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傳統作為┌知識資源┘的失落

●  章　清

＊ 本文是筆者參與金觀濤、劉青峰先生主持，由香港研究資助局（RGC）資助的課題「中國

現代政治觀念形成的計量研究」的部分成果。有關《新青年》的統計分析由戚立煌先生、

吳嘉儀小姐、周成海先生擔任。在撰寫過程中，余國良、戚立煌先生在資料上又提供了

諸多幫助，特此表示感謝。

二十世紀中國現代文化最重要的特徵之一，就是全盤反傳統主義。很多學

者將全盤反傳統主義的起源歸之於新文化運動，認為這導致中國二十世紀文化

的斷裂。也有一些研究者指出，這一指責不符合事實，因為新文化運動的推動

者從未全盤地反對過傳統。林毓生先生通過對陳獨秀、胡適、魯迅三人的分析

得出一個結論：所謂全盤反傳統主義，是認為中國傳統必須而且可以整體地加

以拋棄。他進而指出，這是新文化運動中（或以後）一種支配中國知識界相當普

遍的心態1。1997年筆者因參加「中國現代政治觀念形成的計量研究」，有機會對

新文化運動時期知識界對傳統思想的引用作比較仔細的考察。本文即以《新青

年》為例，探討「全盤反傳統主義心態」的真實內涵以及它在二十世紀是如何起作

用的。

一　《新青年》徵引「傳統文獻」的幾種方式

非常奇怪的是，今天人們加在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那些詞彙如「反傳統」，在

當時是很少運用的。檢索《新青年》雜誌，「傳統」這個詞只出現過十五次。當然，

不用「傳統」這個詞不等於不存在反傳統主義。經典文獻不僅構成了歷代知識的

基礎；透過教育，特別是科考制度，更建立起對聖賢之言神聖化的崇奉。因

之，如果我們把中國古代思想和文獻作為傳統的代表，那麼五四時期的報刊文

章如何徵引古代文獻，無疑就代表了他們對傳統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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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對報刊統計分析的一項重要內容，是期刊文本中如何徵引文獻。我

們發現，《新青年》雜誌對傳統文獻的徵引存在&四種類型。第一種類型為語

錄格言式徵引。《新青年》雜誌創刊時，曾附有各國諺語與名人語錄作為文章

的補白。這類文字以西人的居多，也有少量中國古人的名言，譬如「人生於憂

患，而死於安樂」等。以後各卷也有這種徵引。這是迄今為止仍在沿襲的利用

傳統資源的方式。這樣的徵引，無須解釋，其意義已至為顯明。第二類為對

傳統文獻肯定性徵引。所謂肯定性徵引，是指作者引用傳統文獻、觀點和人

物來論證或支持自己贊同的觀點和主張。表1是《新青年》中這類徵引的典型例

句。

縱觀這一類引證，可以發現其最明顯的特徵是，徵引傳統典籍所支持的

觀點大多屬抽象層面，如鼓勵青年奮鬥、肯定進化的自然觀和建立新人生觀

等。當然，對傳統的正面徵引也有用來支持明確而具體的觀點和主張，它們

主要集中於兩類：一是支持白話文，一是論證社會主義。前者主要是發掘白

話文傳統，引述過去被遮蔽的種種主張，如情感乃文學之靈魂、詩歌講究真

性情、言文一致等；後者則立足於傳統的「均富」思想，關注社會主義在中國

的前途。值得注意的是，一般都稱《新青年》的兩大旗幟為「民主」與「科學」，

但引述傳統資源為此張目的卻非常之少。「民主」只有那句老掉牙的「民為邦本，

本固邦寧」；而「科學」也只是引述與王充和李時珍有關的材料說明一種科學的

萌芽狀態。進一步我們還發現，徵引傳統文獻來論證政治制度合理性的例子幾

乎不存在！

第三類徵引是對傳統文獻、觀點的批判和否定，徵引它們或用來證明其過

時，或用來說明它們是不良社會現象的原因，我們稱之為批判性徵引。

表2為這類徵引的典型例句。

將表1和表2進行對比，可以發現批評性徵引和肯定性徵引存在&兩個明顯

差別。第一，對傳統學說的肯定性引述，並沒有將儒家學說排除在外，但在批

評性的引述中，卻明顯集中於儒家學說，對於其他思想學說雖偶有涉及，但所

佔比例甚小。第二，對傳統肯定性徵引大多指向一些抽象的觀點，而否定性引

用則很具體，集中於儒家的「禮」，包括家族制度、嚴男女之別以及由此衍生的

三綱五常。

凡是不能歸為前三類徵引的，我們稱其為第四類。在這類徵引中，人們

對傳統文獻的態度不能簡單地歸為肯定還是否定，表現出複雜的關係。但是

深入分析這一類徵引，我們發現它主要表現為一種十分明確的模式，這種模

式可以稱為「以傳統反傳統」，即肯定某些傳統文獻和觀點的目的是為了否定

另外一些傳統文獻與觀點，其中否定的基本上是儒家倫理，而肯定的大多屬

於道家。吳虞刊於《新青年》的第一篇文字〈家族制度為專制主義之根據論〉就

是明顯的例子，這篇文字對傳統的攻訐舉證的包括《春秋鉤命訣》所記孔子

言，以及《孝經》、《大戴禮記》、《荀子．儒孝》和孟子、董仲舒、有子的有關

言論，而與之對抗的則是《莊子．盜跖》以及李卓吾、楊朱、墨子、老子的見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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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新青年》對傳統文獻的肯定性徵引

引述用意

肯定與自然爭勝的重要性，肯

定進化、進步的原則。

肯定個人權利為「保護權利說

之真正價值」。

倡民本思想。

肯定生命的意義在於精神。人

等於禽獸，是雖生猶死也。

肯定為己之個人主義。

強調國民對於國家之責任。

鼓勵青年奮鬥。

從自然變遷之規律，鼓勵青年

奮發圖強。

鼓勵青年樹立決心，堅韌奮

鬥，成就一番事業。

鼓勵青年培養高尚之欲望，注

意道德修養。

鼓勵青年當自強。

為社會言治生之方。

以《大學》此言為生計學之精

義。

此即所謂情感，文學之靈魂

也。

孔子與宗教無關。

鼓勵興學以改良政治，轉移社

會風氣。

享福與刻苦。

痛絕虛浮，崇尚誠實。

事業心與僥倖心。

指中國古代的文學精品從無用

典者。

宣揚歷史進化觀。

引述典籍

老子

孟子

《管子．

心術上》

《尚書》

莊子

孔子

孟子

荀卿

王陽明

晏子

金伯玉

王陽明

莊子

金聖嘆

孔子

蘇東坡

孔子

孟子

顏淵

孔子

孟子

告子

孟子

顧亭林

《大學》

《詩序》

孔子

《詩經》

孟子

孟子

黃梨洲

孟子

《詩經》

《楚辭》

引述內容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

「富貴不能淫⋯⋯。」

「毋代馬走，使盡其力；毋代鳥飛，使弊其羽翼。」

「民為邦本，本固邦寧。」

「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薾

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耶？人謂之不死，奚益。」

「古之學者為己。」

「萬物皆備於我；善推其所為而己。然則，愛萬物者，非

愛萬物也，愛我也。」

「人有氣有生，有知有義。人能群⋯⋯人何以能群？曰：

分。分何以能行？曰：以義。故義以分則和，和則一，

一則多力，多力則強，強則勝物。」

「用之者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

「為者常成，行者常至。嬰非有異於人也，常行而不止

者，故難及也。」

「一事不可放過，一念不可放過，一時不可放過，勇猛精

進。」

答人上知與下移之問，曰：「非不能移，是不肯移耳。」

「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小知不如大知，小年

不如大年。」

「周乃聖人之能事，易乃大千之變易，大千本無一有，更

立不定，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之謂也。」

「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

也。」

「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

觀之，造物與吾皆無盡藏也。」

「我欲仁，斯仁至矣。」

「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

其誰。」

「舜，人也。予，亦人也。」

「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

簣，進，吾往也。」

「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

魚而取熊掌。」

「食、色，性也。」

「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

「吾人不當徒言允執其中而置四海困窮於不言。」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眾，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

舒，則財恆足矣。」

「情動於中而形諸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

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獲罪於天無所禱也，丘之禱久矣；敬鬼神而遠之；子不

語怪力亂神。」

「風雨如晦，雞鳴不已。」

「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

「人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

「時人文集，古文非有師法，語錄非有心得，è事無裨史

學者，不許傳刻，⋯⋯」

「殺人之父者，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者，人亦殺其兄；

敬人者，人恆敬之。」

嘗謂齊梁以前之文學如詩經、楚辭、及漢魏之詩歌、樂

府等從無用典者。

「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災必及乎身。」

文章及作者

陳獨秀：〈抵抗力〉

第一卷第三號（1915.11.15）

高一涵：〈國家非人生之歸宿論〉

第一卷第四號（1915.12.15）

高語罕：〈青年與國家之前途〉

第一卷第五號（1916.1）

高語罕：〈青年之敵〉

第一卷六號（1916.2.15）

李大釗：〈青春〉

第二卷第一號（1916.9.1）

王浧：〈時局對於青年之教訓〉

第二卷第一號（1916.9.1）

陳聖仁：〈青年與欲望〉

第二卷第一號（1916.9.1）

劉叔雅：〈歐洲戰爭與青年之覺

悟〉第二卷第二號（1916.10.1）

楊昌濟：〈治生篇〉

第二卷第四號（1916.10.1）

胡適：〈文學改良芻議〉

第二卷第五號（1917.1.1）

〈蔡孑民先生在信教自由會之

演說〉第二卷第五號（1917.1.1）

陳其鹿：〈聽蔡孑民先生演辭

感言〉第二卷第五號（1917.1.1）

李次山：〈青年之生死關頭〉

第三卷第一號（1917.3.1）

錢玄同：〈致陳獨秀〉

第三卷第一號（1917.3.1）

胡適：〈歷史的文學觀念論〉

第三卷第三號（1917.5.1）



朱如一：〈青年之自己教育〉

第三卷第四號（1917.6.1）

徐長統：〈論迷信鬼神〉

第三卷第四號（1917.6.1）

陶履恭：〈新青年之新道德〉

第四卷第二號（1918.2.15）

錢玄同：〈嘗試集序〉

第四卷第二號（1918.2.15）

吳敬恆：〈論旅歐儉學之情形

及移家就學之生活〉

第四卷第二號（1918.2.15）

胡適：〈建設的文學革命論〉

第四卷第四號（1918.4.15）

傅斯年：〈中國學術思想界之

基本誤謬〉

第四卷第四號（1918.4.15）

胡適：〈論短篇小說〉

第四卷第五號（1918.5.15）

胡適：〈易卜生主義〉

第四卷第六號（1918.6.15）

胡適：〈貞操問題〉

第五卷第一號（1918.7.15）

蔡元培：〈歐戰與哲學〉

第五卷第五號（1918.11.15）

胡適：〈不朽——我的宗教〉

第六卷第二號（1919.2.15）

朱希祖：〈白話文的價值〉

第六卷第四號（1919.4.15）

王光祈：〈工作與意義〉

第六卷第四號（1919.4.15）

周建人：〈生物之起源〉

第六卷第四號（1919.4.15）

胡適：〈答藍志先書〉

第六卷第四號（1919.4.15）

胡適：〈我為甚麼要做白話詩〉

第六卷第五號（1919.5）

錢玄同：〈論中國當用世界公元

紀年〉第六卷第六號（1919.11.1）

陳獨秀：〈實行民治的基礎〉

第七卷第一號（1919.12.1）

蔡元培：〈社會主義史序〉

第八卷第一號（1920.9.1）

陶履恭：〈新歷史〉

第八卷第一號（1920.9.1）

朱熹

王陽明

王陽明

《論衡》

孔子

《水滸傳》

《西遊記》

《儒林外史》

《紅樓夢》

莊子

莊子

列子

《世說新語》

孟子

孔子

墨子

孟子

《神滅論》

《左傳》

顧亭林

《日知錄》

《漢書．

食貨志》

王充

《論衡》

李時珍

孔子

《水滸傳》

《西遊記》

荀子

許行

孔子

《論語》

《禮記》

孟子等

《史記》

《漢書》

《春秋》

《資治通鑒》

「成己方能成物。」

「人人有路透長安，坦坦平平一直看。」

「知行合一。」

《論衡》者，論之平也。口則務在明言，筆則務在露

文。⋯⋯

「言非一端而已，夫固各有所當也。」

各思以其道易天下。

è《莊子．徐無鬼》、《列子．湯問》、《世說新語》各篇所載

之寓言、故事。

「窮則獨善其身。」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

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於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於

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

《墨子．公孟篇》：「子墨子問於儒者曰：『何故為樂？』

曰：『樂以為樂也。』子墨子曰：『子未我應也⋯⋯』」

「多助之至，天下順之。寡助之至，親戚畔之，不通功易

事，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

「神之於形，猶利之於刀，未聞刀沒而利存，豈容形亡而

神在。」

三不朽說。立德、立功、立言。

文章的好壞，不在繁簡。從前顧亭林的《日知錄》已經說

過了。

「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織，或受之寒。」

「人者生在元氣之中，既死復歸元氣。元氣荒忽，人氣在

其中。」

「天行疫瘟，取初起病人衣服，於甑上蒸過，則一家不

染。」

「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

樂之者。」

吾輩生於今日，與其作不能行遠不能普及的《五經》⋯⋯

文字，不如作家喻戶曉的《水滸》、《西遊》文字。

「名無固宜，約之以命；約定俗成，謂之宜；異於約，則

謂之不宜。」

中國⋯⋯自古以來就有許行的「並耕」，孔子的「均無貧」種

種高遠理想。

「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

「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

「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

「自古以來之歷史。⋯⋯文筆優暢則群推為好歷史，⋯⋯

其最明顯之例如吾國之《史記》、《漢書》，其寫法為後代歷

史家之模範。」

「又一派歷史家取記年的體裁，按&年代先後做出大事

表。《春秋》、《通鑒》都是這一類。

加強自我教育。

破除迷信，壯其膽力。

存新道德之精神，新青年所當

取法者。

言文當一致，甚麼時代的人說

甚麼時代的話。

學習外國文不當僅注意語言，

還要由文字進而研究學問。

肯定中國白話文的傳統。

主張破除學術流行門戶之見。

肯定中國短篇小說的傳統。

乃易卜生所說的「救出自己」的

意思。

男女應該有同樣的要求，這才

是大公無私的聖人之道。

明瞭道德的真意義最重要。

強調互助的重要性，認為當照

此主義進行。

對靈魂是否可離形體而存在發

生疑問。

比「神不滅說」好得多。

針對認為白話文太繁穢的見

解。

人類最大的職分，當是為共同

生活而工作。

雖不免玄虛的想像，但對科學

有益。

似知道殺菌的原理，但也顯出

矛盾。

這種議論勝於康德「絕對命令」

的道德論。

指中國有優良的白話文學傳

統。

基督紀年已為世界通用紀年，

所以當採用之。

政治和經濟的民治主義，在中

國大有可為。

這些都包含&社會主義的成分。

介紹各種體裁，頗有嘉勉。



引述用意

與社會現實生活背道而馳。

不能利用厚生，「發育長養國民
實際生活」。
背離個人主義的生活。
孔孟不符合現代精神。

批判三綱五常。

尊卑貴賤之所由分，即三綱之說
之所由起也。
這些已遠離現代生活，不能增進
社會福利，國家實力。
文學本非為載道而設。

孔子鼓吹愚民政策，人民沒有自
由權利。
孔教的教義，乃教人忠君孝父從
夫。孔教和共和決不相容。

傳統謬見，男尊女卑，蔑視女子
人格。
孔教與共和決不相容。

嚴防男女之別。

這是忍心害理，男子專制的貞操
論。
「自然現象與社會狀況，在這些
書中都沒有介紹。」

「布滿對節婦、烈女的傳記和頌
歌。」

七年來民國是沒有人民的民國，
孔孟的思想與民治的共和制度不
相容。
不能推翻「神者形之用」的議論。

批評國人古已有之今不如古，保
存國粹的觀點。
與達爾文的進化論不一樣。

文辭過於含蓄，有好的意思，也
看不出來。
對工作意義極不合理的解釋。

不了解生物的進化。

完全是犧牲人的個性。而孔派的
言論則表現出對勞工的賤視。

不能以此概括歷史上的變象。

孔子的思想學說是社會的產物。

舉例說明歌頌王權神授、保存屍
骸的弊；多子主義的弊；重男輕
女的弊。

文章及作者

陳獨秀：〈敬告青年〉
第一卷第一號（1915.9.15）
李亦民：〈人生唯一之目的〉
第一卷第二號（1915.10.15）

陳獨秀：〈駁康有為致總統總理
書〉第二卷第二號（1916.10.1）
陳獨秀：〈憲法與孔教〉
第二卷第三號（1916.11.1）

陳獨秀：〈孔子之道與現代生活〉
第二卷第四號（1916.12.1）
陳獨秀：〈文學革命論〉
第二卷第六號（1917.2.1）
光升：〈中國國民性及其弱點〉
第二卷第六號（1917.2.1）
陳獨秀：〈舊思想與國體問題〉
第三卷第三號（1917.5.1）

高素素：〈女子問題之大解決〉
第三卷第三號（1917.5.1）
陳獨秀：〈復辟與尊孔〉
第三卷第六號（1917.8.1）

陶履恭：〈女子問題〉
第四卷第一號（1918.1.15）
胡適：〈貞操問題〉
第五卷第一號（1918.7.15）
蔡元培：〈新教育與舊教育之歧點〉
第五卷第一號（1918.7.15）

魯迅：〈我之節烈觀〉
第五卷第二號（1918.8.15）

陶履恭：〈我們政治的生命〉
第五卷第六號（1918.12.15）

胡適：〈不朽——我的宗教〉
第六卷第二號（1919.2.15）
彭嘯殊：〈古迷〉
第六卷第三號（1919.3.15）
胡適：〈實驗主義〉
第六卷第四號（1919.4.15）
朱希祖：〈白話文的價值〉
第六卷第四號（1919.4.15）
王光祈：〈工作與人生〉
第六卷第四號（1919.4.15）
周建人：〈生物之起源〉
第六卷第四號（1919.4.15）
李大釗：〈從經濟上解釋中國近代
思想變動的原因〉
第七卷第二號（1920.1.1）
陶履恭：〈新歷史〉
第八卷第一號（1920.9.1）
陳獨秀：〈新教育是甚麼？〉
第八卷第六號（1921.4.1）

朱希祖：〈中國古代文學上的社會
心理〉第九卷第五號（1921.9.1）

表2　《新青年》對傳統文獻的批評性徵引

引述典籍

《周禮》

《周易》
孟子

孟子
《論語》
《春秋繁露》
《論語注》

《禮記》

《禮記》

韓愈

孔子
韓愈
孟子
荀子

《春秋繁露》
《易》
孔子
孟子
《論語》
《孝經》
《禮記》

程子

《千字文》
《神童詩》
《龍文鞭影》
《幼學須知》
四書五經
《雙烈合傳》
《七姬墓志》
《錢謙益集》
孔子
孟子

沈約《難神
滅論》
《春秋》《詩
經》《易經》
荀子

韓非子

孟子

《周易》

孔子

孟子

孔子

《詩經》

引述內容

今日之社會制度、人心思想，悉自周漢兩代而來《周禮》崇尚
虛文，漢則罷黜百家而尊儒重道。
自《周易．繫辭》立仁義為人道之極，至孟子而詆諆功利等於
蛇蝎。昔者楊朱曾倡為我之說矣⋯⋯而孟氏斥為無君，詈為
禽獸。
「無父無君，是禽獸也。」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三綱五常之名詞雖不見於經，而其學說之實質，非起自兩漢
唐宋以後，則不可爭之事實也。教忠、教孝、教從皆片面之
義務、不平等之道德、階級尊卑之制度，三綱之實質也耶！
「禮者，所以章疑別微，以為民坊者也，故貴賤有等，衣服有
別」、「非禮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也。」
「父母在不敢有其身」、「婦人者伏於人者也。」、「禮不下庶
人，刑不上大夫。」
「文以載道。」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民者出粟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
「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禮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君師
者，治之本也。」
《春秋》之法，以人隨君，以君隨天。
「天尊地卑，而乾坤定。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
「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
上之風必偃」「要君者無上，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此
大亂之道也。」
「內言不出於閫，外言不入於閫。」

「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
大。」
吾國之舊教育，⋯⋯先（授）之以千字文、神童詩、龍文鞭
影、幼學須知等書，進之以四書五經，又次則學八股文、五
言八韻詩。

一遇『逆兵』（或是『天兵』）⋯⋯只得救了自己，請別人都做烈
女，『逆兵』便不要了。他待事定之後，慢慢回來、稱讚幾
句，⋯⋯
孔孟的政治哲學只承認人民是民，不承認人民是人。⋯⋯
只承認人民是被治者，不承認人民是能自治的。

「利若遍施四方，則利體無處復立；利之為用正存一邊毫毛處
耳，神之與形，舉體若合，又安得同乎？」
《春秋》不過是孔子以其政治學說倫理學說寓之於時事褒貶之
中。
「古今一度也，類不悖，雖久同理。」

「多而不辯，恐人懷其文，忘其用，與楚人鬻珠，泰伯嫁女同
類。」
「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

「天地絪縕，萬物化生。」

「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一以貫之」。
「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勞心者治人，勞力者
治於人。」
「五百年一治一亂。」

孔子的學說思想和孔子所祖述的堯舜思想，都是完全根
據家族主義，所謂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有父子而後有君臣，
無一非家族主義的特徵。
古人心理，以為王是天的兒子⋯⋯就演成一種神權政治，例
如〈商頌．玄鳥〉、〈大雅．生民〉；相信鬼有軀殼，所以保存
屍骸⋯⋯〈大車〉有『死則同穴』之語；《螽斯》頌子孫眾多，竟
要如螽一般；〈斯干〉：「乃生男子，載寢之�，⋯⋯乃生女
子，載寢之地。」生出一種重男輕女的心理。



傳統作為「知識 47
資源」的失落

二　反傳統主義的再定位

如果我們僅僅考慮數量，統計分析表明第二類徵引佔絕大多數，也就是

說《新青年》雜誌中對傳統的肯定性徵引遠遠多於對傳統的批判和否定。這就

產生一個問題：為甚麼一直以來人們都將《新青年》視為反傳統的先鋒呢？顯

而易見，問題不在於肯定和否定的多少，而在於肯定和否定的方式。在第

一、第二類徵引中，對傳統的肯定大多停留在抽象層面，沒有一處是用傳統

文獻來論證現今（或今後）社會制度的合理性根據的。表面上看，用中國傳統

思想來支持社會主義似乎構成一項政治和社會制度合理性論證，但是仔細分

析這類文字，卻不難發現，它只是說明中國傳統中某些成分和社會主義原則

相符合，知識份子並沒有從傳統論述來證明社會主義的合理。這說明，在中

國文化中，判別某一種思潮是否屬於反傳統，實際上存在&一個潛在的標

準，這就是看它是否主張傳統仍然是現存政治體制和社會制度的合法性根

據。

在這個意義上，《新青年》確實是反傳統的。它對傳統文獻的否定性徵引幾

乎都集中於說明一點：儒家經典不再適合現代生活，它不僅不是今天政治制度

和倫理道德的合理性根據，而且已成為建設新社會的障礙。我們知道，兩千年

來儒家經典一直是政治制度的合法性根據，也是社會生活是否合理的標準。

1895年以後，在不可抗拒的西方衝擊下，政治改革與革命風起雲湧，即使儒家

經典作為政治合法性根據受到動搖，但中國傳統思想仍然可以成為政治制度合

法性根據這一點卻從未改變過。康有為從今文經學中製造改革理論，章太炎提

倡國粹，都是著名的例子。而五四時期，無論新知識份子對傳統文獻抱有多大

程度的肯定，但堅持認為傳統不再能成為政治制度和社會倫理的合理性判據，

這無疑是歷史上從未發生過的鉅變。在政治學中，將政治制度合理性根據稱之

為意識形態。而在知識社會學中，十分強調知識作為論證人的行為特別是社會

制度合理性的功能。因此，我們可以從知識社會學角度對五四反傳統主義精確

定義：它實際上是傳統不能再成為政治意識形態的符號，或者可稱為傳統作為

「知識資源」的失落。

其實，五四時期所謂傳統和反傳統的爭論，本質上不在於對傳統的價值評

判，而是對傳統能否充當知識資源的不同態度。譬如1919年1月劉師培、黃侃、

陳漢章、梁漱溟等發起成立《國故》月刊社，認為新文化運動帶來的直接後果是

「功利昌而廉恥喪，科學尊而禮義亡，以放蕩為自由，以攘奪為責任，斥道德為

虛偽，詆聖賢為國願」。因此「欲發起學報，以圖挽救」，拯救由於對國學的「懵

無所知」而導致的「國學淪喪」2。「國故社」捍¸的是傳統學說所具有的知識資

源意義，而從新文化陣營來看，對此的反應是耐人尋味的。我們知道，胡適

1919年11月發表的〈新思潮的意義〉一文，曾簡略地將新思潮的意義闡明為「研究

問題，輸入學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胡適在文章中強調對於舊有的學術思

想應該取三種態度：反對盲從、反對調和、主張整理國故。而所謂「整理國

《新青年》對傳統文獻

的否定性徵引幾乎都

集中於說明一點：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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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百年中國 故」，就是要依據「評判的態度」和「科學的方法」，「各家都還他一個本來真面目，

各家都還他一個真價值」3。這Ã胡適對傳統沒有持否定態度，但明顯已不再把

傳統當作政治制度、倫理生活的合法性基礎了。

至於其他新文化運動推動者的態度則更為清楚。傅斯年批評「中國學人，不

認個性之存在，而以為人奴隸為其神聖之天職。每當辯論之會，輒引前代名家

之言，以自矜重，以駭庸眾，初不顧事理相違，言不相涉」4，希望打破動輒引

述「經典」以自矜自重之流弊。這番話不僅否認「經典」所具有的知識資源意義，

還認為「經典」不過是學術研究的材料罷了。這種態度更為明確地表現在胡適和

陳獨秀對傳統文化的教育態度上。胡適談的是中學國文的教授，他為中國語文選

定的古文教材，分為兩種：一是選本，指從《老子》、《論語》、《左傳》，一直到姚

鼐、曾國藩等，約兩三百篇文理通暢、內容可取的文章。二是自修的古文書，

認為一個中學生應該看過這些書：（1）史書：《資治通鑒》或四史（或《通鑒紀事

本末》）；（2）子書：《孟子》、《墨子》、《荀子》、《韓非子》、《淮南子》、《論衡》等；

（3）文學書：必讀的《詩經》之外，可隨性之所近，選習兩三部專集。胡適所擬的

這個教材，無論就古文的範圍還是數量，或許都不讓科舉時代讀書人所讀詩

書，稍後他所開列的〈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同樣是一個煌煌書單。可這

Ã的關鍵是其中的立場已完全變了，胡適似乎是按照學者的標準來要求的，他

只是從工具的意義上來解釋何以要讀這些書，譬如在文章的開頭，開宗明義講

到中學國文教育的理想標準是：人人能用國語（白話）自由發表思想；人人能

看平易的古文書籍；人人能作文法通順的古文；人人有懂得一點古文文學的機

會5。陳獨秀在回答新舊教育有甚麼不同時，也表達了相似的意見。針對有人說

新教育是學校，舊教育是科舉，並主張舊教育是習經、史、子、集，新教育是

習科學，陳獨秀提出其實這個分別不過是教材上的分別，不能當作新舊教育絕

對不同的鴻溝。「況且講哲學可以取材於經書及諸子，講文學可以取材於《詩經》

以下古代詩文，講歷史學及社會學，更是離不開古書的考證，可見即以教材而

論，也沒有新舊的分別。」6這Ã陳獨秀所沒有意識到的是，他所做的辨析，其

實與胡適一樣，僅僅賦予了傳統資源學術研究的意義，而傳統所具有的「知識資

源」意義已蕩然無存。

僅僅從字面上看反傳統，其言論集中在《新青年》前面幾卷，但傳統作為

知識來源的失落則貫穿新文化運動整個過程。例如在討論人囗問題時，顧孟

餘和陶孟和的文章都徵引了中國古代有關文獻，如《周禮》、《續文獻通考》等

著作，說明這是目前所知的最古的調查人囗方法，以及戶囗登記時可能產生

登耗7。這樣的文獻徵引關注的只是歷史的狀態，而並不理會其現實的效應。

進一步的，連這樣的徵引似乎也顯得多餘。《新青年》刊行到第六卷後，討論

到很多具有建設性的問題，如人囗問題、勞工問題等，這些文章中就很少引

用傳統學說，更多是以新學科、新理論來進行論證。如第七卷第六號「勞動節

紀念號」，居然無一篇文字涉及到傳統的學說，乃至人物，沒有傳統的任何痕

ð。

胡適對傳統沒有持否

定態度，但明顯已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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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作為「知識 49
資源」的失落

三　從《新青年》到《河殤》

必須注意，由於全盤反傳統主義的本質是認定傳統不再是論證政治制度

合理的知識資源，那麼所謂二十世紀中國文化的全盤反傳統主義心態，實際

上只是知識份子力圖改變政治制度和社會生活背後知識資源的嘗試。這樣，

每當中國知識份子質疑現存政治制度並批判它的思想基礎時，總將其想像為

中國傳統的一部分。這也意味&在不同歷史時期，人們用不同的象徵符號來

概括傳統。同時，反傳統以怎樣的方式呈現出來，還與知識份子本身的文化

養成有&密不可分的關係。通常都說五四是對歷史的背叛，但從那一代的文

化養成可以看出，今天我們所謂的歷史，其實對那一代來說，正是活生生的

現實。這樣，五四時期作為文化傳統象徵大加撻伐的，不僅深深烙上現實的

痕ð，而且反傳統以那樣一種方式呈現出來，也表明接受新舊參半社會知識

的五四一代，其所確立的發言方式建基於他們對文化傳統在精神上有深刻的

把握。

無疑，五四時期作為文化傳統象徵的是「孔教」，而這顯然又與袁世凱、張

勳以及康有為等對傳統的濫用密切相關。從對《新青年》的全文檢索中就可得

知，正是「孔教」與「孔道」構成了那個時代文化傳統的象徵符號，二者合起來的

出現頻率達到93/342（分別為70/274、23/68，前一個數字是文章篇數，後一個數

字是出現頻率，下同），較之於其他可能作為文化傳統象徵符號的明顯要高，譬

如「儒家」（45/109）、「儒教」（20/48）、「禮教」（44/97）、「三綱五常」（2/5）、「綱常

名教」（12/14）8。

五四以後的全盤反傳統主義也具有這一特徵。筆者曾經做過殷海光（1919-

1969）個案研究。在50、60年代的台灣社會，殷海光曾以「重整五四精神」掀起

軒然大波。有意思的是，殷對傳統文化的認知，是這樣一些符號系統，他以

「有顏色的思想」來代表傳統的思想學說，認為它是以「祖宗遺訓」、「傳統」、

「宗教」、「意識形態」為基準，並且其思想方式是訴諸「感情」、「成見」、「暴

力」的。這樣的話語系統在五四時期是極為陌生的。實際上殷海光心目中的傳

統，只是他反對的中國現存政治文化背後的知識資源。值得深思的是，在殷

海光30年代進入受業年齡時，其所學內容已是新式教育那一套，傳統的知識

結構完全被西式知識取代，這樣其對傳統思想的把握與五四一代已不可同日

而語，不可能如魯迅所說的那樣能「以子之矛攻子之盾」。那麼為甚麼殷海光

仍然認為它們代表了傳統呢？顯然這與50年代敗退到台灣以後的國民黨借助

於復興中國文化建構新的意識形態有關，同時也表明殷海光沿襲了「五四精

神」，用傳統來代表政治制度的知識資源。於是通過對傳統的象徵性再塑造，

選擇那些游離於傳統之外的符號作為文化傳統的象徵，也就並不令人奇怪

了9。

同樣的例證更為典型的表現在80年代末期的思想電視片《河殤》。倘若我們

將《新青年》與《河殤》這兩份同樣被列為思想啟蒙運動的遺產進行一番對比，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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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百年中國 可以感受其中饒有興味的一幕。同樣是反思文化傳統的，有意思的是《河殤》選

擇的代表文化傳統的象徵符號是「黃河」、「長城」與「龍」。而這三者在《新青年》

文本中又有甚麼意味呢？「黃河」在《新青年》出現的頻率為三次，只出現在吳稚

暉〈補救中國文字之方法若何〉一文中，「黃河」與「泰山」等均屬於語言文字中的

「專有名詞」。「長城」共使用五次，前期只具有地理名詞的意味；而《新青年季刊》

時才出現從負面來使用「長城」。瞿秋白1926年在〈國民會議與五卅運動：中國革

命史上的一九二五年〉文章中稱，革命運動自從五卅之後，「衝破了思想上政治

上的萬里長城」。《新青年》中「龍」的頻率出現稍多，達195次，但主要是關乎人

名、地名、書名之類；具有象徵意味的只有十餘處，無非是關涉於皇帝與龍王

廟之類。

從《新青年》到《河殤》，記錄&自五四70年來思想文化發展的漫漫征程bk，

而作為文化傳統的象徵符號由「孔教」轉化為「黃河」、「長城」與「龍」，無疑意味

&對文化傳統的認知受到知識份子文化養成以及歷史境況的影響，由此可見中

國知識份子在批判現存政治制度時，不斷重新界定傳統，尋找新的象徵符號。

因此全盤反傳統主義在二十世紀的勃興，不僅明確記錄&傳統作為「知識資源」

失落的歷程，也代表了中國知識份子一次一次地對政治制度合法性根據的再

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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