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激進與自由的雙面人
——陳獨秀　　

李慎之先生（1923-2003）仙逝，

一個嚴肅的問題需要人們作出認真回

答：李先生從二十世紀90年代起成為

中國自由思想的代表意味P甚麼？愚

意以為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必須對

二十世紀世界和中國思想發展的全局

有比較清晰的了解。

簡單地說，自由、民主、法治思

想與極權主義的生死搏鬥，是牽動二

十世紀人類思潮和歷史發展的基本線

索。後者利用了現存制度的社會不平

等和國家不平等。於是，以消滅社會

不平等為旗幟，寫下了蘇聯七十四年

的血腥歷史。以消滅國家不平等為職

志的東方各國民族解放運動，則在許

多國家程度不等地加上兩種作料：所

謂「畢其功於一役」的形形色色的社會

主義；以民族特點為藉口營造專制

體系。

中國的思想和歷史發展是這個

大格局下的一個重要拳擊場。搏鬥

雙方的分歧不在要不要一個獨立的中

國——消滅國家不平等，而在要一個

甚麼樣的中國：是現代主流文化指引

的自由、民主、法治的中國，還是另

闢捷徑，「畢其功於一役」的中國？簡

單地說，依然是現代主流文化與極端

思潮之間的搏鬥。其中一個承先啟後

的關鍵人物是陳獨秀。

陳獨秀在二十世紀中國史上佔有

重要的一席，是由三件事決定的：

1、他繼承嚴復、梁啟超等第一

代啟蒙思想家的未竟事業，發動了以

自由主義為指導思想的新文化運動，

為現代世界主流文化在中國生根清掃

路障建立了永恆的功勳。

2、進入20年代後，他成了激進

的極端思潮的代表。

從領導創建共產黨到成了極端主

義小組織——中國托派的領袖，其所

作所為可以歸結為一句話：嘗試把除

從陳獨秀到顧準和李慎之

● 袁偉時

＊ 經作者同意，此為本刊編輯室的壓縮稿，原文八千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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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民主主義之外的馬克思主義三大

流派中的兩個（列寧主義和托洛斯基

主義）應用到中國。而這兩大流派的

共同特點，是誇大現代社會政治、經

濟運行的基本架構的缺陷，把發展過

程中的參與面不足和分配不盡合理，

說成是它們應予徹底摧毀的理由；從

而抹煞了社會管理的歷史經驗。用陳

獨秀的話來說是：「甚麼民主政治，

甚麼代議政治，都是些資本家為自己

階級設立的，與勞動階級無關。」是

「欺騙勞動者的」1。「法律是強權的護

符，特殊勢力是民權的仇敵，代議員

是欺騙者，決不能代表公眾的意

見。」2於是，他所嚮往和鼓吹的「革

命」，不是維護和加強民主、法治，

擴大人類自由，而是告別主流文化，

建立嶄新的「人間天堂」。

3、從抗日戰爭爆發後，逐步告

別激進主義，向現代主流文化回歸。

隨P政治實踐的進展，特別是蘇

聯政權殘暴本質的暴露，他逐步認識

到，托派「這樣一個關門主義的極左

派小集團⋯⋯當然沒有發展的希望；

假使能夠發展，反而是中國革命運動

的障礙」3，「所謂『無產階級專裁』根

本沒有這個東西，即黨的獨裁，結果

也只能是領袖獨裁，任何獨裁制度制

都和殘暴、蒙蔽、欺騙、貪污、腐化

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離的。」因此，

他斷言：「『無產階級民主』不是一個

空洞名詞，其具體內容也和資產階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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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二十世紀30年代末、40年代初，中國

許多著名文化人（如郭沫若、茅盾）和

大批熱血青年把蘇聯看作理想世界的

化身和中國的明天，在這種情況下，

陳獨秀的這些言論可謂石破天驚的

棒喝！

從1903年5月組織安徽愛國會算

起，至1942年5月離開人間，陳獨秀

三十九年的輝煌歲月，是分別以激進

和自由為標誌的雙面人。這兩面是二

十世紀中國思潮變遷的側影。他在自

己生命最後幾年回歸現代主流文化的

大徹大悟，則開啟了三十年後中國馬

克思列寧主義者覺醒的端倪。作為這

個覺醒過程先後飄揚的兩面旗幟，還

有顧準和李慎之。

二　顧準、李慎之倡導市場
經濟和民主政治 

從思想上看，顧準和李慎之是同

齡人。1949年人民共和國成立，一個

三十四歲，一個二十六歲，都是年輕

的老共產黨員。1956、57年間，他們

同在北京並不相識，卻分別提出兩個

事關歷史發展全局的重大問題：市場

經濟和民主政治。

顧準的基本思想是：「從全部國

民經濟生活上說，不讓價值規律既調

節流通，又調節生產，結果必將割裂

生產與消費之間的聯繫，因而將發生

有害的結果。」他認為應該「使勞動者

的物質報酬與企業贏虧發生程度極為

緊密的聯繫，使價格成為調節生產的

主要工具」。一定不能忘記「價值規律

在客觀上是制約P經濟計劃的」5。透

過當時歷史條件下必然帶有的烙印和

語言，實質是要求把市場作為整個國

民經濟運行的基本機制，推動我國經

濟向現代經濟靠攏。正如著名經濟學

家吳敬璉所說：當時在中國，「只有

顧準鮮明地提出讓價格的自發漲落、

即真正的市場規律來調節生產。所

二十一世紀雙月刊　2003年6月號　總第七十七期



150 特稿 以，顧準是中國經濟學界提出在社會

主義條件下實行市場經濟理論的第一

人。」6

這時李慎之提出的是政治制度問

題。李先生回憶當年情景時寫道7：

當毛主席看到波匈大亂而派秘書林克

到新華社來向王飛和我徵求意見的時

候，我們就大談蘇聯東歐出問題的根

本原因就在於沒有在革命勝利後建立

起一個民主制度。冷西同志（當時任

新華社社長、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會

議的吳冷西）向我說過，「毛主席說我

們現在還是在訓政時期」，我就向林

克說：「請毛主席除了經濟建設的五

年計劃之外，還要制定一個還政於民

的五年計劃」；冷西還向我說過：「毛

主席說我們現在實行的是愚民政

策」，我就說「我們也要開放新聞自

由」；「小學中學都要設立公民課或者

憲法課，新中國每一個公民都要清楚

自己的權利與義務」；冷西又告訴我

「毛主席說我們的問題不止是官僚主

義，而且是專制主義」，我就說「我們

應當實行大民主」，「應當建立憲法法

院」。

同一時候，顧準也在思考「民主

社會主義」或「社會主義民主主義」問

題。稍後他清晰地說明：「第一個問

題是政治—哲學問題。」「最不重要的

問題才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個

必須正視的政治問題是恐怖主義。

「羅伯斯比爾式的恐怖主義是夭折

的，社會主義的羅伯斯比爾主義並沒

有夭折。法國大革命造成了一個拿破

崙，社會主義造成了斯大林與毛澤

東。」8到了70年代，他終於徹底清

算了導致暴政的「直接民主」，毫不含

糊地指出：「奢望甚麼人民當家作

主，要不是空洞的理想，就會淪入借

民主之名實行獨裁的人的擁護者之

列。」「兩黨制的議會政治的真正意

義，是兩個都可以執政的政治集團，

依靠各自的政綱，在群眾中間競爭取

得選票⋯⋯這是唯一行得通的辦

法。」9

無論顧準還是李慎之，在1950年

代都還是真誠的共產黨員，1956年蘇

共二十大揭開斯大林殘暴統治的真

相，是他們思想發展的轉折點。他們

在驚醒後渴望與自己血肉相連的中國

共產黨和毛澤東接納他們善意的建

議，走上健康發展的道路，避免重蹈

蘇聯的覆轍。他們冷靜地考慮中國的

現實，終其一生都沒有組建反對勢力

圖謀推翻中國共產黨。他們是作為傑

出的思想家在現代中國歷史上佔有崇

高地位的。

顧準作為殉難者早已寂寞地離開

人間。儘管有些權勢者仍然視之為異

端，越來越多的中國知識份子卻深

知：他的文章是他用血淚寫下的中國

人苦難根源追尋錄；咀嚼他的思想遺

產，就是繼承歷史智慧，銘記刻骨錐

心的教訓。

現在，積極倡導中國應該進行政

治體制改革的李慎之也離開我們了。

中國人更不應忘記，經濟、文化和社

會生活方方面面的瘋狂，歸根到底是

由於政治上的獨裁專制。可悲的是這

個關乎中國國運的關鍵問題至今仍未

得到妥善解決，乃至李慎之不得不在

1999年重新提醒中國的黨和國家領導

人：「『資本主義可以搞議會民主，社

會主義也可以搞議會民主』，給中國

的政治改革打開一個新局面。」（〈風

雨蒼黃五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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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尋求民主與專制的
歷史淵源　　

顧準和李慎之這對雙子星座出現

在東方地平線上並不是偶然的。除了

客觀環境外，他們自身的思想路徑也

有許多足以啟迪後來者的特點。

他們都在古今中西上下幾千年的

歷史中反覆比較求索，從中西歷史差

異中尋求民主與專制的歷史淵源。一

致肯定專制是東方社會發展的必然結

果，自由、民主、法治則是西方社會

各種歷史因緣際會的產物。顧準認為

自治城市、法治、民主、個人權利這

一套「只能產生於航海、商業、殖民

的民族中」，「城市及其自治，是中國

歷史上所絕對不會發生的，甚至是東

正教文明的俄羅斯沙皇統治下所不允

許存在的。」bk李慎之先生則痛斥倡導

中國傳統文化和所謂亞洲價值可以

「為萬世開太平」等虛驕之氣，就是察

覺如此「對全人類的（也就是全球的）

主流文化（市場經濟、民主、法制）故

意唱反調，因而有阻礙中國現代化的

危險」bl。所謂中國可以從內部自然產

生出資本主義，有些人津津樂道的所

謂資本主義萌芽，其實是片面看待一

些經濟現象，而忽視了資本主義是經

濟、政治、法權和文化等因素的綜合

體系，沒有經濟自由和法治就不可能

有資本主義的現代化。

李先生有機會觀察了中國改革開

放的過程，新的環境推動P他思考一

些新的重大問題。

第一是對全球化的分析和對阻礙

中國融入全球化進程的種種藉口的批

判，特別是對所謂亞洲價值的批判。

李先生熱愛中國傳統文化並有深

厚的學養。記得第一次見到李先生，

是在90年代初中國文化書院在泉州舉

行的「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化」的討論

會上，晚上去拜會他，他直截了當說：

「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那一

套很多人不信了」，應該重新探討哲

學問題。他於92、93年間寫就的〈辨同

異合東西〉和〈中國哲學的精神〉，體

現P他在這一領域的探索成果。他在

1995年9月13日一封給我的來信中寫

道：「作為一個中國人，我天然地認為

中國哲學最符合未來的全球價值，比

如『道』的概念就比『神』的概念更好。」

李先生清醒地看到，全球化不是

田園牧歌，必然伴隨P血與火及其他

污穢，但這是無法抗拒和有利人類長

遠發展的歷史潮流。他深知根本沒有

甚麼統一的亞洲價值，中國必須吸收

人類文明的共同成果，拒絕東方主義

一類叫囂。

與他發表〈全球化與中國文化〉、

〈亞洲價值與全球價值〉等宏文的同

時，1995年5月31日在給我的手教

中，他語重心長地指出：

在目前的中國，最需要的是要有真正懂

得中國的弱點與缺點而又真正向外國學

習的人，取人之長補己之短，老老實

實，學他幾十年，中國是會有希望的，

僅僅是自以為是地逞英雄充好漢，只能

給我們苦難深重的民族再添苦難。

這些話絕非無的放矢。他寫道：

現在學術界刮起一股東方主義，反後

殖民主義之風。其維護中國文化之志

可敬可佩，但是奇怪的是：一，這些

愛國志士對中國文化的知識之貧乏，

令人吃驚。像我這樣七十幾歲的老人

完全可以認為他們還比不上六十年前

的中學生。二，他們用的「話語」完全

是西方「後現代化」的話語，為我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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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上都已首先「自我殖民地化」了，

卻還要義憤填膺地反殖民化，這是當

今學術界最為奇妙的景觀之一。

與此同時，李先生嚴肅指出：

「東亞文化（姑且以中國的儒教文化為

代表）、南亞文化（姑且以印度的印度

教文化為代表）、西亞—中亞—北非

文化（姑且以阿拉伯的伊斯蘭文化為

代表）。三者大不相同，其差別實不

亞於中國與西方的差別。」bm侈談亞洲

價值不啻自欺欺人。

第二，他適時地在中國大地公開

舉起自由主義的大旗。在中國特殊環

境下，衝破禁錮需要極大的勇氣和令

人折服的人格魅力。李先生適應歷史

潮流，把80年代以來已經廣泛傳播的

自由主義從思想潛流變為公開合法的

公眾話語，把這面大旗舉了起來。

他說：「經濟市場化已成為全球

性的潮流，自由和自由主義也越來越

成為一種全球性的價值。」企盼「發軔

於北京大學的自由主義傳統在今天的

復興，一定會把一個自由的中國帶入

一個全球化的世界，而且為世界造福

增光」。在他看來bn：

自由主義可以是一種政治學說，可以

是一種經濟思想，也可以是一種社會

哲學。它可以是一種社會制度，更是

一種生活態度。只有社會多數人基本

上都具備了這樣的生活態度，也就是

正確的公民意識，這個社會才可以算

是一個現代化的社會，這個國家才可

以成為一個法治國家。

因此，近年來他一再大聲疾呼，要認

真研究顧準，要重新啟蒙，要進行公

民教育。

第三，揭露歷史真相，清算專制

主義。正如哈耶克（Friedrich A. Hayek）

所指出：「政治輿論一向、並將永遠

與人們對歷史事件的看法緊密相

關。」bo因此，揭露歷史真相，粉碎專

制統治者及其爪牙刻意製造的歷史神

話，成了中國回歸現代主流文化的重

要一環。如果說顧準是在中西歷史的

對比中清算中國專制主義的老根，那

麼，80年代以後，人們則直接從對反

右、大躍進、文革三大災難的控訴開

始，揭露專制統治的罪惡，為回歸主

流文化奠定思想基礎。在這一影響深

遠的揭穿謊言、披露真相的刨根活動

中，李慎之先生的〈一段公案的由來〉

和〈毛主席是甚麼時候引蛇出洞的？〉，

以其翔實的史料和入木三分的分析有

其特殊意義。

四　顧李兩人的同和異

一個必須回答的問題是：為甚麼

恰好是顧準和李慎之先後在共產黨內

舉起自由主義的大旗？竊以為有兩個

不容忽視的因素：一是兩人都生性耿

直。須知他們都是由於多次對權勢說

不，而鑄造了自己的苦難和輝煌。更

重要的是第二個因素：他們都是中國

共產黨內受過自由、民主洗禮的知識

份子黨員，並且有機會繼續接觸外來

先進思想。他們年輕時是滿腔熱血、

志在救國救民的理想主義者，因不滿

國民黨、蔣介石的獨裁專制和對外軟

弱而參加共產黨。經過重重挫折後發

現自己參與締造的竟然也是一個專制

體系，理想破滅後的苦痛催促他們奮

起。不過，光是受苦還不足於造就一

個思想家，還要有新鮮的思想養料，

而在新華社國際部工作的李慎之恰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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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眺望外部世界的窗口上。顧準

1955、56年間在中央黨校學習和其後

的歲月¾，在接受思想灌輸的同時，

居然從縫隙中找到了外來先進思想的

養料。

1975年顧準是在淒風苦雨中孤獨

地告別人世的，連兒女都不願或不

敢見他最後一面；其主要著作在他

逝世二十年後才在中國知識階層中

廣泛傳播。這體現了在文革時期「全

面專政」的恐怖氣氛和思想鉗制下，

知識階層在奴役狀態下的奴隸心態。

1970年代末開始的思想解放，是以馬

克思主義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

標準」為基本口號的，在此之前的張

志新等人也是在馬克思主義範圍內奮

起反抗的。當時中國大陸的自由主義

者屈指可數，顧準是冰雪世界中屹立

的孤峰。

畢竟二十八年過去了，時移勢

遷，李慎之和顧準的處境已有很大不

同。中國知識階層的思想解放是以文

革和六四兩大歷史事件為契機的。他

們分別成了兩個階段的重要標記。

六四後中國的思潮已經起了巨大

變化。一大批出生入死的老革命的思

想，不願再受僵死的教條束縛；李先

生就是其中的傑出代表，知識結構

嶄新的知識階層已經崛起。李先生晚

年揮筆寫下〈風雨蒼黃五十年〉，立即

傳遍海內外，千百萬中國人默默反覆

吟誦。從李先生病危一直到逝世以

後，許多人用各種形式表達自己的悲

痛和敬意。李慎之是層巒疊翠中的高

山，是號召人們不屈不撓追尋真正的

現代化的號角和旗幟。高山仰止！

安息吧，李先生！再過二十年，當您

百年冥壽到來時，回望神州，必然

看到滿眼都是挺直了腰杆的現代自由

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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