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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西南聯大的設立

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是與中國抗戰共始終的一所著名大學，由國立北京

大學、國立清華大學和私立南開大學聯合組成，簡稱西南聯大。西南聯大從

1937年平津淪陷後在長沙組成臨時大學至抗戰勝利後復員北上（1937年11月1日至

1946年7月31日），前後共計九年，為戰時中國培養了大批人才，這些人直到今

天依然活躍在各個領域1。

西南聯大不僅培養了楊振寧、李政道等大批自然科學家，而且也培養了何

炳棣、王浩、鄒讜等社會及人文科學家，還養育了像殷海光這樣具有思想家氣

質的學者。西南聯大的存在，對分析中國現代知識份子的活動有重要意義。正

如一位西南聯大學生所言2：

西南聯大便具備了雙重意義。一個是表面的意義，那當然就如其名稱所

揭，是一個「學校」，是一座研究學問、傳授知識的最高學府；但在另外卻

還有一重不為人們所見的隱潛意義，那就是一個醞釀輿論、領導思想的政

治中心。這一面雖然潛隱不露，非能一望而知，但卻是西南聯大一個非常

重要的「存在意義」。若棄此不顧，只談上課講學，那實在不能算是了解西

南聯大。

西南聯大的設立反映了當時國民政府對文化事業的重視，同時也說明當時

中國知識份子在政府決策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西南聯大設立的動議直接源於胡

適等人，1943年1月2日蔣夢麟在致胡適的一封信中說3：

弟則欲求聯大之成功，故不惜犧牲一切，但精神上之不痛快總覺難免，有

時不免痛責兄與雪艇、孟真之創聯大之議。數月前在渝，孟真責我不管聯

大事，我說，不管者所以管也。



56 百年中國 七．七事變前夕，蔣介石邀請了許多國內知名人士在廬山舉行國是談話會，當

時北大、清華、南開三校的校長蔣夢麟、梅貽琦、張伯苓都應邀參加，同時還

邀請了大批教授前往，如陳岱孫、浦薛鳳、莊前鼎等。事變後，北方各校紛紛

去電告急，要求幾位校長返校應變。當時留在北平的李書華、陸志韋、查良

釗、羅隆基、梅貽寶、鄭天挺等21名教育界著名學者、教授聯名致電廬山談話

會，要求守土抗戰。同時潘光旦、查良釗等人致電蔣夢麟、胡適、梅貽琦：「就

同人觀察，華北局面癥結在地方最高當局對中央尚有疑慮，深恐地方對日決裂

後中央反轉妥協退（引者註：原文如此），使地方進退失據。務請向介公進言，對

地方作具體表示，俾祛除此種疑慮。」47月17日梅貽琦電告清華教務長潘光旦

「今早重要會議，當局表示堅決，並已有布置」5。在這樣的情況下，國民政府

決定將三校遷往湖南長沙組成國立長沙臨時大學，此事經三位校長回南京和教

育部進一步磋商後決定實施。8月14日，教育部密電梅貽琦、顧毓琇：「政府擬

在長沙設臨時大學，特組織籌備委員會，敦聘先生為委員⋯⋯。」68月28日，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致梅貽琦一封公函說：「奉部長密諭，指定張委員伯苓、梅委

員貽琦、蔣委員夢麟為長沙臨時大學籌備委員會常務委員。楊委員振聲為長沙

臨時大學籌備委員會秘書主任。」7梅貽琦接信後，立即赴長沙進行籌備工作，

長沙臨時大學即為西南聯大的前身。1937年12月13日國民政府首都南京陷落，

武漢告急。後經蔣夢麟親自請示蔣介石，才決定將長沙臨時大學遷往雲南省會

昆明，1938年4月2日，教育部以命令轉知：奉行政院命令，並經國防最高會議

通過，國立長沙臨時大學更名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7月1日正式啟用關防。

西南聯大在昆明前後約九年時間。1946年7月，西南聯大返回北方，分別重建

清華、北大、南開大學。當時，國人對西南聯大的成功有高度評價，認為這是

「民主傳統，寬容精神」的結晶。在國家面臨危亡的歷史時刻，那些教授身上表

現出的吃苦耐勞、團結合作精神，實為中國現代知識份子的楷模。

西南聯大的成功，是中國知識份子的一筆精神財富，我們今天迫切需要對

聯大精神、聯大風格進行深入研究，以發揚中國知識份子的真精神。張申府在

西南聯大是中國知識

份子的一筆精神財

富，我們今天迫切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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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發揚中國知識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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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大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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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即將勝利的時候，曾向政府進言，希望保護大學教授的熱情，他的話也算

是對西南聯大精神的一種肯定。他說8：

這幾年來，國人中表現的比較最規矩、最公正、比較最有知識最能感覺、

最關懷國家、忍受的苦難也比較最多，最不失為固窮的君子的，就是若干

大學教授。今後國家一切改革，總應該對他們多加些重視才是。

二　西南聯大知識份子群

所謂西南聯大知識份子群是一個較為寬泛的概念，主要指在西南聯大工作

過的教授和學生這兩部分人。由於在戰爭環境下，中國的大學教授和學生有較

強的流動性，所以我不以在西南聯大的時間長短來界定這個群體，而將所有曾

和西南聯大發生過關係的知識份子都算作西南聯大知識份子群。所謂關係，是

指在西南聯大講過課和曾被西南聯大聘任而未到任的教授。比如胡適，1938年

1月20日西南聯大聘其為文學院院長，但他未到任；蕭公權被聘為政治學系教授

也未到校；還有1945年10月19日蔣夢麟辭去西南聯大常務委員後，教育部聘任

了傅斯年為西南聯大常委，但傅斯年很快就離開了。另外錢穆、羅隆基、熊十

力、錢鍾書等只在西南聯大作過短期停留，研究院還聘請過丁聲樹、李方桂為

導師，筆者也將其歸為西南聯大知識份子群。需要略作說明的是，這個群體並

無組織、綱領，也沒有多少聯繫，用群體來將之概括，不過是在抽象的意義上

注意到他們價值觀的一致性。以往對於西南聯大貢獻的評價，往往過於重視西

南聯大在九年中的成功合作，而忽視三校過去的傳統。九年的合作只是結果，

那麼它成功的原因在哪B呢？我認為是由於中國出現了現代意義上的大學所

致。從1898年京師大學堂（北京大學的前身）的設立到抗戰期間，制度性的大學

已存在了近40年。1904年京師大學堂派出第一批47人留學生，其中31人留日，

16人留西洋9，作為制度性的大學留學制度已初步完成。清華大學的前身遊美學

務處成立於1909年，比京師大學堂晚出15年，作為留美預備學校的清華學校，

完全是為留美學生而辦的，到1925年國立清華大學正式成立。南開大學從1904年

建立中學到1919年成立大學，時間比北大、清華稍晚，但大體在同一時期。根

據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說，雖然作為現代意義上的大學教育在中國起步較

晚，但到抗戰前夕，不到40年的時間內，已經初步形成了可與世界著名學府相

比的現代意義的大學教育體制，這在世界教育史上也是個奇\bk。西南聯大就是

在這樣的背景下出現的，帶有一定的偶然性，是抗戰爆發的特殊歷史條件，將

當時中國最優秀的三所大學匯聚在一處，形成了西南聯大知識份子群。

我們觀察西南聯大三位常委的年齡結構和教育背景：

以往對於西南聯大貢

獻的評價，往往過於

重視西南聯大在九年

中的成功合作，而忽

視三校過去的傳統。

九年的合作只是結

果，那麼它成功的原

因在哪«呢？我認為

是由於中國出現了現

代意義上的大學所

致。

姓　名 生卒年 早年教育背景 留學國家 聯大時年齡

蔣夢麟 1886-1964 上海南洋公學 美國 51

梅貽琦 1889-1962 南開學堂 美國 54

張伯苓 1876-1951 北洋水師學堂 考察日本教育 61

西南聯大三位常委的年齡結構和教育背景



58 百年中國 從三位校長的年齡上看，他們基本上是十九世紀末出生的人，大致比北大、

清華、南開初創的時間早15年左右，這決定了他們的小學和中學教育是傳統

的，而大學教育則是現代的。梅、蔣留美的教育背景大體代表這一代知識份子

的一般狀況，而他們前代的知識份子即梁啟超那一代的教育背景則以留學日本

為基本特徵。中國現代意義上大學的建立，與西南聯大知識份子群的形成基本

是同步的。如果沒有抗戰，這個群體依然會存在，只不過沒有像現在西南聯大

那樣密切合作而已。指出西南聯大知識份子群的形成是想說明：中國在二十世

紀初進入現代化起步階段，本來有一個良好的開端，然而這個過程太短了，從

清華1909年首次制度性派學生赴美國留學到抗戰爆發，這期間有兩代知識份子

比較活躍，即十九世紀末出生的那一代人（以胡適、傅斯年為代表）和二十世紀

初出生的那一代人（以錢鍾書、費孝通為代表）。本世紀30年代前受過完整西方

教育的知識份子幾乎全部回到中國，當時中國的社會結構尚比較適合他們生

存，這批人除少數在政府做官外，絕大多數成為大學教授。抗戰爆發時，這兩

代知識份子中年長的在50歲左右，更有像錢鍾書、華羅庚、陳省身這樣剛剛學

成歸來的少壯教授，他們的年齡不過30歲。西南聯大的教授中以出身清華的較

多，這意味�它的美國化程度。以1909-1929年清華留美學生為例，在這期間幾

乎每一年度的留美學生都有成為西南聯大教授的。1909年梅貽琦，1910年

胡適、趙元任，1914年金岳霖，1915年袁復禮，1916年吳宓、陳達、燕樹棠，

1917年查良釗、湯用彤，1918年劉崇鋐、葉企孫，1919年錢端升，1920年曾昭

倫、蕭公權，1921年浦薛鳳、李繼侗，1922年聞一多、羅隆基、潘光旦、吳澤

霖、雷海宗，1923年顧毓琇、施嘉煬、吳景超，1925年湯佩松、李輯祥、莊前

鼎、劉晉年，1926年任之恭、陶葆楷、賀麟，1927年柳無忌、丁佶，1928年陳

之邁、趙詔熊，1929年張蔭麟、王贛愚、沈有鼎、楊業治bl。從這個統計中可以

看出，除初期1911、1912、1913三個年度外，在近20年的時間內每個年度都有

留美的學生成為西南聯大的教授，而且人數越往後越多。通過以上觀察，我們

大致可以說西南聯大的知識份子群是中國現代知識份子的一個縮影，抗戰前中

國第一流的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學者主要都集中在西南聯大。

三　西南聯大知識份子群的特點

從年齡結構上看，西南聯大知識份子群的年齡下限約為1920年，也就是

說，1920年前後出生的人是西南聯大的最後一批學生，這個年齡段大致可以將

1945年考入大學的學生包括在內。

西南聯大知識份子群由教授和學生兩部分人組成，本文主要分析教授群

體，而學生群體則有另文專述。教授中年齡較大的是梅貽琦、張伯苓、陳寅

恪、劉文典那一代知識份子，年齡較輕的是錢鍾書、費孝通、陳省身、華羅庚

這一批1910年前後出生的人。從教育背景上考察，陳寅恪那一代知識份子多數

帶有遺民色彩，他們受的是完整的傳統教育，但同時又有留學歐美的經歷。

錢鍾書這一代知識份子多數也受傳統教育，但其深度與前一代有了距離，總體

西南聯大的教授中以

出身清華的較多，這

意味¼它的美國化程

度。以1909-1929年

清華留美學生為例，

在這期間幾乎每一年

度的留美學生都有成

為西南聯大教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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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說，他們可算是中國傳統教育的最後一批受惠者，加上接受比較完整的現代

大學教育，當中許多人都成為中國新的人文學科的創始人。陳寅恪、劉文典那

一代知識份子雖然已經使用西方的方法來治傳統的中國學問，但從學科的角度

看，他們多數是在研究中國的文學、歷史、哲學。而從錢鍾書、李景漢、潘光

旦那一代知識份子之後，中國的社會學、心理學、經濟學、教育學等新的學科

才逐步建立和成熟起來，在自然科學方面，新的學科也是在1910年前後出生的

那一代知識份子中成熟起來的。西南聯大成功的主要原因是她的教授多數留學

美國。1945年西南聯大將北上復員時，由西南聯大學生編過一本《聯大八年》的

紀念冊，這本紀念冊的第四部分「聯大教授」的前言中有一個統計：「聯大179位

教授中，97位留美，38位留歐陸，18位留英，3位留日，23位未留學。三位常

委，兩位留美，一位未留學。5位院長，全為美國博士。26位系主任，除中國文

學系及兩位留歐陸，3位留英外，皆為留美。」bm這個統計充分說明西南聯大帶

有極強的西方色彩，特別是她的教育思想和課程設計，主要受美國自由教育思

想的影響。在西南聯大，教授治校、思想自由、學術自由、兼容並包，已成為

公認的價值標準。我們注意西南聯大的貢獻，不僅在於她為戰時及後來的中國

培養了許多專業人才，更在於她的融會東西文化的優長，為中國現代化進程提

供了一個範例。如果中國社會有較長時間的穩定，西方文化是可以在中國的大

學環境中生根的。1947年馬歇爾(George Catlett Marshall)在國共調停失敗後，曾

對自由主義知識份子在中國政治中所應有的地位寄以厚望，在他離華前發表的

聲明中曾預言：「此種問題之解決，自余視之，須使政府中及各小群之自由份子

獲得領導權，此種人物頗為優秀，唯無政治權力以運用其控制力量。」bn馬歇爾

的這種評價直接源於他與西南聯大知識份子的接觸和了解，他的期望是極富遠

見的。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也說bo：

我們在中國培養自由主義已有百年之久。我們的傳教士曾帶去個人價值的

信息。中國官員曾研究我們盎格魯─撒克遜式的制度。中國教育、新聞、

銀行、工業等方面的領袖人物曾學習我們的榜樣。我們所知的近代中國，

就是由那些借鑒我們經驗的人建立起來。

1942年費正清訪問西南聯大後，對這B的教授作出如下評價：「這些曾在美國接

受訓練的中國知識份子，其思想、言行、講學都採取與我們一致的方式和內

容，他們構成了一項可觸知的美國在華權益。」bp作為戰時美國的外交官，費正

清希望美國政府能對「美國培養的昆明清華大學教授」給予援助，因為他們是「美

國在華的一種投資和財富」bq。在昆明時，費正清與陳福田、張奚若、錢端升等

12位教授進行了交談，認為他們是「中國接受西方文化教育熏陶的學術界人士中

間的精英」br。費正清雖然是從美國在華的利益來觀察西南聯大教授的，但他對

這批教授的整體評價，符合當時的情況。西南聯大知識份子群的另一個特點

是，雖然他們多數有留學歐美的經歷，但在倫理道德層面卻明顯留有儒家文化

的色彩，可以說在專業和政治意識上傾向西方，而在生活的層面上還是中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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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百年中國 的。這個特徵使他們成為當時的道德楷模和精神領袖。任之恭回憶當年的經歷

時寫下了這樣的話bs：

首先，戰爭時期為保存高等教育而奮鬥的主要動機來自於中國傳統的對學

識的尊重，在以儒家為主的傳統中，中國學者被認為是社會中的道德領

袖，從某種程度上說，也是精神領袖，那麼，從這一觀點出發，戰時大學

代表I保存知識，不僅是「書本知識」，而且也是國家道德和精神價值的體

現。

西南聯大知識份子群是承擔了這種責任的。1941年國難當頭，國家經濟異常困

難，當時教育部規定，凡擔任行政工作的教授每人發給一筆「特別辦公費」，但

西南聯大的各院負責人不願因此而引起廣大教授不滿，聯名上書校方指出：「抗

戰以來，從事教育者無不艱苦備嘗⋯⋯十儒九丐，薪水尤低於輿臺，⋯⋯故雖啼

饑號寒，而不致因不均而滋怨。」bt表示拒絕領受這項特別補助，從中不難看出

他們身上深重的中國文化影響。王浩說：「我覺當時聯大有相當多的人在看事和

做人上兼備了中西文化的優點，彼此有一種暗合視為當然的價值標準。」ck

四　西南聯大知識份子群的生存空間

1949年前，對中國的大學教授而言，曾經有過一個較為寬闊的自由生活空

間。國民政府雖然對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做過種種限制，但作為教授生活的幾

個基本條件並未喪失。首先教授享有自由流動的權利，其次有思想自由、學術

自由。

所謂自由流動是一個較為寬泛的概念，這B主要指當時大學教授的主動選

擇。它包括：一，遷徙的自由（在國內外自由選擇居住地的權利）；二，擇業的

自由（在國內外自由選擇職業的權利）。這兩種選擇完全以個人意志為轉移，不

受任何限制。從歷史資料看，大學教授的這兩種權利是得到基本保障的。我統

計過北大、清華、南開、北師大在1949年前的一百位教授的自由流動情況，他

們當中平均自由流動三次，多的則達四五次。

自由流動的權利並非大學教授所獨有，我們之所以特別強調這個基本權利

對大學教授的重要性是因為：大學教授作為知識份子，在其謀生之外有關懷社

會價值的天然傾向，就是說，他們在謀生過程中同時承擔許多道義上的責任。

他們通過寫文章、辦報紙刊物、自由選擇黨派、隨意批評政府等行為來體現自

己的存在，這些特徵決定了大學教授是一個自主性極強的群體，其生存環境也

就具有相對的多變性。與其他階層相比，他們較難在一個固定的環境中長期生

活下去，這時候自由流動就成為他們生存的基本保證。一般人以為大學教授很

難合作，但這只是刻板的道德評價，由於這個群體具有較強的專業特徵，他們

傾向追求志趣、見識、水平的一致，所以選擇性也就較強，產生的矛盾亦較

多。但自由流動的權利使他們能在矛盾激化以前便主動作出選擇、迴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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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流動本是憲法中遷徙自由的具體化，它的實現與大學教授的經濟地位

直接相關。1949年以前，大學教授的經濟地位是較高的，我們從清華梅貽琦

就任校長後的一項規定就可看出。當時教授的收入為300-400元，最高可達到

500元，而且每位教授還可以有一幢新住宅；講師的工資為120-200元，助教為

80-140元，一般職員30-100元，工人9-25元cl。很顯然，教授工資（以最高為限）

是工人的20倍，我們如果不以階級的觀點，而從管理本身來看，這種差距是有

其合理性的，因為經濟地位的確立使自由流動成為可能，同時也激發了大學

教授鑽研學問的熱情，它亦使每一位大學教授能在不斷的流動中找到自己

最佳的工作環境。在這樣的過程中，從精神到物質，他們總能較長時間地保

持最佳狀態，多數人自覺固定下來的大學，通常是最心滿意足的。對大學來

說，自由流動的結果是將磨擦和矛盾減到最低程度，同時最大限度地保持教授

間的平靜與和諧，而自由流動又不斷打破這平靜與和諧，在流動中始終保持

活力。

在30年代，對大學教授而言，思想自由和學術自由最終體現在自己的思想

和學術成果能否以出版的形式被傳播。西南聯大時期，集中體現這種權利的是

教授的任何學術活動都不受政府干涉，在教授中先後辦有《當代評論》、《今日評

論》、《戰國策》這樣政治傾向明顯不同的時評周刊。對當時的學生來說，他們享

受了結社和出版的自由，在校園內以各種形式的壁報來表達自己的觀點，形成

了一個較為活躍的思想空間。在整個抗戰期間，西南聯大作為自由精神的堡

壘，自覺地抵制了國民黨試圖加給學校的思想控制。這種來源於西方的自由主

義價值觀念影響了西南聯大的學生，直到今天，在中國思想文化領域中，依然

能見到西南聯大知識份子群活動的身影。殷海光晚年談到自己的人生經歷，認

為主要「受五四的影響和五四後期的西南聯大的熏育」cm。他在西南聯大時，受

到金岳霖的賞識，這對他一生的思想具有決定作用。「他不僅是一位教邏輯和英

國經驗論的教授而已，並且是一個道德感極強烈的知識份子。昆明七年的教

誨，嚴峻的論斷，以及道德意識的呼吸，現在回想起來實在鑄造了我的性格和

思想生命。」cn王浩認為，對當時西南聯大自由民主的學風，只有身臨其境的人

才有最親切的感覺，因為那B不論年資權位、教師與教師之間、學生與學生之

間、師生之間，可以說「誰也不怕誰。當然每個成員因為品格和學識不等，會受

到別人的尊重或輕視，也有些人為了個人的複雜心理，作事對人不公正。但是

大體上開誠布公多於陰謀詭計，做人和做學問的風氣都是好的」co。余英時論

錢穆時曾說：「他承認30年代的中國學術界已醞釀出一種客觀的標準，可惜為戰

爭所毀，至今未能恢復。」cp實際上在西南聯大時期，這個「客觀的標準」還是存

在的，真正的消失是在1949年以後。

五　西南聯大知識份子群的精神狀態

《觀察》是一個政論周刊，它的編者儲安平是復旦大學教授，這一特點，決

定了這個刊物的基本作者隊伍。在《觀察》上發表主要文章的人，可以說都是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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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百年中國 時中國各著名大學的教授。在《觀察》封面上列名的78位「撰稿人」中，有26位是

西南聯大教授，約佔三分之一。她的實際作者還要超過這個比例cq。

在當時的中國，教授只是很少的一部分人，我們不能把它視作一個階層或

階級，而應當把它視為一個在經濟上相對有保障、在政治上有追求、在專業上

有固定方向的群體。這個群體帶有西方中產階級的性質，是我們通常所說的知

識份子的一部分。我在這B強調他們作為大學教授，而沒有籠統地以知識份子

相稱，那是因為在整個知識份子和各類人群中，大學教授最能獨立表達自己的

思想，很少受制於黨派利益制約。雖然當時在大學任教的教授有相當一批人分

屬於民盟、國社黨、青年黨等政治團體，但他們在論政的時候，多以個人身分

發言。張東蓀就多次說過：「本人向來在政治上苟有主張，總是獨往獨來，所以

雖隸屬於民盟，而所說的話卻是不代表民盟，讀者千萬不要誤會。」cr張東蓀在

上海光華大學任文學院院長時，每次校務會議上都要恭讀總理遺囑，他對此很

不高興，遂奪門而出，並聲言：「下次再讀遺囑，我就不來了。」可見張東蓀的

個性cs。曾經有一段時間，國民黨為了加強對西南聯大的控制，要求聯大的所有

負責人都加入國民黨，時任法商學院院長的陳序經聽了就敢說：「如果一定要我

參加國民黨，我就不做這個院長。」ct張奚若有一次參加國民參政會，他發言批

評國民黨的腐敗和蔣介石的獨裁，被蔣介石打斷說：「歡迎提意見，但別太刻

薄。」張一怒之下拂袖而去。下次開會時，他接到寄來的通知和路費，當即回一

電報：「無政可參，路費退回。」從此再不參加國民參政會了dk。

我這B�重介紹40年代大學教授的精神狀態，是想說明當時的大學教授在

骨子B是有真精神的，這種精神在抗戰勝利後曾一度高漲，只是在1949年以後

才減弱。這B有幾點值得我們注意：第一，在1949年以前，政治上的嚴酷並沒

有到不准民間報刊生存的地步；第二，大學教授在經濟上相對有保障；第三，

大學教授有遷徙的自由、擇業的自由、選擇加入任何一個黨派的自由、在政治

上有闡述自己觀點的自由。抗戰八年，大學教授的整個精神狀態足以成為中國

知識份子的楷模，西南聯大為典型代表。

1946年7月，西南聯大返回北方，分別重建清華、北大、南開大學。《觀察》

對西南聯大在抗戰中的表現給予了高度評價，在一篇很長的通訊中，它將西南

聯大的精神概括為：「民主傳統，寬容精神。」作為一個以大學教授為主要作者

的刊物，《觀察》對校園生活所表現出的興趣表明，在中國，大學是一塊集中了

新思想、有獨立精神的地方；相對中國社會的其他角落，這B有更多的民主傳

統、寬容精神，更為重要的是它肩負了領導青年思想的重任。儲安平辦《觀察》

的一個主要目的是希望給國家多培養一點自由思想的種子，這包括兩方面：首

先是在學識上要有西方的精神，其次在做人做事上既要有思想的力量，也要有

道德和修養。正是出於這樣的理想，《觀察》對大學教授和學生的生活從始至終

給予關注，從思想活動到生活就業等問題都有及時的反映。《觀察》對西南聯大

的精神推崇備至，這不僅完全符合儲安平一貫信奉的自由主義理想，更主要的

是，大學教授在國家面臨危亡的時刻所表現的吃苦、忍耐品格和理想主義精

神，在西南聯大中得到了完美的體現，這是自由主義精神結出的美麗花朵。

在整個抗戰期間，以「聯合」為名的大學為數不少，但大多是聯而不合，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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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幾年便不歡而散了，只有由北大、清華、南開組成的西南聯大，能維持九年

之久，而三校更在這九年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誼，並奠定了長期合作的基礎。《觀察》

認為，西南聯大的成功「不能不歸功於教授先生的高超德行，三校傳統上的寬容

精神和三位特出的校長」dl。而這一切都與西南聯大教授的整個教育背景有關，

他們多數是出於清華、北大而留學歐美又紮根於母校之中的，這是自由主義精神

的成功典範。《觀察》對西南聯大的成功有非常詳細的分析，我們不妨F述如下。

有派系而無派系之爭。在一般的學校中，不斷地鬧派系之爭，但這種情形

卻很少在西南聯大發生。這並不是說西南聯大沒有派系。在聯大，正如在任何

學校一樣，教授們因政治、思想、年齡、工作、學科的不同，也自然而然地形

成若干團體，但這些派系都不在學校行政上有甚麼爭奪。因為聯大的教授大都

是學有專長，他們的全部精力放在研究的工作上，自然就沒有空閒去管學校行

政，因此就更不會有甚麼派別之爭了。當然，凡是學校行政上發生了甚麼錯

誤，總會有人作坦白的批評，務必做到錯誤被糾正過來。由於他們的學問與人

格，彼此的意見雖有不同，但總是為了學術的緣故而相互合作。

容忍和民主造成和諧。他們所以能在一起合作的另一個重要因素，就是北

大、清華和南開三校的寬容精神，是聯大這座被稱為「民主堡壘」或「自由堡壘」

的「中心」精神。因為如果沒有容忍精神，則少數不肯服從多數，多數不肯尊重

少數，那就只有黨爭和暴政而不會有民主與自由。北大、清華、南開都以寬容

精神見稱。例如蔡元培先生出掌北大期間，教授群中可以有無政府主義者、共

產主義者、國民黨人等革命份子、也有保皇份子，正因有這種容忍精神才能夠

「教授治校」。例如清華，重要的問題都由評議會決定，而評議會則有過半數的

評議員是由教授選舉出來的。只有實行容忍的精神，才能使三校聯合九年而合

作無間。

各黨各派，兼收並蓄。聯大容忍精神的最佳表現，就是它包容了各黨各派

的教授與學生，雖然不能完全指出誰是那一黨那一派，但在聯大校園內，就有

共產黨、第三黨、民主同盟、民主社會黨、中立派、國民黨、三青團和國家主

義等黨派的教授與學生。教授方面：在屬於左派政黨的教授中，有聞一多和

曾昭掄等先生；屬於民主社會黨的有潘光旦和費孝通等先生；沒有黨派而批評

政府的有張奚若和陳序經等先生；比較中立而對政府常有意見的有陳岱孫和

王贛愚等先生；屬於國民黨反對派的有錢端升等先生；屬於國民黨批評派的有

周炳琳、楊振聲等先生；國民黨開明份子有馮友蘭和雷海宗等先生；三青團的

姚從吾和陳雪屏等先生⋯⋯。在這許多教授中，有一可喜的事，就是沒有頑固

派份子。不過如果有極左或極右的人，聯大也必能包容而不加排斥。正因如

此，才可以使許多人在一起而沒有糾紛dm。

此外，考察大學教授對學潮的看法，是了解他們精神狀態的另一重要標

誌。西南聯大教授對學潮不僅採取同情和理解的態度，而且敢於公開表達對政

府鎮壓學潮的不滿情緒。他們通常是先在校園內勸阻學生；其次是以宣言、文

章等形式奉勸政府理解學生的行為，改善自己的統治。在學潮勢不可擋的時

候，他們有部分人甚至參與學生的遊行行列。我們如果留意教授在學潮中的表

現就會發覺，他們對自己的行為沒有甚麼恐懼感，總是敢於路見不平，以言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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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百年中國 助的。在對學生的態度中，他們從不隱瞞自己的觀點，講的都是真心話和心B

話。他們的整個精神處於一種蓬勃向上的狀態。他們雖然有自己遠離政治的專

業，但對國家的前途同樣抱有強烈的責任感，而且他們有說話的權利。當時由

於有民間報刊這一主要言論渠道，所以教授對時政的所有看法都能及時傳達出

去；另外整個大學之間對於教授的評聘有較為嚴格的學術標準，這使獲得教授

資格的學者具有充足的自信來呼籲公正、主持正義。在40年代，作為一種獨立

的社會力量，他們在公眾心目中代表�公正和良知。他們當時最大的特點是在

批評和抗議政府的不合理方面有整體力量，絕不是個別獨立地去抗爭，而是團

結一致。那時的大學教授，只要覺得政府作出的決定不合理，馬上就可以聯名

發表宣言表示抗議。西南聯大時期，大學教授聯名簽署的聲明、宣言有四個非

常明顯的特點：第一，以西方的法制為立論的基本前提；第二，一切以公眾利

益為最高原則；第三，一切為國家走上健康的民主政治之途努力；第四，他們

所關心的問題決不圍繞個人，而是以公理為尺度。

六　西南聯大知識份子群的衰落

西南聯大知識份子群從1949年後開始衰落。他們在這一巨大的歷史轉折關

頭多選擇留在大陸，這種選擇與他們曾經擁有的價值觀念之間出現了巨大差

距，這是困擾許多中國現代思想史研究者的問題。本世紀50年代初期，政府對

知識份子，特別是受過西方教育的自由主義知識份子進行思想改造，強迫他們

放棄原有的價值觀念，當時幾乎所有在高校的自由主義知識份子都被送去「革命

大學」洗腦筋。如果說初期的思想改造運動還僅是新政權試圖以學習的方式，在

短時間內強迫他們接受馬列主義的話，那麼1952年進行的高等院校院系調整，

卻從結構和體制上將西南聯大知識份子群根本打散了。西南聯大知識份子群的

主體是出身清華的留美學生，但在這次院系調整中，清華受的打擊最大。這所

有自由精神和獨特學術傳統的綜合大學，被強行改成工科大學，使原來充滿活

力的人文環境失去活力，這個群體中的許多知識份子離開了大學而進入了受政

府控制的社科院系統。隨�自由流動權利的逐步喪失，幾乎所有的知識份子都

被固定在單位中。同人報刊在很短的時間內消失，使知識份子表達思想的基本

方式完全被納入固定的意識形態中。朱光潛本來對自由主義價值觀是很嚮往

的，在1947年《觀察》周刊爭論「自由主義往何處去」時，他也參加過論戰，並指

出自由主義者不屬於一個政黨，只體現一個中立的超然態度。朱光潛認為，既

然為自由主義知識份子，就不應該有組織。因為有組織就得遵守共同的信仰和

紀律，因而難免「黨同伐異」、「阿其所好」，這與自由主義的精神是背離的。他

認為任何一個政黨，都不應黨仇視自由份子。他寫到dn：

我敢說在30年乃至50年的未來，中國真正的民意還要藉社會上少數優秀自

由份子去形成、去表現。假使這一部分人被逼得終歸於沒落，民主政治的

前途恐怕更渺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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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這位朱光潛，在1949年後，作為北京大學西語系的主任，很快就發現自己

不適於作領導工作，多次向校務委員會主任湯用彤辭職。但這也逃不過很快到

來的知識份子改造運動。在這次運動中，朱光潛依然成為北京大學的重點批判

對象。後來朱光潛認真研究過馬列，並在1951年翻譯出版了路易．哈拉普用馬

克思主義觀點探討藝術問題的《藝術的社會根源》do。按說朱光潛該是一位被改

造過的學者，但在1980年以後，朱光潛首次著文為沈從文鳴不平dp，並對自己在

《西方美學史》中不敢提叔本華和尼采表示強烈自責，認為「這是由於我的顧慮、

膽怯、不誠實」dq。由朱光潛的經歷中，我們可以看出自由主義知識份子在高壓

下的心態。馮友蘭、金岳霖、賀麟等相當一批西南聯大知識份子都有相似的經

歷。50年代初，他們都曾努力否定自己的過去，以適應新的環境，但最終都未

能免於被批判的命運。晚年又都對當年的自我否定表示反省。金岳霖晚年曾

說：「在解放前，我沒有搞過甚麼政治，那時我似乎有自知之明。我在解放後是

不是失去這個自知之明呢⋯⋯。」dr話雖婉轉，但不難感到對自我否定的反省。

由批判電影《武訓傳》到批評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最終目標指向以胡適

為代表的自由主義知識份子，在大規模的批判胡適在思想文化領域B的資產階

級唯心主義鬥爭中，試圖將西方的影響掃除乾淨，同時構造知識份子「原罪」論

的神話，讓知識份子從靈魂深處否定自己過去所受的教育。1957年反右運動的

到來，終於導致西南聯大知識份子群的徹底衰落。在這次運動中，中國民主同

盟從中央到各地的主要負責人幾乎無一倖免，而民盟又與西南聯大有較密切的

關係。1942年底，民盟宣傳部長羅隆基到昆明建立地方組織，羅隆基和周新民

等人將西南聯大許多教授如聞一多、吳日含、潘光旦、費孝通等吸收入民盟。這

樣到了1957年，西南聯大知識份子自然也就在劫難逃。毛澤東曾說過：「原本想

用民主黨派、民主人士的力量，幫助整黨。想不到他們這樣不可靠，最壞是民

主同盟，他們是男盜女娼。」ds1957年以後，西南聯大知識份子群中被打成右派

的比例很高，從此作為二十世紀前半葉中國知識份子縮影的西南聯大知識份子

群體，再也未能恢復元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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