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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虔誠的朝聖者到批判的勇士──

論顧準的思想成因及轉變

⊙ 周鐵水

 

一

顧準無疑是上個世紀末期中國知識份子精英的代表人物之一，正如有的學者評價的那樣：

「他是那個時代中國知識份子的良心。」他那科學系統，犀利冷靜，永不妥協的批判精神，

今天仍具有不可思議的超前性和理性上的認知價值。

追思他的一生，我們驚奇地發現顧準是如何從一個虔誠的馬克思主義者轉變為一個充滿批判

精神的真正本來意義上的馬克思主義者。自覺完成這個過程是艱難的，但他痛苦地做到了。

顧準生於1915年，四年後爆發了舉世聞名的「五四」運動，當時中國正處在一個重大的歷史

關頭。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三千多年來的封建專制統治，但接踵而來的是軍閥混戰。哀鴻

遍野，民不聊生的現實，不但使「推翻滿清，建立共和，光復中華」的理想幻滅，而且促使

許許多多的仁人志士去認真思考魯迅先生當時提出的「娜拉出走後怎麼辦？」這樣一個重大

的社會現實。

更迭的政權，動盪的時局，客觀上形成了自春秋戰國諸子百家爭鳴以來，中國第二次思想自

由的大解放，成就了日後中國現代文學史、藝術史、哲學史、思想史等領域的許多巨匠和大

師，同時也造就了中國現代革命史上蔚為大觀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群體和功勳彪炳的將星雲

集。這當然不是說，那時就有充分的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1927年軍閥張作霖就殘暴地殺害

了宣傳共產主義思想的李大釗，只不過連年的軍閥戰爭，使「城頭不斷變幻大王旗」，暫時

無暇顧及對思想和言論的鉗制。

「五四」運動的直接導火線是「巴黎和會」上對戰勝國之一中國的瓜分，消息傳來，激起中

國知識界特別是學生的強烈憤慨，以北大為代表的學生首先發起抗議示威活動，隨後發展成

為全國性的愛國民主運動。

有一種觀點認為「五四」運動的核心是愛國主義，精神旗幟也應該是愛國主義，這是一種似

是而非的觀點，如果接受這種觀點，「五四」運動和先前林則徐的禁煙運動、義和團運動和

在後的抗日救亡運動就沒有多少區分了，甚至和古代歷史上抗擊外族的鬥爭也沒有多大的區

別，毫無疑問，愛國是「五四」運動的重要內容，但愛國主義不是「五四」精神的核心，更

不可能成為「五四」運動的精神旗幟。



「五四」運動的核心和精神旗幟是自由和民主。作為一場自發的政治文化運動，實際上是從

新文化運動開始的，而新文化運動的主要內容就是在政治上反對封建專制，要求自由民主；

在思想上反對封建舊禮教、舊道德，要求個性解放；在學術上反對迷信盲從、偶像崇拜，提

倡科學精神；在文化上反對文言文、八古文，提倡白話文和文學革命。很顯然，這些內容實

質上無一不是對自由民主的追求，只不過表現形式不同。

深刻了解這段歷史和當時的社會環境非常重要，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歷史背景對顧準今後

思想的形成和以後思想的轉變都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五四」運動開創了中國現代史上愛國主義運動的先河，1925年顧準親歷了「五卅」運動，

這是上海人民在全國人民的支持下首次明確反對帝國主義，爭取平等權利的革命運動。聲勢

浩大的群眾運動，激發了顧準幼小心靈中的愛國主義熱情，他和小夥伴們一齊用具體行動來

支持「三罷」運動（罷工、罷市、罷課）和抵制外貨的運動，他們打著旗幟，拿著竹筒，走

街串巷為罷工的工人募捐。此時顧準才十歲。

1926年十一歲的顧準有幸就讀由中國著名職業教育家黃炎培創辦的中華職業學校，學校以

「勞工神聖，雙手萬能」為口號，教師並且經常在課堂上對學生進行愛國主義教育，如「介

紹帝國主義依靠租界特權，胡作非為，以及不平等條約帶給我同胞的種種災難等。青年學生

經過這些教育，無不引為奇恥大辱，奮發圖強，愛國之情油然而生1。同時在那裏顧準得到了

良好的教育和打下了堅實的英語基礎。

1927年夏天，因為家庭無力繼續負擔學費，顧準在中華職校畢業後，經人介紹進入由潘序倫

創辦的立信會計師事物所當練習生。直至1940年顧準參加新四軍，在這漫長的十四個年頭

中，除少數時間外，顧準一直在立信工作，並與潘序倫結下了深厚的友誼。他聰明好學，勤

奮努力，很快就掌握了會計學科這門知識，並攀上了學術高峰。再加上潘序倫唯才是舉，並

不囿於世俗的偏見，拘泥甚麼學歷、年齡等條件，對顧準大膽提拔，委以重任。從一個練習

生，顧準很快成長為一個會計學者、著作家、教授，成為立信的台柱之一。並以此為職業掩

護，從事黨的地下工作。

可以這麼說當時顧準的生活條件是比較優渥的，但為甚麼會成長為一個堅定的革命者？他的

胞弟陳敏之有一段平實中肯的論述2：

三十年代初期，「九一八」、「一二八」事件相繼發生，當時國民黨政府採取的民族投

降主義，對日屈膝妥協，對內矢志剿共，震撼全國；亡國的現實危險，喚醒一代青年的

民族覺悟。為了尋找救國救民的有效途徑，顧準逐漸接受了馬克思主義，並且採取實際

行動，從組織馬克思主義秘密小組──進社，到投身到革命的行列，成為一名忠誠的共

產主義戰士。他是一個會計學家，但同時又是一個共產黨人。他的人生目的是實現革命

理想──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

顧準193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顧準擅長文字工作，參加革命後筆耕不輟，曾用化名，結合自

己的職業，對當時的形勢撰寫了不少頗有創見和有影響的文章，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民族

統一戰線和上海職業運動的方針政策。如1939年發表在《職業生活》第一卷第一期至第四期

上的《上海職員與職業運動》一文，長達近萬字，以大量客觀的材料，詳細地分析了上海職

員的現狀和開展職業運動的積極意義。

使人感興趣的是，1926年毛澤東曾經寫了一篇經典性的文章《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開



宗明義地提出：「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中國過

去一切革命鬥爭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為不能團結真正的朋友，以攻擊真正的敵人。

革命黨是群眾的嚮導。在革命中未有革命黨領錯了路而革命不失敗的。我們的革命要有不領

錯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團結我們的真正朋友，以攻擊我們的真正的敵人，不可

不將中國社會各階級的經濟地位及對革命的態度，作一個大概的分析。」

毛澤東把當時中國社會各階層明確劃分為：地主階級、買辦階級、中產階級、小資產階級、

半無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通過分析各階級的經濟狀況以及由此而決定的政治立場和對革命的

態度。他在半無產階級中是這樣分析店員的，「店員是商店的雇員，以微薄的薪資，供家庭

的費用，物價年年增長，薪給往往須數年一增，偶與此輩傾談，便見叫苦不迭。其地位和貧

農及小手工業者不相上下，對於革命宣傳極易接受。」毛澤東最後總結出：「可知一切勾結

帝國主義的軍閥、官僚、買半階級、大地主階級以及附屬於他們的一部分反動知識界，是我

們的敵人。工業無產階級是我們革命的領導力量。一切半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是我們最

接近的朋友。那動搖不定的中產階級，其左翼可能是我們的朋友──但我們要時常提防他

們，不要讓他們擾亂了我們的陣線。」從而實際上發表了中國革命的綱領。

事隔十三年後，顧準在《上海職員與職業運動》一文中，同樣採用階級的分析方法 ，詳細論

述了不同階層職員的經濟狀況以及政治立場和對革命的態度。

他認為當時上海的職員大致可以分為這麼三種：舊式商店的職員（日常供給消費品的小商

店）、外國洋行、外商企業的職員和在民族工廠的職員。

除了少數高級職員外，對於廣大下層職員，顧準是這樣論述的：「他們大部分收入很低，家

庭負擔很重，於是這個月的收入，上個月已經花完。每到發薪這一天，買東西所賒的賬，零

星的借款一還，薪水已經完了，下個月開始，重新再借債過日子。」3因此，顧準得出的結論

是，「從社會地位與職工福利的觀點上講，工人與職員是絕不能劃分出來的，他們結果會屬

於同一階級，也應該屬於同一階級，雖然工人是直接的價值生產者，而職員除少數高級職員

如經理、工程師參加分配工人所生產的剩餘價值外，普通一般職員，或者為附屬生產過程中

價值的生產者，或者為商業資本家保障分取剩餘價值。因此，職員的勞動也是我們這社會的

經濟構造中所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同是被剝削者。這就是我們在研究上海職員以前，所應該

首先做出的結論：『職員與工人階級是不可分離的，職員是工人階級的兄弟』」。根據這樣

的結論顧準指出：「在上海職員中他們所佔的比例是如此的大，就使他們不得不成為職員救

亡運動的中堅力其量，因為如果舊式店員站在職員救亡運動之外，職員運動就不得不成為殘

缺不全，充量只有一半作用的東西了。」4

我們可以看出，顧準完全是用馬克思《資本論》中「剩餘價值」的觀點來分析的。比較這兩

篇文章的內容和風格，那時顧準的思想認識是完全和中國共產黨的路線、方針和政策保持一

致的。在整個革命戰爭期間，顧準始終都是一個忠實而又虔誠的布爾什維克。

二

1949年，無論是對中國歷史抑或是對顧準本人，都是非同尋常的轉折之年。中國共產黨和中

國人民經過二十八年的浴血奮鬥，終於建立了人民共和國。1931年就投身革命的顧準，如今

即將成為遠東第一大都市上海的首任財稅行政長官──上海市財政局、稅務局局長。他雖然

精通經濟，但不善辨別政治風向，等待他的除了紅地毯，更多的將是荊棘。據時任中共上海



市委組織部副部長陳修良的回憶5：

1952年2月28日，《解放日報》頭版頭條刊出了顧準駭人聽聞的錯誤：目無組織，自以為

是，違反黨的政策，與黨對抗。這是怎麼回事？問題出在徵稅的方法問題上。

按照某些領導同志的意見，徵稅應實行納稅戶「自報公議、民主評議」的方法。但顧準

觀點不同，他認為上海不同於小城市，不能純靠納稅戶民主評議；上海大部分工商業戶

都有賬冊可查，應當依法交稅，其他分散的個體戶可以定期定額納稅，即所謂「依率稽

徵，專管查賬，職工協稅」。顧準的意見即得到陳毅市長首肯，1951年陳雲同志也曾在

一次中央會議上表過態：「顧準對稅收方法的意見是對的」。但到了1952年2月，卻裁定

顧準堅持的稅收方法是違法亂紀，顧準於是成為「三反運動」中的反面典型，「尚方寶

劍」落到了這位無辜者的脖子上。

退一萬步，即使顧準的觀點不盡合理，但他與領導之間的爭論也只限於方法；他雖善於

獨立思考，也許確也有點驕傲自大的表現，然而以之「上綱」為「反黨」，確實匪夷所

思。其實，顧準當年在財經工作上的觀點就是到了今天，還能令我們嘆服他的預見性。

例如1952年「三反」前，他曾堅決反對機關生產。他認為，在解放區的機關生產是自力

更生，限於農業生產，目的是改善機關工作人員極其艱苦的生活，自食其力，不是剝

削。但是，「工商業範圍內的機關生產單位不帶上濃厚的資本主義氣味是不可能的，建

議市委不要搞……」這個意見被市委採納，並向中央彙報，毛澤東對此也表示：「從此

機關生產名譽掃地了。」

顧準的觀點正確與否，歷史自可做出公斷，但在1952年2月，他卻只能被撤職，調離上

海，並背上了無法甩脫的包袱。

顧準主張依照稅法所規定的稅率「查賬徵收」，並下大力氣建立了劃區分片的稅務專管制度

（一直在全國範圍內沿用至今），這種「依法」還是「不依法」的爭論，以顧準的去職而告

終，這實際上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我們在經濟工作中長期存在的一種陋習：長官意志決定一

切。事實上，按照顧準的方法，1952年3月，上海入庫的稅收達三億萬人民幣（舊制），較

1950年增加十倍。這難道是長官意志可以辦到的嗎？

明明是對的，確受到了不公正的對待，並逐漸被視為「異類」。但當時的顧準也並未對為甚

麼會出現這種不容「不同想法」的做法，有更多的思索，新中國建設的熱潮正鼓舞著每一個

人的精神。此後，顧準曾被派去協助一些國家重點工程的建設工作，但從此他再也沒有擔任

過有職權的領導崗位。

人的正確思想從哪裏來，只能從實踐中來。（毛澤東語）長期的革命經歷和工作實踐，使他

敏感的心中有了太多的疑惑，顧準認為那是因為他的馬列主義的政治素養還不高，對世界認

知的知識還不夠。1955年9月，根據本人的要求，顧準開始了在中共中央黨校為期一年的學習

生活。這段時期正是被人們稱為，「中央黨校的黃金時代」。他在《黨校日記》（1955年11

月25日）曾興奮地寫道6：

新的課程開始三天了。兩方面的感受。第一，政治經濟學的學習，我原計劃一定要讀完

《資本論》的，看來時間不多，有些困難，但一定要做好安排，一定要完成計劃。特別

是關於再生產理論和地租論，貨幣論，要為我解決一批問題。這應做，連同《政治經濟

學批判》等書籍，大約有三千頁至三千五百頁，其中小部分要做摘錄。其次是蘇共黨史



的學習，連同《共產黨宣言》、《列寧文選》第一卷的大部分，《斯大林全集》的一部

分，以及其他許多材料，大約也有三千頁以上的東西要讀。時間是到明年四月上旬為

止。這樣幹，頗有拼命主義之慨，但我想緊張一些，還是能完成任務的。

自1940年以來，長期間沒有進行這樣的學習了。而回憶1940年以前的學習，也實在可

憐。整個資本主義發展史是不了解的，從培根以來的近代思想史是一片模糊，希臘羅馬

是毫無所知，這就是缺乏重要的歷史知識的基礎。思想方面，既不知邏輯是甚麼，也不

知道甚麼是唯物主義，甚麼是唯心主義。了解（的）一些甚麼，是報章雜誌之學加上直

觀、臆想，全部知識水準，其實是停留在clerk(普通辦事員)的水準上，而我的全部思

想，把片言斷語的馬列主義知識拿掉，剩下來的不是這個（樣）又是甚麼呢？目前面對

著系統的學習，開始使我看清楚自己的面貌，這倒實在十分有用的。

這樣說來，目前的學習是過去從來不曾有過的，是一種全新的學習。

黨校的學習環境，使顧準得風氣之先，他廣泛涉獵，獨立思考，通過大量閱讀馬列經典著

作，研究各國歷史，終於學貫中西成為大家。顧準的可貴之處在於並不迷信書本，崇拜經

典，而是用「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開始了孤獨漫長而又堅苦卓絕的思想之旅。

三

「五四」運動無疑是中國現代歷史上最有影響力的運動，它不僅第一次向具有幾千年封建傳

統的中國廣泛傳播了自由民主的科學精神，同時也促進了西方各種新思潮的大量出現。1921

年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標誌著馬克思主義從一種思潮成為一種行動思想。1927年蔣介石反動

派在帝國主義的支持下對革命工農群眾進行了大屠殺，血的教訓不僅粉碎了一些人走議會道

路和民主選舉建國等不切實際的幻想，而且促使共產黨人明白了這樣一個真理：槍桿子裏出

政權。從而拉開了「用革命的武裝去反對反革命武裝」的波瀾壯闊的暴力革命和救亡運動的

序幕。這不是「五四」運動的必然結果，但確是當時中國命運的必然選擇。

暴力革命對歷史的推動作用是不容置疑的，但暴力革命存在著自身的局限性。第一，它不是

萬能的，它只是特定歷史階段的特定產物，是不得已而為之的。第二，它的作用是有限的，

而且會造成大量的死亡和對社會秩序的破壞。第三，暴力革命不能代替民主和科學精神的生

成與培養。在好的情況下，革命能為民主和科學的成長開闢道路；如果被濫用就有可能抑制

民主和科學的成長。

救亡運動在中國現代史上的地位甚至要超過暴力革命，救亡運動對於一個要自立於世界的民

族來說，是絕對必要，絕對不容褻瀆的。但救亡運動也有自己的局限性，如在救亡的同時容

易滋長盲目排外和民族狹隘情緒，在反對西方列強侵略和壓迫的同時，將西方一些可借鑒的

民主和科學的東西一齊反掉。歷史的教訓是：暴力革命和救亡運動的成功雖然能恢復民族的

獨立和尊嚴，卻不能自動帶來民主和科學的發展，反而可能出現獨立後的政治權力壓制民主

和科學精神成長的情況。實際上就是要解決如何完成從革命黨轉變為執政黨的重新認識。

對於今天這種評價，50年代的顧準開始也並沒有深刻地意識到。

一年的黨校生活很快就結束了，他來到中國科學院社會科學部經濟研究所任研究員。來到所

裏後，顧準結合自己前一階段參加經濟建設中所發現的問題，認真思考，撰寫了大量在今天

看來仍然具有指導意義的經濟論文，為了不讓它們泯滅，有必要重提這些文獻中一些著名的



篇章：《學習毛澤東同志「調動一切力量為社會主義服務」的報告中經濟部分的幾點體會》

（1956年）、《關於社會主義經濟中價值及價值規律的問題》（1956年）、《試論社會主義

制度下的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1957年）。這些論文的字裏行間無不閃爍著顧準對馬克思

主義經濟思想的深刻理解，並且對斯大林模式的計劃經濟提出了大膽的質疑。對此，稱「顧

準是我的老師和摯友」的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後來是這樣回憶的7：

顧準1956年和1962年兩次進經濟研究所……顧準第一次來所，是在建築工程部洛陽工程

局和部財務司擔任幾年行政領導工作以後，想退出實際工作，冷靜地思考一些問題，就

趁當時「充實文教戰線」的機會，調到經濟所做研究工作。初來的時候，擔任我所在的

財政組的組長，所以是我的直接領導。但他並不管組裏的行政事物，從早到晚都鑽在經

濟所圖書館的書庫裏讀書。他留下的經濟文章都是那個時期寫的。當時，他已經意識到

計劃經濟體制全面建立以後有甚麼事情不對勁了，因此在《試論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商品

生產和價值規律》這篇論文裏，提出了社會主義的生產也可以由市場規律自發調節的觀

點。他的這種觀點在當時的中國經濟學界是非常超前的。在粉碎「四人幫」以前，雖然

曾經有一批經濟學家提出過全民所有制經濟內部各企業之間交換的產品也是商品（南

冰、索真），或者社會主義經濟是商品經濟（卓炯）等突破性的觀點，但是沒有一個人

達到了顧準那樣的水準。甚至像孫冶方這樣傑出的經濟學家，雖然提出了「千規律、萬

規律、價值規律第一條」的口號。但他還是再三說明，自己所講的「價值規律」是「第

二號價值規律」，而不是聽任價格自發漲落，即真正的市場規律來調節生產。所以，顧

準是中國經濟學界提出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實行市場經濟的第一人。我當時研究的課題是

企業改革。我的思想還停留在「利用價值規律、加強經濟核算」的水準，所以可以說對

顧準的思想是完全不理解的。

這在解放初期「一切向蘇聯老大哥學習」的政治環境下，是需要多麼大的政治勇氣和嚴謹的

科學精神。但如果顧準的思想僅僅只是停留在對我國經濟體制的思考和探索的層面上，那他

也許只是一名傑出的經濟學家。

四

思想是危險的，鋒利就更危險，特別是對思想者本身。顧準對社會主義經濟中的一些不同看

法，早就招引了某些人的不滿，只是礙於顧準當時的身份和解放初期比較寬鬆的政治氛圍，

暫時相安無事。

1957年顧準等人和蘇聯科學院生產力配置委員會聯合對黑龍江流域進行綜合考察，就是這次

考察為顧準打開了地獄之門。據吳敬璉回憶8：

在黑龍江考察期間，幾位蘇方人員態度相當蠻橫，凡是開發的好處都想留給蘇方，而造

成的損失都讓中方承擔。顧準看不慣這種大國沙文主義的做法，採取了針鋒相對、據理

力爭的態度。考察組有的中方領導成員認為，對「老大哥」應當恭敬從命，就把顧準的

有關言行記錄下來，報到北京去，正趕上 「反右派」，由於顧準的這些言行違反了毛主

席提出的「六條政治標準」中的第六條：「有利於社會主義的國際團結」，他被打成

「右派分子」。我那時也因為「嚴重右傾」挨批，所以不知道批判顧準的具體過程，只

知道在科學院範圍內印發了輯錄他的「反黨言行」的專題材料（他關於社會主義條件下

價值規律作用的言論也被輯錄進去了），開過好幾次批判會，然後正式戴上「右派」帽



子。

顧準被劃為右派分子後，被迫下鄉勞動。1958年5月上旬，來到河北贊皇縣接受監督勞

動。1959年3月至1960年1月，又隨中科院部分右派分子下放到河南商城縣勞動改造。在這裏

他親眼目睹、親身體驗了「大躍進」帶來的惡果。在《商城日記》中，他陸續記下了當時的

慘景：

昨晚，附近路倒屍二起，一起由綜合隊埋了，一起由何祥福、徐雲周、老鄧負責埋了。

八組黃渤家中，老婆、父親、哥哥、二個小孩，在一個半月中相繼死亡。這個家庭也特

別大，未死人前連黃渤本人共十五人，小孩七人。十五人中死五個，則死亡比例也不算

小了。一家連死幾人之例，已聽到的有：柳學冠，母親和弟弟。張保修，哥哥和嫂子。

黃渤，則上舉五人即是。9

挑磚、擔糞、種地等繁重的懲罰性勞動使他變得「我的容顏憔悴之至。鏡內自望，都不認識

了。」同時精神上的折磨也使他常常處在自責中，「我是否變得卑鄙了？我偷吃東西，我偷

東西吃。」但嚴酷的環境反而也使他清醒地認識道10：

而所謂右派分子的摘帽子，無非是一種政治上的勒索。北京宣布140餘人，都是為了照顧

政治影響，潘光旦、浦熙修之類都是。對廣大的右派分子，他是絕不放心的。而局勢愈

緊張，防範愈嚴。所以我的改造表現再好，不過求苟全性命而已。甚麼摘帽子，摘了帽

子能如何改善環境，都是采秀（注：顧準夫人）式的空想。不見此間摘帽的人依然在勞

動隊不往外放嗎？

殘酷的現實促使顧準的思考從過去僅從經濟的角度看問題的羈絆中解脫出來，開始前所未有

大範圍、大視野，溯本尋源的反思。「娜拉出走後怎麼辦？」這個沉重的話語，以後象魔咒

一樣在他的著作中反復出現，從此顧準踏上了一個孤獨的思想者在煉獄中艱難跋涉的不歸

路。

五

人生的道路怎麼會這樣痛苦難行──貧困、饑餓、疾病、孤獨、誣陷、歧視，苦役般的勞

作，無休無止的批鬥和檢討。生存只是為了真理，對於他，晝夜是沒有區別的，苟延中悄悄

從書本上吞咽人類的文明，反芻苦難，用筆默默記錄精神的潛行。

此後顧準多次下放農村勞動改造，期間雖曾摘過「右派」帽子，但「四清」運動中又被戴

上，直至1972年才從農村回到北京。在這漫長的折磨中，妻子自殺，兒女離他遠去，老母近

在咫尺，卻不許相見。顧準像歷史上的先賢一樣，雖然心在淌血，卻「雖九死而不悔」，他

在日記中寫道：「會計一道，不想再碰。二十年前舊業，也不想再操了。」他要繼續那雄心

勃勃、涵蓋中外的龐大研究計劃，想要通過徹底研究東西方的歷史，從整個世界文明史發展

的角度來審視近百年來在中國發生的這一切。來告訴國人和回答自己心中多年的迷惑：為之

奮鬥一生的革命，勝利後究竟應該是一個甚麼樣的社會。

在相當長的時間裏，顧準一直用最擅長的經濟學的刀法解剖社會，當他了解到資本主義並非

純粹的經濟現象，而同時也是一種法權體系時，便努力向歷史學、政治學、法學、文化學作

如饑似渴的求索。對於他，任何工作、任何科學知識、任何文字都在奔赴同一個目標。早在



1969年在河南農村的時候，他已經痰中帶血。回到北京後，病況加劇，可是他索性以北京圖

書館為家，爭分奪秒地查找資料，做卡片，寫筆記，終於成就了《希臘城邦制度》等數十萬

言的論著。這部言必稱希臘的著作，其實所言並非希臘，正如書中言不及中國 ，其實字字所

言皆中國。這部連西歐史專家也對它的科學價值讚歎不已的巨著，（吳敬璉語）絕不是「發

思古之幽情」，而是深刻分析了城邦制度與「東方專制主義」截然不同的區別，目的是：

一、徹底讀懂馬克思主義，真正理解馬克思主義的本義。二、弄清楚西方文明的淵源。三、

在全面比較中西文明的基礎上探索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

顧準坦露自己是一個傾心西方文明的人，拿西方文明為標準，評判中國的現實。這備受攻訐

的「全盤西化」論無非表明：只有借助異域文明，才能打破固有的深具整合能力故而滯重無

比的傳統結構，從而與進步人類相溝通。歷史與未來成了現實的兩大參照：歷史提供了方法

論，未來提供了價值觀。

顧準的思想發出最燦爛的光芒，是1973年至1974年間應胞弟陳敏之的要求，用通信方式寫下

的大量筆記形式的學術論文，後結集為《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一書。陳敏之在序中寫

道：「1973年至1974年，正是我國當代歷史上黑暗的年代，歷史正在滑坡，一時還望不見谷

底。人民群眾只能在私下為國家的命運憂心忡忡。然而，作者卻以冷峻的眼光、誠實的態度

對當代歷史作著新的探索。『歷史的探索，對於立志為人類服務的人來說，從來都是服務於

改革當前現實和規劃未來方向的』（顧準語），這就是作者進行歷史探索和寫作這些筆記的

主旨。」11

從書中，可以看出顧準已經明白了這樣一個道理，即「五四」運動後，為了推翻反動階級，

為了實現理想可以採取狂飆式的暴力革命，但革命勝利以後必須實現多元主義、經驗主義

（借鑒人類已有的文明成果），發揚自由民主，反對專制獨裁。因此，顧準沉痛地告訴人

們：「我自己也是這樣相信過來的，然而，今天當人們以烈士的名義，把革命的理想轉變為

保守的反動的專制主義的時候，我堅決走上徹底經驗主義、多元主義的立場，要為反對專制

主義而奮鬥到底！

顧準以自己的親身經歷，闡述了他的這一思想轉變，「我對斯巴達體系懷有複雜矛盾的感

情。平等主義、鬥爭精神、民主集體主義，我親身經歷過這樣的生活，我深深體會，這是艱

難環境下打倒壓迫者的革命運動所不可缺少的。但是，斯巴達本身的歷史表明，籍寡頭政

體、嚴酷紀律來長期維持的這種平等主義、尚武精神和集體主義，其結果必然是形式主義和

偽善，是堂皇的外觀和腐敗的內容，是金玉其外而敗絮其中……」

顧準如是說：「不許一個政治集團在其執政期間變成皇帝及其宮廷。」 

顧準如是說：「我還是討厭大一統的迷信。至於把獨裁看作福音，我更嗤之以鼻。」 

顧準如是說：「唯其只有一個主義，必然要窒息思想，扼殺科學！」 

「我憎恨所有的神。」普羅米修士在希臘神話中說。 

「我憎恨所有的神。」顧準在殘酷的現實中重複，恍如千年空穀的一個回聲。

六

真理是殘酷的。真理穿透個人而把許多貌似堅固的信念摧毀了，任何思想的誕生，必然伴隨

著懷疑、困惑、感悟，瞻望的躁動與訣別的痛苦，伴隨著舊日的挽歌。



那麼後期的顧準是否放棄了當初的信仰呢，許紀霖在評價與顧準同時代並且有著相同革命經

歷的另外一位思想先驅李慎之時，有這麼一段話，同樣可以看著是對顧準的評價。

「我們要記住的，在所有其他的身份之前，他首先是一個共產黨人。共產黨人，意味著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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歎。黨世俗化了，世俗得失去了理想。而當年李

慎之們加入共產黨的時候，注入的不是功名利祿，而是一腔豪情。從『五四』第一代老共產

黨人，到『一二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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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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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他們的骨子裏都秉承著中國文

化傳統的精華，他們懷著『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抱負；『民吾胞也，物吾與也』的襟

懷；『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的氣節；立定『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這樣，才能使他們前仆後繼，再接再厲，不達目的，決不休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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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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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要民主，國

民黨搞專制，共產黨反專制。我們是帶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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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滿著崇高的獻身精神和烈士

情懷。李慎之將這些共產黨人稱為『老派共產黨員』，一生恨愛，統統融化於間，他們對黨

之榮辱、理想之執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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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顧準至死骨子裏都是一位老派的共產黨人，從膜拜教義到發現馬克思播下的「龍種」，實際

就是「一切人的發展，是整個社會發展的條件」，（《共產黨宣言》）這麼一個簡單的真

理，為此，他燃盡了自己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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