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15年，上海誕生了開一代風

氣的雜誌《新青年》（初名《青年雜

誌》），也誕生了繼承《新青年》之志的

思想家顧準。顧準還在咿呀學語之

時，陳獨秀和他的朋友們已經向封建

禮教展開了猛烈抨擊。顧準小陳獨秀

36歲，他19歲時在上海成立自發的馬

克思主義小組並進而參加黨組織時，

陳獨秀已因參加托派活動被開除黨

籍，後被拘押在國民黨的監獄中。顧

準當然知道陳獨秀，陳獨秀大概不會

知道顧準，他們也不大可能見過面。

有友人認為我把陳獨秀與顧準加

以比較不甚相宜，這見解有道理。陳

獨秀曾指揮過千軍萬馬，創造過輝

煌，顧準則無此業績；反之，後死的

顧準對某些問題的探索，陳獨秀也未

及見。但我認為，後人是可以把凡在

歷史上留下爪痕的人聯繫評說的，而

把陳獨秀和顧準略作比較饒有意思，

更何況他們追求真理的執Ð精神相

同，追求的目標也大體一致。《顧準

文集》中連陳獨秀的名字也沒出現

過，但該書寫道：「若無歐風東漸，

五四運動何能掀起，孔子怎能打得

倒？科學與民主我們還是太少」，「五

四的事業要有志之士來繼承」1。可見

顧準對陳獨秀發動和領導五四新文化

運動的劃時代意義有Ð最充分的認

識，他還勇敢的繼承開拓，　志而

亡。

陳獨秀和顧準都是淵博的，甚至

可以說是學貫中西。顧準對西方思想

史的研究可能比陳獨秀更精細，但對

中國思想文化的研究則可能不如陳獨

秀，這是因為他們所處的時代不同，

比如陳獨秀曾參加科舉，而顧準出生

時科舉制度已經消亡。他們為追求真

理，不惜身家性命，惟其如此，他們

的後半生都艱難坎坷；五十多年前陳

獨秀在四川江津，二十多年前顧準在

北京，都死得十分淒涼。他們都在前

人和同時代人創造的思想學說基礎

上，為現實、為未來不倦地進行探

索。陳獨秀多側重於現實論爭，顧準

則多側重於各種理論的比較疏理和

判斷；陳獨秀政治味濃一些，顧準

則多一些學術氣。他們都尊重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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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陳獨秀與顧準 147威，但又不迷信權威；他們都敢於提

出自己的創見，特別在政治權威與

理論權威二而一的情況下，他們的

膽識都是非凡的。

陳獨秀和顧準都是中國傳統思想

的嚴厲批判者，都主張打倒孔子這個

偶像。五四時代陳獨秀激言暢論：

「『孔教』本失靈之偶像，過去之化

石」，「對於與此新社會新國家新信仰

不可相容之孔教，不可不有徹底之覺

悟，猛勇之決心；否則不塞不流，不

止不行」，「應毀全國已有之孔廟而罷

其祀」2。這在80年前是多麼急進的言

論，讚賞者不少，反對者更多。「毀

孔子廟罷其祀」竟成了北大校園內的

著名詩句。陳獨秀絕非危言聳聽，而

是對孔教之核心禮教，對三綱五常詳

加剖析，指出宋儒與孔子之學相通而

不同。他認為，孔子之道絕不適合現

代生活，絕不適合世界潮流，其存廢

早當解決。「儒術孔道，非無優點，

而缺點則正多。⋯⋯此不攻破，吾國

之政治、法律、社會道德，俱無由出

黑暗而入光明。」半個世紀後顧準分

析了孔子學說與宋儒（以朱熹為代表）

的區別，進而指出，「孔子這個偶像

應該打倒」，「中國思想是貧乏的」，

「只有道德訓條」，「除了倫常禮教，

沒有學問」，「中國的傳統思想，⋯⋯

產生不出科學與民主來。⋯⋯直到現

在⋯⋯還是中國人身上的歷史重

擔」。陳獨秀撰文時，天壇祭孔的醜

劇剛剛收場，定孔教為國教並載入憲

法的輿論甚囂塵上，他才特別辨明把

一種教義（或學說）載入憲法之種種不

妥，世界上各國憲章也無此先例。面

對Ð尊孔復古的逆流，他持論異常激

烈。顧準之論似較和平，實則深刻，

他撰文時造神空氣正瀰漫中國，至於

中國傳統思想滲透社會生活的各個方

面，他更身受目睹。陳、顧都主張打

倒孔子這個偶像，嚴厲批判中國的傳

統思想，雖然時差有半個世紀，但都

有極強的針對性，都是從中國當時的

現實出發的。

有趣的是，他們對歷代不少知識

份子所津津樂道的老莊思想都加以痛

斥。陳獨秀寫道：「鑄成這腐敗墮落

的國民性之最大原因，就是老、莊以

來虛無思想及放任主義。」「我們中國

學術文化不發達，就壞在老子以來虛

無的個人主義及任自然主義。現在我

們萬萬不可再提議這些來遺害青年

了。因為虛無的個人主義及任自然主

義，非把社會回轉到原人時代不可實

現⋯⋯都叫我們空想、頹唐、紊亂、

墮落、反古。」3他對老莊思想深惡痛

絕。半個世紀後顧準寫道：「老莊一

派的思想，在中國思想史上的作用是

怎麼樣也不能忽視的。它從『道』的不

可測，直接轉向虛無思想。」「《老子》

全書，決不是一在野的聖人探索自然

的奧秘（規律），或者人怎樣達於至善

的哲學，它是不折不扣的政治哲學，

統治哲學。」「他的清靜無為，是一種

在政治、經濟、技術、文化、科學、

藝術上力求保持現成狀態，甚至主張

倒退，不求進步，不求創新，不主張

與天鬥與地鬥，以爭奪人類更美好生

活的保守主義或倒退主義。」「從歷史

進步的觀點來說，都是開倒車的，反

動的」，這「正是我們兩千年來停滯不

前的原因所在」，「是一個值得大聲疾

呼的根本問題」。

他們對老莊思想的批判，連用詞

和語氣都很相似。這是毫不奇怪的，

因為他們都是積極的入世者，以人類

社會發展為己任，生命不息，追求不

止，不論遇甚麼樣的厄運逆境，絕不

會頹唐，也絕不會隱遁。所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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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 隨筆．觀察 是，陳獨秀言簡意賅，直搏核心，顧

準則分條析理，層層剝皮，擊中要

害。

陳獨秀和顧準都推重西方文明。

顧準坦誠直言：「我是一個『傾心』西

方文明的人，我總有以西方為標準來

評論中國的傾向，所以老是說要讀點

西方史。」他研究西方歷史下了笨功

夫，「打算用十年時間，通盤比較徹

底研究（先是）西方，（然後是）中國的

歷史，並在進行比較研究的基礎上，

達成他對歷史末來的『探索』」。他用

兩個多月時間寫出的一份筆記《希臘

城邦制度》，是他10年研究計劃的開

始，剛開始他就病故了，筆記於是成

為他未完成的作品。然而在中國關於

希臘歷史和思想的著作中，他這本小

書是很有價值的。陳獨秀也常把東西

方文明對比研究，他可能是中國東西

方文明比較研究方面的開先河者，80年

前他盛讚西方文明和法蘭西文明那些

激越的語言至今還言猶在耳。值得注

意的是，無論是陳獨秀還是顧準，他

們所推崇的西方文明的重點之一，都

是馬克思主義。他們何以推崇西方文

明而貶斥本土文明？他們是不是數典

忘祖？我們似不能如此說。大體說

來，他們認為東方文化所陶冶出來的

精神狀態令他們灰心喪氣。對此，顧

準說：「有一種個人主義中國很少

見：像布魯諾那樣寧肯燒死在火刑柱

上不願放棄太陽中心說；像宗教戰爭

或異教迫害中的殉道；像生命可以不

必要，航海卻不可不去的冒險精神；

像近代資本主義先鋒的清教徒那樣，

把賺錢、節約、積累看作在行上帝的

道；最後，像馬克思認為是共產主義

的基本標幟——每個人都能夠『自我

實現』（原話是『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

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的那種個

人主義。」陳獨秀在80年前寫了一篇

〈東西民族思想之差異〉，略謂：「西

洋民族以戰爭為本位，東洋民族以安

息為本位。」「西洋民族以個人為本

位，東洋民族以家族為本位。」「西洋

民族以法治為本位，以實利為本位；

東洋民族以感情為本位，以虛文為本

位。」這都是他們痛感兩千多年來中

國停滯不前，近代又倍受凌辱的歷史

而發出的感慨。八十多年前的說法是

改造國民性，現在的說法是提高人民

的整體素質。

再來看一看他們的真理觀。陳、

顧都不贊成有甚麼放諸四海而皆準的

普遍真理。陳獨秀說：「本來沒有推

之萬世而皆準的真理」，「馬克思主義

永遠不是教條」。「除了牽強、附會、

迷信，世界上定沒有萬世師表的聖

人、推諸萬事而皆準的制度和包醫百

病的學說這三件東西。」「我們盡可前

無古人，卻不可後無來者；我們固然

希望我們勝過我們的父親，我們更希

望我們不如我們的兒子。」顧準說：

「現代邏輯學，承認判斷總是出於經

驗的概括。經驗的概括，總只有或然

的性質，而不是絕對肯定的。」「說

『真理是絕對的』或『能夠是絕對的』這

個判斷難於成立⋯⋯它沒有得到過任

何經驗的證實。」正因為「一切斷判都

得歸納，歸納所得的結論都是相對

的」，因此真理只能是相對的，人的

思維不可能具有至上性。

特別值得說一說的是，顧準對馬

克思、恩格斯、列寧以及他們前代、

同代、後代的哲學家、思想家的諸種

學說進行精細縝密的研究和比較後，

對辯證唯物主義既提出了哲學的質問

也提出了科學的質問。他認為沒有甚

麼人、甚麼方法可以發現絕對的、普

遍的規律，他認為辯證法是革命的但



談陳獨秀與顧準 149不是科學的。他問道：「質量互變，

矛盾統一，否定之否定，這三個辯證

法規律，是可以用經驗來驗證的

嗎？」他進而說：「假如近代科學死守

住辯證法三規律，它老早停滯不進

了。」他認為，「馬克思按其本性是唯

理主義的。革命的理想主義者不能不

是唯理主義者。⋯⋯唯理主義者不得

不是神學家」。顧準對馬克思是非常

崇敬的，他說馬克思「要克服異化而

又反對僧院共產主義、斯巴達平等主

義，這是非常非常高的理想，是一種

只能在人類世世代代的鬥爭中無窮盡

的試驗與反覆中逐步接近的理想。馬

克思的學生中未必有幾個人能夠懂得

這一點。」「每當大革命時期，飄揚的

旗幟是不可少的。所以，理想主義雖

然不是科學，它的出現，它起作用，

卻是科學的。」「今天當人們以烈士的

名義，把革命的理想主義轉變成保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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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為反對這種專制主義而奮鬥到

底！」顧準認為，馬克思和恩格斯的

著作都寫成於一百多年以前，後生小

子的他，「提出一些問題加以探討，

馬克思和恩格斯如地下有知，必定也

會讚許」。

顧準對馬克思、恩格斯、列寧以

及斯大林的多種著作中的許多問題都

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包括辯證唯物主

義這個最根本的問題。他提出的這些

問題都有待進一步研究和探討，而絕

對不應該被忽視。

陳獨秀與顧準都堅定的信仰和推

崇民主與科學，至死不渝。五四時

期，為了回答對《新青年》的種種責

難，陳獨秀寫了一篇著名的文章〈《新

青年》罪案之答辯書〉，他在文中寫

道：「西洋人因為擁護德、賽兩先生

（即民主與科學——引者），鬧出了多

少事，流出了多少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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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因為擁護這

兩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壓迫，社會的

攻擊笑罵，就是斷頭流血，都不推

辭。」二十多年以後，即陳獨秀逝世

前，他仍在反覆思索Ð這個問題：

「科學，近代民主制，社會主義，乃

近代人類社會三大天才的發現，至可

寶貴；不幸十月以來，輕率的把民主

制和資產階級統治一同推翻，以獨裁

代替了民主，民主的基本內容被推翻

所謂『無產階級民主』『大眾民主』只是

一些無實際內容的空洞名詞，一種抵

制資產階級民主的門面語而已。」陳

獨秀晚年議論較多的還是民主與專政

問題。他說：「應該毫無成見的領悟

蘇俄二十餘年來的教訓，科學的而非

宗教的重新估計布爾雪維克的理論及

其領袖之價值，不能一切歸罪於史大

林，例如無產階級政權下民主制的問

題。」「民主主義是自從人類發生政治

組織，以至政治消滅之間，各時代

（希臘、羅馬、近代以至將來）多數階

級的人民反抗少數特權之旗幟。『無

產階級民主』不是一個空洞的名詞，

其基本內容也和資產階級民主同樣要

求一切公民都有集會、結社、言論、

出版、罷工之自由。特別重要的是反

對黨派之自由，沒有這些，議會或蘇

維埃同樣一文不值。」這是陳獨秀思

索蘇聯建立無產階級政權後二十多年

的經驗，特別是後十年的教訓，尤其

是斯大林實行個人獨裁大興冤獄之種

種後得出的認識。顧準則是面對Ð



150 隨筆．觀察 「十年浩劫」思索這些問題的，他詳細

考察論述了民主思想、民主制度發生

發展的歷史，他認為主權在民的直接

民主制，只能產生在希臘城邦那種特

殊的歷史條件下，後來在廣土眾民的

世界各國中只能實行間接民主制。

「直接民主的口號是人民當家作主。

可是希臘歷史上留下來的還是一些英

雄。『人民當家作主』其實是一句空

話。」所以，「不要奢求人民當家作

主，而是考慮怎樣才能使人民對於作

為經濟集中表現的政治的影響力量發

展到最可能充分的程度。既然權威是

不可少的，行政權是必要的，問題在

於防止行政權發展成為皇權。唯一行

得通的辦法，是使行政權不得成為獨

佔的，有人在旁邊『覬覦』的，而且這

種『覬覦』是合法的」。「民主不過是方

法，根本的前提是進步。唯有看到權

威主義會扼殺進步，權威主義是和科

學精神水火不相容的，民主才是必

須採用的方法。」顧準同陳獨秀一

樣，主張允許反對黨的存在。他說：

「唯有存在一個政治上的反對黨的時

候，才會有真正的批評與自我批評。

五十六年蘇聯的歷史，二十四年中國

的歷史，難道還沒有充分證明這一

點？」我國實行的是共產黨領導下的

多黨合作制，這也是政治民主化進程

中的一種實踐和試驗。

今天，「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

的口號提出來了，政治民主化問題也

已開始引起重視並提上日程，陳獨秀

和顧準的主張終於在一定程度上被政

治家們逐漸接受。

陳獨秀和顧準都曾經是馬列主義

的忠誠信仰者，腳踏實地的革命者，

同時又是淵博的學者。中國共產黨歷

史上諸領袖人物中，陳獨秀是在人文

科學方面的佼佼者之一，顧準是後起

的共產黨理論家中最博識者之一。他

們都沒有為自己留下甚麼金錢財產之

類的東西，卻捨生忘死參加革命，堅

忍不拔地進行理論追求和學術研究，

九死不悔畢其一生，都是為了中國的

發展、人類的明天。他們如此光彩的

人格更值得崇敬。

1994年，顧準的遺著、他未完成

的著作《顧準文集》出版。1995年，陳

獨秀的遺著，也是他未完成的著作

《小學識字教本》，經過半個世紀的風

風雨雨艱難曲折，終於由巴蜀書社出

版。這是一部文字學專著，專家嚴學

窘教授認為此書有許多真知灼見，足

以證明陳獨秀是「我國近代語言學史

上傑出的語言學家」。

有人說，陳學（陳獨秀研究）即將

形成；而《顧準文集》出版後，亦好評

如潮，在北京的購書榜上居高不下。

這些都多麼令人欣喜呀！

註釋
1 　文中凡引顧準的話均見《顧準

文集》（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

1994）。

2　文中引陳獨秀的話，凡未註明出

處的均見任建樹、張統模、吳信忠

編：《陳獨秀著作選》，一、二卷（上

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3 　《陳獨秀文章選編》，中冊

（香港：交流圖書公司，1 9 9 0），

頁66。

靳樹鵬　中國現代文化學會陳獨秀研

究會理事，現職吉林省建設廳村鎮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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