為推

動知識份子放棄自由主義的最重要事件。巴黎和會的意義，是在中國人接受了

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中不斷被加強、深化的。既然我們承認巴黎和會是不可忽

略的影響五四知識份子觀念轉化的事件，那麼，必須重視在表1中列出頻度比它

表1　《新青年》中所提及的十一項大事

1. 歐戰／世界大戰／歐洲戰爭／世界戰爭 407

2. 十月革命（含俄國革命78次） 275

3. 復辟／籌安會／袁世凱稱帝 129

4. 義和團／義和拳／拳匪 124

5. 法國革命／法國大革命／法蘭西革命／法蘭西大革命 94

6. 新村運動／理想／生活／計劃／派 90

7. 巴黎和議／凡爾賽／塞平和大會議 84

8. 華盛頓會議／太平洋會議 59

9. 辛亥革命 41

10. 新文化運動 39

11. 五四運動 36

巴黎和會的結果，雖

然是誘發五四遊行的

直接導火線，但如果

從觀念史圖像中的事

件來看，它還不能被

視為推動知識份子放

棄自由主義的最重要

事件。巴黎和會的意

義，是在中國人接受

了馬克思主義意識形

態中不斷被加強、深

化的。



28 百年中國與世界

高的六大事件：如，第一次世界大戰（407次）、十月革命（275次）、復辟（129次）、

義和團（124次）、法國大革命（94次）、新村運動（90次），我們認為這七大事件構

成了考察新青年群體觀念變化不可忽略的觀念史圖像中的事件集合。

三　事件在觀念系統轉化中的定位

由於不同的觀念系統所注重的觀念史圖像中的事件並非完全相同，某些馬

列主義看重的社會事實，對於自由主義則可能是無關緊要的；而且對同一社會

事實，自由主義和馬列主義中可能有不同的評價，因此當普遍觀念從自由主義

轉化為馬列主義時，這一類社會事件必然面臨再評價。其後果是相應觀念史圖

像中的事件出現頻度和人們對它的價值取向會發生改變。如果某些觀念史圖像

中的事件對自由主義和馬列主義同樣重要，那麼當觀念系統轉化時，這類事件

的頻度不會有太大變化。有些事件僅僅是觀念系統轉化的觸媒，它對於自由主

義和馬列主義都不重要；這一類觀念史圖像中的事件僅僅出現在觀念系統大變

革的短暫時刻，事後會消失得無影無蹤。也就是說，根據事件被提及頻度的時

間分布並結合各時段對該事件的評價，我們就可以從統計上確定觀念史圖像中

的事件和觀念系統轉化的關係。

表1所列《新青年》提及的十一項重要事件，按發生地點又可分為世界事件和

國內事件兩大類。我們先分析一下世界事件。一般來講，人們認為「十月革命」使

中國知識界轉向以俄為師，走上全面社會革命的道路。但從圖1可見，在十月革

命發生的1917年，它被提及的頻度極低，這表明中國知識份子當時對它並不特別

關心。對十月革命的注重發生在1919年以後甚至是20年代初，也就是五四運動以

後。我們後面將會分析，十月革命是革命話語勃興之後，才在觀念史圖像中被重

新定位的。因此，不能如以往那樣簡單地說「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帶來了

馬克思主義」，實際上是中國知識份子在認同了社會革命甚至是接受了馬克思主

義的過程中，才對十月革命愈來愈有興趣。當然，這並不是說十月革命對中國知

對同一社會事實，自

由主義和馬列主義可

能有不同的評價，因

此當普遍觀念從自由

主義轉化為馬列主義

時，這一類社會事件

必然面臨再評價。在

十月革命發生的1917

年，知識份子當時對

它並不特別關心。五

四運動以後，十月革

命才在觀念史圖像中

被重新定位的。

圖1　「世界大戰」、「俄國革命」、「法國革命」、「華盛頓會議」及

「巴黎和會」在《新青年》各卷中的頻度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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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份子接受馬列主義並不重要，而是強調應該對十月革命這一觀念史圖像中的

事件給出更正確的定位，這就是中國知識份子在接受（或部分接受）馬克思主義後，

十月革命對中國現代觀念系統轉化的功能主要表現在它作為社會革命成功的樣

板，促使列寧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和形成中國式的馬列意識形態體系。

那麼，法國大革命對觀念系統的衝擊又如何呢？圖1中「法國大革命」1915-22年

間出現頻度一直變化不大，到1922年略有升高，1923年後又降至原有水平。也

說是說，在整個新文化運動期間，新青年群體不論是以前認同自由主義還是以

後接受馬列主義，他們對法國大革命的重視程度一直變化不大。這樣，某些學

者提出的因推崇法國大革命而導致新文化運動後期激進主義興起的觀點，就顯

得相當粗疏了。準確的講，法國大革命是在新文化運動一開始（甚至可以說是自

戊戌以後）就被重視。在探討法國大革命對中國近現代思想的影響時，我們必須

放寬歷史視野，追溯到新文化運動之前，應該把新文化運動思想作為一個整

體，考察以法國大革命所代表的現代革命觀念為何會在1915年後興起，使得新

文化運動思想和以前不同。

表1所列事件中，頻度最高、變化最大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因此，我們認

為它是《新青年》雜誌觀念史圖像中最重要的事件。圖1顯示，其分布曲線有四個

高峰，第一個是1916年，這時一戰正在進行中；第二個高峰是1918年，協約國獲

勝，歐戰結束；第三個高峰為1920年，正值五四運動之後；第四個高峰為1923年

後，這時中共已經成立，《新青年》已成為中共的機關刊物。分析這四個高峰時

期對一戰的評價，可以發現存在6極大差異。1916年對世界大戰的描述和報導

大多屬於中性，如高語罕在1916年談到，「現在國家在國際間之位置」，因為「輪

軌發軔，交通頻繁」，造成「國際糾紛，與日俱進」，並不一定視協約國為正義，

德國為邪惡；他憂慮的是「歐戰初起，波及亞東，東鄰乘隙，要索忽來」bk，也就

是說關心一戰造成西方列強均勢破壞對中國的影響。

到1918年一戰結束時，協約國明顯已作為正義的一方，如我們在本文開始

時引用陳獨秀的言論，明確指出德國戰敗意味6「公理戰勝強權」。高一涵則更

為樂觀，他「徵之於最近西人輿論而可信者」，居然相信：「於是信賴民族競爭之

小國家主義者又一變而神想乎人道和平之世界國家主義。歐戰告終，國際間必

發生一種類似世界國家之組織，以衝破民族國家主義之範圍。」bl

但到1920年，高一涵完全改變了前幾年對協約國勝利可以為世界帶來人道

和平的國家主義看法，他對歐戰的評價發生了大變化，他說：「到了歐戰一

開⋯⋯全世界的人都一個個極力發揮他的獸性，就是生平以闡明真理自命的人，

和世間尊重的哲學家思想家科學家和那些講人道博愛的宗教家，都沒有一個不

為自己國家曲辯，不說人家國家的壞話。」bm流露出對以真理自命的人的極大失

望。到1923年，新青年群體則從馬列主義觀點看歐戰，從經濟決定論和階級鬥爭

觀點分析歐戰對世界和中國的影響，它不僅是帝國主義之間邪惡的戰爭，而且還

用對歐戰的態度來區分正確與錯誤，甚至屬於資產階級還是無產階級的劃界。

由上述分析和統計可以看到，「世界大戰」的確是當時觀念史圖像中最重要

的事件。隨6一戰的發生、進行和結束，《新青年》記錄了其作者群對這一事件

不斷反思、評價變化的軌@。圖1中「世界大戰」對應的1918年、1919年和1920-21年

幾個高峰，再查看相關例句（篇幅所限，未能列出例句分析表）對其作出的不同

評價，正好反映了《新青年》群體思想演變的幾次轉折。

第一次世界大戰是

《新青年》雜誌觀念史

圖像中最重要的事

件。1916年對一戰的

描述和報導大多屬於

中性，到1918年一戰

結束時，協約國明顯

已作為正義的一方。

但到1920年，新青年

群體認識西方標榜普

遍價值時的虛偽性，

流露出對以真理自命

的人的極大失望。到

1923年，他們則從經

濟決定論和階級鬥爭

觀點分析歐戰對世界

和中國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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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節中，我們曾簡單提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是五四時期中國知識份子否

定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原因，統計分析使我們看到這一觀點並不準確。準確的

講，中國知識份子否定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思潮，是在一戰爆發之後不斷反思的

結果。這表明分析人們否定社會達爾文主義，除了一戰外，還必須涉及其他觀

念史圖像中的事件，也就是當時發生在國內的事件。圖2為1915-26年間，《新青

年》中被記載的最重要國內事件的按年代頻度統計。五四運動前，提及最多的只

有復辟和義和團這兩個大事件。特別是復辟，五四前它有兩個高峰。1915年袁

世凱稱帝在《新青年》第一卷也即事發時就引起強烈關注，但是在1917-18年間，

「復辟」被提及的次數更多。這表明1917年張勳帶兩萬辮子軍進京復辟帝制，

對知識份子思想造成更大的震撼。值得注意的是，對復辟的關注一直持續到

1922年，其中1920-21年再達到高峰。也就是說，復辟事件一再在觀念系統轉化

時期被反反覆覆提及，可見它對知識份子思想衝擊是多麼持久。

再分析各時段對復辟的評價，可以看到新青年群體對其持一貫的否定態

度，而且他們除關注復辟事件外，還進一步尋找復辟的社會及思想基礎。在

五四時期觀念系統的轉化過程中，如果說歐戰暴露了建基於社會達爾文主義之

上國際秩序的虛妄，那麼，袁、張相繼復辟帝制事件則導致新知識份子懷疑民

初引進的共和政治。我們曾經論證過，袁世凱復辟帝制是中國引進類似於西方

共和體制失敗的象徵，它成為新文化運動爆發的直接誘因。1917年張勳復辟更

加深了學習共和制失敗的挫折感，由此引發了中國現代政治思想用「民主」取代

「共和」的過程bn。這不僅是對西方現代政治制度指稱的變化，還反映了《新青年》

知識群體對西方現代政治制度背後價值認識的巨變。以陳獨秀、吳虞等人為代

表，新青年群體認為儒家倫理應為復辟負責，猛烈批判在二十世紀頭十年中那

種把私領域道德和公共領域道德視為互不相干的二元論觀點，由此發起新文化

運動。除了儒家倫理外，社會達爾文主義也是虛君共和的政治保守主義主張的

理論根據：鑑於國情，中國要穩定圖強、趕上西方，求發展求生存，就必須恢

復帝制。到1918年，新青年群體對民初政治的失望、對復辟的批判，與對第一

次世界大戰的反思結合起來，從此，社會達爾文主義迅速喪失其在中國思想界

的霸主地位，成為批判對象。

那麼，義和團事件在觀念系統轉化中又起了甚麼作用呢？圖2顯示，它在

1918年達到高峰後急驟遞減，1920年一度消失，到1921年後才被重提。應該說，

在新文化運動時期，義和團事件只是一種歷史記憶。從文本上看，1918年陳獨秀

重提義和團，是有關慶祝協約國勝利時看到克林德碑的報導，勾起往日的回

憶。他引用羅惇融的文章，先講「義和團既藉仇教為名，指光緒帝為教主，蓋指

戊戌變法，效法外洋，為帝之大罪也」，揭示出義和團是中國回應西方衝擊時反

西方的意義，而後說「義和團自謂能祝槍炮不發，又能入空中指畫則火起，刀槊

不能傷；出則命市向東南拜」bo，是中國傳統文化落後愚昧的象徵。實際上，當時

大多數有關義和團的議論，都有上述代表性言論的兩個要點。我們可以看到，

在1918年對義和團的反思中，它與反對復辟一起如何激起全盤反傳統主義。

圖2表明，義和團事件到1921-24年又再次被提及，時間正好與另外一件今日差不

多已無人知曉的事件──華盛頓會議大致相同。這時，《新青年》知識群體已經

袁世凱復辟帝制是中

國引進類似於西方共

和體制失敗的象徵，

張勳復辟則更加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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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現代政治思想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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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認識的巨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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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了馬列主義。巴黎和會與華盛頓會議都被定性為帝國主義的分贓，在這種

視野下，已看不到對義和團排外和愚昧的批評，代之而起的是把義和團視為中

國人民自發反抗帝國主義侵略的鬥爭。

現在，我們可以來分析五四運動和新知識份子思想轉向的關係了。如前分

析，在討論二十世紀中國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思潮時，歐戰和復辟無疑是引致新

知識體群觀念轉變的最主要的觀念史圖像中的事件；新知識群體對西方列強認

識的觀念轉變，又促使他們對巴黎和會的結果作出5月4日那一天走向天安門廣

場抗議的行動。在一系列觀念史圖像中的事件與觀念轉化的過程中，特別是在

激烈的政治變動中，五四運動自身也立即變成觀念史圖像中的重大事件，馬上

被賦予意義。一般說來社會事實轉化為觀念史圖像中的事件是需要經過一段時

間，但「五四運動」這個詞卻幾乎是立即被使用的。1919年5月20日《晨報》就將

5月4日發生的事件稱為「五四運動」，並認為它是「再造中國之元素」。人們讚揚

五四學運，是因為被學生運動和群眾運動這些改造中國的力量所震撼。

五四運動最重要的直接結果，是全國學生聯合會應運而生。6月16日全國學

聯在上海先施公司東亞酒樓召開會議。一下子，全國的學生組織起來了，中國

出現了一支史無前例的社會改造力量。1919年10月國民黨人張¤給當時的粵軍

總司令陳炯明信中寫到：「觀於北京大學數月來之舉動，我西南數十萬雄兵所不

能為者，而彼能為之。」bp學生比兵還厲害，被冠以「丘九」的稱號。李劍農也認

為：「有了長久歷史的國民黨的組織和黨員間的聯絡指揮，恐怕還不如這個新成

立的全國學生聯合會組織的完密，運用的活潑靈敏。」bq中國頓時成為「學生運動

的中國」。學生甚至被稱為學匪，市民一聽到「鬧學生」，都視為「拳變」再現，奔

走相告，避之唯恐不及。當時有這樣一種說法，學生由於整天在街上鬧事，被稱

為「滿口新名詞，胸無點墨」。正如羅家倫所言，當時有一種「學生萬能」的觀念，

學生界奇軍突起，彷彿成為一個特殊階級，這個階級似乎甚麼都要過問br。

五四運動自身立即變

成觀念史圖像中的重

大事件，馬上被賦予

意義，被認為是「再

造中國之元素」。五

四運動最重要的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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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起來了，中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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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改造力量。

卷次

圖2　「義和團」、「復辟」、「新村」、「五四運動」和

　「新文化運動」在《新青年》各卷中頻度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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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強調的是，作為觀念史圖像中事件的五四運動，對觀念系統轉化的衝

擊長期被忽略。在此之前知識份子深陷於共和政治失敗和改造社會的無力感之

中，而學運一發生，它的意義立刻被認識到了。正如羅家倫所說bs：

五四以前中國的社會可以說是一點沒有組織。從前這個學校的學生和那個

學校的學生是一點沒有聯絡的，所有的不過是無聊的校友會，部落的同鄉

會，現在居然各縣各省的學生都有聯合會⋯⋯。「五四運動」的功勞就在使

中國「動」！

換言之，對於所有知識份子，這一觀念史圖像中的事件都指向同一方向，這就

是告別文化運動，走向政治參與。從五四運動本身的演化邏輯可以看出：一開

始學生的口號是「只問外交、不問內政」，過不了幾個月，全國學運則以「外爭國

權、內懲國賊」和「打倒軍閥、再造中國」為目標了。分析圖2「五四運動」和「新文

化運動」被提及的頻度分布及意義，後者主要集中在1919-20年，是《新青年》作者

群在反駁新文化批判者時所用；而「五四運動」則自1919年事件發生後不斷被提

及，並十分清楚地將五四運動和新文化運動區別開來。

五四運動激起的政治參與意識高漲，其直接後果是革命觀念的勃興。圖3是

《新青年》中「革命」及「改革」等關鍵詞的頻度分布。從中可見，直至1919年以前，

「革命」使用的頻度一直相當少；正是五四以後，它以井噴之勢興起。它表明

1913年二次革命失敗後知識份子告別革命情緒之逆轉，是自清朝實行預備立憲後

沉寂了十幾年的革命話語的復活。我們曾經論證過，「革命」在中國傳統政治文化

中是指改朝換代，它是在改革失敗、清王朝統治合法性喪失時出現，並獲得西方

revolution觀念中進步和徹底改變的意義bt。1919年以後革命話語勃興，是五四

知識份子對共和主義改革的絕望，也是他們意識到學運和群眾運動的結合可以

成為改造中國力量的表徵。1919年12月，陳獨秀就很清楚地道明這一意義ck：

軍人官僚政客是中國的三害⋯⋯自從五四運動以來，我們中國一線光明的希

望，就是許多明白有良心的人，想衝出這三害的重圍，另造一種新世界；這新

世界的指南針，就是喚醒老百姓，都提起腳來同走「實行民治」這一條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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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革命」、「改良」、「改革」在《新青年》各卷頻度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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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宏觀結構在歷史研究中的意義

從圖2可以看到，1919年還有一件幾乎與「五四運動」同時、但比它更多被討論

的事件，這就是「新村運動」。如果說一戰暴露了資本主義全球化的弊病，那麼新

村運動則以烏托邦的失敗，把五四運動革命動員推向接受列寧主義。

新村運動在1919年迅速興起，是五四運動激起參與熱忱的另一種社會行

動。當時周恩來在天津辦覺悟社，要尋找「人」的生活cl，把改造家庭、共同生

活、工讀主義作為經常討論的題目cm。毛澤東計劃在嶽麓山下建立半耕半讀的

新村cn。惲代英在武昌創辦利群書社，計劃建立一個完全共產的「共同生活的模

型」，並稱之為「未來之夢」co。工讀互助團遍及北京、上海、武昌、南京、天津、

廣州、揚州等地cp。新村運動和工讀互助團試圖以個人組織新生活模式來影響社

會。但這種訴諸個人自願的社會改良嘗試，很快就由於無法在經濟上維持而逐

個宣告破產。1920年12月，陳獨秀已經用唯物主義觀點來總結新村運動的失敗，

他指出，自人類有社會以來，「試問物質上精神上哪一點不是社會底產物？哪一

點是純粹的個人的？」因為沒有認識到這一點，「福利耶以來之新村運動及中國

工讀互助團便因此失敗了」cq。1921年，陳獨秀道：「前代的隱者，現代的新村

運動及暗殺，都是個人主義教育結果底表現。」而新村運動者「想除去社會上惡

的一部分好達到改良社會底目的，其實都是妄想」；他說：「要想改革社會，非

從社會一般制度上6想不可。」cr可見，新村運動失敗對知識份子觀念系統的衝

擊，乃是否定其個人主義以及那種自我改良式的社會再造夢想。

新村運動的失敗，使《新青年》群體認識到必須用社會革命取代社會改良，而

要取得社會革命的成功，就必須改造原有鬆散的政黨及動員群眾的方式cs，組織

列寧主義政黨，發動社會革命，徹底改造中國。事實上，正是由於對五四運動

意義的認識和理解不斷強化、深入，1921-24年，在由工讀互助團演化而成的赴

歐勤工儉學的學生組織中，出現了最早的中共支部。中共的成立又大大加強了

十月革命和馬列主義在人們心目中的分量。這也就是我們前面提到的在1917年

十月革命爆發時，《新青年》中對此事提及得並不多，只有到中共建黨、1922年

以後，「十月革命」才成為這一知識群體熱切關注的焦點。在《新青年》中，提及

「辛亥革命」和「俄國二月革命」的頻度幾乎是同步的；而且，它們都被視為不徹

底的革命，未完成的使命應該由被即將來臨的徹底革命來實現，正如二月革命

後發生十月革命那樣。五四新青年群體選擇共產革命，則意味6放棄自由主

義，轉變為馬列主義的信仰和實踐者。

以上，我們通過分析《新青年》提及的一系列國際和國內重大事件是怎樣與

五四新青年群體的觀念互動過程，勾勒出他們從五四運動發起者到中共建黨

者、從自由主義的信奉者到馬列主義的實踐者的轉變。根據我們的分析，五四

新青年群體放棄自由主義，與他們對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幻滅、中國學習西方

共和政治的失敗，以及對學生運動改造中國的期望都有直接關係。但是，如果

我們把新文化運動作為一個整體來看，本文一開始提出的「五四新青年群體為何

放棄自由主義」這個問題本身是否有意義也就很值得懷疑了。因為，十九世紀的

自由主義一直是同社會達爾文主義緊密相聯的。如果我們的量化分析成立，早

在五四運動爆發前一年，新青年知識群體已否定社會達爾文主義和共和政治，

如果用這一時期的思想來代表新文化運動提倡的啟蒙價值，它是自由主義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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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知識份子對西方社會雖尚未幻滅，但他們的理想已超出西方社會本身。因

此新文化運動是用大無畏的理性精神審視一切生活領域，這種精神也包含6對

自由主義的反思，那麼，是否可以用信奉自由主義來概括五四前《新青年》的思

想主流呢？此外，如果說馬克思主義在西方的興起，是源於十九世紀經濟自由

主義支配下全球化帶來的危機，而列寧主義本質上可歸為俄國現代化過程中社

會整合解體的產物，那麼，新文化運動倡導的啟蒙價值的本質又是甚麼呢？我

們之所以在本文結束前要對中心論題提出懷疑，是因為感到，時至二十一世紀

初，我們並沒有真正理解影響整個二十世紀中國的新文化運動。

自90年代開始，中國史學界一反80年代注重思想和宏觀研究的學風，沉入

愈來愈瑣碎的細節考證之中。歷史研究的細化無疑有益於學術研究的進步，但

是本案例研究表明，要真正理解新文化運動時期的思想變化，我們必須拓展自

己的視野，把新文化運動放到人類近現代社會變遷和中國近現代史甚至是幾千

年的王朝更替中，才能對其有深入理解。五四學生運動喚醒了原本代表王朝更

替的「革命」，賦與它現代含義，並使新知識份子意識到自己可以用革命的方式

建立新社會，克服中國在現代化進程中發生的社會整合危機。如果我們不把新

文化運動時期的思想變遷和它之前與之後的歷史整合起來，不把中國近現代思

想和世界歷史整合起來，就不可能理解五四時期的思想轉化。

布羅岱爾（Fernand Braudel）在他的經濟史巨著中提出了長時段的概念，但

在觀念史研究中，人們由於找不到類似於地理結構、經濟發展長周期那樣可以

長程影響觀念變化的因素，故一直缺乏對長時段變遷模式的興趣。我們在本文

中所做的嘗試表明，觀念史圖像中的事件往往只是在觀念系統轉化中被重視、

記錄和反覆提及，因此由觀念史圖像中的事件構成的歷史，組成了觀念系統演

化的歷史記憶。觀念史圖像中的事件不僅包含6社會事件和觀念變遷互動的記

錄，還是歷史變遷長程模式研究的最重要根據。社會事實通過觀念史圖像中的

事件為中介與普遍觀念互動的機制，或許可以使我們把馬克思典範和韋伯（Max

Weber）典範結合起來，提出社會思想和社會事實在互動中演化的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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