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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現代史上的自由主義

● 羅志田

張忠棟、李永熾、林正弘主編：

《現代中國自由主義資料選

編——紀念「五四」八十周年》（台

北：唐山出版社，2002）。

如果要討論中國現代史上有影

響的各種「主義」，自由主義無疑是

其中非常重要的一個。我們的思想

言說中有關自由主義的表述其實歷

來不算少，但以口吐真言式的議論

為主，真正從學理上進行研究的似

不多見（也可能是我孤陋寡聞）。這

方面原因甚多，其中一個主要問題

大概還在於相關資料的不易尋覓。

這個問題現在已有較好的解

決，九大類十數冊的《現代中國自

由主義資料選編》（以下簡作《資料

選編》）近已在台北面世，這不能不

說是一件積德的大好事。本書是台

北六位老中青學者為紀念「五四」八

十周年從1999年開始編輯，歷時三

年多，於2002年5月正式出版，而

主編之一的張忠棟先生竟已歸道

山，真正可以說是鞠躬盡瘁。「編

序」中並提到有「撰述一部理想的

《現代中國自由主義史》」的願望，

其志雖未竟，而基礎已奠定；正如

編者在序言中所說，「執此一編，

學者可以方便地進行研究現代中國

自由主義的工作」。他日《現代中國

自由主義史》的出現，正有待於後

起者。

全書的資料分為九大類：一、

甚麼是自由主義？二、「五四」與學

生運動；三、教育獨立與學術自

由；四、文化的道路；五、科學精

神與科學方法；六、社會改革的思

潮；七、民主、憲政、法治；八、

基本自由與人權保障；九、自由經

濟的主張，每個主題下又各分子

題，依類相從。因各主題涵括的篇

幅各異，成書冊數也不相同。「分

而觀之，每一分冊自成一題；綜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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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義思潮的各個面向」（編序，以下

引用不再注出）。該書選材以各種

期刊為主，並從現代中國自由主義

者的個人文集中廣泛搜集資料以為

補充；均採取全文收錄的方式，希

望「以完整的形式與面貌」呈現「各

個主題在歷史進程中變遷的軌

Á」。

這套書以紀念「五四」八十周年

為動機，故選擇以1919年的「五四」

運動的稍前時段作為資料選編的起

點，而不選取更為早期的梁啟超、

嚴復等人與自由主義理念相涉的資

料，一方面是考慮到「他們的自由

主義立場並不堅定，日後頗有搖

擺」，難以視為現代中國自由主義

的代表性觀點；同時也因為這些人

「當時的意見，不如『五四』以降的

自由主義理念，確能引領風騷，形

成澎湃的時代思潮，並不斷擴張開

展，顯示出多樣的色彩」。

的確，自由主義雖然只是「五

四」以後有影響力的思潮之一，但

因為現代中國自由主義思潮「時而

與右派對立衝突，時而又是左派批

判的箭靶」，其成長蜿蜒曲折、坎

坷崎嶇，自「五四」以來，「觀照的

議題越發多樣，思考的內涵益發深

入，論說的角度愈現多元」，終形

成「色彩多樣」的特徵。尤其「國、

共兩黨尖銳鬥爭幾十年，意識形態

南轅北轍，自由主義者夾在中間發

表意見，撰為文章，其客觀性究竟

如何？究竟代表多少自由主義的真

義？」也都還值得探索。

這\的一個預設當然是有一個

原初的或「真正的」自由主義，今日

受「後殖民」影響的學者很容易從這

個預設\看到西方「文化霸權」的影

響。實際上西方自由主義在時間上

始終是一個「發展中」的「主義」，在

整個「西方」空間之中也不時存在地

域的特色，故確實很難抽象出一個

「純正的」自由主義。編者注意到，

自由主義者主張「個人自由重於國

家自由」。這在現代西方已有些變

化，許多自由主義者也贊同由國家

主導的「福利社會」；而在中國則更

甚，這套書選得最多的胡適就曾長

期嚮往社會主義，視其為世界發展

的方向。

胡適無疑可以算是現代中國自

由主義的代表，並終生為在中國實

現自由主義政治而努力，但他從學

理上對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共

性的強調遠遠超過其老師杜威

（John Dewey）等現代歐美自由主義

者。他在1926年曾與中共黨人蔡和

森等辯論自由主義，以為「共產黨

謂自由主義為資本主義之政治哲

學，這是錯的。歷史上自由主義的

傾向是漸漸擴充的。先有貴族階

級的爭自由，次有資產階級的爭自

由，今則為無產階級的爭自由」（胡

適日記，1926年8月3日）。這是他

發揮其以「進化論」哲學為基礎的

「歷史眼光」得出的結論，既然「無

產階級爭自由」成為自由主義的最

新發展階段，則自由主義的開放性

和包容性已相當寬廣，不僅可以容

納當時英國工黨的政治主張，甚至

可以向蘇俄政治和社會政策的一些

面相開放。

那時胡適「頗有作政黨組織的

意思」，他擬「以改革內政為主旨。

可組一政黨，名為『自由黨』」。而

黨綱則包括「1、有計劃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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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轅北轍，自由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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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究竟代表多少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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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還值得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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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文官考試法的實行；3、用有限

制的外國投資來充分發展中國的交

通與實業；4、社會主義的社會政

策」。許多人都說過胡適認同美國

政治方式，但這一設想清楚地表

明，胡適並不以為美國的政治和社

會政策適用於中國，說其提倡的是

一種更加社會主義化的美國式政

治，或亦不為過。

另一方面，現代中國自由主義

與民族主義的關聯也頗為緊密。

仍以胡適為例，表面上最不欣賞

「狹隘的民族主義」的胡適，在留

學期間曾廣讀十九世紀中葉以來

的英國自由主義經典，從斯賓塞

（Herbert Spencer）、穆勒（J. S.

Mill）、格林（T. H. Green）、邊沁

（Jeremy Bentham）等人的著作中一

一讀出了「自由以勿侵他人之自由

為界」的意思，主張國際關係中應

實行「對人與對己一致」的準則，即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所不欲施

諸同國同種之人者，亦勿施諸異國

異種之人」。這就是胡適所謂「以人

道之名為不平之鳴」，自由主義成

為他從理論上構建其世界大同學說

的基礎，並用以反抗種族和國家壓

迫（胡適日記，1914年10月19日）。

《資料選編》的編者注意到，

「在教育、學術領域\，自由主義

者堅持教育獨立與學術自由，抨擊

『定於一尊』的如『讀經運動』之流的

行動」。這方面恰是包括共產主義

者在內的「五四」人一度相當共同之

處。1920年代初期中共黨人陳獨秀

和鄧中夏都正式提出中共的唯物史

觀派和胡適的實驗主義派應結成聯

合戰線以掃蕩封建宗法思想，兩人

都特別讚賞胡適把張君勱、梁漱溟

等「東方文化」派的昏亂思想「教訓

的開口不得」。鄧中夏那時對中國

思想界的劃分與胡適完全相同，只

是所用詞彙標籤不甚一樣（參見陳

獨秀的〈思想革命上的聯合戰線〉，

以及鄧中夏的〈中國現在的思想界〉

和〈思想界的聯合戰線問題〉）。在

反傳統或「反封建」方面與中共黨人

態度接近甚或一致，是「五四」後中

國自由主義的又一特點。

然而，雙方在「反帝」尤其是否

反對「美帝國主義」方面卻有針鋒相

對的衝突。實際上，中國自由主義

的「黃金時段」多少都與美國影響相

關：陳獨秀在1918年底曾稱威爾遜

（Woodrow Wilson）為「世界上第一

個好人」，他在次年受杜威影響也

喊出「拿英美作榜樣」的口號。美國

影響的一度高漲既因杜威的訪華，

更因中國人對提倡民族自決的威爾

遜的期待。當巴黎和會傳出威爾遜

最終「背叛」其主張時，由於美國的

幫助不可恃，自由主義份子在中國

的政治前途也就此斷送。除了抗戰

期間因美國援助的再次凸顯而使中

國自由主義聲音稍見提高外，整體

上自由主義者的影響更多局限於學

界之中（關於中國人學習榜樣的轉

變，參見羅志田：〈西方的分裂：

國際風雲與五四前後中國思想的演

變〉）。

1950年代台北的《自由中國》既

可看作中國自由主義在學理上的成

熟，這一政治上的最後一搏也多少

有些像是自由主義在實際政治中的

尾聲。「現代中國自由主義」漸成兩

岸史家研究的對象，而大陸有些自

詡為自由主義的言論也真有點讓人

懷疑「代表多少自由主義的真義」？

自由主義在中國實際

政治中的不如意，或

許即因從「希望」到

「學問」再到「要求」的

人還不夠多。但若回

到歷史研究的領域，

則如《資料選編》的編

者所說，「對現代中

國自由主義的資料進

行全面性的搜集、整

理與選編，是過去學

界從來不曾G手過

的」。



（至少體現出有些人自由主義的基

本典籍尚讀得不夠。）

不過，「真正的」自由主義派即

使在歐美也從來都是少數，歷史上

實際起作用的更多是那些自稱自由

派實際卻以趨時為特徵的一批人，

他們的宗旨是「加入」（約近於陳寅

恪所說的「預流」），任何流派風行

時他們都在其中。然而這樣的加入

和呼應對實際政治而言又是不可缺

少的，清季朝廷頒布「立憲」上諭時

張謇發現，「立憲之諭，人以為假」；

而他卻「以為天下之人當咸認為真。

認真而後有希望，有希望而後有精

神，有精神而後有思慮，有思慮而

後有學問，有學問而後知要求，知

要求則真真矣」（張謇致袁樹勳，見

《袁氏家藏近代名人手書》）。

自由主義在中國實際政治中的

不如意，或許即因從「希望」到「學

問」再到「要求」的人還不夠多。但

若回到歷史研究的領域，則如《資

料選編》的編者所說，「對現代中國

自由主義的資料進行全面性的搜

集、整理與選編，是過去學界從來

不曾ê手過的」。如今此書的出版

使這一題目的研究者在搜尋基本資

料時節省大量的時間與精力（全書

最後附有詳盡的「作者索引」，並排

出「作者異名表」以供參考，這都是

非常有利於讀者的善舉。然或因資

料數量太大，此書之編選雖歷經三

年，仍偶顯倉促，如最後一冊《自

由經濟的主張》首選前溪的《統制經

濟問題》，「前溪」乃吳鼎昌的筆名，

惜未列入「作者異名表」中），也許

在不久之後真能產生出「一部理想

的《現代中國自由主義史》」，亦未

可知。我是非常期待這一願望能夠

實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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