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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革命都可歸結為文化問題，或曰任何革命都必然受制於文化——無論

是目標的設置還是路徑的擇定。革命必然受制於革命者對革命的理解，取決於

革命者的文化能力。從終極制約上，人類的一切行為都只能是文化的外化，一

切選擇的背後都有一隻看不見的文化之手。

十九世紀中葉以來大漲大落的國際共產運動大潮，自然也是現代文化行為

的一部分。它除了體現走向現代化過程中也許難以避免的認識誤差，也暴露了

深層次的文化問題。最令人痛心處有二：一、那些因「主義」而起的重災巨禍，

僅僅源於對基本經驗的生硬違背，犯了最低級的人文錯誤，惟其謬之低，其禍

尤烈；二、人類整體認識能力的提升仍需支付巨大實踐代價，仍需「反面教材」

負極座標的合成。

一　文化是一切社會行為的底盤

古往今來，所有革命總是提出重新安排社會既有秩序的政治訴求，必然與

既有文化力量發生撞擊衝突或搓揉融合。因為一切既有文化都是傳統文明的產

物，革命既然要變更社會制度，自必連帶ð相應變更文化層面的觀念。不過，

革命不可能僅僅取決於革命者一方的意願，最終必然是社會各方力量的博弈之

果。產生於西歐先進社會土壤的共產學說，之所以落戶於經濟文化相對落後的

俄中東歐朝越古柬等國，原因自然複雜多元，但歸根結底是文化問題，即這些

國家的文化能力較弱，學術勘驗能力較弱，無法辨認貌似先進的共產學說所裹

帶的烏托邦內質，被其一勞永逸的變革方案所炫惑。愈是落後的國家愈容易接

受重換山河的改革設想，就像愈窮者愈嚮往一夜暴富。

馬克思主義之所以產生於西歐而被該地最終摒拒，自然不是該地「反動力

量」過於強大，而是西歐文化過濾能力相對細密。主流知識界很早就從英法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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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百年中國與世界 中意識到暴力變革的可怕，產生了柏克（Edmund Burke）這樣的英國思想家，能

夠較早認識到革命對既有社會價值的摧毀，從而凝聚起較強大的抗拒力量。西

歐的先進是整體的，先進文化凝塑成先進的政治經濟，先進的政治經濟又保護

ð先進的文化，建立起一套運行有效的人文理念與社會制度，如自由經濟、言

論自由、三權分立、社會契約、個性解放、人權至上、票選表決等。若無這些

現代價值理念與社會制度的牢固確立，恐怕也很難抵禦共產幽靈。畢竟，「終極

解決一切社會弊端」，尤其是「終極消弭一切人類爭鬥」，對誰都有誘惑力呵。人

盡其力，均產共享，無爭無鬥，無罪無惡，難道不是千好萬好麼？可見，能一

開始就認識到共產學說的烏托邦性質，並以集體意志表達這一共識，匯聚成國

家行為，不僅僅是政治問題，也是文化能力的問題。如今中國大陸思想界大概

已經有能力認識到：英國近代濃厚的保守氛圍，正是來自對英法大革命的深刻

認識，是英國得以擋避共產赤潮的文化絕緣層。

激進的行為肇始於激進的文化，激進的文化當然只能是幼稚的文化，看不

到現實存在的種種客觀制約。現代革命歸根結底也是現代文化的一大亞種，當

革命之初進行「思想宣傳上的準備」，必然體現為對既有文化的突破，必然對既

有文化提出種種抨擊與價值顛覆，革命總是需要通過對既有文化的價值批判為

自己鳴鑼開道。而批判傳統文化又必然連帶批判社會既有秩序，文化革命必然

導致思想革命，思想革命必定引發社會革命。因此，傳統文化也就勢必成為革

命的第一道攔壩。

抵禦即過濾，中國傳統文化未能成功阻濾共產思潮，自然說明傳統文化的

虛弱與落後。事實上，正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大同」理念與共產均財相疊合，

共產思潮才獲得與中國本土文化的融合點，才得到寰內士林的普遍認同，短短

十餘年（1920至1930年代）就站上輿論制高點。「革命」一「萬歲」，偏激已上道。

如抗戰末期的聞一多，認為舊學沒有一點保留價值，竟將儒道與土匪雜陳並

列，主張只有完全摧毀舊學，中國文化才能獲得新生。聞氏向得中共高調捧

抬，走到文革，豈非必然？

從上游源頭考察，赤色思潮之所以得以大面積滲透中國，最主要得力於五四

新文化運動對傳統文化的摧毀，為赤左學說撕開理性防濾的大口子，提供了最

最重要的價值基礎——「革命萬歲」！凡新必美，凡變就是進步、就是革命，反

之就是保守反動。屢屢挨打受辱的近代史使中國士林急於「求新聲於異邦」，不

假思索地整體拋棄傳統文化體系，使赤左思潮輕易撬開經驗理性這道最緊要的

社會閘門，迅速漫堤溢壩，肆行惑眾。各路史家甚為痛心：「國共合作之初，國

民黨自己在摧毀傳統文化結構方面，也做得很積極。」1即在撬開傳統理性這道

重閘時，國民黨幫了共產黨的大忙。國民黨員從1926年的15萬猛增至1929年

的63萬，其中三分之一為二十五歲以下的青年黨員，許多都同情左派觀點2。

地主、資產階級家庭不僅出現「不肖子孫」，還有全家加入中共的「滿門忠烈」。

1970年代初，當年最激進的五四青年張國燾檢討3：

五四運動前後一部分急進的學者和青年，開始仰慕俄國革命，傾向社會主

義。那些參加中共的青年，實質上並非真正的共產主義者；他們對於馬克

思列寧的學說既無研究，更無所謂信仰；他們對於蘇聯和共產國際的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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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實際，也是一知半解，那批青年幾乎都是對於中國的積弱和腐敗，懷抱

w痛心疾首的心情，他們心目中所憧憬的，是一個獨立自由和富強之中國。

五四激進青年選擇馬列主義實在是理想指使下的一種衝動，赤俄又適時送

來了馬列主義與運動指導者以及最最重要的經費。此外，五四青年的激進還有

重要的現實因素，即孫中山革命遲遲未竟其功，使五四青年更認定左傾之必

要。只看到革命的變革效應，未看到革命更為嚴重的負極效應——暴烈偏激，

正是中國五四時期與歐洲十八世紀以後對待革命最實質性的文化差異。

二　最初的警告

赤色思潮初傳入中國，不是沒有先覺者，不是沒有最初的警告。在1905至

1907年，梁啟超與同盟會發生「立憲與共和」的東京大辯論，涉及對未來的規劃。

梁氏說：「蓋經濟之最大動機，實起於人類之利己心。人類以有欲望之故，而

種種之經濟行為生焉。」如若「平均地權」，「今一旦剝奪個人之土地所有權，是

即將其財產所有權最重要之部分而剝奪之，而個人勤勉殖富之動機，將減去

泰半。」4 1919年，梁啟超遊歐，評說社會主義5：

馬克思一派倡的生產機關國有論⋯⋯我頭一個就反對。⋯⋯有人說現在中

國應注重的是生產問題不是分配問題，這句話我卻不敢完全同意。我的主

張是一面用全力獎勵生產，同時眼光並須顧及分配。⋯⋯工業方當幼稚之時，

萌蘗是摧殘不得，煽動工人去和辦工廠的作對，我認為等於自殺。⋯⋯須

知革命都是出於不得已，本非吉祥善事，免得掉還是免掉的好哩。

1926年1月，青年陳毅向《晨報．副刊》投稿，藉紀念列寧逝世兩周年呼籲推

行布爾什維克主義，編輯徐志摩憑直覺回答6：

這共產革命，按我淺薄的推測，不是起源於我們內心的不安，一種靈性的

要求，而是盲從一個根據不完全靠得住的學理，在幻想中假設了一個革命

的背景，在幻想中想設了一個革命的姿勢，在幻想中想望一個永遠不可能

的境界。這是迂執；這是書呆。⋯⋯青年人，不要輕易謳歌俄國革命，要

知道俄國革命是人類史上慘刻苦痛的一件事實。

1927年，胡適再次訪美歸來，說道：「美國是不會有社會革命的，因為美國

天天在社會革命之中。⋯⋯美國近年的變化卻是資本集中而所有權分散在民

眾。⋯⋯人人都可以做有產階級，故階級戰爭的煽動不發生效力。」71930年，

胡適又說：「十幾年前我所預料的種種危險——『目的熱』而『方法盲』，迷信抽象

名詞，把主義用作蒙蔽聰明停止思想的絕對真理——一一都顯現在跟前了。所

以我十分誠懇地把這些老話貢獻給我的少年朋友們，希望他們不可再走錯了思

想的路子。」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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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百年中國與世界 農民也有歷史性預言。1926年，少年徐懋庸參加大革命，回鄉和叔父談起

革命目的，叔父問道：「你說的打倒列強除軍閥，打倒土豪劣紳，使窮人不再受

剝削壓迫，這都很好。但是講共產，那就是不論勞動不勞動，都可以分到田地

財產吧，我想這不好。這只能讓懶漢佔便宜，勤勞的人吃虧，那誰還願意勞動

呢，結果豈不是誰也不想勞動，弄得大家都沒有飯吃麼？」9一位鄉農憑常識就

預見到三十三年後的「大飢餓」了。

更深刻的聲音出現於1930年代「民主與獨裁」的論辯，余英時總結說：「三十

年代民主與獨裁的爭辯，我覺得是很有意義的。因為丁文江、蔣廷黻本身便是

英、美式的自由主義者，現在連他們也主張一種開明的獨裁，可見民主在當時

中國的現狀中尚無法落實。」bk從歷史結果來看，那會兒忍受一時的開明獨裁以

爭取盡快結束國民黨訓政，實在是中國迄今為止距離民主憲政最近之時。

可惜，這些「不同聲音」湮沒於赤色喧囂之中，沒有引起文化界足夠的回

應，且被一腳踢為「落後反動」，擲下一大堆譏笑嘲罵。

三　革命成效取決於革命者的文化

經驗是必須尊重的，因為只有通過經驗的檢驗，才能過濾掉形形色色的非

理性設計，才能對林林總總「以革命的名義」提出的各色新說進行有效驗別。否

則，人們憑甚麼進行「理性選擇」呢？難道可以僅憑革命者的宣傳與自我論證

麼？而且對人文錯誤的有效識別具有強烈的時效性，必須於實踐之前。像德國

需要第二次世界大戰鑒別納粹學說、像中國需要反右和文革識別「毛澤東思

想」，書齋v就能完成的檢驗，竟需實踐而後知，代價實在太大了。

從文化角度看，共產革命的毛病出在極端化，將試驗性的社會變革當成信

仰性的宗教，馬列新說成了免檢產品，不容質疑，不容修正，俄中東歐朝越古

柬等國均對其缺乏必要的文化驗證。其實，任何承傳至今的文化雖然難免存在

落後角落，但既被一再繼承，必為經驗一再疊加，均為種種複雜博弈之果，都

有不得不然的時代制約。所謂「革命」，其合理部分只在於對既有制度與傳統文

化的落伍部分進行必要修正，超出此限，即為過激過份，極易闖禍。而對過激

過份的認定，又取決於革命者的認識能力，取決於對「度」的理解把握，革命的

成效取決於革命者的文化。種瓜栽樹也得先看土質土性，以二十世紀初中國十

分低弱的文化去迎娶西方最新的人文學說，客觀上缺乏「正確理解」的社會基

礎，不唸歪經也是不可能的，更何況迎回來的還是一部未經實踐驗證的新經。

「德先生」很快被弄成俄式群眾暴政。

共產革命的麻煩在於以理想否定經驗、以想像代替現實，對整個社會提出

徹底修正。宏大富麗的重起爐灶，完全顛覆的秩序再建，從根本上否定既有價

值序列，否定一切既有經驗。現在看得很清楚了：似乎體大思精、殿堂宏偉的

共產設計，不過仍以道德淨化為號召，違背現實可能地反對一切私有制，否定

一切個人權利。文革無非走得至偏至遠——「狠鬥私字一閃念」，既違反現代人

權的基本價值，也違反人類的生物本能。沒有任何自身需求的人是不可能存在

的，也不需要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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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理想化則是共產學說的起點，無私化更是共產論者一再揮舞的縛龍長

纓——似乎無懈可擊的價值地基。他們認為既然出於好心，目的純正，方式方

法概可免疑免檢。孰不知，好心辦壞事乃是歷史一再上演的舊劇。德國詩人荷

爾德林（Friedrich Hölderlin）說過：「總是使一個國家變成人間地獄的東西，恰恰

是人們試圖將其變成天堂。」bl尤其脫離客觀現實，再好意的設計也會燒壞整鍋

湯。推翻一個舊制度並不等於一定能夠換來一個好制度，再輔之刺刀推銷「主

義」，當然要闖大禍。

從操作角度看，革命初起階段，千難萬難，阻力重重，不要求拆屋頂就不

可能得允開窗，出現矯枉過正等各種偏激失控似難避免，也有不得不然的一

面。但問題是一旦社會接受了革命邏輯，開動紅色列車，等到革命既成（推翻前

政權），能否收勒韁繩，理性使用革命奪來的權力，合度安排社會秩序，進入穩

步漸變？此外，革命本身是否具備修正體系？新權力是否受制約？是否具備自

我修正機制？因為，社會總是在不斷發展，人們的認識能力也需要不斷發展，

一種缺乏自我認識的思想學說必然缺乏自我調節。共產學說既偏激又拒絕修

正，還公然提倡以暴力開道，以力捍說。如此這般，「偏謬＋暴力」，愈走愈

偏，赤禍自然愈闖愈大。

其實，從現實可能性上，任何革命都不可能一步到位，都不可能一勞永逸

解決所有社會問題。囿於現實制約，任何革命都只能完成局部修改，不可能一

夜全新盡換人間。即便是共和制對君主制的革命，也只是政治制度更新，不可

能一下子完成經濟與文化的變革，十年內不可能使所有阿Q都富起來，百年之內

也不可能使阿Q的重孫輩盡成魯迅。再說，如果幾代人將一切革命工作都幹完

了，還需要後面的革命者麼？還有他們的活兒麼？留一點不完善給子孫，既是

不得不然的時代局限，也是保證當代各項工作確有時效不可或缺的哲學基礎。

相對於激進的革命，文化總是體現為保守。由經驗凝聚的文化既是一道理

性堤壩，也是一張安全濾網。儘管在一定的歷史階段會出現這樣那樣的文化問

題，有這樣那樣的文化缺陷需要修補，但在任何情況下，不應整體質疑文化，

更不容將之徹底推翻。經驗一再告訴我們：誰對文化提出全盤變革計劃，或者

對文化進行大革命，那麼可以肯定此人一定是真正的動亂份子，不是年少無知

便是居心叵測。因為文化是社會最高能力與理性判斷力的體現，執持文化的人

文知識份子類似理性濾壩。他們排難解憂，撫痛療傷，盡可能符合理性地安排

社會秩序，盡辨史之力選擇未來走向，責任重大，不可缺失。整體打倒知識份

子，剝奪知識份子對社會事務的發言權，自然大事不妙矣！

1962年7月上旬，劉少奇因全國饑情嚴重趨見毛澤東：「餓死這麼多人，歷

史要寫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書的！」毛答：「三面紅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

不頂住？我死了以後怎麼辦！」bm在毛看來，死多少人也不及「三面紅旗」重要，

人得為「主義」服務，而非「主義」為人服務，價值倒置在此昭然。理想雖然不是

壞事，但理想的負面作用也很大！尤其當理想被誤導、被領錯路，會釀成多少

「熱情的錯誤」，多少偏執的悖謬都是搭乘理想之車出行，多少罪惡假於革命之

手。二戰末期日軍神風自殺飛機的基地司令贈言臨行飛行員，也是絕對愛國的

「日本必勝」！bn然而在名義之下，還得看實質呵！

再如國際共運高唱的「窮人要翻身」，粗粗一聽，似乎有理，哀號中的窮人

難道不應該同情嗎？不應該翻身嗎？但接下來實現「窮人翻身」的方式則是去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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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百年中國與世界 取富人財產，在「解放」受壓迫階級的同時，製造另一個新的受壓迫階級，產生

了另一批窮人。就全社會而言，並非「受壓迫階級」的消滅，只是「受壓迫階級」

的社會大轉移；更致命的是釀成人文災難——全社會視富為仇，不僅不敢奔富

只能守貧，而且形成阻富掐尖的各種社會制度，社會生產這塊大蛋糕不是愈做

愈大，而是愈來愈小。走向大飢餓、走向短缺經濟，自然成為各紅色國家之通

弊。文化上，當今絕大多數中共官員仍不理解孟德斯鳩（Charles Montesquieu）為

甚麼說「所有權是道德神」，即不理解道德並不僅僅是奉獻權益，保a權益才是

道德的價值基石，奉獻之目的還是在於保a。

四　西方反而搞成社會主義

1980年初，時任上海工業大學副教授的徐匡迪（後任上海市長、中國工程院

院長）訪問北歐，無限感慨：「人家真幹成了社會主義！」從加拿大回來的人也

說：「那v是全民富裕。」一位赴外打工者說：「我在國外給資本家做工，每年可

得到幾萬美元，生活得很好；過去在中國不讓受剝削，卻一直過窮日子。」bo可

見那v的社會主義成份反而比社會主義國家多得多。一位赴美十餘年的粵人總

結：「美國市場是資本主義的，政府是社會主義的！」bp

1970年代末，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王震訪英，聽說70%英國百姓擁有私宅

與轎車，每年度假旅遊，十分驚訝。他以「訪貧問苦」的意向尋訪失業工人，發

現失業工人住在一棟100多平米的兩層樓房，不納稅，享受免費醫療，子女教育

免費。王震原以為英國工人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可人家卻比他這個副總理生

活都好，副總理的工資只是英國清潔工的1/6、電梯工的1/8。王震嘆曰：「我看

英國搞得不錯，物質極大豐富，三大差別基本消滅，社會公正，社會福利也受

重視，如果加上共產黨執政，英國就是我們理想中的共產主義社會。」bq這次訪

英使王震成為鄧小平改革開放政策的堅定支持者。

「萬惡的資本主義」老牌英國，無心插柳柳成蔭，反而搞成社會主義，當然

不是歷史開玩笑，而是人家沿ð歷史理性循序漸進，不唱高調，幹成實事。

1941年美國總統羅斯福（Franklin Roosevelt）提出四大自由——言論自由、宗教信

仰的自由、免於匱乏的自由、免於恐懼的自由，既是對自由理念的落實與延

伸，也砌起更高的人文台階。四大自由的矛頭不是對準國民而是政府，尤其是

「免於匱乏的自由」，要求政府向國民提供生活保障，標準還低麼？四大自由的

實現，帶動了美國社會整體層次的提升，包括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我有一個夢〉（“I Have a Dream”）四十年後的全面實現。可在當今中

國，四大自由，哪一項不是「同志仍須努力」？

五　告別革命——最沉痛的世紀人文遺產

但另一方面，人類發展離不開理想牽引，社會前進也離不開革命的推動，

各種社會弊端也在不時呼喚革命，社會矛盾的量積最終也必將導致質變。因

現代文化的先進性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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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在相當意義上，革命乃是人類理想的體現形式之一。這是國際共運得以燎

原一時的價值內核。但也正是這一理想性內核，使絕大多數革命無可避免地駛

上偏激之軌，無視革命設計與現實可能之間的差距。事實上，再完美的社會改

革方案都可能百密一疏，必須在實施進程中漸行漸補。因此，現代文化的先進

性就在於既要得到革命的推動力量，又要過濾掉革命的負極影響。一個社會的

最高文明即體現為對這一「度」的把握能力。二十世紀全球最重大的人文成果便

是「告別革命」。寧要改良不要革命，成為二十世紀全球人文共識。尤其在俄中

東歐朝越古柬等國，意義之重難以估衡。

「告別革命」除了告別政治暴力及一系列「萬歲」邏輯外，其文化意蘊更為深

邃，即必須尊重既有文化積累，必須在充分利用既有文化的基礎上才有可能理

性地走向現代化，才有可能真正實現人類大同，才有可能在走向現代化的過程

中「一個都不少」地兼顧各方，才不至於支付毀滅性的文化代價。現代化畢竟只

是人類文化的理性延伸，是對傳統文化「守先待後」的繼承與創新，絕非徹底割

裂的重起爐灶。對中國當代人文知識份子來說，歷經文革之痛，自應更清晰地

認識到革命與文化的關係。只是受制於低弱的文化基礎，中國大陸人文界對此

關鍵性問題尚渾噩不清。當局又對反右—文革的反思步步設限（如出版物涉反

右、文革，必須送審），這方面的反思可說尚未進入「初級階段」。

錢穆很早就認識到革命對文化的破壞，錢門弟子余英時對此痛心疾首。

1988年9月，余英時剖析：「中國思想的激進化顯然是走得太遠了，文化上的保

守力量幾乎絲毫沒有發生制衡作用。中國的思想主流要求我們徹底和傳統決

裂。因此我們對於文化傳統只是一味地『批判』，而極少『同情的了解』。甚至把

傳統當作一種客觀對象加以冷靜的研究，我們也沒有真正做到。這是西方『為知

識而知識』的科學精神，但卻始終與中國知識份子無緣。中國人文傳統的研究到

今天已衰落到驚人的地步。」「中國沒有一個現狀可以給保守者說話的餘

地。⋯⋯嚴格地說，中國沒有真正的保守主義者，只有要求不同程度變革的人

而已。要求變革較少的人往往就變成了保守主義者。」br

新思想新主義一腳踢開了文化，等於挪開了「保守」必須倚恃的價值支點

（「保守」必須依據某一現實秩序為邏輯起點），獨自在激進軌道上飛奔，物極方

返。余英時再曰：「總之，古今中外一切存在過的社會秩序都成為詛咒的對

象。」bs行至文革的赤說不僅否定了舊學，也否定了剛剛建立的無產階級新學，

打倒一切，最後當然輪到打倒自己。

李澤厚認為：「五四激烈反傳統確是其他文明中少見或沒有的現象，我以為

這倒恰恰與沒有強大宗教背景的中國傳統有關，是實用理性的中國傳統精神的

展現。」bt沒有宗教背景，即沒有絕對價值支點，一切價值均可隨ð統治者的「實

用」而移變。五四左傾知識份子的幼稚處在於只看到傳統文化對革命的格擋，看

不到更深層次的文化效應——對偏激的糾阻。當然，人性的弱點在於難檢自

身，偏激者豈會自認偏激？「破字當頭」的革命者又怎能意識到自身血液v的「激

素」——社會大動蕩的源頭。

經過狂烈的二十世紀革命高潮，人文知識份子痛定思痛，認定為求保險，

既然革命慣性如此巨大，難以掌控，還是「告別革命」為宜，寧要改良不要革

命；寧要可逆的改良，不要顛覆的革命。點點滴滴的改良，叨叨碎步，雖慢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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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積量變成質變，可逆性保證了可調整性，可調整性又保證了變革的品質。

而且，變革成本不會全堆壓在一二代人身上。變革過劇，一代人早年所受的文

化教育到了中晚年成了「革命對象」，不僅是一代教育的浪費與社會文化的斷

裂，而且會帶來文化災難與精神痛苦。數代或十數代人分攤革命的成本，讓每

一代人盡量享受人類既有文明成果，沐浴到更多的既有人文滋養，早年教育與

中晚年社會需求大致相吻合，本身就凝含人類巨大的共同利益與文化價值。

文化雖然總是不期然而然地蘊含變革因素，但文化最主要的功能則是提供

歷史經驗，讓人們更優化地度過生命。革命者一生處於劇變漩渦，一生以鬥爭

為主旋律，負擔過重、壓力過大，不僅自己失去穩定安寧的心態，而且因仇多

恨重而少慈失愛。一個滿世界「鬥鬥鬥、殺殺殺」的社會，會是一個適合人類居

住的「和諧社會」麼？革命能夠成為社會的主旋律麼？

二十世紀國際共運史再次論證了一條淺顯史訓：理想總是相對遙遠的

希望，只是一種努力方向，並非自動就是絕對真理，更不直接等於現實可行的

政策。無論如何，經驗仍是人類前進最重要最可靠的路標。為扳正「這個世紀

〔二十世紀〕是否定性的世紀」ck，二十一世紀應該是肯定大於否定的世紀，「告

別革命」的哲學內涵便是「告別否定」。

「中庸」的提出，體現了中華祖先對「度」的認識，意識到行為必須恰分。從

中國傳統文化向世界當代文明輸送養分的角度來看，「中庸」或可成為我們的一

面旗幟，就像希臘文明以「民主」、「自由」為旗幟。「告別革命」當然再次證實了

「中庸」之價值。

六　人文學科是謬誤高發地段

人文學科由於缺乏效果檢驗的直接尺規，乃是謬誤高發地段，人文學者必

須高度自慎。因為，任何時代的知識份子都必然是歷史的文化人質，就像人無

法走出自己的皮膚。他們在批判改造社會的同時，必須意識到自身無法掙脫的

時代局限。一旦缺乏這一自慎，就會很容易掉入以偏糾偏的舊井。文化人掌握

革命之「度」尚屬高難，若由無知者來操縱革命——「知識愈多愈反動」，一切還

有指望嗎？尤其是青年革命者，人生經驗尚淺、人文素養尚薄，衝冠一怒易偏

激，很容易犯方向路線的錯誤。

1977年，錢穆說：「回憶吾國，自辛亥前迄今百年，人人以慕效西化為自救

自存之惟一途徑。唱為文化自譴之高論。群認為中國人僅知有私德，不知有公

德。⋯⋯私德既喪，何來公德？⋯⋯試問每一人之生命，究屬私有，抑公有？

無私又何來有公？」cl對傳統文化一刀切一腳踢，全棄私利空倡公德，價值完全

倒置，文化徹底顛覆，錢穆確實看到了問題的實質。為甚麼不能公私兼顧呢？

利他為甚麼不能兼顧私己？為甚麼非要將利己與利他截然分開對立？這不是明

顯違反辯證法麼？再說，如果革命僅僅只是為了克己滅欲而非盡量滿足欲望，

革命的意義與必要性何在？欲望本身既然都是多餘與反動的，還需要滿足欲望

的「革命奮鬥」麼？

1946年初，當有人對革命抱有宗教狂熱，林徽因卻在致費正清妻子的信中

寫道：「一個人畢生經歷了一場接一場的革命，一點也不輕鬆。正因為如此，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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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覺察有人把涉及千百萬人生死存亡的事等閒視之時，就無論如何也不能饒恕

他⋯⋯」cm當年有多少人能從生命價值高度去理解革命？林徽因若非長年留歐，

深浸西方現代理念，又如何能達到這一人文高度？

舉一反例，1990年代，年近八旬的紅色文士劉白羽說：「作為一個共產黨

人，我們從來沒有想過我們可以平平靜靜地進入共產主義理想的境界，因此我

們的哲學是戰鬥的哲學。」cn既然以戰鬥為生命價值述求，以永遠戰鬥為自得自

豪，還會考慮敵方的存在價值麼？還能達到基督博愛的人道境界麼？劉白羽晚

年自傳《心靈的歷程》（三卷本），八旬老翁還像純情少女一般充滿紅色浪漫，還

是一位長不大的革命青年，大段空洞矯飾的人生告別詩篇，實在讓筆者不能不

為一代紅色文士的淺薄虛矯感嘆萬分，只能說他們被徹底扭曲了、擰僵了。他

們不僅以這種被扭曲滿懷自豪，而且還為未能扭曲下一代痛心疾首，為沒有革

命接班人頓足捶胸。

要言之，由經驗凝聚而成的傳統文化不僅是一個民族和國家的智慧倉庫，

也是解決社會矛盾的總資源。有甚麼樣的文化，便有甚麼樣的社會。文化不僅

體現了一個民族或國家的整體能力，更重要的是其所攜帶的平衡能力——兼顧

理想性與可能性、為當下找到發展的最佳平衡點。對待傳統文化，小心繼承永

遠是第一位的，仔細剔揀第二位，豈能搞一言以蔽之的「一腳踢」？漠視文化，

革文化的命，實在是智力低下的蠢事，誰幹誰就是文化的罪人，只能被掃入歷

史的垃圾堆。

還有一則意味深長的史料。晚清官吏驗別革命黨人的方法十分簡單，舉人

黃炎培記述：「因我讀書多，在第二次被控革命黨時，清朝官吏認為讀這些書，

決不是革命黨，獲釋。」co清吏將文化與革命聯繫起來，認為讀書多者便不會去

革命，簡便易辨，當然是來自實踐的「真知」。從相當意義上：國際共運其實

乃小知革命，小知識份子專了大知識份子的政。

赤色革命否定了傳統文化，改革又否定了赤色學說（至少核心部分），二十世

紀中國意識形態就在「否定之否定」的大迴環中折騰起伏難得安寧。一個文化得

不到繼承的國家，一個不斷否定前人的社會，自必革命過頻過速，自必伴隨社

會的大折騰大動蕩。否定是革命的哲學前提，否定前人才有必要另起爐灶。而

前人的努力都是無用功，全社會就談不上有效積累，也沒有必要積累了，既然

任何積累都是下一輪否定的對象。一種學說一旦進入社會實踐，就會形成社會

存在，就會以既成事實沉澱為歷史，即文化最終會轉化為物質，茲事體大呵！

一個尊重文化的國家才可能尊重自己的歷史，才有可能從歷史母親那v吮

吸理性乳汁。從各國發展實況來看，尊重傳統文化不僅僅是一個國家最強大的

凝聚力，更是最深層的發展潛力。現代社會的複雜性遠遠超出任何個人的認知

能力，任何個人都不可能包打天下。最最重要的是：任何革命不能成為免檢

品，決不能以毀棄既有文明為代價。還是讓時間慢慢流淌，讓變革緩緩完成；

去就有序，變化應時；一代完成一代的任務。非暴力低動蕩、漸循序微代價，

這兩點可是血淋淋的二十世紀國際共運留給全人類的「革命文化遺產」。

隨ð電子化帶來的全球化，人類理性程度愈來愈高，中國大陸思想界也水

漲船高。雖然從理論上看，文化愈發展，偏激單向的激進思潮愈不容易形成，

然具體就中國未來之路會怎麼走，實話實說，仍叫人拎ð心。沒有制度保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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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百年中國與世界 權力交替能夠保證文化的理性繼承麼？既然權力可以用「革命的名義」按照自己

的意願取捨文化，而非文化依靠自身分泌的民主制度制約權力運轉，變數實在

太大，社會難穩呵！如果說五四那一次文化轉型我們走岔了道，這一次的文化

再轉型，能走對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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