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　言

一位論者寫道：「現代社會對歷史的認知已經一邊倒地為民族國家所框

限。」1五四的世界空間感不為史家所重視，或許與此不無關係。對五四的各種

V述都強調，五四思想與關心民族救亡有深刻聯繫，但需要補充的是，關心民

族救亡與信奉民族主義意識形態是兩件非常不同的事情。

本文的主題是，五四高潮期即1919年前後的時期，主流思想曾一度為世界

主義觀念所滲透，強調全球事態已一體化的世界整體觀念也極有影響。這兩者

的辯證交織，構成了五四高潮期的一個思想基調，並且深刻地捲入了激進主流

對中國問題的界定過程。伴隨¬傳統天道秩序觀念的解體，近代轉型期思想的

根本內容就是選擇新的秩序框架。它們可以是地方區域（例如省自治、聯省自

治，包括毛澤東1920年的「湖南共和國」構想），可以是民族國家，可以是亞洲、

黃種一類，也可以是世界整體、國際運動。這些不同空間在具體思想中往往形

成複雜多樣的結合。在五四高潮期，正是立足全球的空間界定，參與了這段時

期思想的激進化。

我想通過這一案例強調1919年本身的思想史意義。以往無論是大陸傳統的

五四V事，還是自由主義的五四V事，實際都是將1919年界定為「新舊交替」的

思想過渡期，1919年沒有屬於自己的思想形象。然而，只要正視1919年，就會

發現，一方面，先前的新文化主題這時已被深刻地改造，形成若干有持久影響

的新理念2；另一方面，1920年春以後，部分激進人士的共產主義選擇也只有通

過正視1919年才能得到富有歷史感的說明3。事實上，五四的世界概念主要就是

1919年泛社會主義思潮這一脈絡A的內容，本文對這一方面的考察，便已可以顯

示1919年的若干思想史特色。

我將重點指證：（1）五四高潮期激進思維轉向對「社會問題」和經濟力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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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使得世界空間觀念獲得了空前的充實與激進性；（2）從全球空間視角產生

了對中國問題的新界定，這反過來意味¬世界概念成為一種關於全球資本主義

等級秩序的結構性概念；（3）在共產主義者論辯自己選擇的「社會主義論戰」中，

世界結構概念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社會」視野*的空間

從思想史的角度觀察，自清末以來，世界主義與世界整體觀念雖然一直在

思想格局A佔有一席之地，但1919年前後主流激進思想已發生社會主義轉向，

為世界概念提供了新的強大資源，使之變得既鮮明具體又高度激進化。這種同

時對各種無政府主義和社會主義流派感興趣的社會主義轉向，是多種因素交互

作用的結果，其歷史含義也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標誌是主流問題意識發

生巨變，從關注國家政治一變而為以「社會」為根本問題4。社會主義思想進入

主流的歷史脈絡，表現為對整個社會的不平等的強烈敏感，對各種群體在總體

結構中位置高下懸殊的強烈敏感。在這種感覺支配下，整個社會結構便成了「問

題」。這種感覺在1917年已露出端倪5，而無政府主義思想大行其道使問題更加

鮮明，它抓住「勞動」，將「社會問題」構造為一種兩極對立6。1918年3月創刊的

《勞動》寫道：

方今「勞動問題」日縈繞於歐美政治家頭腦，日喧聒於全世界人士之耳膜，

問題者何？階級戰爭也。不耕不作而幸福美滿者為一級，上焉者也；勤耕

苦作而果厄顛連者為一級，下焉者也。不平斯爭，問題起矣。

文中宣布，要「明社會問題之真相，促進我國勞動者與世界勞動者一致解決社會

問題」7，到1919年，這種感覺已瀰漫於主流思想。

對思想主流來說，這A的問題意識的確是全新的，與先前的政治視野不

同，在清末以來「群與群爭，種與種爭」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視野A，焦點問題就

是通過民主政制塑造公民身分和實現民族凝聚，以達致建構民族國家的目的。

即便是注重文化變革的新文化運動，內容與歸宿也依然籠罩在政治關懷之中8。

然而，現在視野已由「政治」變為「社會」，焦點問題不再是種群衰弱，而是種種

類型的不平等了：「我們如果會看破現社會的組織是和最大多數的福利相衝突，

現社會的生活是犧牲大多數去逞少數人私欲的生活，是不平等的事，一定要找

個較好的社會來代替。」9在這種「看破」面前，「社會」不再為「民族」的形象所

覆蓋，而是直接顯示為一個縱橫交錯的強權結構。這一視野並未將民族救亡與

共和政治問題拋到一邊，但通過新的界定，它們已是作為民族不平等、政治權

力不平等而成為種種不平等的一部分，涵義非常不同了。

我想強調，這種問題意識的巨大轉換，意味¬空間概念的巨大轉換。從世

界體系分析問題的論者指出，現代化理論對空間關係的漠視（即對一社會中各群

體結構位置不同的漠視，對全球中心—邊緣結構的漠視），意味¬對決定這些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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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百年中國 異的不平等權力的漠視bk。而五四對強權無所不在的體驗，在疏離民族國家話語

的同時，自然也就在喚起對空間關係的敏感。社會達爾文主義原本就以種族、

民族為當然的最高單位bl，嚴復「群與群爭，種與種爭」的詮釋使這一觀念更加

強化，然而，現在社會達爾文主義本身遭到了質疑。在1919年，克魯泡特金的

「互助論」成為主流論題絕非偶然，它自稱的生物學依據，使社會達爾文主義的

科學權威性遭到質疑，從而瓦解了國家政治主題的基本視野。依據「互助」思

想，小組織大聯合成為當時社會烏托邦構想的基本思路。

社會主義思潮將「社會問題」進一步聚焦為「勞資問題」，聚焦為「資本主義」

與「社會主義」的對立。與此相應，有關「階級」和「階級鬥爭」的論述，構造出全

球性的兩極對立，更使得民族國家話語顯得不¬邊際。在《新潮》A，這還是溫

和的：「不獨弱小的民族，弱小的國家，對於強大的民族，強大的國家，要求解

放，即弱小的階級，對於強大的階級，也有要求解放的運動。」bm到了李大釗，

問題與世界空間的聯繫就極其鮮明了bn：

從今以後，生產制度起一種絕大的變動，勞工階級要聯合他們全世界的同

胞，作一個合理的生產者的結合，去打破國界，打倒全世界資本的階

級⋯⋯這個新紀元是世界革命的新紀元，是人類覺醒的新紀元。

尤有甚者，由於無政府主義思想的影響，國家已成為直接的攻擊目標，「世

界主義」本身就成為當時流行的口號。幾乎一切現存制度，都被從是否產生壓

迫、分裂人類的角度予以衡量，而人類的希望只能是徹底重建社會。在這樣的

視野A，國家是應予否定的強權，民族是分隔人類的藩籬，諸如建立共和體

制、處理個人與國家的關

係等等，都已不再成為需

要認真對待的事情。五四

高潮期的典型態度是，在

個人與人類之間的一切劃

分都應予質疑。用李大釗

的話來說，就是「我們現

在所要求的，是個解放自

由的我，和一個人人相愛

的世界。介在我與世界中

間的家國、階級、族界，

都是進化的阻障、生活的

煩累」bo。在五四高潮期的

報刊上，這樣的表達可說

是數不勝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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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世界正在根本轉型

的門檻上的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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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尋常bp。到1919年，世界革命更成了眼前活生生的圖景。「時機到了！世界的

大潮捲得更急了！」「人類解放期就在目前了！」報刊大量刊載各國革命和騷亂的

消息，塑造出一種世界正在根本轉型的門檻上的氛圍。五四事件中學生運動與

工人運動的突起，更顯得中國也在融入世界大轉型的巨流。新興的「社會」視野

恰好與這種圖景相輔相成，前者為後者提供概念詮釋，後者為前者提供經驗內

容，全球空間的一體性從未像此時這樣地栩栩如生。

從這樣的歷史脈絡看下來便不難理解，與自由主義在國家、社會的相互

關係A界定「社會」不同，激進思想何以要近於偏執地將「國家」與「社會」對立起

來。例如，陳獨秀在1919年底就宣稱，「近代思潮」是「國家的」，而「最近代思

潮」是「社會的而非國家的」bq。既然「社會問題」是「世界公同之一問題」，歷史

的脈動就已經無法在單個國家的空間A把握，對「社會改造」的巨流而言，有首

要意義的單位只能是「世界」本身。

經濟力量與世界一體化

除了對「社會」的發現外，還有一個特別的因素促進了世界空間感的崛起，

這就是主流激進思想對經濟力量的體認。如許多論者所述，1919年的社會主義

思潮是籠統混雜的，人們大都不關心各種主義自身的內在邏輯，而是對它們的

思想成分進行¬各種拆解與組合。在解決「社會問題」的方案上，無政府主義、

工團主義、基爾特社會主義等讓人眼花繚亂，但它們對「社會問題」的分析卻比

較單薄，在這方面，馬克思理論一開始就被承認佔有優勢。人們普遍認為馬克

思學說有力地分析了社會問題，只是其在解決問題的方法上主張系統地運用階

級鬥爭的手段過於激烈，應實行其他的解決辦法。甚至李大釗也建議用克魯泡

特金的互助論來補充其不足。由此，無論解決方案上的「主義」如何眾多，馬克

思在社會分析方面倒是有普遍影響br。

十月革命使中國重視馬克思，但1919年人們了解馬克思學說的主要資源卻

來自考茨基、河上肇等。在他們的解說下，人們最感啟發的是馬克思對社會之

經濟基礎的強調。事實上，從1919年初到1920年春，馬克思的基本形象就是「經

濟學家」、「社會主義經濟學的鼻祖」，馬克思主義則是「開創了經濟科學的新時

代」，是關於歷史與社會的經濟理論。由於遠未把握馬克思理論的辯證特質與複

雜論式，也不能重視其作為一種社會革命理論的潛能，人們便對馬克思理論作

近乎經濟主義與決定論的解釋，視其為「經濟史觀」、「經濟定命說」或「社會組

織進化說」bs。

雖然將學說簡單化了，但這種歷史決定論理解卻空前地突出了經濟力量，

對「社會」概念的界定作了質的充實。「經濟」的發現，賦予「社會」前所未有的總

體性，使之成為一個整全的「社會形態」，並且依靠自身內部的發展動力歷史地

演進。在這種總體性背景上，強調貧富、勞資、婦女等等問題就不再是事實的

直觀，而是具有了厚重的歷史感；各種問題也不再只是壓迫、強權的一堆表

現，而是結構性地相互關聯。

儘管在解決「社會問

題」的方案上，無政府

主義、工團主義、基

爾特社會主義等讓人

眼花繚亂，但它們對

「社會問題」的分析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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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百年中國 「社會問題」經歷史決定論的如此改造，本身就更揭示了局限於國家本位把

握不住問題的實質。但這還是間接的，在直接意義上，「經濟史觀」就為立足全

球提供了支持。民族主義論述總是當然地預設，民族與民族國家是天經地義的

存在，但現在它們卻被認為是社會發展到特定歷史階段的暫時現象；民族國家

的形象原是全體國民賴以託命的共同體，而現在卻被解釋為經濟力量的產物、

社會分裂的結果，甚至是階級統治的工具。儘管世界主義觀念早就宣稱「國家主

義」已經過時，但將一個被認為超越歷史的神聖存在徹底地歷史化，顯然更具有

釜底抽薪的力量。在這樣的歷史必然性脈絡A，《共產黨宣言》的名言「工人無祖

國」就不大像是對主張的宣告，反倒像是對事實的陳述了。值得強調的是，上述

論旨只是馬克思唯物史觀邏輯蘊含的推論，並非其所注意強調的問題，而五四

思想卻迅速運用了這樣的論證，將其當作了一大主題予以強調：「從前家族主

義、國家主義的道德，因為他是家族經濟、國家經濟時代發生的東西，斷不能

存在於世界經濟時代的。今日不但應該廢棄，並且必然廢棄。」bt還有人描述

說：近代「是個人主義與國家主義的文明」，正在逼近的則是「社會主義與世界主

義的文明」ck。在1919年的中國語境A，對唯物史觀這種有側重的運用，正可揭

示當時人們對空間界定的高度關注。

當時，在歐洲的時空A，列寧的帝國主義論，已經大幅度強化了馬克思主

義理論傳統的全球空間維度。至於托洛茨基、列寧等對俄國革命合法性的論

證，就更是塑造出明確的世界結構性概念。但這些理論闡述當時大多尚未傳入

中國，例如在五四高潮時，列寧的《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就未被國

內看到cl。另一方面，列寧、托洛茨基倒確有不少涉及「世界革命」的政治宣傳

言論為激進人士所了解，並且往往因無政府主義式的詮釋而強化。舉例而言，

1919年的《解放與改造》第一卷第二號就刊載了日本人寫的〈列寧與脫洛斯基之人

物及其主義之實現〉的中譯文，其中寫道：「廣義派觀察現組織之根本的大缺

陷，以為在因國家之存在為經濟上獨立單位，擁護資本家之利益滿足帝國主義

者之野心故⋯⋯法蘭西革命之後，資本主義勃興，生產力漸示超越國境之傾

向，然一切利益獨為資本家所壟斷⋯⋯實際之生產者（即世界之勞動階級）固

不能與彼等行為同調，以擁護今所謂國家，正宜協力打破資本家之經濟組織，

以建設世界的經濟。」該刊第一卷第八號又發表托洛茨基《布爾什維克與世界

和平》一書的節譯，同樣傳達了上述觀點。

值得指出的是，由於列寧帝國主義理論等有關信息的匱乏，也由於缺乏對

其與第二國際「正統馬克思主義」的論辯背景的了解，五四激進思維遠未能把握

其曲折的論式。從實際史料看，在泛社會主義，尤其是其中泛無政府主義理念

的脈絡A，人們只是抓住了布爾什維克關於經濟發展已與國界衝突的這一結

論，這與對馬克思的複雜理論也主要只抓住了經濟決定作用一樣，共同表明了

五四激進思維具體解讀這方面思想資源的方式。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這種解讀

並不關心考茨基、河上肇等的完整思路，而是自然地將他們強調的馬克思經濟

學說與蘇俄傳來的國家界限已過時的信息，作了新的組合。

事實上，早在1918年末，由於對馬克思學說已有一定研讀基礎，也了解列

寧的一些思想，並且讀過了托洛茨基的《布爾什維克與世界和平》，李大釗就已

從實際史料看，在泛

社會主義，尤其是其

中泛無政府主義理念

的脈絡l，人們只是

抓住了布爾什維克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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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表明了五四激進思

維具體解讀這方面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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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述了這種直接具有世界空間感的分析，他寫道：

他們（按：指布爾什維克）的目的，在把現在社會主義的障礙的國家界限打

破，把資本家獨佔利益的生產制度打破。此次戰爭的真因，原來也是為把

國家界限打破而起的。因為資本主義所擴張的生產力，非現在國家的界限

內所能包容；因為國家的界限內範圍太狹，不足供他的生產力的發展，所

以大家才要靠º戰爭，打破這種界限，要想合全球水陸各地成一經濟組

織，使各部分互相聯結。

只是，資本家的政府是想通過戰爭由一強國進而成為世界大帝國，而布爾什維

克則要實現「全世界合於人道的生產者合理的組織的協力互助」。李大釗強調：

「他們的戰爭，是階級戰爭，是合世界無產庶民對於世界資本家的戰爭」，正是

順¬這樣的論述脈絡，他的空間感成了全球一體的了：「二十世紀的群眾運動，

是合世界人類全體為一大群眾⋯⋯這種世界的社會力，在人間一有動盪，世界

各處都有風靡雲湧、山鳴谷應的樣子。」cm到1919年，這就更是主流普遍的觀點

了：「這次大戰把第二種文明（按：指資本主義文明）的破罅一齊暴露了：就是國

家主義與資本主義已到了末日，不可再維持下去了」cn，「資本主義支配下的社

會，已經沒有存在的餘地了！」co

從發現「社會」到「社會」獲得經濟的形象，世界空間隨思想的激進化而愈益

逼真與實在。在這樣的視野轉換中，中國問題的含義也相應地變化了。

全球結構*的中國問題

儘管世界空間概念已經得到了社會與經濟涵義的充實，但是，籠統的經濟

決定論只能推出籠統的世界一體性，然而這種世界一體性與中國問題的關係是

甚麼，卻無法從生產力發展與國家界限發生衝突這樣籠統的陳述中直接推出

的。在這個意義上，我要強調，將中國問題放入全球空間A，並從資本主義世

界秩序來考察，實際是1919年中國語境A的一個創造性的動向。

清末民初的主流思維一直明確地認為，中國近代的受挫只應從自身內部因

素找原因，在自強變革上努力，列強的侵侮中國只是結果而不是原因。因為照

嚴復介紹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觀點，國家、種族的優勝劣敗原本是永恆的「天演」

法則。然而，人們一旦將中國的近代遭遇放入世界空間，從資本主義體系的全

球擴張來觀察時，優勝劣敗的客觀面目頓時喪失，中國問題的解釋變得與等級

性的全球資本主義宰制不可分割了。在1919 年夏秋創刊的《解放與改造》上，張

東蓀寫道cp：

因為有一個極大的勢力，自從西方壓倒東方。⋯⋯這個私有衝動的組織力

所發現的制度便是資本主義與國家主義。西方各民族用了這個組織力來壓

迫我們：就是拿政治方面的國家主義與經濟方面的資本主義合併來征服我

清末民初的主流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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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百年中國 們。我們好像被一塊大石壓º，沒有活動的餘地。資本主義的性質有兩

點：一個是集中的趨向，一個是壓制的勢力。集中的趨向就是只有小資本

集成大資本的趨向，沒有大資本散作小資本的趨向。壓制的勢力就是大資

本能把小資本吸收了。這兩點是相輔翼的，簡單說起來，就是只有大資本

吸收小資本，沒有小資本抵抗大資本的道理。從這個原理講來，無論中國

怎樣募集資本，終是不能抵抗外國資本的。

在此前後，《建設》雜誌上也刊出了戴季陶類似的觀察cq：

歐美所發生的社會問題，根源是在他本國資本家組織的機器生產。中國所

發生的社會問題，根源是在外國輸入的資本家組織的機器生產。歐美所發

生的社會現象，是「農民的工人化」，是「直接生產的工人的奴隸化」，是

「中流階級的平民化」。中國所發生的社會現象，這些是極少數。頂重要的

事實，就是從前家庭工業、徒弟工業和農業的生產者，受外來機器製造品

的壓迫，多數變了失業者⋯⋯滿清政府的滅亡的總原因，是在多數人民

生活根據的動搖。多數人民生活根據的動搖，是在外來大資本家組織的生

產品的大壓迫。⋯⋯我們看中國過去及現在種種的變象，都是由歐美日

本的壓迫所誘發出來的⋯⋯現在各國的缺陷都一致的暴露出來，所以國

家改造和社會的改造，已經成了全世界一致的聲浪。

由於中國問題的具體性，人們原則上已經不得不分析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具體

結構，並且要具體到說明中國在全球政治—經濟秩序A的特定位置的程度，因

而1919年思想已經開始涉及等級性的資本主義世界結構的意象了。

事情還不止此。五四事件中工人的政治行動固然為社會主義思潮提供了助

力，但中國近代產業的單薄卻是難以否認的事實。針對這一問題，李大釗從等

級性的世界結構觀點，得出了一個重要的描述。他說，西方資本制度的經濟需

要，驅¬他們來日益壓迫東方尤其是中國，中國的農業與手工業多被其工業經

濟壓倒，由此cr：

全國民漸漸變成世界的無產階級，一切生活，都露出困迫不安的現象。在

一國的資本制下被壓迫而生的社會的無產階級，還有機會用資本家的生產

機關；在世界的資本制下被壓迫而生的世界的無產階級，沒有機會用資本

家的生產機關。在國內的就為兵為匪，跑到國外的就作勞苦的華工，輾轉

遷徙，賤賣他的筋力，又受人家勞動階級的疾視。歐戰期內，一時赴法赴

俄的華工人數甚眾，戰後又用不º他們了，他們只得轉回故土。這就是世

界的資本階級壓迫世界的無產階級的現象。

於是，出路也只能在世界結構層面尋找：「我們可以曉得中國今日在世界經濟

上，實立於將為世界的無產階級的地位。我們應該研究如何使世界的生產手段

和生產機關同中國勞工發生關係。」

「帝國主義」一詞在清

末即已被人使用，但

它的涵義基本為民族

單位的空間概念所左

右，梁啟超就認為它

只是列強民族國家的

膨脹，根本沒有從全

球結構來理解它。現

在，在新的視野l，

問題已經不是在一個

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秩

序l如何謀求民族的

強國地位，而是徹底

改造這一秩序本身。



1919前後激進思 65
想l的世界概念

依照清末民初盛行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圖景，每個群體的命運只能由其自身

負責。但1919年的激進思想卻轉而認為，中國問題不能再孤立地理解，對它必

須從資本主義歷史性的全球等級秩序中作結構性的把握。如果世界資本主義已

經塑造出一種宰制的機制，持續地、系統地制約¬中國富強的可能性，那麼首

先要做的就不是埋頭自強，而是改造世界體系本身。

這種變化並不只是李大釗這樣日後成為共產黨的人所獨有，上面例子所涉

及的《解放與改造》和《建設》，分別屬於偏向基爾特社會主義的張東蓀一派，與

主張民生主義社會政策的孫中山派，兩刊都是當時社會主義思潮A的代表刊

物。因而，從資本主義的全球宰制來界定中國的位置與遭遇，可以說是1919年

主流激進思想本身的普遍動向。這種動向不僅改變了清末民初的思路，而且與

20年代初從蘇俄接受的共產國際版本的「帝國主義」論述也非常不同。此種不同

在1920年激進陣營內部論戰的發揮A，有了一個醒目的表現。

「共產主義」選擇的論證策略

在當時的語境A，「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有其特定的用法。借用陳獨秀

〈社會主義批評〉一文的概括，當時的「社會主義」一詞是泛指各種反資本主義的

學說，其中最重要的有五種，即無政府主義、共產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工團

主義、基爾特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才是指蘇俄的類型cs。本節要討論的就是，

從1919年泛社會主義思潮中塑造的世界空間概念，如何參與了1920年底到1921年

初對「共產主義」選擇的論述。

1920年春夏，隨¬激進知識界若干烏托邦試驗的幻滅，加上共產國際的直

接介入，走俄式革命道路的問題開始鮮明地被提出了。有趣的是，當維經斯

基到上海時不僅找了陳獨秀，而且經陳的介紹，找了《建設》、《星期評論》的

戴季陶，和《解放與改造》、《時事新報》的張東蓀，甚至鼓動一起成立「社會

主義者同盟」。而北京、廣州的共產主義小組也包括了無政府主義的代表人

物。這形象地反映出，在這個歷史的瞬間，激進主流尚未明確分化的思想格

局。

隨組織約束與思想交鋒的交互作用，分化是不可避免的。這是一個曲折複

雜的故事，其中一個核心的情節是，從1920年末到1921年春，在張東蓀、梁啟

超等與正在組黨的共產主義者之間，就中國是否有資格立即進行社會主義運動

發生了一場論戰。如前所引述過的，張東蓀先前曾是從全球資本主義等級結構

來界定中國問題的宣傳者，在這次論戰中，他也自承以前是主張「與俄國通力合

作，以共產主義推翻世界的資本主義」。他轉換立場的契機是羅素（Bertrand

Russell ）認為中國應先發展實業，以及他陪羅素在內地旅行由經濟落後所生的

感想。伴隨這一立場轉換，他顯然又轉向了以國家為單位觀察問題ct。

張、梁等認為，由於中國產業薄弱，缺乏社會主義運動的經濟條件，再加

上工人階級弱小，由此缺乏社會主義運動的政治條件，所以中國不能立即進行

社會主義運動，不僅俄式革命不行，甚至他們自己傾向的基爾特社會主義也不

1919年的激進思想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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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百年中國 行。陳獨秀等人的立場是，只要將中國問題放到全球結構A觀察，結論就會

是，中國可以經由蘇俄式的革命實施社會主義。

顯然，立足甚麼空間維度是區別雙方思路的首要因素，從全球結構界定中

國問題已成為共產主義選擇的基本論述策略。他們幾乎都是開宗明義就強調這

一點：那些反對在中國實行社會主義的人的「最大的缺點，是忘記了現代人類底

經濟關係乃國際的而非國別的了（按：¬重號為原文所有）。如果他斷定歐美資

本制度要崩潰能講社會主義，他便不應該說中國不能講社會主義仍要採用資本

制度。因為交通便利，需要複雜底緣故，有許多事都漸漸逃不了國際化，經濟

制度更是顯著；各國資本制度都要崩潰，中國哪能夠拿國民性和特別國情等理

由來單獨保存他」（陳獨秀）dk；「要問中國今日是否已具實現社會主義的經濟條

件，須先問世界今日是否已具實現社會主義的傾向的經濟條件，因為中國的經

濟情形，實不能超出於世界經濟勢力以外」（李大釗）dl；「現在的經濟變動是世

界的不是國別的了」（李達）dm。

梁啟超說：「吾以為社會主義所以不能實現於今日之中國者，其總原因在於

無勞動階級。」dn但在全球結構的眼光下，前述李大釗的「無產階級民族」式的論

辯現在得到了發揮：「中國雖未經自行如歐、美、日本等國的資本主義的發展實

業，而一般平民間接受資本主義經濟組織的壓迫，較各國直接受資本主義壓迫的

勞動階級尤其苦痛」（李大釗）do；「就中國說，是國際資本階級和中國勞動階級

的對峙」（李達）dp；「中國全民族對於歐美各國是站在勞動的地位」（陳獨秀）dq。

值得注意的是，張、梁等實際是以對馬克思的第二國際式正統理解為主要

論據的，其不明言的分析單位就是民族國家。事實上，列寧等在發動十月革命

1920年春夏，走俄式

革命道路的問題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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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的是，當維經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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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曾面臨同樣性質的問題，而他們的論辯思路就是從西歐與俄國所構成的結構

關係來看問題。如前所述，這時的中國共產主義者並未了解列寧式的這一曲折

論式。他們在反駁張東蓀等時所採用的全球結構概念，應當主要淵源於五四高

潮時的思想發展。

最可注意的是，這一論辯又進一步塑造了先前的世界結構概念，中國不僅

被認為遭受資本主義體系的宰制，而且更被認為在這種全球資本主義等級結構

A佔有特殊重要的位置。它「是世界各資本國的唯一市場」（何孟雄），「是萬國

的商場，是各資本國經濟競爭的焦點，是萬國大戰爭的戰場」（李達）。這A蘊含

的結論是高度激進的，中國不僅有資格加入共產主義革命的世界巨流，而且在

其中要扮演決定性的角色。耐人尋味的是，此時捅破這層窗戶紙的竟是梁啟超

的論戰文章〈覆張東蓀書論社會主義運動〉：

資本主義將興於中國，其機運殆已成熟，斷非吾儕微力所能抗阻。吾國之

資本家，雖不足道，然全世界之資本家，在其本國，各皆已陷於窮蹙之地

位，勢必以中國為逋逃藪；中國秩序稍恢復之後，各國之資本，必如狂瀾

倒捲以注於吾土⋯⋯須知吾國勞動階級將來之敵手，非中國之資本家也。

中國資本家區區¥肋，抑何足以當尊拳？吾確信在稍遠之將來，必有全世

界資本家以中國為逋逃藪之一日。而中國勞動階級最後之戰勝，即為全世

界資本主義根株斷滅全世界互助社會根本確立之時⋯⋯全世界資本主義之

存滅，可以我國勞資戰爭最後之勝負決之。

梁氏的這段話顯然展示了1919年式的世界空間感，這可以佐證本文上節強

調的空間概念的激進化是1919年主流共同的趨向。當然，在梁氏那A，這種決

戰是中國經歷一個資本主義發展階段之後才能發生的事。因而，只是對不可知

的將來，從全球結構關係作分析才起主導作用，而就眼前而言，還是國家單位

是首要的，由此便得出一個改良性質的行動方案。

1920年的這一事件，生動地顯示了1919年世界空間概念的激進潛能。然

而，這種激進性質已經超出了限度，以致在20年代的政治格局A，它的命運只

能是淡出。不必說自由主義者、國家主義者以至孫中山等從不同角度對它的抨

擊dr，即便是中共，在追求務實政治行動的過程A，也不得不壓抑它的激進性

質。事實上，20年代從蘇俄接受的「帝國主義」論述，已經為實際政治戰略所深

刻地塑造，以致很容易就被民族主義話語所改造和運用ds。只是在一些歷史的片

斷A，我們才能偶爾一瞥這種世界空間感的驚人表演dt。

註釋
1　Prasenjit Duara, 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 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3.

2　例如，反代議制的高度理想的「德謨克拉西」觀念就主要是1919年的思想塑造而

成，又如近代中國的民粹主義也主要是在這段時期發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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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閱讀、討論以至贊同馬克思的若干理論思想，與以馬克思主義（或者說共產主

義）為意識形態信念，是兩件非常不同的事情。本文同意德利克（Arif Dirlik）的論

點，認為1920年春以前，中國不存在後一種情況。即便是李大釗也主張用克魯泡特

金等人的思想來補充馬克思。明確這一點，對於界定1919年的思想史位置至關重

要。實際上，意識形態信奉的塑造，相當地依賴於1920年夏共產黨組織初步成立後

的組織邏輯與思想論爭的交互作用。見Arif Dirlik, The Origins of Chinese Commu-

ni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4　對這一問題的簡單討論，可見Arif Dirlik, Revolution and History: the Origins

of Marxist Historiography in China, 1919-1937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37-38. 這種對「社會」的發現與西方近代思想的發現社會全然不同，

可對照波蘭尼（Karl Polanyi）：《鉅變：當代政治、經濟的起源》（台北：遠流出版

社，1986）。

5　例如《新青年》三卷二號所載陶履恭的〈社會〉一文就寫道：「社會，社會，此近

來最時髦的口頭禪，以之解釋萬有現象，冠諸成語之首者也⋯⋯政治之齷齪，則

歸咎於社會：教育之不進，則溯源於社會：文學之墮落則社會負其責，風俗之澆漓

則社會蒙其垢，要之，無往而非社會。」

6　在1919年以前，新文化運動批判禮教固然會導致對家族制度壓迫性的敏感，但

無政府主義卻是激發「社會問題」敏感的主要思想資源。人們不一定系統接受無政府

主義的理論，但無政府主義者確實通過自己的刊物和對其他刊物的積極投稿，為激

進思想提供了一系列新的表達詞彙，影響了人們感受「社會」的方式。瞿秋白以後曾

說：「迎受『社會主義』的學說，其實帶t無政府主義的色彩。」對強權支配之敏感無

政府主義的聯繫是顯然的，而「社會問題」被聚焦於「勞動問題」，也與無政府主義密

切相關。在這個背景上，其他社會主義思想進入主流則使得「社會問題」的界定更加

具體多樣了。關於無政府主義對塑造五四社會主義思潮取向的作用，德利克有詳細

複雜的討論，見Arif Dirlik, Anarchism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Berkeley: Uni-

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chap. 5. 另見蔣俊、李興芝：《中國近代的無政

府主義思潮》（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0），尤其第七、八章。

7　〈勞動者言〉，見《勞動》，一卷八號。引自葛懋春、蔣俊、李興芝編：《無政府

主義思想資料選》，上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4），頁362-63。

8　陳獨秀最初的動機明顯是政治性的，民初共和政治的失敗使他認為必須以「國

民運動」取代「政黨運動」，才能真正建立共和；而要形成「國民運動」，就必須先倡

導「倫理之覺悟」。他所說的「吾人最後之覺悟」也是列舉了兩項，一是「政治之覺

悟」，二才是「倫理之覺悟」，而這種倫理覺悟的內容基本上是從政治需要來推導

的：「吾人果欲於政治上採用共和立憲制，復欲於倫理上保守綱常階級制，以收新

舊調和之效，此絕對不可能之事。蓋共和立憲制，以獨立、平等、自由為原則，與

綱常階級制為絕對不可相容之物，存其一必廢其一。」胡適參與《新青年》陣容時，

說要「二十年不談政治」，也反映了他對新文化運動歸宿的理解。

9　〈動的社會觀〉，《新社會》，第十四號。

bk　Arif Dirlik, After the Revolution: Waking to Global Capitalism (Hanover, N.H.: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1994), 66-68. 另可參見Immanuel Wallerstein, His-

torical Capitalism (London: Verso, 1983)關於政治部分的討論。

bl　杜贊奇（Prasenjit Duara）認為，社會達爾文主義是由線性歷史、種族、民族三

者相互支撐而形成的一個封閉性論述，其中民族由種族發展而來，並成為線性歷史

的主體。同註1書，頁19-20.

bm　〈朝鮮獨立運動感言〉，見《新潮》，第一卷第四號。

bn　〈新紀元〉，見《李大釗文集》，上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頁608。

bo　〈我與世界〉，見《李大釗文集》，下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頁23。

bp　國內對十月革命的理解最初頗受無政府主義的影響，極力渲染其世界革命的色

彩。例如，於1918年2月最早歡迎十月革命的無政府主義雜誌《勞動》宣稱：「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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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l的世界概念做的，是世界的革命，社會的改革，國家思想簡直半點也沒有⋯⋯所以研究俄事，

不可不以新眼光觀察之。」「李寧是素來主張大同主義的最熱心家。」1 9 1 8年

7月李大釗的〈法俄革命之比較觀〉也說：「法人當日之精神，為愛國的精神，俄人

之今日精神，為愛人的精神。前者根於國家主義，後者傾於世界主義。」同註bn書，

頁573。

bq　見陳獨秀：〈自殺論——思想變動與青年自殺〉，載《新青年》，第七卷第二號

（1920年1月1日）。　

br　這是德利克的概括，他對1920年春以前馬克思學說在思想格局l的具體位置有

富有歷史感的分析，見Arif Dirlik, The Origins of Chinese Communism, chap. 6.

bs　可參見楊奎松、董士偉：《海市蜃樓與大漠綠洲——中國近代社會主義思潮研

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第八、九章。並可見德利克對此的討論。

bt　〈物質變動與道德變動〉，載註bo書，頁152。

ckcn　張東蓀：〈第三種文明〉，見《解放與改造》，第一卷第一號。

cl　李大釗在1921年7月的〈俄羅斯革命的過去及現在〉一文中列舉了列寧的十九種

著作，其中包括《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末日》，但李大釗說自己只看到《蘇維埃政

府的要圖》、《國家與革命》及一本列寧與托洛茨基的演講合集，由此可見當時人們

對列寧理論的信息之少。見註bo書，頁480-81。

cm　〈Bolshevism的勝利〉，載註bn書，頁602-603。

co　鄭振鐸：〈現代的社會改造運動〉，載《新社會》，第十一號。

cp　張東蓀：〈我們為甚麼要講社會主義〉，見《解放與改造》，第一卷第八號。

cq　戴季陶：〈從經濟上觀察中國的亂源〉，載《建設》，第一卷第二號。

cr　李大釗：〈由經濟上解釋中國近代思想變動的原因〉，載註bo書，頁180-84。

csdkdq　見林茂生等編：《陳獨秀文章選編》，中冊（北京：三聯書店，1984），頁92-

93；91-92；92-93。

ct　張東蓀：〈由內地旅行所得之又一教訓〉、〈現在與將來〉，見蔡尚思主編：《中國

現代思想史資料簡編》，第一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

dldo　〈中國的社會主義與世界的資本主義〉，載註bo書，頁454-55。

dmdp　李達：〈討論社會主義並質梁任公〉，載註ct書，頁704-21。

dn　梁啟超：〈覆張東蓀書論社會主義運動〉，載《改造》，第三卷第六號。

dr　可參見唐文權：《覺醒與迷誤——中國近代民族主義思潮研究》（上海：上海人

民出版社，1993），頁137-44。

ds　這l可以對照華倫斯坦的分析，他認為民族國家體系實際是資本主義世界體系

的根本組成要素，既有的各種反資本主義運動都是以國家為活動單位，從而難以撼

動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本身，反容易被這一體系所同化。參見氏著H i s t o r i c a l

Capitalism.

dt　例如，中共史家所謂的「立三路線」即是一例。李立三在1930年實際主持中共工

作時，認為當時的西方經濟危機和中國軍閥混戰意味t直接革命形勢已經到來，並

認為中國是各種矛盾的焦點，從而提出中國紅軍出擊，首先取得一省或幾省的勝

利，國際帝國主義必定要全面干涉，再由蘇聯出兵，實施全球總決戰。這種論說在

共產國際支配下的中共主流思想眼l，只能是異端。可參見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學

院黨史教研室編印：《中共黨史參考資料》，第六冊（北京，1979），頁10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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