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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向的融合與互補，大致可以觀察

到三種歷史觀的融合，即國際化的

視角、長程的歷史觀和內部取向的

歷史觀。方著特別注重地緣政治的

因素，對於盟國戰略選擇對中國在

東亞戰場地位的影響有清醒的認

識。同時，方注重內部取向的歷史

觀，主張站在中國自身立場，從中

國歷史延續性方面，從中國內在發

黃堅立：《難展的雙翼：中國國民

黨面對學生運動的困境與決策：

1927-1949年》（北京：商務印書

館，2010）。

中國二十世紀的校園政治是一

條貫穿中國現當代歷史的重要線

索。在辛亥革命之後，二十世紀的

中國政治史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是始

於「學運」，終於「學潮」。

對於這一條重要線索，一般讀

者比較熟悉，也是一般歷史教育比

較重視的，是正面的I述，即學生

運動如何起源和發展，如何向威權

提出挑戰，如何與其他社會運動相

結合。當然，「正面I述」的內容也

包括學生如何受更成熟的政治勢力

影響甚至操縱，自覺或不自覺地成

為黨派鬥爭的工具，奉獻和犧牲換

來的是為人作嫁。但這條線索的

「反面I述」則是一般讀者不太熟悉

的。反面I述的策略就是從威權政

府的角度來考察學運的獨立政治傾

學運「去政治化」為何失敗？

● 程映虹

展的規定性方面，重新審視西方對

中國的影響，觀察中西互動的複雜

情形。在方法論上，方以中長時段

的歷史考察為視角，提倡在更大的

時空範圍內梳理歷史發展的脈絡，

揭示了歷史事件的多元面相。筆者

相信，方德萬的研究對我們研究抗

日戰爭史乃至民國史都具有深刻的

啟發意義。

中國二十世紀的校園

政治是一條貫穿中國

現當代歷史的重要線

索。對於這一條重要

線索，一般讀者比較

熟悉的是正面的$

述。黃堅立的《難展

的雙翼》試圖梳理學

運這條線索的另一

面，並對國共的成敗

貢獻提出一些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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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學運吸收到政治大動蕩之後的新

體制確立和社會經濟發展之中，最

終消解學運作為重要的政治力量對

政權構成的威脅。

新加坡國立大學的黃堅立教授

最近在中國出版了《難展的雙翼：

中國國民黨面對學生運動的困境

與決策：1927-1949年》（以下簡稱

黃著，引用只註頁碼）一書。此

書是黃堅立的博士論文，1990年代

就出版過英文版（The Politics of

Depoliticization in Republican China:

Guomindang Policy towards Student

Political Activism, 1927-1949 [Bern;

New York: P. Lang, 1996]）。黃堅立

試圖在書中梳理學運這條線索的另

一面，並從這個角度對國共的成敗

貢獻提出一些思考。在今天回顧辛

亥革命以來百年中國現代化的過程

時，黃著對於華文讀者來說是很有

意義的。

在中國大陸的一般歷史教育

中，學生的政治活動或者政治參與

似乎一直和中國共產黨的歷史聯繫

在一起。前者不但為後者準備了幹

部和組織資源，提供了群眾動員的

工具，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們之間

的關係成為中共革命合法性理論的

一部分，因為這個理論強調具有理

想主義情懷和獻身精神的青年學生

是在共產黨那k，而不是在國民黨

那k看到了中國的希望。最近一些

年來，有很多當年從學生運動投身

革命的老一輩共產黨人，不但對

1949年以來的歷史，而且對1921年

以來的歷史有了很多新的思考。他

們突破了革命話語的束縛，引進了

自由主義學理和普世價值觀念；也

有從民族國家建構的角度，對民國

時期的政治有了新的評價。但在對

當年學生運動的I述上，絕大多數

新作品還沒有出現與此相應的變

化。一些人對自己青年時期參加學

運的回憶仍然是浪漫情懷有餘，歷

史反思不足。

黃著強調，作為共產黨的政治

對手，國民黨的歷史，尤其是在

1920年代國共合作的時期，也是和

學生的政治參與密切聯繫的。國民

黨的軍校以及各種青年和婦女組織

都吸收了大量的學生，各地各級學

生聯合會也密切配合了國民黨的政

治和軍事行動。各地學聯和國民黨

左派的關係尤為密切。國民黨北伐

成功和基本統一中國，是和學生運

動的支持分不開的。至少在當時，

國民黨領導的國民革命代表了中國

的希望，受到了部分青年學生的全

力支持。

大革命時期的學生運動，和工

運、農運以及婦運一起支持了國民

革命的發展，形成了強大的歷史慣

性。這個群眾運動的歷史慣性在

1927年國民黨「清黨」後的相當一段

時間k，仍然對國民黨政治發揮m

影響，並沒有因為統一戰線中極左

翼被鎮壓而一夜間消失。這也是今

天的讀者不太注意或了解的。黃著

指出，1927年下半年到1928年初，

國民黨高層無論是左派、蔣介石集

團甚或是右翼西山會議派，都「順

應了當時的政治現實」，在不同程

度上「支持和鼓勵各級學運，這是清

黨前政策的延續」（頁35）。國民黨南

京中委會在「四．一二」事變後沒有

最近一些年來，有很

多當年從學生運動投

身革命的老一輩共產

黨人對1921年以來的

歷史有了很多新的思

考。但在對當年學生

運動的$述上，絕大

多數新作品還沒有出

現與此相應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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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學運採取系統的限制政策；武漢

中委會在「七．一五」事變參與「清

黨」後只是從組織上清理被懷疑是共

產黨員的學聯領導人，對學聯本身

還是從財政上給予支持（頁31-32）。

黃著指出，國民黨對學運政策

的重大變化開始於1928年春。隨m

國民黨威權政府的確立，建設民族

國家、實現政治穩定，逐漸成為國

民黨高層比較一致的共識，為此必

須放棄大革命時期疾風暴雨的群眾

運動的方式。這個共識也是出於對

共產黨在基層群眾運動的動員和組

織上仍然有相當影響的擔心，生怕

它利用群眾運動來挖自己牆角。在

這個轉變中，戴季陶和蔡元培起了

很關鍵的作用，黃著稱之為「戴季

陶—蔡元培政策路線」（頁54-55、

81、217-18）。

作為國民黨的主要理論家，戴

季陶認為中國要解決當時面對的難

題，先決條件是必須要擁有一個安

定和平的政局，而整個教育體系更

應如此。1927年12月，戴把他擔任

廣州中山大學校長時的一系列講演

結集成書，題為《青年之路》，該書

前言提醒青年專心向學，求學期間

不宜參與政治，否則不僅浪費寶貴

的學習時光，而且會為養成青年人

魯莽的個性埋下禍根。他提出三項

建議：（1）政治家決不以青年為工

具，特別是以推動青年運動為託

詞；（2）理應採取所謂「保育」政策，

竭力避免讓青年耽溺於政治鬥爭之

中；（3）必須保證教育體制的穩定

及改進，同時必須發展科學和實

業。戴尤其強調必須立即禁止中小

學生參加政治組織和活動。對於成

年大學生，他建議可以允許入黨，

但必須是以個人而非學校或組織的

名義（頁41-42）。

五四時期擔任北京大學校長、

曾提倡「讀書不忘救國，救國不忘

讀書」的蔡元培，時任國民政府大

學院（後來的教育部）院長，和戴季

陶一起提倡教育的非政治化和校園

生活的正常化。1928年5月，他主

持全國首屆教育大會，為國民政府

制訂教育方案，基本以戴季陶起草

的〈維持教育救濟青年〉方案為基礎，

改大學學生聯合會為自治會，確定

了禁止學生自治會干預國政校政的

原則。作為妥協，學生個人還被允

許參加政治活動，但必須接受學校

的指導，不得擔任校外官職，不得

罷課去參加政治活動（頁49-51）。

黃著指出，這條「戴—蔡政策

路線」被國民黨接受並不順利。以

中央黨部民眾訓練委員會為核心的

國民黨左派不願意放棄大革命時期

的大眾動員模式，在1928年民眾和

學生抗議日軍阻撓中國統一的「濟南

事件」後，一度重新強調學生運動的

重要性，並和蔡元培等人在8月的

國民黨五中全會上發生激烈爭論。

但到1930年，國民黨中央訓練部最

後確定對學生聯合會政策進行複

審，出台了一整套有關學生自治會

的政策，基本上採取了「戴—蔡」的

主張，黃著稱之為學運「去政治化」

的路線（頁81-93）。

學運「去政治化」的目的是將青

年學生從政治鬥爭的積極參與者轉

變為新政權下知識和技能的學習

者，其主要實行方法是頒布一整套

法規，將學生聯合會轉變為學生自

黃著指出，黨化宣傳

的目的並不在鼓動和

激勵學生參加政治活

動，而是要馴化學

生，讓他們接受國民

黨政權統治中國的現

實，遠離政治，一心

學習。這一「禁」一

「倡」，硬軟兩手，就

是國民黨對付學生運

動的「雙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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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同時，威權政府還在校園推

行黨化教育，灌輸國民黨的政治思

想和價值觀，以孫中山的遺訓和國

民黨中央的政策文件為基礎，後來

又在學校發展三民主義青年團（三

青團）組織。黃著指出，這種黨化

宣傳的目的並不在鼓動和激勵學生

參加政治活動，而是相反，要馴化

學生，讓他們接受國民黨政權統治

中國的現實，遠離政治，一心學

習。這一「禁」一「倡」，硬軟兩手，

就是國民黨對付學生運動的「雙翼」

（頁82-108）。

後人都知道，「雙翼政策」並沒

有奏效。學生運動在1930至40年代

都是中共領導的反國民黨政治鬥爭

的一條重要戰線。為甚麼呢？黃著

分析，其原因首先在於日本帝國主

義的侵華政策和步驟不斷刺激學生

愛國主義的情緒，而在民族主義的

強大道德壓力和輿論支持下，國民

政府始終無法將校園政治和社會上

的民族主義運動用國家權力硬相分

離，因此學校中明的和暗的學生組

織，以及合法和非法的政治活動始

終無法截然區分。1930年，國民政

府全面制訂並推行「去政治化」政

策不到兩年，全國學生就發起了抗

議「九．一八」日本侵佔東三省的愛

國運動；兩年後，「一．二八」運動

的規模甚至更大。這些學生運動不

但宣告了官方政策的破產，而且政

府本身還成為抗議的對象。1937至

1945年由於政府主導抗戰，所以基

本沒有發生學運，但抗戰一結束，

學運就在國共爭鬥的背景下捲土

重來。

第二個原因是國民黨始終沒有

建立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全能主義政

體，不可能在校園全力貫徹這個官

方政策，有效地控制青年一代。例

如，抗戰初期為了實現「全民抗

戰」，國民政府不得不默認或允許

很多獨立於官方的學生政治組織的

存在。在灌輸國民黨的意識形態方

面，從1920年代末開始，國民黨在

高等和中等學校中開設了「黨義」課

程，但因其形式生硬，內容枯燥而

不受學生歡迎。在這種情況下，國

民黨高層沒有利用政治權力強化灌

輸，反而自亂陣腳。

1931年國民黨第四次全國代表

大會上代表們批評「黨義」課程，說

它「不僅收效甚微，而且給多數學生

一個錯覺，讓他們覺得『三民主義』

是空洞乏味，毫無意義的」（頁98）。

何況，這門課也缺乏符合條件的

師資。因此從教育的觀點來看，這

不應該是一門課程，它的內容應

該被分散到社會和人文的各門課程

中去，於是國民黨領導人決定用

「公民課」取代「黨義課」。雖然國

民黨意識形態的一些內容確實被

「分散」到很多課程中去，但在思想

灌輸上仍然沒有效果，這是因為

這些課程的內容本來已經很重。

總之，從1927至1949年，國民黨始

終沒有實現「將其思想與政策灌輸

給新一代，以統一政治觀點的目標」

（頁99）。

在組織上，國民黨掌權後遲至

1938年才成立一個針對青年的組織，

即三青團。對這個組織，中國大陸

一般讀者常常會認為它和國民黨的

關係就像共產黨和共青團，是一種

「雙翼政策」並沒有奏

效，其原因首先在於

日本侵華政策不斷刺

激學生愛國主義的情

緒，國民政府始終無

法將校園政治和社會

上的民族主義運動用

國家權力硬相分離，

學校中明的和暗的學

生組織，以及合法和

非法的政治活動始終

無法截然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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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導、服從和配合的關係。其實這

是誤解。三青團成立的初衷是為了

改造業已顯出暮氣和腐敗並充滿派

系鬥爭的國民黨，所以在一開始

就有黨團的權力鬥爭，直到1948年

「團」被「黨」合併。黃著指出，三青

團一開始和國民黨在權力機構爭奪

成員（當時三青團成員的年齡上限是

三十八歲），直到1940年以後才真正

將重點轉到學生身上。但統計數字

顯示，學校中三青團的骨幹份子其

實不是學生而是「先生」，是那些成

年的學校官員。1943年出席三青團

首屆全國代表大會的代表中大概只

有百分之八的學生代表，在學校擔

任團幹部的學生可能很難超過學校

團幹部總數的百分之六（頁168-69）。

這就是說，三青團的組織雖然針對

學生，但團幹部的大門對學生開得

很小。究其原因，可能還是和國民

黨總體上不願意讓青年學生過多地

捲入政治活動的考量有關。

黃著的結論是國民黨的「去政

治化」政策不但未能限制學生參加

政治活動，反而將這種消極的限制

和共產黨統一戰線的積極策略形成

鮮明對比，「反將學生中的活躍份

子推向共產黨一方，使反國民黨的

力量如虎添翼」，導致自己的失敗

（頁241）。

黃著討論的是學生與國家、教

育與政治之間的關係，這些是和中

國現代化過程有關的大問題。讀完

全書，筆者有這樣兩點感想：

第一，學生政治家或學生革命

家可能起源於十九世紀下半期的俄

國，以俄國民粹黨人和更激進的以

暴力反沙皇專制主義者為代表，後

來的布爾什維克黨人中很多都是職

業政治學生，列寧和斯大林都是這

個出身。職業政治學生的出現，固

然是對社會矛盾和問題的抗議，但

也是對現代化過程中社會精英必須

走科層化路線——即通過知識和經

驗的長期積累，並在官僚或學術機

構中長期浸潤和磨練——的反抗。

在這個意義上，學生政治家或革命

家這條道路對於具有政治抱負的青

年來說，是一條參與社會政治活動

和分享政治權力的捷徑。

二十世紀很多激進主義革命的

共同特點，是它們都是由求學時代

就投身政治的人領導和參與的。而

現代化的國家和非現代化的國家相

比，其區別之一就在於科層結構吸

收和造就政治精英的能力的強弱，

由此產生社會是穩定還是動蕩的不

同後果。民國時期的中國顯然屬於

後者，而國家內外的危機，更為學

生政治家的大量產生準備了肥沃土

壤。國民政府之所以失敗，從這個

角度來看是由於它處在這樣一個尷

尬的歷史時期：國民政府承襲了學

生運動的歷史負擔，企圖將它消化

到國家建設的過程中，但卻不能提

供那些還沉浸在學生政治家或革命

家的理想和熱情中的青年一條參與

政治的捷徑，從而將他們推到了自

己的政治對手那邊。

第二，今天一般都認為1949年

以後中國政治的特點之一是群眾運

動上升到國家政治的層面。黃著對

學生運動的考察提醒我們，其實這

個特點可能在1920年代的大革命中

國民黨的「去政治化」

政策不但未能限制學

生參加政治活動，反

而將這種消極的限制

和共產黨統一戰線的

積極策略形成鮮明對

比，「反將學生中的

活躍份子推向共產黨

一方，使反國民黨的

力量如虎添翼」，導

致自己的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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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權力和生態災害

● 王東亮

馬俊亞：《被犧牲的「局部」：

淮北社會生態變遷研究（1680-

1949）》（台北：國立台灣大學出

版中心，2010）。

已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而且對從

1927至1949年的中國政治有相當的

影響。

1920年代中期轟轟烈烈的大革

命打破了分工和階級的差別，把所

有社會階層（尤其是學生）都捲入政

治鬥爭之中。國民政府掌權後想建

立現代國家各司其職和常規化的制

度，擺脫和最終廢除大眾動員的模

式。但群眾運動的歷史慣性仍然非

常強大，外部民族主義的壓力又為

這種全民動員的模式提供了合法

性。具體到對學生和青年的態度，

國家政權想讓他們安於校園生活，

遠離政治，完成學業和人格培養，

但這個願望不但在現實中無法實

現，反而在強大的歷史慣性和政治

對手繼承和強化這個慣性的政策面

前束縛了自己的手腳。良好的願望

反而成為了弱點。

回顧這段歷史，超越由於國共

紛爭帶來的黨派偏見，今天看來，

可能還是戴季陶和蔡元培對於學生

與國家、教育與政治之間正常關係

的理解比較符合國家民族的長遠利

益吧？

傳統中國有「縣權不下鄉」之

說，最近的史學研究也證明了這種

說法確實存在。中國東南強大的宗

族組織和江南的紳士團體都能對國

家的行政力量起到制約作用。但與

東南和江南相比，淮北地區則是典

型的「縣權下鄉」之地，國家行政權

馬俊亞以「行政權力統

治社會」為核心理論，

深入分析淮北地區社

會生態惡劣和暴力崇

拜的根本原因，認為

淮北地區衰敗的根本

原因在於，最高決策

者為了顧全「大局」，

將淮北作為「局部利

益」犧牲了數百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