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運動：
中國新政治文化的塑形
●

一

陳家琪

政治生態與政治文化

余英時在《宋明理學與政治文化》一書中說：「儒學從先秦開始到宋代的復
興，一直貫穿E一個基本的整體規劃，即通過『內聖外王』的活動（或實踐）歷程，
以建立一個合理的人間秩序。孔子便是這一基本規劃的創建人，《論語》可以為
證。」
「北宋理學家之所以全力以赴地開拓『內聖』之學，便是要為『外王』的實現
（建立合理的人間秩序）尋求更堅實、更可靠的形而上的根據。」1
在這Š，我們可以從「人間秩序」中引申出兩個概念：「政治生態」與「政治文
化」。前者較為具體，指王朝取向和王權性質；後者則較為寬泛和抽象。當政治
自明至清，中國式的

生態不佳，文人儒士無法「得君行道」時，便轉而以求政治文化，如從程、朱理

知識份子並沒有拋棄

學到陸、王心學。儘管他們心目中的「人間秩序」都不出「三綱五常」的基本模式，

儒家「內聖外王」的整
體規劃，但由於當時

但由於無法直接參與「平治天下」的事業，於是便轉而將「道」
（天理）收歸內心，

的政治生態已經徹底

企圖另走一條「覺民行道」的啟蒙之路。正如余英時所說：「這是他〔王陽明〕在龍

切斷了他們「得君行

場所悟出的全新構想，具有劃時代的重大意義。」2

道」的任何可能，於
是只好求諸內心的自
得其樂，對「內聖外
王」保持緘默。

比較宋、明兩朝，政治生態的優劣差異近乎黑白分明，主要體現在王朝取
向上；更具體一些來說，也就是體現在王權對待儒家士大夫的態度上。宋王朝
以文治取向，宋太祖有誓約藏之太廟，戒子孫不得殺大臣及言事者；宋哲宗
說：「朕遵祖宗遺制，未嘗殺戮大臣。」程頤舉三代而後，「本朝超越古今五事」，
即以「百年未嘗誅殺大臣」為其中之一3。王安石與宋神宗爭辯時可以「辭色皆
厲」，朱熹在「封事」與「奏禮」中可以直言無忌。到了明代，明太祖使「廷杖」
（當
庭去衣行杖）成為常典，首當其衝的竟然就是王陽明：「而已廷杖四十〔另有五十
或三十之說〕，既絕復蘇」4；《明史》卷九十四〈刑法志二〉中說，「胡惟庸、藍玉
兩案，株連死者且四萬」；同一個地方還記載E「凡三《誥》所列凌遲、梟示、種
誅者，無慮千百，棄市以下萬數」5，以致時人有云：「時京官每旦入朝，必與妻
子訣；及暮無事，則相慶以為又活一日。」著名理學家吳與弼只能繼承明初「不
仕」的傳統，及晚年更在《日錄》中寫下「夜坐思一身一家苟得平安，深以為幸」這
樣蒼涼的句子6。

應該說，自明至清，中國式的知識份子（士）並沒有拋棄儒家「內聖外王」的
整體規劃，但由於當時的政治生態已經徹底切斷了他們「得君行道」的任何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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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於是只好求諸內心的自得其樂，對「內聖外王」保持緘默。如果不甘寂寞，
只好或通過官府擁有權力，盡其逢迎之能事；或交結有權者，周旋左右，以保
家族、地方的利益。至清代，康乾盛世，但是對漢族士者來說，其政治生態並
無任何好轉。正如魏斐德（Frederic E. Wakeman, Jr.）所描繪的，為了「誘使歸隱
的學者從對政治的隱退中抽身出來，由此獲得他們對於新朝代的支持」，便有了
一系列的「文化工程」；這些文化工程都具有消除與抑制「忠明主義」的作用，也
是王朝為了使文化事業與當朝形象相匹配的重要舉措，因為當朝皇上已經保證
不讓太監欺負官員，「皇帝不再任意忽略正義或濫用權力。那麼，反過來，士紳
階層也不可任意地組織政治團體干預國家事務。事實上，曾經是討論嚴肅哲學
問題的學術團體，現在開始變成為官僚機構培養人才的專門學校，地方權力之
間平衡獲得了巧妙地轉換。」7
通過考察明、清兩朝五百多年的政治生態，我們便可意識到，政治文化的

康有為、嚴復、胡適

變革，並由此激發為改變政治生態的政治革命，已勢不可免；而在其中如何才

等人看重政治文化的

能為「人間秩序」重新尋找到「更堅實、更可靠的形而上的根據」，也就成為自

建設，想走「得君行

五四運動以來這九十年間所有知識份子的一個「潛命題」。當然，這期間對中國
文人學士的最大刺激還是西學東漸，以及1894年甲午戰爭後的「托古改制」，於

道」的老路；馬克思
主義傳入中國，告訴
中國知識份子只有政

是也就有了從「師夷長技」到「改良禮制」，再到「君主立憲」、「共和憲政」等一系

治生態的變革才是政

列的現實訴求。

治文化發展的前提，

在這種訴求後面自然交織E政治生態與政治文化這兩種完全不同的思想進
路：其一，有些人（如康有為、嚴復、胡適等）更看重政治文化（特別是教育）的
建設，依然想走「得君行道」的老路，前提自然是先得有秦孝公、宋神宗這樣的
「明君」，然後才談得上有商鞅、王安石等人的變法。其二，馬克思主義傳入中
國，直截了當地告訴中國知識份子「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
題在於改變世界」8，於是只有政治生態的變革才是政治文化發展的前提，也就
構成了另一批知識份子（如李大釗、陳獨秀等）的啟蒙意識（
「覺民行道」
）。
如果我們把這一現實的訴求只限制在文化領域內，然後再把文化這一概念
具體化為價值觀念的總體，那麼在價值觀念的變遷後面，能為這種變遷提供「更
堅實、更可靠的形而上的根據」到底是甚麼，又有過怎樣的爭論與發展？
「得君行道」與「覺民行道」轉換為哲學話語，也就是預設的「天理世界」與人
內心的「道德性命」之間的關係；前者類似於黑格爾（Georg W. F. Hegel）的「絕對
精神」
（倫理傳統），後者則近乎康德（Immanuel Kant）的「絕對命令」
（道德良知）。
但無論是康德還是黑格爾，只要談到精神與道德，理性與自由都是第一位的或
本質的要素。當馬克思把黑格爾的「絕對精神」改造為客觀歷史的必然規律之後，
在黑格爾那Š的理性與自由就轉化為存在論意義上的外在客觀規律的顯現；而
在康德那Š的理性與自由則成為對這一客觀規律的工具性的認識與服從。
對五四知識份子來說，這一轉換也可以具體理解為由達爾文（Charles Darwin）
的自然進化論到馬克思主義的社會進化論，由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由傳統經
學模式向科學文化模式的轉換。用梁啟超在《新史學》中的概括來說，就是現在
的史學，要「¦述進化之現象」、「¦述人類進化之現象」、「¦述人類進化之現象
中的公理公則」9。
二十一世紀雙月刊 2010年6月號

總第一一九期

也就構成李大釗、陳
獨秀等人的啟蒙意識
（
「覺民行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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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德先生」、「賽先生」與「立先生」、「莫小姐」
陳獨秀1919年1月15日在〈
《新青年》罪案之答辯書〉中正式打出了「德先生」與
「賽先生」的旗號。他說bk：
這幾條罪案，本社同人當然直認不諱。但是追本溯源，本志同人本來無
罪，只因為擁護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賽因斯（Science）兩位先生，才
犯了這幾條滔天的大罪，要擁護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孔教、禮法、貞
節、舊倫理、舊政治；要擁護那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舊藝術、舊宗教；
要擁護德先生又要擁護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國粹和舊文學。⋯⋯西洋人
因為擁護德、賽兩先生，鬧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賽兩先生才漸漸
從黑暗中把他們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們現在認定只有這兩位先生，可
以救治中國政治上道德上學術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
“Democracy”和“Science”在英文中指的是「民主」與「科學」，但從這段話中我
們可以看出，當陳獨秀把它們轉變為
「德先生」
與「賽先生」
時，卻賦予了它們新的、

“D e m o c r a c y ”和

漢語言獨有的語義：「德先生」
主要是相對於「舊道德」
、「舊政治」
而言的，
「賽先生」

“Science”被陳獨秀

相對的則是「舊藝術」、「舊宗教」；換言之，「德先生」相對的是「國粹」
（經學之

轉 變 為「德 先 生」與
「賽先生」時，陳賦予

「本」
），「賽先生」相對的是「文學」
（史學之「用」
）。這也就是說，提出「德先生」
與「賽

了它們新的、漢語言

先生」是向「舊文化」宣戰，打出的是「新文化」的旗子，由此揭開了新文化運動的序

獨有的語義：「德先

幕。它主要涉及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舊道德、舊政治；一是舊文體、舊方法。

生」主要是相對於「舊
道德」、「舊政治」；
「賽先生」相對的則是
「舊藝術」
、
「舊宗教」
。

到1919年11月，受杜威
（John Dewey）
在華講學的影響，陳獨秀已將
“Democracy”
理解為「民治主義」，包括政治的民治主義（有憲法）、民權的民治主義（爭人權）、
社會的民治主義（要平等）、生計的民治主義（均貧富）四個方面bl。到1921年，他
將“Science”具體化為新舊教育的主義與方法之別：舊教育的主義是個人的（專注
於教育個人），方法是教訓的（灌輸式）；新教育的主義是社會的（要改變社會，
普及教育），方法是啟發的（教學相長）bm。在較早之前的1919年6月，當五四運
動波及全國，上海等地因支持北京學生運動而宣布罷市時，陳獨秀更是在〈我們
究竟應當不應當愛國？〉中大聲宣布：「我們愛的是人民拿出愛國心抵抗被人壓
迫的國家，不是政府利用人民愛國心壓迫別人的國家。我們愛的是國家為人民
謀幸福的國家，不是人民為國家做犧牲的國家。」bn
但當我們去讀陳獨秀的著作就會發現，愈到後期，他也就愈偏重於「德先
生」，而「賽先生」則漸漸淡出他的視野。當年從杜威那Š接受的「民治主義」也轉
化為「所以我們主張救濟中國，首先在鏟除這種割據的惡勢力。⋯⋯鏟除這種惡
勢力的方法，是集中全國愛國家而不為私利私圖的有力份子，統率新興的大群
眾，用革命的手段，鏟除各方面的惡勢力，統一軍權政權，建設一個民主政治
的全國統一政府」bo。
至此，新文化運動已經完全變成了新的政治文化運動；而這種政治文化由
於與「覺民行道」
（當時的口號是「到民間去」
）的啟蒙意識聯繫在一起，所以「覺民」
也就轉變為「宣傳教育民眾」或「發動民眾」，這與陳獨秀早年所反對的「灌輸式」
的教育方法其實殊途同歸。剩下的，就只有一位「德先生」了。至少在邏輯上，
它預示E「若不經過階級鬥爭，若不經過勞動階級佔領權力階級地位底時代，德

莫克拉西必然永遠是資產階級底專有物，也就是資產階級永遠把持政權抵制勞
動階級底利器」。這是陳獨秀1920年9月說的話，他已經決心從改變政治生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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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來實現自己把「德先生」請進來的政治理想，因為革命、國家、政治、法律在
他眼中統統都只是工具——掃除社會罪惡的工具，就如「賽先生」也不過只是一
種方法一樣，目的全在改良社會，以便「利用自然征服自然」。1921年，社會進
化的目標在陳獨秀心目中已然成型，他說：「政黨是政治底母親，政治是政黨的
產兒」，中國要形成西方的「德莫克拉西」，「最好是經過俄國共產黨專政的階級。
因為求國民底智識快點普及，發達農業不染資本主義的色彩，俄國式的方法是
唯一的道路了」。他說這是當時羅素（Bertrand Russell）說過的話，他很贊成bp。
陳獨秀在〈談政治〉一文中把胡適列為三派不談政治的人中的第一派代表人
物bq。胡適自己就說過，他「二十年不幹政治，二十年不談政治」br。這也是英國
啟蒙思想家的一個思想傳統，他們相信宗教哲學的目的不在創立新宗教，而只
在理解宗教意識，就如美學並不創造藝術作品，倫理學也並不想把世界變成一

陳獨秀的「德先生」與

個道德的世界一樣，這才是“science”的本來含義。但他也同時意識到，「我們本

胡 適 的「立 先 生」是

不願意談實際的政治，但是實際的政治卻沒有一時一刻不來妨害我們」bs。加上
丁文江等人的鼓動，於是胡適就把「不幹政治」與「不談政治」區分開來，認為必

五四運動以來在思想
界豎起的兩面大旗。
它們都是全新的觀

須發表一個爭取談論政治的宣言。1922年5月14日，蔡元培、丁文江、羅文幹、

念，但均有中國古代

胡適等十六人就在《努力周報》上聯名發表了〈我們的政治主張〉這樣一個宣言，

士者的情懷。二者的

希望能有一個「好政府」來允許或鼓勵大家都來談論政治（而不是幹政治）；所謂
「好政府」的標準，就在於它「一是充分運用政治機關為社會全體謀充分的福利，
一是充分容納個人的自由，愛護個性的發展」bt。
胡適把〈我們的政治主張〉稱為「爭自由的宣言」。在他看來，所謂「德先
生」，並不僅僅指一種政治制度，而是一種維持某種特定的社會狀態或生活方式
（自由狀態）的社會與思想的綜合體；所以要請進「賽先生」，也就是主要靠的是
思想的成就而不是政治的成就。這一點，也是他一生的堅持。
於是，我們在陳獨秀所提出的「德先生」、「賽先生」之外，又看到了胡適所屬
意的「立先生」
（Liberty）和吳稚暉所提出的「莫小姐」
（Morality）。我們之所以用「立
先生」而不是「李先生」，就是也想如陳獨秀那樣利用漢語的表意功能，把這Š的
「立」理解為「確立」的意思。無論是「立先生」還是「莫小姐」，強調的都是「立」。
誰來確立？當然是靠「好政府」來確立，來維持。於是這Š就存在E兩個方
面的問題：就社會現實而言，當時的國民政府算不算得上是一個「好政府」？哪
怕在極其相對的意義上，只要當時的政府能合乎上述兩條標準，那就可以稱之
為「好政府」，接下來的問題就是如何請進「賽先生」，如何「得君行道」了；就學
理上的探究而言，在哲學，特別是政治哲學的理解中，「立先生」是一個與「阿先
生」
（Right）密不可分的詞；所謂「爭取談論政治的宣言」其實就是在爭取這樣一種
權利；「自由」本身講的就是「自由權」；而「權利」又是一個與「法治」
（the rule of
law）密不可分的詞，因為凡講權利，講的就是受法律保護、為法律所制約的權
利，合稱為「法權」
（the right of law）。
陳獨秀的「德先生」與胡適的「立先生」是五四運動以來在思想界豎起的兩面
大旗。它們都屬新文化運動的產兒，都是全新的觀念，但二者又均有中國古代
士者的情懷，可以在先賢那Š找到這種情懷的源頭。二者的差別在於「德先生」
E眼於社會的政治變革，「立先生」看重的是個人權利。哲學必須為二者的起

差別在於「德先生」ä
眼於社會的政治變
革，「立先生」看重的
是個人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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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正當性或必然性依據提供論證；當然，這首先就需要把「德先生」和「立先生」
的確立理解為一個教育問題，一個新的文化運動，一個積累、漸進、改良的過
程，說到底，即是一個「得君行道」的問題。這也正是胡適他們當年有關「好政府」
的主張。當然，對此最為有力的反駁就是：沒有這樣的「君」，沒有這樣一個「好政
府」，我們又當何如？除了「覺民行道」這唯一的出路，我們還能想出別的途徑嗎？
無論是「得君行道」還是「覺民行道」，「道」是甚麼？有沒有普遍的「人間秩
序」？這「道」會不會在「行」中被遺忘，或被另一套反映統治階級利益的意識形態
（馬克思語）所取代？這些問題其實並沒有認真討論過。無論是商鞅的變法還是
王安石的變法，既然背靠的是「明君」，自然也就從未想過，也根本不會觸及政
治體制的深入改革問題，而變法的目的也無非就是為了富國強兵。愈到後來，
無論是陳獨秀還是胡適，其實對這一點都已經有了明確意識。
1945年7月1日，抗戰勝利前夕，黃炎培等人訪問延安，黃曾這樣問過毛澤

1949年後，「賽先生」

東：如何才能避免中國歷史上「政怠宦成」、「人亡政息」的周期律？毛就用「德先

已在無形中等同於純

生」作了回答：我們已經找到了新路，我們能跳出這種周期律；這條新路就是民

粹工具性的技術，而

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

「德先生」、「立先生」

亡政息」ck。然而，1949年後，「賽先生」已在無形中等同於純粹工具性的技術，

卻一直就是我們批判
的對象；時至今日，
「莫小姐」的缺席更是
成為了人們普遍為之
焦慮的一個問題。

而「德先生」、「立先生」卻一直就是我們批判的對象；時至今日，「莫小姐」的缺
席更是成為了人們普遍為之焦慮的一個問題。
1935年，五四運動十六年後，胡適曾專門寫出〈紀念「五四」
〉一文，說今天回
頭去看，有兩點可以記取：一是無論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還是五四運動，當年的
人（特別是蔡元培）都太樂觀了一點；但胡適接E說，那是一個樂觀的年代，陳獨
秀和蔡元培在那時都是威爾遜主義麻痹下的樂觀者，他們天天渴望「公理戰勝強
權」
的奇·實現，一般天真爛漫的青年學生也跟E他們渴望那奇·的來臨；這看起
來不現實，但「若沒有那種樂觀，青年不會有信心，也絕不會有『五四』、『六三』的
壯烈運動起來」cl。二是孫中山在五四後七個多月的一篇文章中特別強調了「吾黨
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賴於思想之變化。兵法攻心，語曰革心，皆此之故。故此
種新文化運動實為最有價值之事」cm。這Š所說的「思想之變化」，按照胡適的理
解，其實也就是要有賴於「立先生」的確立、「賽先生」的推廣、「莫小姐」的到席。
事實上，當年真正給「賽先生」以界定的還是胡適。他在〈少年中國之精神〉
中說，中國人最缺的其實就是「賽先生」；「賽先生」在這Š指的是邏輯，一種思
想、辯論、辦事的方法。由於我們缺少這種訓練，所以就有了如下五種表現：
（1）靈異鬼怪的迷信；（2）謾罵無理的議論；（3）用「詩云子曰」作根據的議論；
（4）把西洋古人當作無上真理的議論；（5）
「目的論」的狂熱。胡適接E說：「許多
空虛的名詞，意義不曾確定，也都有許多人隨聲附和，認為天經地義。」cn他把
「賽先生」的方法概括為「科學的方法，實驗的態度」，並認為這種方法其實也就
是一種人生觀，一種勇於批評的、自由進取的、社會協同的人生觀，一種敢說
出“You shall see the difference now that we are back again!”
（如今我們回來了，你
們看便不同了！）的精神co。這其實也就是一種美國實用主義的精神，它看重的
不是如何接近真理，而是如何在論辯中不相互攻擊、謾罵；不是怎樣定義理
性，而是如何相處。
胡適這樣說時是1919年3月22日，那時的他其實也如蔡元培、陳獨秀一樣，
正處於「渴望奇·來臨」的樂觀之中。

三

社會模式與政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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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是講「德先生」還是講「立先生」，其實都交織E對未來的社會模式與政
治模式的不同理想。應該承認，這兩種不同理想的交織在陳獨秀和胡適那Š還
隱含E，我們只能隱隱感受到二者的不同，具體的內容卻由於理論的無法展開
而顯得有些蒼白。讓我們先從理論上把「德」、「立」二位先生的基本含義再重新
梳理一下：
到底甚麼是「德先生」？德國當代政治哲學家赫費（Otfried Höffe）說，它指的
是一種人類自我組織的理想狀態cp。能為這種理想狀態提供辯護的，不是正義
（就政治生態而言），就是人權（就政治文化而言）。
正義是一種需要，這Š不必講人權，因為需要本身就足以說明一切。為甚
麼需要？因為人們走到一起，生活在一個共同體中，並不嚮往權力，也不嚮往
統治本身，只是希望能安全地過自己的生活。使他們走到一起的根本原因是生
命和財產需要受到保護，所以在英國，希望能過上民主生活的人首先是那些「有產
公民」。從十五世紀以來，當下院議員就與一定的財產標準聯繫在一起。1430年

從英國到美國，從邊

法案規定，當時最少需要擁有40先令的人才能獲得選舉權。到1649年5月1日的

沁、穆勒到羅爾斯等

《人民公約》
（Agreement of the People）、《五朔節協定》
（Mayday Agreement），「有

人，他們廣泛討論了

產公民」的概念不斷擴展，最終轉變為系統的納稅人制度，也就是說，只有能納

如何滿足「需要」，或
怎樣才能「公平」、對

稅的人（僅限於男性）才具有選舉權。其合邏輯的結論就是：無代表，不納稅。

吃虧者加以補償的問

然後，再經過1832、1867和1884年三項改革方案被擴大，「英國踏E小步緩慢地

題。他們預先就排除

通向了普遍選舉」，「有產公民」這一概念終於「從一種有選擇性的領地代表制轉

了「天 賦 人 權」的 觀

向了一種普遍的個人代表制」cq。這些人到底代表甚麼呢？就是代表利益；或者
說，正因為他們的利益需要有人代表，所以這些代表才走到了一起；而且，一
人一票，少數服從多數，這一最為簡單明瞭的等式也就成為了民主的首要條
件，成為權利的最無可爭辯的基礎。
但人們既然走到了一起，就有了個人的、局部的利益與共同體的公共利益
的衝突。因為出於維護內外安全、發展經濟的考慮，所有的人都會同意公共利
益也是人們的現實需要，而且同意為了維護公共利益，就需要一定的強制手
段。為這種強制所能做出最為有力的辯護的，就是邊沁（Jeremy Bentham）、穆
勒（John S. Mill）等人的功利主義，其主導概念就是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快樂或共
同體的最大利益。這種功利主義最大的問題，一是如何防止某些人以公共利益
為藉口來謀取個人的或局部的利益；二是如何突出「強制權限」的問題，就是
說，要為「強制手段」規定一個不可逾越的界限。它涉及到法的合法性以及廣義
的國家的合法性問題。而這一切都需要論證、辯論。政治文化，特別是哲學，
正是出於這種論證的需要而發展起來的。從英國到美國，從邊沁、穆勒到羅爾
斯（John Rawls）等人，他們廣泛討論了如何滿足「需要」，或怎樣才能「公平」、對
吃虧者加以補償的問題。在所有這些問題中，他們預先就排除了「天賦人權」的
觀念，認為這完全沒有必要；出於利益和需要，就能回答為甚麼人們在共同生
活中需要民主的問題。
但無論怎麼講，「自願的條件自然只有當每個個體的意見都受到重視時才能
得到滿足」cr。在這一意義上，「個人主義」是不可為「共同體的最大利益」所取代
的。這種「個人主義」不是指個人可以脫離共同體獨自生活，而是有這樣兩個方

念，認為出於利益和
需要，就能回答為甚
麼人們在共同生活中
需要民主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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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內容：「一是個人所負有責任的道德與值得讚揚的多數之間的區別；二是有
一個嚴格的同意概念，它要求在開端處就要有一種基本的自由，這種基本的自
由與基本的平等結合在一起：只要個體必須自由地表示贊同，那麼他們也就
被認為是平等的人。」cs對此的責難，第一是在歷史上從未達到過完全的一致；
第二是人的贊同行為必須與事後可檢驗的利益聯繫起來，於是依舊回到了功利
主義的立場。
赫費正是在此處把兩種模式的契約論區分開來：一、自願承擔責任，建立
在原初的法和國家基礎上的契約論指的是政治模式中的契約論，只有在政治共
同體中的公民，才需要強調上述的「個人主義」的兩個方面內容，它是一種虛擬
的契約，只是為了判斷法和國家的合法性而進行的思想實驗，對任何具體的問
題，比如社會、法、國家的起源並不感興趣；二、社會模式中的契約論則涉及
到具體的人際活動中的契約關係，如與保護私有財產有關的實在法，與股份公司
有關的合同法，與理性的明智選擇有關的得失計算（如買保險、買股票等等）。
政治模式和社會模式的契約論強調的都是「要自願」、「要守約」；但前者涉及到
的是法與國家的合法性問題，後者則主要與人們實際生活中的利益得失有關。

在社會模式中，
「自由」
講的是自願交換；在
政治模式中，「自由」
講的是自然權利。人

契約論的最大問題有兩個：一是到底甚麼東西保證了「同意」或「承諾」的永
遠有效？二是在「同意」與「承諾」中，人總要把自己的一些東西轉讓出去，但甚
麼是不可轉讓，也無法轉讓的？只有這樣追問，才觸及到了「立先生」的根本。

先得願意交換，就先

於是，我們也就相應地把「立先生」區分為兩個層面上的關係，一是社會協

得要有自然權利；至

同（事實關係）中的「自由」；一是「自主」
（邏輯起點）意義上的「自由」。前者是社

於交換是不是公平，

會模式，後者是政治模式；前者涉及利益與需要，後者涉及正當與合法。

是不是用這種權利做
了不該做的事，那是
另外的問題。

如果把中國古典哲學中的「道」理解為西方哲學中的自然法，它則為政治模
式中的正當性提供了本體論的依據，即「自主」的正當性來自於自然正當。至於
甚麼叫「自然正當」，它無非指的是一種人的本質傾向所體現出的秩序，是對人
的理性的引導，也是人憑理性就能知曉的自然法則。這種政治模式中的「自由」
是以社會協同中的事實關係為依據的，它講的是人身和財產不受他人侵犯：侵
犯並不只是一個物的問題，它事實上侵犯的是人的自由。所以在社會模式中，
「自由」講的是自願交換；在政治模式中，「自由」講的是自然權利。人先得願意
交換，就先得要有自然權利；至於交換是不是公平，是不是用這種權利做了不
該做的事，那是另外的問題ct。
請原諒筆者也許過多地引用了一些外國思想家的言論。自五四運動以來，
學術界的一個讓人悲哀但又無可奈何的現實就是我們依舊只能在別人的價值框
架或解釋模式中理解我們自己的傳統文化與生活世界。那時是這樣，現在依然
是這樣。

四

新政治文化

現在讓我們再回到五四運動。有兩個問題很有意思：第一，胡適首先關注
的是社會問題，即新文化運動中新的政治文化的確立，所以他說中國的實際是
先要打倒五大仇敵：曰貧窮、疾病、愚昧、貪污、擾亂；目標是建立一個「治安
的、普遍繁榮的、文明的、現代的統一國家」。如何建立？應該是順E自然變化

的程度，瓜熟蒂落的演進，而不能是革命dk，也就是說，政治生態的改變要靠社
會的自然演進；第二，胡適在范仲淹的《靈鳥賦》中發現了「寧鳴而死，不默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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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詩句，這比亨利（Patrick Henry）的「不自由，毋寧死」早了740多年；然後他又
說，「自由」在中國古代用的是「由自」，即「由於自己」、「自己願意」的意思，例
證是王安石的一首詩。此外還有老子的「無為政治」、孔子的「匹夫不可奪志也」、
孟子的「民貴君輕」，等等，講的都是「無為」與「順乎」。1960年雷震因言獲罪，
胡適多方施援無果，便錄下宋楊萬里的一首「象徵權威與自由的鬥爭」的絕句書
贈雷震dl：
萬山不許一溪奔，攔得溪聲日夜喧。到得前頭山腳盡，堂堂溪水出前村。
看來胡適至死都保持E他在五四期間受薰陶而成的樂觀主義精神，而且這種精
神立足於人與社會，立足於人性與社會的力量，立足於「賽先生」、「立先生」和
「莫小姐」的確立。
至於陳獨秀，他當然一生關注的都是「德先生」，是政治制度和公民權利的
問題，而且他的思想立場來自法國而不是英美；在他看來，中國的政治痼疾不
根治，社會問題就得不到解決；而政治痼疾的解決離開革命又當何為？

五四的新文化運動給
了我們一種全新的政
治文化；在這種政治
文化中，交織ä社會
變革與政治革命，交
織ä「賽先生」、「立先
生」、「莫小姐」與「德

五四的新文化運動給了我們一種全新的政治文化；在這種政治文化中，交

先生」，交織ä人的精

織E社會變革與政治革命，交織E「賽先生」、「立先生」、「莫小姐」與「德先生」，

神層面上的追求與現

交織E人的精神層面上的追求與現實生活中政治生態不斷惡化之間的衝突。它
所遺留給我們的遺產，依舊是理論理性與實踐理性、文化，特別是政治文化及
其政治相關性之間的關係。
1942 年前後，晚年的陳獨秀居住在四川江津一個不通公路的小山村，對
五四及個人一生有過極為深刻的反省。可惜由於各種原因，我們能見到的材料
不多，遑論深入探究？但馮友蘭先生在《中國現代哲學史》中專門提到了陳獨
秀，而且引用了陳獨秀的這樣一段話來概括他的思想dm：
國民革命成功後，在普通形勢之下，自然是資產階級握得政權；但彼時若
有特殊的環境，也許有新的變化，工人階級在彼時能獲得若干政權，乃視
工人階級在革命中的努力至何程度及世界的形勢而決定。1917年俄羅斯的
革命就是一個好例，俄羅斯各階級各黨派的聯合革命，本以推倒皇室為共
同目標，只以工人階級在1905年之革命及1917年2月革命中特殊努力，又以
當時資本主義的列強因大戰而瀕於破產，自救不遑，十月革命遂至發生新的
政治組織。但是這種未來的機會我們沒有預計的可能、也沒有預計的必要，
現在只有一心不亂地幹國民革命。陷於半殖民地而且瀕於完全殖民地之悲運
的中國人，不首先解除列強及軍閥之重重奴辱，別的話都無從說起！
馮先生說，陳獨秀的這段話接觸到了兩個理論問題：一個是繼國民革命之
後而發展的革命，應該是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革命，還是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
革命？二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是否可以直接進入社會主義？馮先生認為陳獨
秀已經含蓄地回答了這兩個問題；他之所以未能明確說明，「是因為當時的新文
化運動的理論水平還沒有達到這樣的高度。」dn

實生活中政治生態不
斷惡化之間的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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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高度在馮先生看來不過就是一層紙，「如果戳穿了這層紙，那就可見東
西文化不同的根本原因是自然經濟的經濟和商品經濟的經濟的不同。從自然經
濟的經濟轉到商品經濟的經濟，需要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所以繼國民革命
而起的革命，只能是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革命，而不是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
命。所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不能直接進入社會主義。」do在這段話，也可
視為是馮友蘭老先生在晚年對陳獨秀思想的重新理解。
無論怎麼說，陳獨秀留給我們的精神遺產，恐怕應該被提高到一個適當的
高度，並且作為中華民族在那樣一個特殊時代所萌生的思想傳統加以保持，只
有這樣，我們才能為建立合理的人間秩序在學理上積累起更堅實、更可靠的形
而上的根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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