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引言

革命總是暴烈的，必然要訴諸血腥的暴力。這種暴力儘管很野蠻很殘酷，

事實上也會給許多無辜的人們帶來巨大的災難，但在革命者看來卻是為實現更

好的生活所必須承受的一種犧牲。所以，革命者一般都會毫不猶疑地認可革命

的暴烈性。如毛澤東所言：「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

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

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1

但歷史也告訴我們，不同國家的革命，儘管都很暴烈，卻在暴烈的程度上

有很大的不同。比如，法國大革命就比英國或美國革命暴烈得多。實際上，法

國大革命的暴烈性在世界歷史上是空前的，以至於言之「慘烈」都不為過。然而

也正是這種「慘烈」，賦予了這場革命一種引人注目的經典性，同時也是其世界

性影響遠遠強於英、美革命的重要原因，儘管後者在推動現代世界的成長方面

也有同樣不容忽視的重要意義。

法國大革命的世界性影響主要是通過其政治文化的傳播而產生的。在受到

法國革命政治文化影響的案例中，二十世紀的中國革命肯定是非常突出的2，尤

其是中國革命非同尋常的暴烈性和長期性，使其帶有一種和法國革命極為相似

的政治風格。我們都知道，在二十世紀的絕大部分時間ò，「革命」在中國都

被看作是一種絕對神聖不可侵犯的事物，這情況和法國大革命十年期間（1789-

1799）的情形是完全一樣的。在中國革命者看來，「反革命」不僅是一種無恥的行

為，而且是一種嚴重的刑事犯罪。即使在中國革命者已經分裂成兩個勢不兩立

的陣營之後，這個觀念也沒發生任何變化，並還將長期盛行。

不過，在中國大陸，這一情況在毛澤東去世或「四人幫」倒台之後（這被認為

是中國革命「熱月」的開始），開始發生了些許的變化，但對包括中國革命和法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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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在內的一切激進革命的認真質疑乃至否定，也只是在1989年天安門事件之

後才出現的。持這種「反革命」態度的人的理由，主要有兩方面：一是這種革命

太慘烈、太恐怖，造成了太多的流血，太多的人類生命財產損失；二是這種革

命的結果都帶來了專橫的意識形態統治，或者說帶來了一種極權的政治。這些

「反革命者」實際上還認為，這種法國式的革命從一開始就是一個可怕的錯誤，

中國人沒有必要重複這種錯誤，而推動人類社會進步的唯一正確之路，只能是

溫和的英美式革命，或是完全擯棄革命而進行緩慢的、一點一滴的改良。這種

觀點顯然只是一種非歷史的幻想，然而它在當今世界卻相當流行，甚至在知識

界高層都已贏得大批的信眾。

看來歷史學家需要對法國式革命暴力的歷史正當性做出新的論證。鑒於中

國革命是法國式革命的一個經典個案，其中也許蘊含�不少有助於做出這種論

證的經驗和思想的論據。這就是本文寫作的基本理由。

二　法國式革命暴力的特點和歷史正當性

由於「法國大革命」和「暴力」是兩個含糊不清的術語，甚至是具有誤導性的

兩個「陷阱」3，所以我們在討論「法國式革命暴力」這個問題時必須十分小心。首

先需要明確的是，「法國式革命暴力」的獨特性在於，那是一種可以被稱作「恐怖」

或「恐怖主義」的暴力，它的發生與在法國大革命中首次出現的「民眾動員」現象

有密切的關聯。馬克思十分重視這種「民眾動員」的重要意義，認為正是「資產階

級與民眾的結盟」造就了法國革命的徹底性，而「恐怖統治」實際上就是非資產階

級的民眾在為資產階級作戰。他這樣說過：「全部法蘭西的恐怖主義，無非是用

來消滅資產階級的敵人，即消滅專制制度、封建制度以及市儈主義的一種平民

方式而已。」4他還告訴我們：「法國的恐怖統治所能起的作用，只是通過自己的

猛烈錘擊，像施法術一樣把全部封建遺×從法國地面上一掃而光。這樣的事情

是怯懦的資產階級在幾十年中也辦不到的。」5從「法國式革命暴力」這個問題的

特殊視角來看這些經典論斷，我們不難從中捕捉到這樣一個理論信息：馬克思

關於法國大革命中「恐怖統治」歷史功能的這種描述，實際上確認了法國式革命

暴力的三個重大特徵——平民性（或曰「群眾性」）6、恐怖性和高效性。

然而，法國革命中究竟是否存在某種制度化的「恐怖主義」或「恐怖統治」，

史學界至今還是有爭議的。如巴黎第一大學法國革命史教授馬丹（Jean-Clément

Martin）2006年還在爭辯，不僅「革命」這個詞的含義在大革命期間一直在變化，

「革命者」這個詞也從來就沒有統一的意思，而且所謂「恐怖統治」也從未真正被

提上國民公會和國家生活的議事日程7。不過，這一情況即使是事實，在這ò似

乎也並不很重要了。真正重要的，其實應該是長期以來一直銘刻在每個革命史

研究者心目中的這樣一種印象——那就是法國大革命的確是西方歷史上的一場

最激進、最血腥，因而也最可怖的革命，而這也正是這場革命之所以能夠那麼

長久地為學術界所矚目的主要原因。如哈佛大學法國革命史教授伊格內（Patrice

Higonnet）近年還在討論這個問題：「法國的舊制度，像所有國家的舊制度一樣，

本是注定要死亡的，但法國人，由於他們是法國人，就偏偏用了一種最可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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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百年中國與世界 方式，亦即恐怖主義的方式，來幹掉它。」8所以，不管這場革命中是否真的存

在過一種被稱作「恐怖統治」的制度，革命期間的那種社會和政治氣氛終究是緊

張得令人窒息的，到處瀰漫�一種充滿恐懼的集體心態，幾乎每一個人都相信

殺人是擺脫危局的唯一途徑。當雅各賓派著名領袖馬拉（Jean-Paul Marat）陰惻惻

地寫出「要保障公共安寧，應該砍掉兩萬七千多顆腦袋才行」9這種語句的時候，

他只是道出了當時法國人普遍存在的這種內心恐懼感，以及法國大革命的恐怖

主義特質。

事實上，法國大革命也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場用「恐怖」的手段來進行的革

命。但是，「恐怖」像「暴力」這個詞一樣有�多重含義。按照日內瓦大學法國革

命史教授巴茨柯（Bronislaw Baczko）的說法，法語的「恐怖」（terreur）一詞大約是

在1356年由拉丁文的“terror”借用而來的，意思是「恐怖、恐懼」，可以用來描述

一種強烈的恐懼情感，並用以界定一種引起了恐懼的事物，而這種詞義直到

1789年大體上都沒有變化，當時這個詞指的是「一種能把人嚇癱的恐懼，一種能

引起恐慌的恐懼，尤其是當人們遇到了某種令人害怕的危險、而該危險的根源

還不為人們所知的時候」。但在此之後bk：

在法國大革命的社會和政治語境下，這個詞的含義變化得非常之快。它被

用來定指某些意在讓反對派時刻處在擔驚受怕的精神狀態的政治強制手

段。熱月之後，人們開始使用「恐怖制度」、「恐怖權力」這類術語，「恐怖主

義者」這個詞則是從1794年才開始使用的，指的是「恐怖統治執行人」。「恐

怖主義」、「恐怖主義者」當時指的是某種恐怖體制的擁護者，他們希望嚇住

他們的敵人，不讓他們亂說亂動。所以可以從一種描繪某種心理型事實的

概念到一種表示某種政治權力體系所必需的概念之間，測定這個詞的詞義

演變。最後，對「恐怖」這個詞的使用將固定在最後那個術語的含義上，即

用以描述這樣一種政治體制：它建立在由權力產生的一種集體恐懼感的基

礎之上，旨在粉碎反抗，懲治「反革命份子」和預防「反革命」。

巴茨柯的描繪應該是準確的，不過，我們卻不能認為「恐怖」這個詞在它最

後變成「大恐怖」（特指一種以共和二年〔1794〕「雅各賓專政」著稱的政治權力體

系，常譯作「恐怖統治」）之前，指的只是大革命初期的一種純粹的「心理型事

實」。儘管這時的「恐怖」還不能被看作一種「政治權力體系」，但它顯然已經是一

種「暴力體系」，表現為頻繁地在大街上發生的群眾暴力（有點類似中國文革時代

的「群眾專政」）。這種暴力看起來很傳統，帶有自發性和無政府主義特性，但時

常也能夠得到一些內在於或外在於權力機構的政治人物和（或）政治集團有意的

組織或默許。如果雅各賓國家的暴力行為可以被定義為「大恐怖」或「恐怖統治」

（儘管無套褲漢[sans-culottes]bl群眾「把恐怖提上議事日程」的動議實際上被國民

公會擱置了）的話，對革命群眾的暴力行為自然也可以做出同樣的定義，因為後

者不僅顯示了一種「擔驚受怕的精神狀態」，而且還同時構成了一種「引起了恐懼

的事物」。

所以一般也可以這樣認為，在法國革命期間實際存在�分別由群眾和國家

實施的兩種「恐怖」。這兩種恐怖之間存在�一種年代上的差異：群眾的恐怖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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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9年攻打巴士底獄時就存在，而國家的恐怖是在1793年9月5日bm以後才開

始出現的。同時，儘管受到了那麼多歷史學家如伯克（Edmund Burke）、丹納

（Hippolyte A. Taine）、馬德蘭（Louis Madelin）等（對法國大革命持否定態度的所

謂「右派」法國革命史學代表）的詛咒，群眾的恐怖卻仍有無可爭議的歷史正當

性：因為在革命時代的法國存在�革命時代的英國和美國所不曾有過的異常強

大的反革命暴力，也唯有群眾的暴力才能有效地摧毀和震懾這種反革命暴力，

這種群眾暴力自然應該被視為法國革命不可或缺的一個組成部分，沒有它，法

國革命不僅根本就不會發生，即使發生了也不可能得以持續。誠如法國大革命

傳統史學的著名代表人物索布爾（Albert Soboul）所言，「民眾的暴力並非無緣無

故地發生的，它具有某種階級的內容，也有某種政治的目標：那是貴族的反抗

迫使人民不得不去訴諸的武器⋯⋯不論群眾給自己規定的是怎樣的目標，他們

實施的暴力和恐怖終究為資產階級掃除了橫亙在他們前進道路上的大部分封建

制和絕對君主制的垃圾。」bn

不過儘管如此，我們還是不能不看到，大革命時代的群眾恐怖有其固有的

缺陷，主要是它常常表現得比較誇張，過份殘暴，會導致踐踏人權甚至濫殺無

辜的惡果——因為引發這種恐怖的主要是激情而不是理性，這就不免要背離大

革命的初衷。儘管革命精英出於需要，一度曾容忍甚至讚譽這種群眾恐怖，但

他們卻不能一味地由它長期任意妄為。為了保證革命的勝利，革命精英必須做

點甚麼來對民眾暴力實施某種限制或進行某種引導。於是我們看到，在1793年

9至10月間，國民公會組建了由無套褲漢組成的「革命軍」（其任務是脅迫巴黎周

圍的農場主把囤積的糧食交給政府），頒布了懲治嫌疑犯法令和最高限價法令，

並肅清了一批被稱作「忿激派」的群眾恐怖極端份子，由此開始把雅各賓派著名

領袖丹東（Georges J. Danton）半年前關於「讓我們〔革命政府〕變得可怕起來，以

便讓人民不再可怕」bo的號召真正落到實處。顯然，法國革命時期發生的這種民

眾恐怖暴力的「國有化」，以及這種被稱作「恐怖統治」的國家恐怖主義的建立，

某種程度上正是群眾暴力帶來的一個後果。

但這種國家恐怖主義的制度有沒有在共和二年有效地清除了民眾恐怖主義

呢？大概沒有。巴茨柯指出了這樣一個事實bp：

為了疏導多少帶有點自發性的「野蠻的」暴力，為了保證革命政府在散布恐

懼和實施暴力方面的壟斷權，雅各賓派一步步建立起了恐怖統治。⋯⋯就

在爭取這種壟斷權的同時，這個政府卻對那種「野蠻暴力」，尤其是對群眾

的專橫處決行為（這在里昂、南方和旺代等地表現得最令人髮指），採取了

寬容的態度。對旺代人實施的鎮壓最為殘酷和肆無忌憚，以至於在「地獄縱

隊」的行動中合法暴力和「野蠻」暴力的界限已蕩然無存。

馬丹是研究「旺代叛亂」（Vendée Rebellion）問題的主要專家之一。在他看

來，「旺代叛亂」和「恐怖統治」這兩個概念都是人們刻意捏造出來的「神話」，

因為經過深入細緻的研究後，他發現旺代地區自1793年3月以來從來就不曾有過

統一的反革命運動，而「恐怖統治」也從來不是一項經羅伯斯比爾（Maximilien

Robespierre）政府制度化了的國策。所以他和巴茨柯有一樣的感覺，認為在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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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百年中國與世界 1789年攻陷巴士底獄開始的法蘭西「內戰」中，「處決人的權力就不再掌握在單一

的政權手ò了」，這場內戰「從1794年春便開始收場，當時救國委員會成功地消

滅了它的民眾競敵，把鎮壓權集中到了革命法庭上。但在此之前，甚至可以說

直到共和二年熱月9至10日〔1794年7月27日發生「熱月改變」，7月28日羅伯斯比

爾等人被送上斷頭台〕之前，都不曾有過國家對社會的完全控制。實際上國家在

這個時期是缺席的，填補這個空缺的是一群五花八門的行動者，他們擅自以政

權的名義作出了種種觸犯普通法的犯罪行為」bq。

更糟糕的是，為某種意識形態所驅動，革命政府最終不僅沒有能夠把暴力

的使用理性化，沒有減輕暴力對社會生活的有害影響，反而卻令人瞠目地加劇

了這種有害影響。一般認為，共和二年牧月22日（1794年6月10日）法令（史稱《牧

月法令》）起了最壞的作用：根據這項法令，革命法庭上被告的辯護權和預審均

被取消，陪審員僅憑道義上的證據就可以定罪，判決除了開釋就是死刑，而且

「反革命罪」的界定被大大擴展，也變得愈發模糊——「凡壓抑和誹謗愛國主義以

幫助法蘭西之敵者，凡圖謀降低士氣、敗壞風俗、損害革命原則之純潔性和

活力者，凡以任何手段和披�任何偽裝來危害共和國的自由、統一與安全，或

力圖阻撓共和國之鞏固者」，都可以被定為「反革命份子」（《牧月法令》第六條）；

同時法令還要求公民「一發現陰謀家和反革命份子便當即檢舉之」（《牧月法令》

第九條）br，這就不免人人自危了。

但巴茨柯以為，從根本上看，對雅各賓派所設想的革命暴力「合法性」破壞

更為嚴重的，可能還是國家恐怖主義實施之初頒布的懲治嫌疑犯法。他寫道bs：

嫌疑犯是一個概念，同時也是一種表象，它構成了大恐怖的基石。1793年

9月17日的懲治嫌疑犯法令是一種安排布署和一種懲罰想像的結果，而大恐

怖的主要源泉也就在這<。這個法令不僅以專斷取代了正義，而且確認和

支持了整個一張告密和監視的網絡。通過確認對「嫌疑犯」的鎮壓，這種恐

怖主義立法也把一種社會排斥的邏輯確立為自己的根基。大恐怖是一種根

據他們的所是而不是根據他們的所為來威脅和懲罰個人的權力體系。正像

一個國民公會特派員所說的，「由於他們的出身和他們的利益，嫌疑犯是大

革命的天敵。」

所以似乎可以肯定地說，正是這種既違背古典共和主義也違背現代民主主義的

「社會排斥的邏輯」的引進，才使得大恐怖成為一種令人厭惡的制度。

這ò還須補充一點，那就是這種「嫌疑犯」概念的外延看來是極其廣闊的，

因為雅各賓專政的主要領導人之一聖茹斯特（Louis Antoine Saint-Just）在1793年

10月10日公然宣稱，革命者「不僅要懲治賣國賊，同時還要懲治態度冷漠者，懲治

所有那些在共和國ò消極無為的人」bt，這實際上取消了所有人的「消極自由」，

而這個做法既不理性，也非常危險，許多無辜者在大恐怖時期備受磨難甚至死

於非命的悲劇，就是由此造成的。

由此我們就看到了這樣一個重要事實：在法國大革命中，不僅國家恐怖主

義未能有效地清除民眾恐怖主義，甚至雅各賓派實施的國家恐怖主義本身也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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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有民眾恐怖主義的非理性色彩。也就是說，法國革命的暴力實際上自始至終

都是一種「平民性」或「群眾性」的暴力。

歷史學家可能還會繼續追問：為甚麼雅各賓派會堅持這種群眾性的革命暴

力？或者，為甚麼在法國大革命中大行其道的是一種非理性的民眾恐怖主義？

當然，這其實都是與法國革命中恐怖統治的起源問題直接相關的，而這個起源

問題是所有大革命的研究者都無法迴避的。現有的解釋大體上可以被歸結為兩

種思路：一種強調情勢的因素（主要指抗擊內外敵人的戰爭的危險形勢，那據說

是由貴族的反革命陰謀造成的）；一種強調來自啟蒙運動的意識形態因素（主要

指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的「公意」理論）。很有可能兩種思路都有一些有價

值的解釋要素，而若要更好地理解這個問題，也許還需要加上一些相關的政治

文化的和（或）心理的要素來把兩者整合起來，就像一些歷史學家所做的那樣。

在巴茨柯看來，深為「嫌疑犯恐懼」所困擾的「革命者的政治想像」意義重大ck，而

伊格內則認定解釋大恐怖的最好路徑是引入「心靈創傷」（trauma）這個概念，這指

的是一種以革命者的失望感或「心理的和文化的混亂感」為特徵的集體心理狀

態，其緣由是「革命前的社會變化預示的一種令人樂觀的人間美景〔在大革命時

代〕的令人心碎的轟然崩潰」cl。

但筆者個人倒寧願把這個問題放到一個全球性的時代背景中來認識：如果

我們都同意把法國大革命看作全球性政治民主化進程的開端，那麼就很難否

認，大革命的本質（儘管它還沒有為革命者本身所清晰地和充分地認識）基本上

可以被歸結為一種以民主的方式來實現法國政治現代化的努力。此外還應明

辨，這種民主化絕對需要一個鞏固的、統一的，而且至少是在軍事上和外交上

中央集權化了的國家作為它的運作平台。換言之，法國革命者當時的實際工

作，無非是要把法國重建為一個現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亦即一個不僅是統一

的和獨立的，而且還實現了政治民主化的國家，其中所有法國人都將成為權利

平等的自由公民。

但結果證明，這個工作實在很困難，至少比幾年前的美國革命困難得多，

而其原因也是眾所周知的：英屬北美殖民地沒有任何貴族，因而那ò的民主革

命沒有必須同任何貴族反革命進行鬥爭的問題。但法國還有更困難的情況：在

革命時代的法國，除了革命與反革命間的激烈對抗（這種對抗被復辟王朝時期的

法國歷史學家概括為一種「階級鬥爭」）之外，還存在�許多錯綜複雜的社會衝

突，這些衝突源自這個國家根深蒂固的、以各種不平等狀態為特徵的封建傳

統，並且是隨�中央集權程度冠絕全歐的法國絕對君主制的突然垮台而爆發出

來的。由於這一切混亂，不僅出現了各種暴行在全社會的大規模泛濫，而且還

引發了國家分裂的嚴重後果——也就是說，多少代法國君主和「第三等級」（主要

是市民階層）為之奮鬥了好幾個世紀的國家統一，在尚未真正鞏固（其實還遠未

最後完成）之際就又要付諸東流！

由此看來，法國大革命還不止是一場第三等級反對貴族壓迫、爭取政治民

主的「階級鬥爭」，它同時還是一場捍Í和進一步推進國家統一的「民族鬥爭」；

而且，由於這兩場鬥爭的對象都是法國特有的一種極其強大而頑固的貴族勢

力，尤其是這種貴族勢力還同歐洲各國的貴族勢力有�千絲萬縷的利害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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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來，訴諸最富於群眾性的、因而也最恐怖和最高效的暴力。法國革命者在一

些時候可能會為某些意識形態信條所誤導，也可能會出於恐懼而受制於某種「社

會排斥的邏輯」，還可能會因其最初理想的受挫而懊惱沮喪，以至於作出種種過

激而可悲的暴烈舉動，但無論如何，只要「反抗壓迫」還可以被認為是一種不可

轉讓的人權，只要在法國建立一個現代民族國家還可以被認為是一項正義的事

業，那麼把整個法國大革命說成是一個不應該發生的錯誤就顯然是有悖於事理

了。應該做的事情，而且實際上也正在由許多專業歷史學家做的事情，是把這

場大革命看作一個無疑具有歷史正當性的事件，甚至公開承認其種種成功的暴

力實踐的必要性，但同時也毫不隱晦地指出其錯誤，並努力找出這些錯誤的緣

由，以便更好地發揮大革命對當代和未來世界的正面影響。

三　法國式革命暴力與現代中國「革命崇拜」的起源

前文提到，二十世紀的中國革命曾深受法國革命政治文化的影響。實際

上，中國革命者從一開始就迷上了法國革命，並決心以同樣的方式在中國進行

一場革命。但這種迷戀究竟緣何而起？事情看起來似乎有點奇怪：除了法國革

命以民主制取代君主制的目標之外，中國革命者對這一西方歷史事件最欣賞的

方面不是別的，恰恰是它那種嗜血的行為方式。表現出這種態度的最早也最著

名的人物是譚嗣同。他實際上是中國革命最早的先知和倡導者，也可以說是中

國革命最早的殉道者。從法國大革命血淋淋的景象中，他看到的與其說是令人

厭惡的恐怖，不如說是發人深省的啟示。鑒於晚清的保守勢力佔有壓倒的優

勢、和平改革根本就行不通這一事實，譚深信只有一場像法國革命一樣暴烈的

革命才能救中國。所以他對法國革命的暴力行為有這樣的讚譽：「法人之改民主

也，其言曰：『誓殺盡天下君主，使流血滿地球，以洩萬民之恨。』⋯⋯夫法人

之學問，冠絕地球，故能唱民主之義，未為奇也。」cm轉而環視中國的現實，譚

對法國革命的這種「流血」意象不禁更加心馳神往，以至於他在1898年致老師歐

陽瓣疆的一封信中有如此之斷言：「今日中國能鬧到新舊兩黨流血遍地，方有復

興之望。不然，則真亡種矣。」cn

但譚嗣同在寫這封信的時候還是很孤獨的。他對中國暴力革命的召喚太超

前了，連他的改革派同志都無法理解——那些人還在盲目地期望和平改良。事

實上，在光緒皇帝的六位改革顧問中，譚是唯一主張要按法國的方式發動一場

革命的人。然而，後來的事態發展證明了譚的看法是正確的。旨在讓中國通過

逐漸接受現代文明以擺脫被西方列強瓜分和殖民地化命運的戊戌變法，主要由

於以慈禧太后為首的強大保守勢力的反對，加上改革派因缺乏政治經驗而犯了

一些錯誤，以及中央政府權力的嚴重衰降，僅持續了103天就土崩瓦解了。在變

法失敗之前，譚甚至還試圖與皇帝聯手發動一場「宮廷革命」——即一次逮捕慈

禧太后的兵變，但他們信任的軍隊統領袁世凱背叛了他們，結果光緒被軟禁，

包括譚在內的六位改革顧問悉數丟了腦袋，其他許多較下層的改革派官員則坐

牢的坐牢、流放的流放。令這個故事更加悲壯的一件事是，譚本來可以在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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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幫助下逃走，但他寧願束手就擒，還大義凜然地說了一通道理：「各國變法，

無不從流血而成，今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

請自嗣同始」co——流血，還是流血。不過，這時譚關注的，只是要用自己的鮮

血來激勵民眾的反清鬥志。

譚嗣同的血果然沒有白流。中國的革命情緒，尤其是中國知識份子的革命

情緒，開始迅速滋長。早在1900年，譚的摯友唐才常就試圖以武漢為中心組織

一場大規模的武裝起義，目的是推翻北京的保守勢力並解救皇帝。但這場起義

還沒來得及正式發動就被撲滅了，唐被捕就義。人們對於和平變法的全部期望

也隨之破滅了：唐的許多追隨者逃到了日本，並由此開始主張革命，決心用暴

力推翻腐朽的清王朝。他們在1901年5月創辦了月刊《國民報》，藉以向國人宣傳

法國式的革命。在該刊物第一期的〈二十世紀之中國〉一文中就出現了這樣的文

字：「西諺有言：『法蘭西，革命之產地也』。今我中國二十五倍於法，受禍之極亦

數十倍於法。民權之運已渡太平洋而東，日本既稍受其福，我中國不憤不發，

斯亦已耳，如睡斯覺，如夢斯醒；於二十世紀而效法人十九世紀之所為。」cp

《國民報》第二期〈說國民〉一文也高度讚揚了美國革命，說那是中國人民必

須效仿的榜樣。但由於該文同時把美國革命看作法國啟蒙思想在北美傳播的一

個結果，所以中國要效仿的原初樣板還是法國大革命cq：

奴隸甘壓制，而國民喜自由；⋯⋯何謂自由？曰：粗言之則不受壓制，即

謂之自由焉耳。壓制之道不外二端：一曰君權之壓制，一曰外權之壓制。

脫君權之壓制而一旦自由者，法國是也；脫外權之壓制而一旦自由者，美

國是也。故凡受君權之壓制而不能為法國人之所為者，非國民也；凡受外

國之壓制而不能為美國人之所為者，非國民也。⋯⋯非播國民之種子不

可。播之奈何？曰法蘭西革命以前，其民之憔悴於虐政者，非猶我今日

乎？其全國無一國民，非猶我今日乎？其所以有今日者，何也？蓋以法國

為國民之田，以十八世紀諸學士為國民之農夫，以自由平等之說為國民之

種子。孟德斯鳩苦心焦慮，審慎周詳，其播之也出以和平；福祿特爾作為

詩歌以動全國，其播之也出以逸樂；路索狂放不¨睥睨一世，其播之也出

以激烈。⋯⋯故今日法國之民，得以食國民之果者，皆數人之功也。且也

當時美國之學士，皆自稱為法國理學士之弟子，而卒以脫英國之壓制，則

法國之種子且波及於美洲。

這段言論還清楚地顯示出，當時中國知識界對於美國革命和法國革命之間的區

別和內在關聯已經有所意識，即認識到美國革命主要是一種爭取民族解放的民

族革命，而法國革命主要是一種推翻君主統治的民主革命，但兩者的實質卻又

是同一的，那就是「追求自由」，讓各自的人民都成為自由的「國民」（即我們現在

所說的「公民」）；而這兩種「追求自由」的革命之所以能發生，歸根結底又都是法

國啟蒙運動的功勞。這說明法國大革命的歷史正當性在中國國民革命的先驅那

ò是毫無疑義的。

儘管《國民報》只出版了四期，但影響巨大：作為中國革命出版物的起源，

它對革命的鼓吹，尤其是對法國革命思想的宣傳，取得了極大的成功。在其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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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百年中國與世界 響下，中國知識界不僅興起了一種談論「革命」的時尚，甚至還興起了一種對革

命故鄉——法國——的崇拜之風。

崇尚革命的風氣瀰漫華夏，又似乎特重於湖南。這個省份在中國革命史上

佔有十分重要的地緣位置，那ò的人民似乎在政治上顯得特別不安分。由於某

些歷史和文化的原因，湖南人不僅受過更好的教育，因而對現代世界了解得更

為充分，而且更富於戰鬥性，在反對舊制度的鬥爭中表現得更為激進。實際

上，譚嗣同和唐才常就來自湖南；中國革命的其他許多政治和軍事領袖，像秦

力山、畢永年、黃興、劉道一、宋教仁、楊篤生、蔡鍔、毛澤東、李達、劉少

奇、李立三、彭德懷等也都是湖南人，儘管他們分屬不同的黨派。

值得注意的是，二十世紀初的湖南人對法國特別懷有一股崇敬之情，而這

種「法國崇拜」似乎又主要源於法國大革命的暴烈性。如孫中山的追隨者楊篤生

在他1903年發表的小冊子《新湖南》ò，曾這樣描述和讚美過法國：「法蘭西者，

民約論之出生地也，自由權之演武場也，其行也，以暴動而已矣」，「馘獨夫民

賊之首，以徇於巴黎市，舉國之人莫不為之拊髀雀躍，而呼自由萬歲也。三逐

其君，十四更其憲法，糜肉流血，如沸如羹，有地獄之悲焉，然卒為強國。不

如是則法蘭西仍為奴隸國，不足以成今日之法蘭西也。」cr而對於當時中國知識

界來說，這個「今日之法蘭西」，作為一個民主共和國，乃是最理想的國度，是

人們心中的一個夢，誠如清末著名愛國人士、教育家及文學家金松岑在他的一

首長詩ò所唱：「聽得雄雞三唱曉，我儂身在法蘭西！」cs

很快，從1906年6月起，法國革命崇仰者雲集且革命風潮風起雲湧的湖南省

就有了一個「小法蘭西」的雅號。但這似乎還不能令湖南革命者滿足。陳家鼎——

同盟會的一位著名的湖南籍會員、孫中山的心腹之一，當時便在一篇文章中有

這樣的感慨ct：

湘人自丙午夏，葬烈士、立學會之各大風潮，湖南有小法蘭西之稱。殆黃

人接及歐風之漸哉？然湖南者，中國之一部分也；中國者，亞洲之一大部

分也。使湖南為中國之法蘭西，曷若使中國為亞洲之法蘭西哉？⋯⋯使其

萬眾一心，同德協力，共逐白山之獸，追還我黃帝之魂，雖以我聖神餘

力，南扶菲拉賓之獨立，西助土耳其之改革，勢力所及，駸駸乎別開東

土，造出全亞洲之風雲焉。

陳家鼎此文本是為號召各省革命志士前來馳援當時正在醴陵和萍鄉（位於湘贛交

界地區）發生的一場大規模反清武裝起義而寫的。起義不免要流血，而這種流血

在陳看來，可以為中國、為東方的歷史增添榮耀。可惜的是，醴陵、萍鄉起義

始終沒有成為中國革命的「攻打巴士底獄」之役，因為它最終失敗了。但它的組

織者和鼓動者的心態中所包含的種種要素，如對本民族文化的無限自豪、對外

族統治的切齒痛恨，以及矢志以一場暴力革命來解放自己同時也給其他民族帶

來自由的決心，同法國革命者的心態又何其相似乃爾！

但在這個時期，也並非所有中國人都像大多數湖南人那樣熱衷於革命。逃

亡到國外以康有為為代表的舊改良派，作為光緒皇帝的忠實支持者，始終是保

皇派，反對任何試圖以共和制取代君主制的革命。但他們反對革命的最重要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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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還是革命過於暴烈，這種暴烈的革命在他們看來是破壞多於建設，有害而

無益的。他們用以支持這個觀點的第一個事例不是別的，而正是法國大革命。

戊戌變法的頭號精神領袖康有為從一開始就視血腥暴烈的法國大革命為洪水猛

獸。早在1898年7月，他就在給光緒皇帝的一份奏摺ò肆意渲染並誇大法國革命

的慘狀dk：

流血遍全國，巴黎百日，而伏屍百二十九萬，變革三次，君主再復，而綿

禍八十年，十萬之貴族，百萬之富家，千萬之中人，暴骨如莽，奔走流

離，散逃異國，城市為墟，而變革頻仍，迄無安息，漩入洄淵，不知所

極。至夫路易十六，君后同囚，並上斷頭之台，空灑國民之淚，悽惻千

古，痛感全球，⋯⋯普大地殺戮變亂之慘，未有若近世革命之禍酷者矣，

蓋皆自法肇之也。

如果說康有為當時這樣描畫法國革命還只是在試圖敦促光緒加快改革步伐

以避免革命慘禍的話，那麼他後來寫的許多強調法國式革命血腥後果的文字，

就是在力圖推阻中國革命的準備進程了dl。只是由於康的主張完全不合當時的政

治文化氣候，這些努力最後只能付諸東流。1906年，革命派開始反擊康對法國革

命的批評言論，由此觸發了一場持續了一年之久、最後以革命派徹底勝利告終

的有關法國革命評價的大論戰dm。隨�這場論戰的結束，一種「革命崇拜」的心態

便在中國知識界普遍確立了起來——而這也就意味�，從此以後在中國，只要

有利於革命目標的實現，一切暴行都將被視為合法。

中國革命的暴烈性特徵就這樣被確定下來了。一般說來，可以認為中國革

命是從1911年10月10日的武昌首義正式開始的，但這實際上是一種狹義的理

解。廣義上的中國革命則至少可以從戊戌變法算起，因為戊戌變法的政治目標

就是要建立一種君主立憲政體；雖然沒有成功，但其精神已經與英、法革命的

初衷相符。此後中國的革命運動經歷了一個長達八十餘年的持續的激進化時

期，實際上直到1978年中共改革開放政策的出台才告終止，而這個時期和截止

於「熱月政變」的法國革命在精神氣質上是基本一致的。事實上，中國革命和法

國革命的激進化進程也有�類似的運作機制，那就是政治傾向一個比一個更激

進的黨派交替上台：在法國革命中表現為斐揚派、吉倫特派和雅各賓派的輪番

主事；在中國革命中則表現為由改良派（保皇派）到同盟會及其後的國民黨，乃

至共產黨的領導更迭。而無論在哪一次革命中，具體實施激進化革命路線的又

都是一些主張共和主義的革命者——這在法國革命中是吉倫特派和雅各賓派，

在中國革命中則是同盟會／國民黨和共產黨。此外，不管是法國革命的激進化

還是中國革命的激進化，無不伴隨�一系列的內外戰事，以及革命當局在激烈

的戰爭環境中或因形勢所迫，或因意識形態緣由而推行的種種恐怖政策，由此

使各自的革命進程均呈現出突出的暴烈色彩。

具體說來，自共和派壓倒保皇派取得革命運動的實際領導權之後，中國革

命就陷入了一系列大規模的血腥的戰爭之中。最後一次戰爭（國共內戰）以中共

的決定性勝利而告終，它帶來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也標誌�中國革命的

領導權從此歷史性地落到了中共的手中。這種連綿不斷的戰爭狀態究竟耗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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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百年中國與世界 了多少中國人的生命，可能永遠得不到精確的數字；但無論如何，譚嗣同關於

「新舊兩黨流血遍地」的期望已經實現，終究是無可置辯的事實。那麼，在流了

無數的鮮血之後，中華民族是否「復興有望」了呢？答案也許是肯定的——至少

主權完整這一點已基本落到了實處，或中國大陸地區的國家獨立和統一已得到

了保障。

在所謂「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的短短三年期間（1946-1949），中共成功地統

一了中國的大陸地區，由美國裝備起來的國民黨數百萬軍隊大部被殲滅，只殘

餘部分隨蔣介石撤往海島台灣，原居中國革命核心地位的國民黨由此被徹底邊

緣化。在隨後的幾年ò，中共又成功地做了兩方面的工作：在國內方面，通過

剿匪、肅反、懲治犯罪和取締黑社會（反動道會門），實現了國家對武裝力量的

全面壟斷，從而真正完成了中國大陸的全面政治統一，並由此在辛亥革命後的

中國首度實現了社會穩定；在國際方面，通過在1955年從當時中國最重要的國

際盟友蘇聯手ò收回旅順和大連，中共向全世界明白無誤地表明了自己捍Í

領土完整和維護國家主權獨立的決心。儘管後來由於極左思潮的影響，在文革

期間曾再度出現大規模的政治和社會動蕩，但這種動蕩終究沒有發展成新的武

裝割據和真正的內戰，中共的中央政府直到今天都還能有效地控制中國大陸的

局面。

這不能說不是一個偉大的成功。老資格且一度極為強大的國民黨始終沒有

能夠實現的夢想，卻在後起的、曾一度極為孱弱的中共手ò化作了現實。這就

產生了一個問題：為甚麼是中共而不是國民黨有能力建立起這個新中國？

四　中共成功的秘訣：法國式革命暴力的徹底運用

國共競爭是二十世紀中國政治舞台上最偉大的一齣歷史活劇。這兩個政黨

本是一對親兄弟，儘管其成份和意識形態有很大差異，但兩黨無疑都是以「救

國」為奮鬥目標的，而且都曾深受列寧時代蘇聯政治文化的影響，既奉行共同的

布爾什維克化組織原則，也都堅定不移地遵循暴力革命的政治路線。也正是因

為有這些共性，兩黨在中國革命的實際進程中曾經有過兩度合作，為贏得北伐

戰爭和抗日戰爭的勝利做出過共同的努力。然而，國共關係的主導面終究還是

對抗，而這種對抗實際上也就是對中國革命領導權的爭奪；同時，權力的爭

奪，在自由民主的政治文化尚未養成的社會條件下，通常都只能是一種你死我

活的血腥格鬥，鮮有妥協調和的餘地。於是國共之間的矛盾便造成了這樣一個

嚴重的歷史悖論：本來兩黨孜孜以求的都是「救國」，然而其實際作為卻似乎是

適得其反的「禍國」——因為它們之間的殊死對抗只能造成國家的分裂割據，而

在這種內戰狀態下，人民不僅無法享受現代國家自由公民有尊嚴的政治生活，

而且連最基本的生命財產權利都無法得到保障。

那怎麼辦？讓兩黨深明大義，放棄對抗而精誠合作？不少人曾為此努力

過，但結果證明這根本不可能。讓其中一個黨自動投降，向另一個黨俯首稱臣

或乾脆自行解散、放棄存在的權利？長期居絕對優勢的國民黨當然不會這樣

做，它倒是很想讓中共這樣做，但結果證明那不啻痴人說夢，共產黨若不是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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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不彎那也不叫共產黨了。於是情勢就十分明朗了：擺在中國面前的事實上只

有一條路，那就是讓兩黨通過武裝鬥爭一決雌雄，繼續按「成王敗寇」的傳統規

則來淘選新中國的政治領導核心。

儘管由此產生的必然是某種實質上的「一黨專政」，這和現代政治民主化的

革命目標相距甚遠，但是也沒辦法。中國的國情決定了中國革命的第一步即中

華民族國家的構建，只能以這種特殊的方式去實現。雖然用這種方式來完成革

命的第一步任務也許會帶來一些嚴重的後遺症——它將為革命的第二步任務，即

實現政治的民主化、從而最後完成中華民族國家的現代化預設下不少障礙，但

既然民族國家建設（nation-state building）是政治民主化不可或缺的基礎，那麼為

夯實這個基礎，無論付出怎樣的代價都應該是值得的。事實上，不管革命的第

二步任務有多難，那也總歸比讓整個民族在沒完沒了的內戰中受煎熬好得多。

而且，儘管這個第二步可能會很難走，但還是有希望實現的，因為國共兩黨畢

竟都不是傳統意義上的造反者，多少都已經接受過現代文明的洗禮，對自由、

平等、人權、民主等現代價值都有了基本的認同，同時還受到時代潮流、國際

輿論的深刻制約和影響，所以不論哪個黨在競爭中獲勝，都會自覺或不自覺、

主動或被動地向民主化這個革命的最終目標蹣跚前行。

總之，中華民族新生的希望似乎只能到內戰的連天烽火中去尋覓，而歷史

終於在1949年做出抉擇：由中共來主導整個民族的命運。從此史學界便有了一

個歷久不衰的話題：為甚麼是年輕且長期處於弱勢的中共，而不是資格更老、

實力更強的國民黨，能夠在這場世紀競爭中勝出？

半個多世紀以來，中國大陸史學界多從道義方面來解釋這個問題，認為中

共之所以勝利，是因為其所作所為代表了中國最廣大的人民群眾的願望，「得民

心者得天下」；而國民黨之所以失敗，則是因為其行為失範、貪污腐敗、禍國殃

民，「多行不義必自斃」。這種解釋當然不無道理；實際上蔣介石本人對於這種

看法，在痛定思痛之後，也是頗有同感的dn。但筆者卻想在這ò提出一個新的命

題：中共能夠打敗國民黨，那是因為中共實施的是一種原汁原味的「法國式革命

暴力」。

所謂「法國式革命暴力」，如前所述，是人類歷史上首次出現的一種特別富

於群眾性、特別恐怖，因而也特別高效的暴力形式，而其之所以特別暴烈，又

全是因為「民族鬥爭」和「階級鬥爭」這兩種鬥爭的同時存在和相互纏結。十七世

紀的英國革命中當然也有平民與貴族之間的階級鬥爭問題，但那ò的階級矛盾

顯然不像在十八世紀的法國那樣突出。由於下層平民（尤其是城市下層平民）的

力量尚未發展起來，結果英國革命主要是結成聯盟的上層平民（通常被稱作「資

產階級」）和新貴族（基本上已經商人化的英國貴族）與絕對王權之間的一場爭鬥，

而這場爭鬥多半也只能算是統治階級內部的一場衝突。而且，由於沒有受到任

何外來武裝干涉的威脅，英國革命也幾乎完全沒有民族鬥爭的內容。至於大西

洋彼岸的美國革命，幾乎是一場純粹的民族鬥爭，即新生的美利堅民族針對統

治和壓迫他們的英吉利民族的一場民族解放戰爭，而當時在舊大陸正愈演愈烈

的平民與貴族之間的階級鬥爭，在這ò是完全不存在的。

法國大革命特殊暴烈性的主要秘密也許正在這ò：和只有模糊的階級鬥爭

含義而毫無民族鬥爭內容的英國革命不同，也和只有民族鬥爭內容而毫無階級

為甚麼是年輕且長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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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百年中國與世界 鬥爭色彩的美國革命相異，法國革命是一場必須「階級鬥爭」和「民族鬥爭」一把

抓的革命。這ò，平民和貴族勢如水火，這種你死我活的階級對抗由於貴族集

團特有的國際勾連，還勢必發展成不可調和的民族對抗。曠日持久地為內憂外

患所困擾的法國革命者，自然會滋生出極其強烈的危機意識，時時刻刻在心中

把「階級鬥爭」和「民族鬥爭」這兩根弦繃得緊緊，時時刻刻感到「祖國在危急中」，

因而也就更易於訴諸最極端的革命暴力。

我們已經知道，自譚嗣同以來，包括國民黨人和共產黨人在內的所有中國

革命者，都希望在中國來一場這種法國式的暴力革命，因為他們認定這是克服

中國民族危機的不二法門。然而，就國共兩黨而言，他們是否都了解法國大革

命這種特殊暴力現象的內在機理呢？

在國民黨方面，答案恐怕是否定的：因為這個黨始終認為，在中國革命

中，「階級鬥爭」純然是虛構的，實際存在的只有「民族鬥爭」（也就是反對帝國主

義及其在華走狗——軍閥）。國民黨的社會理論，自孫中山以來一以貫之的特點

就是根本否認馬克思的階級鬥爭學說。孫本人的觀點，似乎很接近當今歐洲流

行的社會民主主義。在他看來，「社會進化」的原因絕不是馬克思所說的「階級鬥

爭」，因為「照歐美近幾十年來社會上進化的事實看，最好的是分配之社會化，

消滅商人的壟斷，多徵資本家的所得稅和遺產稅，增加國家的財富，更用這種

財富來把運輸和交通收歸公有，以及改良工人的教育、Í生和工廠的設備，來

增加社會上的生產力。⋯⋯這是資本家和工人的利益相調和，不是相衝突。社

會之所以有進化，是由於社會上大多數的經濟利益相調和，不是由於社會上大

多數的經濟利益有衝突」do。

孫中山在理論上顯然是幼稚的，因為他甚至沒有領悟這樣一個淺顯的道

理——歐美各國照顧勞動者利益的社會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工人反對資本

剝削的「階級鬥爭」的一個成果。而且孫的言說似乎缺乏邏輯的一貫性，因為他

還在許多場合說過下面這樣的話，其中多少承認了歐美社會階級鬥爭的客觀必

然性和歷史正當性，只是仍斷然否定當時中國有階級鬥爭的存在dp：

今日最富強的莫過英、美，最文明的莫過法國。英是君主立憲，法、美皆

民主共和，政體已是極美的了，但是貧富階級相隔太遠，仍不免有許多社

會黨要想革命。蓋未經社會革命一層，人民不能全數安樂，享幸福的只有

少數資本家，受痛苦的尚有多數工人，自然不能相安無事。⋯⋯今試設一

問，社會革命尚須用武力乎？兄弟敢斷然答曰：英美諸國社會革命，或須

用武力，而中國社會革命，則不必用武力。⋯⋯中國原是個窮國，自經此

次革命，更成民窮財盡，中人之家已不可多得，如外國之資本家，更是沒

有。所以行社會革命是不覺痛楚的，但因此時害猶未見，便將社會革命擱

置，是不可的。

孫中山這ò說的「社會革命」，指的是其「三民主義」中「民生主義」主張的貫

徹，其手段也就是他一貫鼓吹的「平均地權」（所謂「耕者有其田」）。總之，在孫

看來，中國革命中僅貫徹「民族主義」和「民權主義」是不夠的，還必須不失時機

地貫徹「民生主義」，即通過「平均地權」來防止出現歐美式階級分化和階級鬥爭，

國民黨始終認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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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尚無階級分化的情況下實行「平均地權」，自然也就無須搞甚麼階級鬥爭。

這也就是說，中國的「社會革命」完全可以用非暴力的方式來完成。

在孫中山之後主導國民黨意識形態的蔣介石，雖然似乎一度在階級鬥爭問

題上和孫有分歧，但這種分歧畢竟只是皮相的，只是孫完全不承認中國有階級

分化，而蔣則承認中國剛剛有了一點階級分化而已。至於在這時的中國能不能

搞階級鬥爭，蔣與孫的看法則是完全一致的，比如蔣在1929年的一次講演中就

這樣宣稱dq：

中國近代產業，並沒有發達，階級的區別，並不明顯，如果勉強要說中國

有階級也不過粗具階級的雛形，階級的對立，既不明顯，階級的利害，自

然沒有甚麼衝突，階級的利害，既沒有多大的衝突，就沒有為某一階級的

利益，打倒別階級的必要。而且更沒有為單一階級的利益，打倒許多階級

的可能。所以我們應該以社會全體的利益為前提而消滅階級的區別，不應

該以階級的利益為前提，促成社會的分化。這是從中國的社會狀況，說明

共產黨的階級革命不適於中國。⋯⋯無論就打倒帝國主義說，或解放農工

說，中國都不能採取階級鬥爭。

很顯然，孫中山和蔣介石反對在中國實行階級鬥爭是基於一個最基本的理

論前提：階級分化只是「近代產業發達」的後果，在傳統的農業社會既不存在或

不明顯存在階級分野，階級鬥爭自然也就只能是人為的虛構。毋庸贅言，純然

是由孫獨創的這種「理論」，以及在此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一整套國民黨政治文

化，不僅截然對立於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史觀，同時也在很大程度上背棄了

為國民黨自己所推崇的法國革命政治文化。

對比之下，中共的政治文化和法國革命的政治文化就要貼近得多了。儘管

在共產國際時期（1919-1943），作為共產國際中國支部的中共曾高喊過「忠於無產

階級國際主義」（其實際含義是忠於斯大林蘇聯）的口號，但人們熟知，在實際行

動上中共卻從未真正成為蘇聯的僕從，無論在斯大林時代還是後斯大林時代dr。

應該說，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從來都是以實現中華民族的獨立自

由為基本奮鬥目標的。尤其是思想意識深深植根於中國傳統文化的毛本人，儘

管後來接受了馬克思主義，但本質上始終是一個極富於民族自尊心的民族主義

者，他領導的革命首先是一種爭取民族解放或獨立的鬥爭。所以，在堅守民族

鬥爭立場這一點上，中共和國民黨並無二致。

那麼為甚麼國共會發生矛盾，而且這矛盾還會發展為勢不兩立的對抗？最

根本的原因，就是中共同時還有另一個堅定的政治立場——要搞階級鬥爭。在

某種意義上，甚至可以說階級鬥爭問題在中共那ò比民族鬥爭問題更為重要，

因為那涉及的是任何一個馬克思主義政黨都必須堅持的最終奮鬥目標。這就不

能不同國民黨的政治理念，乃至同作為國民黨主要社會基礎的政治經濟利益，

發生尖銳的衝突。

中共在階級鬥爭問題上的立場從一開始就是鮮明而堅定的。馬克思主義在

中國的最早傳播者，如李大釗、陳獨秀、朱執信等，都準確無誤地傳達出了「階

級競爭說」是馬克思全部理論的核心要素這樣一個重要信息，並強調這是中國革

在堅守民族鬥爭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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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思主義理論時，感到它雖然說得很在理，但離中國的實際太遙遠，因而「只

取了它四個字：『階級鬥爭』」ds。

至於中國有沒有開展階級鬥爭的現實基礎，即中國是不是真有「階級」存在

這個在當時中國知識界爭議極大的問題，中共早期領袖的回答也是斷然的肯

定。如陳獨秀就斷言：「中國的資本家雖然沒有歐、美、日本那樣發達，但不能

說中國產業界沒有純粹資本作用（例如地租、房租、債息、股票之類），不能說

中國社會經濟的組織絕對不是資本制度，不能說中國各都會各商埠沒有財產工

商階級，不能說中國那一省那一縣沒有大地主，不能說中國沒有多數無產勞動

窮苦不堪的人⋯⋯」dt毛澤東則堅信ek：

無論哪一個國內，天造地設，都有三種人：上等，中等，下等。詳細點分

析則有五等：大資產階級，中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半無產階級，無產階

級。拿農村來說，大地主是大資產階級，小地主是中產階級，自耕農是小

資產階級，半自耕農佃農是半無產階級，僱農是無產階級。⋯⋯五種人各

有不同的經濟地位，各有不同的階級性。因此對於現代的革命，乃發生反

革命，半反革命，對革命中立，參加革命和為革命主力軍之種種不同的態

度。

顯然，毛澤東的這種階級劃分帶有很大的實用性：儘管毛也在努力套用馬克思

的術語，但馬克思十分重視的階級與生產方式的關聯問題卻被毛有意無意地忽

略掉了。實際上，毛只是在簡單地根據人們的經濟狀況來劃分階級，其目的則

是為了摸清各類人群對革命的不同態度，以利實現自己的革命圖謀。以馬克思

主義「正統」的眼光來看，這種「階級理論」也許有點不倫不類，但它恰恰顯示了

一種可貴的求實精神，以及一種卓越的理論創新，而中共注重馬列主義基本原

理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科學傳統，也正是由此發端。

總之，依據毛澤東的這套理論，中國共產黨人現在終於可以理直氣壯地

說：中國固然既沒有孫中山所說的那種近代西方社會的「大貧大富」，也沒有馬

克思所談到的那些西方階級矛盾的經典形態（像奴隸主與奴隸、封建主與農奴、

資本家與工人之類），但這種表面上的差異終究掩蓋不了當今人類社會階級存在

的普遍性。有人群就有貧富貴賤的差異，而差異就是矛盾，就會引起對立和鬥

爭，所以即使中國社會真的像孫中山說的那樣只有「大貧小貧」的差異，那「大貧」

與「小貧」之間也實際存在�階級鬥爭。

由於馬列主義一般都強調階級矛盾不可調和、階級鬥爭具有你死我活的對

抗性質，故而毛澤東那種帶有中國農民式素樸特點的階級論，極容易導致「階級

鬥爭擴大化」的黑暗局面。事實上，它也的確構成了後來中共的許多極左冒進行

為的思想源頭，從而嚴重損害過中共的事業。只是從另一方面，人們又必須承

認，若沒有毛的這個階級論，中共在1949年的勝利將根本無從設想。

1939年，毛澤東在〈《共產黨人》發刊詞〉中總結中共建黨以來由弱變強的原

因時說過一句很有名的話，那就是「統一戰線、武裝鬥爭、黨的建設，是中國共

產黨在中國革命中戰勝敵人的三大法寶」。十年後，在中共即將奪取全國勝利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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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毛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又一次提到了這「三大法寶」，只是順序不同了：

「一個有紀律的，有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武裝的，採取自我批評方法的，聯繫人

民群眾的黨；一個由這樣的黨領導的軍隊；一個由這樣的黨領導的各革命階級

各革命派別的統一戰線。這三件是我們戰勝敵人的主要武器。」el

「三大法寶」順序的顛倒意味深長，因為中共的地位的確已今非昔比了。但

同樣的「三大法寶」依舊一個不能少。不過，為甚麼總要強調這「三大法寶」呢？

是因為它們是中共獨有的鬥爭利器嗎？事實好像並非如此。黨、軍隊、統一戰

線，這三樣寶貝國民黨無所不有，或者說國民黨也曾認真使用過，只是結果證

明，它們在國民黨手ò好像總不如在中共手ò那樣靈驗。那麼為甚麼這三樣寶

貝偏偏在中共手ò才特別靈驗呢？原因無他，乃是因為這「三大法寶」在中共那

ò各自都多了一個共同的靈魂，那就是「階級鬥爭意識」。

首先，正是因為要進行無時不有、無所不在，而且極為嚴酷的階級鬥爭，

中共才有對於黨的「紀律」問題的高度重視；也正是因為特別強調守紀律，中共

才得以維持一套嚴密的組織系統，才會凝聚起無堅不摧的戰鬥力。所謂「紀

律」，實源自俄國布爾什維克民主集中制的建黨理念，它首先強調的是「服從」，

即個人服從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當然最重要

的還是要服從領袖的絕對權威。事實上，中共在奪取全國政權之前，就曾為整

肅黨的紀律先後搞過三次大規模的整黨運動，即井岡山「洗黨」、中央蘇區「肅反」

（主要是肅所謂「AB團」）和延安整風，對廣大黨員實施「殘酷鬥爭無情打擊」（這

在「肅AB團」的運動中表現得最為極端，其間成千上萬的紅軍官兵經嚴刑逼供後

慘遭處決，人稱「赤色恐怖」）。這種「革命吞噬革命者」式的恐怖政治，其狀慘不

忍睹，只是很奇怪，它不僅沒有把中共整垮，反而卻在造就一批批冤假錯案、

甚至導致軍隊嚴重減員之後，收到了消除內部派系矛盾、實現全黨意志統一的

奇效em。

眾所周知，國民黨在組織方式上也是一個布爾什維克化的政黨，也以民主

集中制（按1924年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紀律問題案」的表述，是為

「民主主義的集權制度」）為其組織原則，只是它始終沒有能夠像中共那樣在內部

確立起「紀律」的尊嚴en。連蔣介石在敗退台灣後都不得不承認，國民黨軍隊打敗

仗是因為它極度的腐敗，而軍隊腐敗的根源又在於國民黨本身的腐敗，「我們的

力量完全流於表面形式，而實際內容卻空虛到了極點。⋯⋯在古今中外任何革

命黨都沒有像我們今天這樣的沒有精神、沒有紀律、更沒有是非標準，這樣的

黨早就應該被淘汰了」eo。蔣決心借鑒延安整風的某些經驗，對國民黨進行一次

改造。亡羊補牢猶為未晚，國民黨1950年代在台灣的這次改造，雖然沒有採取

類似中共的那種「階級鬥爭」方式，但還是比較有效地整肅了黨紀，提高了執政

能力。對於毛的治黨本領，蔣自嘆弗如，但他恐怕永遠也認識不到，之所以如

此，根本的原因還是在於毛的思想深處有一種他所沒有的「階級鬥爭意識」。

其次，在開展對敵武裝鬥爭方面，中共軍隊能夠從無到有、由弱變強，靠

的主要也是階級鬥爭的理論和實踐。我們知道，大規模民眾動員作為現代戰爭

的重要手段，是法國革命者首先創造出來的，而階級鬥爭又是實現這種動員的

必要條件，因為那需要犧牲（至少是部分地犧牲）富人的財產權以保障窮人的生

存權。雅各賓派主要就是通過頒布一系列滿足窮人要求的土地法令和生活必需

黨、軍隊、統一戰

線，這三樣寶貝國民

黨無所不有，也曾認

真使用過，為甚麼偏

偏在中共手8才特別

靈驗呢？因為這「三大

法寶」在中共那8各

自都多了一個共同的

靈魂，那就是「階級

鬥爭意識」。



52 百年中國與世界 品最高限價法令來實施這種動員的。當然，倡導民族鬥爭也是實現這種動員的

一個重要途徑，法國大革命期間以及後來的所有民眾動員現象其實都離不開這

一因素，但最有效、最徹底的民眾動員終究還是需要訴諸階級鬥爭——這應該不

難理解，因為唯此才能把處於社會底層的最廣大的人民群眾動員起來。

由此可見，在民族民主革命時代相互競爭的各個黨派中，只有那些既承認

民族鬥爭又承認階級鬥爭的政黨，才有可能實施最廣泛的民眾動員從而立於不

敗之地。不言而喻，中共便是這樣的政黨而國民黨不是。人們熟知中共是怎樣

通過「打土豪分田地」、「減租減息」和「土地改革」這些帶有階級鬥爭性質的政策，

來贏得佔人口絕大多數的貧苦農民對其戰爭事業的支持的。其中最突出的例證

當是所謂「解放戰爭」期間的淮海戰役，在這場中共以60萬兵力全殲裝備精良的

80萬國民黨軍隊的戰役中，江蘇、山東、安徽、河南四省的解放區共出動民工

543萬人、擔架20.6萬副、大小車輛88.1萬輛、挑子30.5萬副、牲畜76.7萬頭、船隻

8,539艘，並籌集糧食9.6億斤，其中4.3476億斤運送到了前線ep。在淮海戰役中

被俘的國民黨第十八軍軍長楊伯濤在被押往後方途中也有這樣的證言eq：

但見四面八方，熙熙攘攘，車水馬龍，行人如織，呈現出千千萬萬的人民

群眾支援解放軍作戰的偉大場面。路上我們經過一些市集，我從前也打這

些地方經過，茅屋土舍，依稀可辨，只是那時門戶緊閉，死寂無人，而這

時不僅家家有人，戶戶炊煙⋯⋯還看見一輛輛大車從面前經過，有的車上

裝載Ä宰好刮淨的肥豬，想是犒勞解放軍的。我以前帶Ä部隊經過這些地

方時，連一撮豬毛都沒看見，現在怎麼了，真是怪事。通過村莊看見解放

軍和老百姓住在一起，像一家人那樣親切，有的在一堆聊天歡笑，有的圍

Ä一個鍋台燒飯，有的同槽餵牲口，除了所穿的衣服，便衣與軍裝制式不

同外，簡直分不出軍與民的界限。

可見中共在同國民黨決戰的時候，已經通過大規模的土地改革把廣大解放區的

農民真正團結到了自己的周圍。

在解放戰爭期間，由於堅持了階級鬥爭的理念，中共還得以通過一種「新式

整軍運動」來提升士氣和擴充軍隊，這也是中共能夠在軍事上迅速擊敗國民黨的

一個極其重要的因素。該運動包括「訴苦」（即訴舊社會和反動派所給予勞動人民

之苦）和「三查」（查階級、查工作、查鬥志）運動，是彭德懷領導的西北野戰軍在

1947至1948年之交的冬季創造的經驗，後被迅速推廣到全國人民解放軍部隊。

毛澤東如此欣賞這一經驗，自然是看到了它有提高軍隊戰鬥力之奇效：整軍之

前西北野戰軍一次最多只能殲敵兩個旅，之後就能一次殲敵五個旅了！蓋因「訴

苦」和「三查」運動「大大提高了全軍指戰員為解放被剝削的勞動大眾，為全國

的土地改革，為消滅人民公敵蔣介石匪幫而戰的覺悟性；同時就大大加強了全

體指戰員在共產黨領導之下的堅強的團結。⋯⋯這樣的軍隊，將是無敵於天下

的」er。而此經驗推廣至全軍後所產生的實際效果，也的確沒有出乎毛之所料。

此外，該整軍運動還產生了另一個重要的副產品，那就是儘管殘酷的戰爭

造成了部隊的大批減員，但解放軍人數不僅沒有減少，反而愈戰愈多。如粟裕

指揮的華東野戰軍在淮海戰役開始時只有36.9萬人，戰役期間傷亡10.5萬人，可

在民族民主革命時代

相互競爭的各個黨派

中，只有那些既承認

民族鬥爭又承認階級

鬥爭的政黨，才有可

能實施最廣泛的民眾

動員從而立於不敗之

地。不言而喻，中共

便是這樣的政黨而國

民黨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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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到戰役結束時，其兵力竟增至55.1萬人es。補充進來的新兵，不少是翻身農

民，但大部分（約三分之二）是所謂的「解放戰士」，也就是來自國民黨軍隊的俘

虜兵。須知這些國軍老兵很多都是訓練有素的戰士，尤其是會使用很多中共士

兵從未接觸過的、剛剛從戰場上繳獲的美式武器裝備，他們加入中共軍隊對於

國共軍力對比的影響自是非同小可et。而這些俘虜之所以調轉槍口炮口為中共作

戰，一方面是為中共土改運動所感召，另一方面是在「新式整軍運動」中接受了

「階級教育」的結果，總之都是中共階級鬥爭理念的勝利。

據有關文獻記載，中共在淮海戰役中進行戰地休整時，特別重視政治思想

教育工作：「除了對敵軍大力開展政治攻勢外，還不斷地對全體指戰員進行強有

力的政治思想工作，本�新式整軍的精神，開展訴苦和三查運動，整頓組織紀

律，訓練新戰士並溶化俘虜。⋯⋯使全體指戰員不斷提高階級覺悟，都充分懂

得為甚麼作戰、為誰作戰，個個保持旺盛的戰鬥意志，準備徹底消滅敵人。」fk

據近年的研究，中共在解放戰爭期間，主要就是用這種階級教育的辦法，總共

消化和改造了177萬國民黨起義和投誠官兵，由此源源不斷地為戰鬥中的解放軍

提供�新鮮血液fl。

最後但並非最不重要的，是統一戰線問題。對於在1949年前的國共競爭中

長期處於弱勢的中共而言，這個問題實具有格外的重要性（所以才被當時的毛澤

東列為中共「三大法寶」之首）。應該說，在中國革命的進程中，曾有過兩種統一

戰線：一種是由國民黨主導的，存在於兩次國共合作時期，那是一種「民族統一

戰線」，分別以軍閥和日本侵略者為鬥爭對象，或者說以反帝或爭取民族解放

為主要訴求；另一種是由中共主導的，那可以說是一種「民族民主統一戰線」，

具有既反帝也反地主階級和官僚買辦資產階級的性質。但無論哪一種，對於中

共來說都是發展壯大自身並實現其政治圖謀的重要工具。歷史表明，在毛主事

之前，中共的統一戰線政策並不成功，之後則一路輝煌：通過巧妙利用各敵對

營壘之間的矛盾，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縱橫捭闔，借力打力，一度瀕臨

絕境的中共不僅轉危為安，還漸漸發展成為中國革命的唯一中堅。成功的原委

何在？毛個人高明的謀略藝術固然重要，但階級鬥爭理念在其中的關鍵意義仍

不容忽視。

不言而喻，統一戰線的問題，首先是一個尋找政治盟友的問題。這個問題

對於革命事業究竟有多麼重要，毛澤東從一開始就洞若觀火。《毛澤東選集》所

選入的第一篇文章、發表於1926年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劈頭第一句話

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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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

麼怎樣才能分清敵友呢？在從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只取了「階級鬥爭」四個字的毛

看來，這只能借助「階級分析」了——「我們要分辨真正的敵友，不可不將中國社

會各階級的經濟地位及其對革命的態度，作一個大概的分析。」經過分析，毛得

出的結論是：「一切勾結帝國主義的軍閥、官僚、買辦階級、大地主階級以及附

屬於他們的反動知識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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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右翼可能是我們的敵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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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m

國軍老兵在淮海戰役

中加入中共軍隊對於

國共軍力對比的影響

非同小可。這些俘虜

之所以為中共作戰，

一方面是為中共土改

運動所感召，另一方

面是在「新式整軍運

動」中接受了「階級教

育」的結果，總之都

是中共階級鬥爭理念

的勝利。



54 百年中國與世界 看來，「階級分析」方法的妙處，主要就在於它能夠越過社會中複雜紛紜的

個體層面，通過經濟狀況（貧富差異及其緣由）的對比，對全部社會成員進行分

門別類的群體劃分，從而把一個看上去混沌不清、雜亂無章的社會描繪得井井

有條，於是革命者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各種社會力量的配置以及它們之間的關

係，在區分敵友時也就可以成竹在胸了。毛澤東的「階級分析」還有一個明顯的

特點，就是並不拘泥於馬克思主義的標準術語（如「半無產階級」這個概念就是他

自己的創造，主要是指中國的貧苦農民），但也惟其如此，才能更準確地揭示出

當時中國各社會群體的實存狀態，從而為中共尋找革命盟友的工作指出正確的

方向。實際上，毛是通過把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學說運用於中國革命的具體

實踐，作為自己的政治謀略藝術，同時也為中共後來的統一戰線政策，奠定了

一個理論的基礎。

其實，同為布爾什維克化政黨的中國國民黨，也不是不知道統一戰線的重要

性。在北伐戰爭期間，孫中山實施過「容共」（即允許中共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

民黨），蔣介石還進一步把孫的「容共」解釋為「聯共」（即國共兩黨的「聯合」與「合

作」）fn，說明國民黨也曾積極尋求過政治盟友。幹革命總是人多一些才好，這

個道理國民黨一樣明白。只是由於根本不承認階級和階級鬥爭的客觀存在，因

而也不可能懂得「階級分析」對於政治結盟的指導意義——國民黨始終沒有能夠

建立起一條能為己所用的統一戰線。

由此可見，中共之所以能夠打敗國民黨，最根本的原因乃是中共堅持了一

條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路線。正是由於始終不渝地貫徹了階級鬥爭的理念，

中共在革命中才得以像法國革命者那樣把民族鬥爭和階級鬥爭緊密結合在一

起，它所行使的暴力也才得以像法國革命者行使的暴力一樣所向披靡。所以說

中共的勝利，在某種意義上也是法國式革命暴力的勝利。

總之，由於民族鬥爭與階級鬥爭並舉，中共的革命暴力幾乎成了法國革命

暴力的「克隆」，維妙維肖地帶有群眾性、恐怖性和高效性這三大特徵。而只承

認民族鬥爭、不承認階級鬥爭的國民黨，儘管也曾對法國革命懷有深深的崇拜

之情，卻終究不能在實踐中複製出那種無堅不摧的法國式革命暴力。所以當中

國革命的命運需要國共這兩個革命黨一決雌雄的時候，高下也就立判了。

法國式革命暴力的三大特徵是循序相關的，其中群眾性規定�恐怖性，恐

怖性又決定�高效性。這應該很容易理解：法國大革命之所以能像「施法術一

樣」讓舊制度從法國絕×，無非是因為它的革命暴力特別「猛烈」、特別「兇狠」，

或者說特別「恐怖」，帶有突出的非理性色彩；而非理性色彩濃重的「恐怖」自然

又必須由具有無主見、易鼓動、情緒化、不負責等集體心理特質的非理性「群

眾」來提供支撐。由此可見民眾動員在革命中的關鍵意義：沒有充分的民眾動

員，革命者就不能在自己的周圍聚集起群眾，因而也就無法獲得那種恐怖而高

效的革命暴力。

然而，怎樣才能把民眾充分動員起來呢？這就需要革命精英深入民間，了解

佔人口絕大多數的勞苦大眾的需求並盡可能地予以滿足，同時在他們中間煽起盡

可能強烈的對「革命敵人」的仇恨——那是實現革命暴力「群眾性」的不可或缺的情

緒因素。十八世紀的法國革命者就是這樣做的（現代政治特有的「大眾動員」現象

由此濫觴），而中共的看家本領（叫做「群眾路線」）也正在這ò。中國國民黨則似

正是由於始終不渝地

貫徹了階級鬥爭的理

念，中共在革命中才

得以像法國革命者那

樣把民族鬥爭和階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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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克隆」，帶有群

眾性、恐怖性和高效

性這三大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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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笨手笨腳地搞不來這一套，結果它的暴力就因嚴重缺乏「群眾性」而遠不如中

共的暴力那麼「狠」了。實際上，國民黨恐怕根本就沒想過搞這一套，因為它的

意識形態從來就沒有認可過這種「群眾性」的暴力。在蔣介石看來，煽動這種暴

力是以「恨」為動機的「共產革命」的卑鄙技倆，而這種革命在中國是行不通的fo：

因為動機既然是恨，行動一定是殘酷和卑污，而且要損人利己的，這完全

和中國的民族性相反。中國幾千年來倫理觀念，都是利他的，不是利己

的，所以中國民族的固有特性，是和平的、寬厚的、和光明的；不願受別

人的殘酷的待遇，也不願以殘酷的手段施諸別人。⋯⋯而且以殘酷的手段

革命，沒有不失敗的。法國大革命之所以迭次失敗，使帝制復活，就是因

為過於殘酷，使社會全體，發生反感。這種殘酷手段，適用於殘酷的民

族，都遭失敗，那<能適用於和平的中國民族。共產革命，既然採取殘酷

的卑污手段，當然受中國全國人民，至少亦要被大多數人民所反對。

蔣介石的這通「妙論」，可謂道盡了國民黨不可救藥的「怯懦」。首先，在

二十世紀這個現代世界，在中華民族還在內憂外患中苦苦掙扎的時候，蔣卻試

圖用儒家道德來約束革命黨的政治行為，實在是幼稚、迂腐得可以，看來他根

本不懂馬基雅維利（Niccolò Machiavelli）。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政治思想家

馬基雅維利雖以其著名的「非道德政治觀」而廣遭詬病，卻也因此而開啟了現代

型國家政治的先河。而蔣的這些言論表明他似乎對此完全懵然無知。比較起

來，中國共產黨人則顯得「現代」得多了，如蔡和森1918年7月21日致毛澤東的信

中就有這些馬基雅維利味十足的議論fp：

弟嘗慨世之君子，為種種的輿論律、道德律所束縛，只能為偽善，不能為

偽惡，是以使小人得積極橫行。⋯⋯竊以為人不能有善而無惡，正人之

惡，即是善之變相，求全則難免不為鄉願。⋯⋯現為一惡，而將來能得十

善之結果，何所顧恤而不為之！吾人若從一身之利害及名譽計算，誠有不

宜屈節者，若從全體之利害計算，可以殺身成仁，況不可行偽惡以得權

乎⋯⋯君子無彈性，此亂之所以不止也。⋯⋯果為君子，無善不可為，即

無惡不可為，只計大體之功利，不計小己之利害。

其次，通過在所謂「共產革命」和法國大革命之間畫上等號，甚至還以鄙夷

的態度把法蘭西民族打成「殘酷的民族」，蔣介石實際上已經早早告別了革命，

而國民黨也就在這個方興未艾的革命年代完全失去了群眾的革命偉力，其敗於

中共只是遲早的事了。

五　結語

毋庸諱言，中共革命暴力的「恐怖」的確常常顯得過於殘酷，只是其「高效」

卻又證明了這種暴力的某種冷峻的歷史正當性。當然，中共革命暴力的「高效」

通過在所謂「共產革

命」和法國大革命之

間畫上等號，甚至還

以鄙夷的態度把法蘭

西民族打成「殘酷的民

族」，蔣介石實際上已

經早早告別了革命，

而國民黨也就在這個

方興未艾的革命年代

完全失去了群眾的革

命偉力，其敗於中共

只是遲早的事了。



56 百年中國與世界 和法國革命暴力的「高效」也有所不同——後者主要表現為其在摧毀封建舊制度

（或者說貴族階級的政治統治）方面的徹底性，而前者則主要是通過其在爭奪中

國革命領導權方面的成功體現出來的。只是無論在哪種情況下，這種高效性都

可以有力地支撐起兩者的歷史正當性：因為它們都順應�時代的潮流，在各自

錯綜複雜的前現代條件下，以某種唯一有效的方式完成了現代民族國家基礎的

奠立。

法國式革命暴力的產生，雖與民族鬥爭和階級鬥爭這兩大鬥爭在革命中的

纏結有關，但歸根結底還是源於階級鬥爭，或者說源於一種極其強烈的「階級鬥

爭意識」。應該說，無論是法國革命者下意識地把社會中的各種矛盾衝突看成

「階級鬥爭」，還是復辟王朝時期的法國歷史學家有意識地首創用「階級鬥爭」觀

點來解釋歷史，乃至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明言「只有階級才能佔據歷

史」fq，體現的都是歐陸理性主義哲學傳統在法國的根深蒂固。後來通過俄國傳

到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學說，遵循的其實也是同一種思維方式。

用這種理性主義思維方式看社會和歷史，固然可以得到一幅比較清晰而有

條理的圖像，用之於改造社會的政治實踐也有助於找到比較行之有效的方法，

但它終究也有一個很大的缺陷，那就是容易把複雜的問題過份簡單化。法國式

革命暴力之所以容易引起詬病，主要原因也就在這ò：簡單化帶來了高效率，

但同時也不可避免地導致了許多誤傷，使許多無辜者慘遭厄運。

今天的世界，仍處於由1789年法國大革命開始的以民族國家為舞台的現代

革命的時代。從現代革命伸張人權、追求民主的初衷來看，這種階級鬥爭的理

論和實踐的確不可無限期地大行其道，而且法國和中國的歷史都已經顯示，對

階級矛盾對抗性的長期而執著的強調，也的確會養成一種極不利於現代民主政

治健康成長的政治文化。所以，法國式革命暴力作為一種政治現代化的手段，

雖因其高效而有必要在一些社會歷史條件類似的國家行使，但這種行使終究也

只能限於這種國家的一定的歷史時期——一般說來，一旦主權完整、獨立自由

的民族國家得到了穩固的確立，經濟發展和政治民主化的問題提上了議事日

程，法國式革命暴力就應逐漸淡出這個國家的政治舞台。

當然，法國式革命暴力一旦登上了政治舞台，要它下來往往就很不容易。

結束這種革命暴力是一項極其艱鉅的政治文化改造工程。在法國，這項工程啟

動於法國革命的熱月—督政府時期，延綿近一個世紀，到十九世紀末第三共和

時期才初見成效。當今中國也正在經歷類似的歷史階段，所以很顯然，正像在

上個世紀初一樣，今天的中國仍然特別需要借鑒法國的歷史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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