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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論「戰國策派」的文化特質

⊙ 文 暉

 

在中國現代史上，出現於上個世紀40年代的「戰國策派」以其理論上強烈的德國色彩和立論

的鋒芒大膽而給人一種非主流文化派別的印象，在當時和以後都倍受矚目和爭議。在此，筆

者想大致探討一下「戰國策派」的文化特質，他們的文化追求，以期讓更多的人來了解和關

注這個大家還比較陌生的文化派別。

魯迅曾這樣描述過他理想中的中國文化：「外之既不後於世界之思潮，內之仍弗失固有之血

脈」1。為了早日擺脫內外交困的境地，真正建立起現代意義的民族國家，「戰國策派」同樣

走上了內外求索的文化探尋之路。即陳銓所講的「假如我們承認中國文化應當拋棄壞的，保

全好的，那麼我們就不啻無形中承認，文化是可以改建的。改建一方面在自身，一方面要借

鏡。外來的文化，自然也要一部分地移植」2。

1. 向外：德國，還是德國

「戰國策派」的理論資源皆來自德國：從作為「戰國策派」的歷史觀和方法論的文化形態史

觀，到作為他們的哲學觀和哲學基礎的意志哲學，到他們追慕的「狂飆運動」，無一不然。

這是同「戰國策派」對世界先進思潮先進文化的認識分不開的──他們認為歐洲文化中日爾

曼文化才是主流，過去介紹西方文化多偏重英、美文化是偏頗的做法，所以他們要「用介紹

德國文化來補救這缺點」3。

「戰國策派」三員主將亦從不諱言他們對德國文化的熱愛。林同濟視「尼采的《薩拉圖斯

達》」為自己最愛讀的書4，甚至專文批評了當時一些翻譯中歪曲尼采（F. W. Nietzsche）

的現象。雷海宗更是從30年代起就運用「文化形態史觀」來觀照歷史和現實的「中國學界第

一位的形態歷史家」5。被稱為「長篇小說七大家」6的陳銓也表示，「中國近幾十年對於英

美派的思想，已經普遍介紹，稍微懂得一點新思想的人，除了英美派思想以外，就無所謂思

想，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要來介紹德國思想，當然要引起一般人的驚駭反對」7。就「戰國

策派」成員及與其關係密切的諸人等來講，很多也都是留德出身。

其實中德之間的文化交流很早就開始了，這有陳銓的《中德文學研究》為證。而兩國的自主

交流則要到十九世紀後半期，這之後幾乎每一時期都有一個或幾個雜誌（報紙副刊）成為德

國文化的重鎮，構成了一定的代表性。有關當時中德交流盛況的論述也很多，如柯偉林

（William C. Kirby）的《蔣介石政府與納粹德國》8，陳意新的〈中德關係與中國現代化模

式〉9，丁建弘、李霞的〈中德學會和中德文化交流〉10，劉殿君的〈三十年代中德軍事關係

及其對中國抗日戰爭的影響〉11等等，季羨林的《留德十年》12、陳西瀅的《西瀅閑話》13也



提及當時留德的風氣之盛。

「戰國策派」的出現正是中德交流的必然結果。「戰國策派」的一個顯著特色，也在於它雖

然有許多文章出自美學家或文藝家的手筆，但它並不是一個純粹的美學或文學團體，對德國

文化中的審美精神的時代性和現實意義的關注才是最重要的，特別是對德國啟蒙時代的思想

革命對中國人的啟發意義，以及尼采所提倡的帶有審美主義色彩的權力意志與酒神精神對中

國人的意義，這些文章都予以高度的重視與強調14。如陳銓所言：「談現代德國史，我們必

須維持一種客觀的態度。希特勒的侵略必須打倒，必須指斥，但，十八世紀以來，普魯士政

治家如何把德國民族化分為合。化弱為強，化無能為光榮，整個過程中，大有可資我們借鑒

之處的。」15從中可以看出「戰國策派」之所以熱愛德國文化，相當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因

為能從中學到民族自強之道。

2. 向內：臧否五四？繼承五四？

「戰國策派」因它理論的新奇偏僻和對戰爭雙方性質的淡化引來了巨大的非議，而它對「五

四新文化運動」的大膽臧否，則加劇了當時的左傾文藝陣營對它的惡評。雖然在實際上，

「戰國策派」給了「新文化運動」總體以相當高的評價，但它又一直耿耿於懷「五四新文化

運動」沒有像德國的「狂飆運動」那樣形成一種民族意識普遍覺醒的運動，使中國失去了借

歐戰後短暫的和平局面來積蓄力量的機會。

但以「戰國策派」批評最力的「五四新文化運動」來返觀「戰國策派」自身，卻常常意外地

在表現僻異的「戰國策派」身上發現主流的「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內容：政治民族主義的目

的、文化決定論的手段、對傳統文化的批判和反省、功利主義文學觀。這種對比是有趣的，

它既有助於我們對「戰國策派」較深層文化特質的認識和把握。而由二者的這種內在聯繫、

似與不似，也會使我們更容易理解「戰國策派」，感受到「戰國策派」同人的拳拳愛國之

心，體會到40年代知識階層的普遍的文化反省品格。

2.1 反思五四？

「戰國策派」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批評和反思主要體現在林同濟的〈廿年來思想轉變與

綜合〉16、陳銓的〈五四運動與狂飆運動〉17〈論壇·二十年前的錯誤〉18和雷海宗發表在

《周論》上的〈五四獻言〉19這幾篇文章中，尤以林同濟、陳銓的文章最有代表性。陳銓在

小說《狂飆》20中，也借小說人物李鐵崖之口表達過自己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看法。

林同濟認為「新文化運動」的主旨與母題就是個性的解放，這種解放在當日是絕對必需的，

但社會上實際行為的表現卻是，「一方面總嫌是個性不夠伸張，個性不夠活躍，另一方面卻

又感到決籬屏藩，流弊已甚。正所謂舊的秩序已經否定，新的秩序無法誕生」。所以五四的

作風必須向另一條路線轉換，要由「個性解放的要求一變而為集體生命的保障」。他認為

「五四新文化運動」裏含有民族集體的意識，「目前民族生存運動的高潮」中也依然保留並

且應當保留個性解放的種子，這正是文化及思想潮流的連續性和互動性的表現，但是不同的

時期應該有不同的注意點和重心，「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毛病並不在其談個性解放，而在於

它「不能把這個解放放在一個適當的比例來談，放在民族生存的前提下來鼓勵提倡21」。



陳銓則拿德國狂飆運動來觀照「五四新文化運動」，得出後者的影響和成績遠遠不及前者的

結論22。他認為，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很簡單，就是五四運動的先知沒有認清時代，以致犯

了三個錯誤：把戰國時代誤認做春秋時代、把集體主義時代誤認做個人主義時代、把非理智

主義時代誤認做理智主義時代。

雷海宗認為「對於舊思想舊傳統的重新估價，對於新思想新潮流的熱烈介紹」的「新文化運

動」尚未結束，「今日仍需珍視自由探討的精神，虛心學習」，以「完成五四一代留給我們

的重大使命」23，已然以繼承者為己任。

從「戰國策派」的諸多論著來看，「戰國策派」同人出於對世界局勢的大致體認，得出當今

世界「角於力」24的結論。他們認為要想立足於強國之列，就要吸取尼采哲學，反思傳統文

化，鍛造新的民族性格，從「立人」到「立國」。他們反覆批評 「五四新文化運動」，也還

是希望能把個人主義這塊好鋼真正用在國家主義民族主義這塊刀刃上。在林同濟們看來，真

正的個性解放與集體團結是不衝突的，「個人與集體之兩宗，質雖異而用則合」25。所以

「戰國策派」的理想局面就是一個個強大的個人支撐起一個強大的國家，重心落在國家上。

2.2 似與不似

「戰國策派」與「五四新文化運動」之間最大的歧異，應該是一方強調集體主義和國命整

合，一方強調個人主義。但是，二者的民族主義的內在前提和基本歸宿已使得他們的差別不

像人們想像得那麼大，艱難的時勢迫使他們做出了共同的選擇26：

中國社會的興盛與滅亡實際上正是幾代啟蒙思想家的最基本的思想動力和歸宿，無論他

們提出甚麼樣的思想命題，無論這個命題在邏輯上與這個原動力如何衝突，民族思想都

是一個不言而喻的存在，一種絕對的意識形態力量。

有論者言：「由五四反傳統主義者的主觀觀點來看，他們的確是把個人主義的諸價值當作

『價值』。但是他們立刻將此『價值』變作反傳統思想的依據，且認為這些『價值』是與民

族主義並行不悖的。正如許多中國第一代知識份子一樣，五四反傳統主義者以為個人主義的

諸價值對於促進民族主義目標的實現，能發生有效的功能」27。

就連二者用來達到民族主義目的的手段也是一樣的，這就是他們都相信文化決定論，都希望

通過再造文化以達到民族自強的目的。當時「五四新文化運動」主將都贊同法國孔德

（Auguste Comte）的觀點「要想政治改良，非先把思想變了，風俗改了不行」28。《戰國

策》也在其編者注中稱，「重新估量我們的文化傳統，是抗戰路程上日加迫切的必須工

作」29。他們認為，站在民族生命長久發揚的崗位看去，抗戰的最高意義必須是整個文化的

革新。

「五四新文化運動」用「人的解放」、「民主」、「科學」等各種「新」思想批判和否定了

中國幾千年的封建傳統（如吳虞、陳獨秀等人對家族制度與專制主義的關係的分析），如果

說他們是在文化傳統的積澱中去尋找現實積弱積弊的因由的話，「戰國策派」也同樣如此。

「戰國策派」認為，「中國文化，的確有些不好的成分：如像有家族而無國族，享樂主義，

遁世主義，守舊主義，貪污的傳統，重文輕武的風氣，懶惰，敷衍，不緊張，不認真的態

度，沒有團結精神，對公益事業不熱心，這樣一切都有它思想的背景。處在這樣一個新時



代，中華民族不改變這種文化上的缺憾，很不容易建設一個良好的政治，一個現代化的社

會，一個獨立自由的國家」30、「我們主張對中國文化的反省，並不是喜歡多事，乃是在戰

的現實，戰的必需與迫求下，企圖一個自動的變更」31，「不但是對中國文化過去的歷程求

個認識，並且還可以於過去的認識中想法來控制我們文化的動力以企圖一個新未來的創

造」32、「抗戰之所以有意義，是因為它給我們一個機會，來測驗我們民族的元氣，來量斷

我們民族的活力或競爭力」33。

同樣是對傳統文化的批判和反省，相比之下，幾十年後的「戰國策派」要客觀冷靜理性，也

深入得多，可以說，他們是拿出做學問的工夫來分析研究傳統中國文化，事實上也確實如

此，像雷海宗的《中國文化與中國的兵》本來就是他的一部學術專著。而「新文化運動」主

將更多是從倫理的角度來批判傳統文化的，它與個人經驗聯繫密切，如胡適所言，「新思潮

的根本意義只是一種態度。這種態度可叫做『評判的態度』……『重新估定一切價值』便是

評判的態度的最好解釋……新思潮對於舊文化的態度，在消極一方面是反對盲從，反對調

和；在積極一方面，是用科學的方法來做整理的工夫」34。無疑，「五四新文化運動」因開

拓工作的艱巨性而傾向於前一方面，「戰國策」則相對偏重於後一方面，但兩者都意圖「培

養出一個健康地民族，創造出一個嶄新的──有光有熱的文化」35。

「戰國策派」認為，傳統禮教在權威制度方面的束縛性已因時代的大變革、新思想新文化的

介紹、一切事業近代化的推行而逐漸減削其勢，現在的問題是「如何從舊禮教的破瓦頹垣

裏，去尋找出不可毀壞的永恒的基石，在這基石上，重新建立起新人生新社會的行為的規範

和準則」36。在中國談改造運動需要「制度化和專家化及新戰國時代新公民道德的培養」37，

「有勇氣將民族弱點加以修正，方能說到建國」38。所以才有了「戰國策派」的〈君子與偽

君子──一個史的觀察〉39、〈五倫觀念的新檢討〉40、〈中西人風格之一比較〉41、〈力人

──一個人格型的討論〉42、〈大夫士與士大夫──國史上的兩種人格類型〉43、〈士的蛻變

──由技術到宦術〉44、〈官僚傳統──皇權之花〉45、〈中飽──官僚傳統的一面〉46、

〈無兵的文化〉47、〈嫉惡如仇──戰士式的人生觀〉48、〈中國人之所以為中國人〉49、

〈文化的改建──人生觀的改建〉50等等的持久關注。在這些充滿思想和銳氣的文字裏，我

們常會發現「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影子。如陳獨秀〈除三害〉51、一湖〈中國士大夫階級的

罪惡〉52是可以與「戰國策派」諸文章互相參照著讀的，關注則一，然深淺立現。其他如

〈中國人之所以為中國人〉中分析認為「中國人之所以為中國人，與其說是由於儒學，不如

說是由於道家」53，也極類魯迅「中國之根柢全在道教」54之說。

真正的不同還在於，「戰國策派」有較統一的方法論，這就是他們從德國文化中學來的「文

化形態史觀」。他們由「文化形態史觀」，得出「戰國時代重演」的結論，所以要求恢復國

民在戰國時代的血性和氣質，要去歷史中尋找當日的「貴士傳統」怎樣走到今天民生雕敝政

治腐敗外敵入侵的境地的因由。相比之下，「五四新文化運動」是由千差萬別甚至許多是相

互矛盾的思想學說構成的，在政治、倫理、哲學和文學等方面呈現了一種「無序」而矛盾的

特徵55。「戰國策派」成員之間的些微歧異與「新文化運動」內部的眾聲喧嘩比起來，簡直

都算不了甚麼。幾十年後的「戰國策派」用更加清晰的語言表達了幾代人的夢想：國家民族

的獨立富強和文化的再造繁榮。當然，時局的危急使得他們的呼聲顯得急迫地多。 實際上，

「戰國策派」始終都有「新文化運動」的某些影子，尤其是「新文化運動」後期的某些影



子。以「戰國策派」臧否「新文化運動」最厲害的一點──「新文化運動」盲目宣揚和平主

義貽誤了備戰──為例，「新文化運動」在較早些時候，尤其是在一戰剛結束時，輿論界確

實是一片「去兵」之聲，陳獨秀甚至在《每周評論》發刊詞中稱，美國總統威爾遜「可算得

現在世界上第一個好人」， 「我們發行這每周評論的宗旨也就是主張公理反對強權」56。可

是不久發生的山東問題就迫使陳獨秀改變了這一看法，他認為國民應該有兩種徹底的覺悟，

一種就是「不能單純依賴公理的覺悟」，他解釋說57：

我們不主張用強力壓人，卻不可不主張用強力抵抗被人所壓。我們不可不承認托爾斯泰

（Tolstoi）的不抵抗主義，是辱沒人格民族自滅的謬說。我們不可不承認尼采

（Nietzsche）斯特勒（Stinor）諸人的強力唯我主義，有不可磨滅的價值。一個人一民

族若沒有自衛的強力，單只望公理昌明、仰仗人饒恕和幫助的恩惠才能生存，這是何等

卑弱無恥不能自立的奴才。

後來的「戰國策派」的理論中類似的說法就更多了，這也說明時勢是怎樣迫使我們的知識份

子越來越現實越來越功利的。

2.3 反思的反思

記得《獨立評論》上有討論黨化教育的文章，引用羅素《教育論》中的一段話：「近代日

本，是以國家的強大為教育重要目的的一個好例。他的教育目的，唯在製造愛國的國民和灌

輸有益於國家的智識。我不能過贊他們的成功。自從勃爾提督的艦隊叩日本國門以來，日本

幾乎不能自存；除非我們說自存是有罪的，他們的成功足以表白他們方法的不錯。但是只有

在絕望的情形下，可以用此種方法，沒有立刻的危險而用這樣的方法，是大錯的」。文章認

為，危急存亡情形的國家希望借教育的力量，來喚起人心發生效用，那麼，「社會目的的宣

傳，自然比個人目的重要」58。

40年代似乎就是這樣的危急存亡情形，「戰國策派」提倡的雖然不是黨化教育，但也類於

「社會目的的宣傳，自然比個人目的重要」，但「戰國策派」是不是應該在提倡「大政

治」、「英雄崇拜」等一系列理論時特別指出這種提倡只是權宜之計，同時也時時警惕將會

由此帶來人們思想上的偏執和狹隘呢？羅素的話也許給我們觀照「戰國策派」提供了一個較

好的借鑒。

「戰國策派」是一個內涵豐富的文化派別，它的出現不是偶然的，它是中國近代以來不斷發

展的民族主義思潮與中國現實碰撞的產物。它不僅自有淵源，而且與近現代中國的政治、文

化等方方面面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它一脈相承了近現代以來一代又一代人文知識份子不變

的濟世情懷。它的出現，它所受到的巨大非議，無不彰顯著它的存在和它存在過的那個特殊

時代；它是由學者發起的，處處凸顯了作為學者在當時所想做到的，所能做到的。不管怎麼

說，對於他們生活的時代、自己的國家和民族，他們是努力過了，雖然這種努力還是一種不

大被認可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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