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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慶道路┘及其群眾基礎

「重慶道路」是毛左派給予薄熙來讚譽時的稱謂，本文接受這一稱謂，但卻

持相反的價值趨向。所謂「重慶道路」，是指2008年以來發生在重慶的、由時任

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主導的一系列事件及其所代表的方向。這些事件包括意識

形態和司法方面的「唱紅打黑」與經濟方面的「重慶模式」（筆者根據需要有時也在

行文中稱之為「重慶事件」）。儘管人們通常拿文革來比附「重慶道路」或「重慶事

件」，但仔細觀察，發生在霧都的這一系列事件，大多並不具有文革歷史的典型

特徵。

比如最受人詬病的「打黑」（打擊黑社會行動），其中「黑打」民營資本家，就

沒收資本而言，更像發生在1956年的「公私合營」，但又不具備公私合營的方向

明確性和政策公開性；「黑打」的對象也只限於重慶當地的資本家，主要是薄熙

來、王立軍不喜歡者，而並非所有民營資本，也全無公私合營時的細膩柔和政

策宣導。就打擊方式而言，又很像1950年代初的「鎮反」，無需很明確的法律和

程序，只要沾點邊兒，就列為打擊對象，但又畢竟發生在一個普遍講究法律和

程序的時代，只好以刑訊逼供和偽造證據來滿足形式上的法律和程序之需要。

事實上，相比1950至1970年代的歷史，重慶的「黑打」在國家統治方面已經貢獻

出了新的內容。

「黑打」起初只是相對「打黑」而言，即以「黑社會」罪名入罪，不顧法律和程

序的司法行為。但在薄熙來和王立軍倒台之前就已顯露端倪、在其倒台之後更

是被大面積揭露出來的，還有針對普通市民在互聯網上發表批評之言的「黑

打」。一段微博，一句跟帖，幾篇轉發的帖子，都會招致一至二年的勞教，或刑

事／行政拘留。就形成的社會恐怖而言，倒是有些文革的影子，但文革是群眾

監督和群眾專政，重慶的恐怖則完全來自專政機關。

這種恐怖更瀰漫於司法部門，主要是公安機關。近期公布官方資料稱，「截

至目前，一共接到了1,123名民警的申訴，涉及需要複核的民警為2,202名」1，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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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多是根據主宰者的好惡，以莫須有的罪名而形成的冤假錯案。而繫獄期

間，這些警界高官和普通警察，很多遭遇了「戰友」的非人刑訊逼供，以至「一些

人放出來後，『世界觀被改變了，工作不積極，也不想再當官，說話走路做事還

是小心翼翼、噤若寒蟬』」2。這種內部的大面積迫害，在文革中是常見的，但卻

不是文革的典型特徵，從1949年前的戰爭年代的內部清洗到1950年代的各種運

動莫不如此。而且自1949年以降，這種內部的成規模的清洗，並不以施酷刑為

慣例；文革中雖有大量暴力毆打，但基本上來自群眾專政（雖亦有少量專案組曾

對審查對象暴力相向的事件發生）。

真正具有文革特徵的，是重慶的「唱紅」，以及伴隨「唱紅」而來的各種極端

化和迷信化，如「唱紅」能治不育症、精神病等奇特療效3，令公眾想起文革期

間《人民日報》的那篇著名社論〈靠毛澤東思想治好精神病〉（1971年8月10日）。

「唱紅」作為一種國家行為，以「運動」而不是「常態」的形式向整個管制範圍強力

推行，這是文革時期才有的方式。

至於經濟方面的「重慶模式」，則是「計劃政治」之下的「市場經濟」的變種，

壓根兒與文革無關。

一　「唱紅」風潮：「文革歷史形態」與「文革邏輯」之辨

如上所述，「重慶事件」大多不具備文革典型特徵，然而，人們仍然願意從

文革的視角去審視和省思「重慶事件」，包括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也在薄熙來下台

前的兩會記者會上，暗示出「重慶事件」與文革的內在關聯。顯然，人們的文革

視角，其實並不僅僅ç眼於「文革歷史形態」，毋寧說更ç眼於「文革邏輯」。而

「文革邏輯」也並非只在文革時期發生，而是早已內在於所有被稱為「極左」的歷

史形態之中，只是在文革時期才以集大成的形式全面爆發。

儘管相比文革前的其他「極左」歷史形態，文革也貢獻出了新的內容，如由

國家領袖發起全國性群眾運動，以一種令人匪夷所思的方式動員人民造反，讓

民眾在「奉旨造反」中獲得了一個喘息和爆發的機會，也為1968年西方大學生的

造反運動（法國「五月風暴」）提供了形式方面的啟示，並為今天國內被稱為「新左

派」、「毛左派」的人們所津津樂道；但從歷史上一直繼承下來的「極左」邏輯（「文

革邏輯」），則注定了這場特殊「運動」和特殊「內戰」的失敗結局。對於反思「重慶

事件」的人們，如果不能區分其中「消滅社會」的「文革邏輯」和全面動員社會參與

這一「消滅社會」過程的「文革歷史形態」，如果僅僅以「文革歷史形態」去想像和

比附發生在重慶的一切，儘管可起到一時痛批之效，卻會狹窄化對這個大事件

的認知，包括本文ç重探討的「重慶道路」的群眾基礎。

事實上，正是2008年下半年開始的、正式名稱為「唱讀講傳」（唱紅歌、讀經

典、講故事、傳箴言）的「唱紅」，讓人們第一次把「重慶」和「文革」聯繫起來，而

且是意識形態截然不同的兩個思想派別——自由派和毛左派的共同解讀。但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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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不是接下來以「打黑」為標榜的「黑打」，在重慶肆無忌憚地全力推進，以至公

然陷害行使正當權利的律師、勞教僅僅發了個惡搞微博的網友，那麼自由派網

友和知識份子尚無公開批判的ç力點。因為「唱紅」所內涵的傳播「紅色文化」，

正是官方意識形態的題中應有之義，只不過在原有的「主旋律+多樣性」結構l，

「紅色文化」只是「主旋律」的一種，是被始終肯定、乃至倡導以維護執政黨合法

性的文化因素，而非「主旋律」的全部。自由派網友和知識份子對此只能在非正

式媒體（如網絡上）有限度地加以批判和嘲諷，並無形成公開論戰的平台。所

以，在重慶「唱紅打黑」業已聲名狼藉的今天，仍然無法在正式出版物中看到對

於「紅色文化」的任何批評，與此同時，宣傳和褒獎重慶「唱紅」的文章依舊赫然

陳列ç。自由派網友和知識份子只有啟動「文革」的歷史想像，才能曲折地達到

部分批判的目的。

然而，對於毛左派而言，重慶的「唱紅」卻是一次絕好的歷史契機。毛左

派是一個最初借殼於1990年代後半期崛起的「新左派」、到新世紀最初幾年才

通過互聯網，進而通過地面的廣泛聯絡而登台亮相的思想派別。毛左派的意識

形態非常清晰，那就是全面肯定毛澤東和文革的價值。正是這種「全面肯定」，

使其在政治路線和經濟主張上走向與鄧小平改革開放政策的全面對抗。這一在

1980年代常常被認為是「明日黃花」，或至少不會再被公開言說的意識形態，卻

因中國市場經濟道路的日益權貴化而絕處逢生，成為對當下的影響僅次於自由

派的思想派別。他們簡單卻也成功地解釋了現實，認為當下所發生的一切，正

是毛澤東晚年所預言的資本主義復辟（最常引用的毛語錄是「我死後，右派一定

會翻案，但右派翻案是不得人心的，是遲早短命的！」），其禍首正是「走資派」

（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而「資產階級右派」（自由派知識份子）則是其幫兇，

中國高速發展的經濟已淪為殖民經濟⋯⋯

許多自由派網友輕蔑地將毛左派及其主張視為智力問題，並以「腦殘」、「痴

心妄想」、「幾個揣ç明白裝糊塗的聰明人，領ç一群揣ç糊塗裝明白的傻子」等

來形容之。但事實上，如果仔細考查，就會發現其中並無多少人真心地相信歷

史還可以再回到文革那種社會形態。毛左派更多像是在現實中爭奪一種話語

權，或爭奪參與未來的權力。但其思維所帶有的強烈的獨斷性特徵，往往使他

們以「文革大民主」來想像自己佔據主導地位的未來社會，而忘記了自己在清醒

時刻的理性認知——「肯定毛時代，並不是要回到毛時代」4，從而讓公眾更加坐

實了其要倒退回文革的努力。

二　尋找新「克里斯瑪」：毛左派的內在特質

正是從重慶的「唱紅」開始，毛左派給予薄熙來以充分的想像，也給予他及

王立軍以最強有力的民間支持。在重慶「唱紅打黑」風生水起的日子l，也是毛

左派網站「烏有之鄉」最為活躍興奮的時刻，網站不僅全面配合重慶「唱紅打黑」

在重慶「唱紅打黑」業

已聲名狼藉的今天，

仍然無法在正式出版

物中看到對於「紅色

文化」的任何批評，

與此同時，宣傳和褒

獎重慶「唱紅」的文章

依舊赫然陳列 。自

由派網友和知識份子

只有啟動「文革」的歷

史想像，才能曲折地

達到部分批判的目的。



24 二十一世紀評論

及經濟方面的各種政策措施，全力謳歌「重慶模式」，而且直接呼籲讓薄擔任國

務院下一任總理，並通過薄想像毛左派未來的政治命運。如武漢前紅ü兵領袖

李乾在一篇文章中記述有毛左派領袖張宏良在場的一個座談會上，有人告誡直

率的發言者：「老同志，不要犧牲在黎明前，再忍耐一下，要不了半年，中國就

要大變的。」5而毛左派網站也曾在一段時間l，不斷放風說張宏良將成為中共

十八屆中央候補委員。為此，以「烏有之鄉」為主陣地的毛左派，開始改變策

略，由一味批判堅持鄧小平路線的中國當局，轉為「一打一拉」——打擊所謂「普

世派」領導人（如溫家寶），肯定和等待他們想像中的「回歸毛主義」的領導人，並

將毛左派的主張用八個字定義下來，即「保黨，救國，反帝〔美國〕，鋤奸〔自由

派〕」；而薄則被認為是最能體現這一綱領的黨內領導人。

在「烏有之鄉」將毛左派的主張固定為「八字方針」之前，發生了「重慶10．

15事件」。2009年10月15日，來自全國二十幾個省市區的三十四名「毛主義信仰

者」，被指在紅都重慶集會，涉及組黨事宜，被重慶警方悉數拘捕，其中四名活

動家分別被判處十年或五年徒刑6。這個事件雖然在毛左派內部引發部分人對薄

熙來的質疑，但這種質疑也很快被「不得已」的「理解」所替代。兩年後的2011年

8月，四川省、重慶市文革時期的部分官員（革委會常委等）給薄熙來發公開信，

讚揚他自從2008年到達重慶後，搞「唱紅打黑」等，是對毛澤東思想的繼承發

揚，希望薄能關注一下他們「三十五年來生活無ç落，妻離子散，家破人亡，無

住房，無醫療甚至現在還有人住岩洞」的苦難，解決他們的生存問題7，但是申

訴無果。接連的受挫看起來並沒有降低毛左派對薄的熱情和想像。筆者曾在

2010年當面詢問過幾位毛左派活動人士：「你們真的相信薄熙來會像你們一樣，

真心熱愛毛主席，肯定文革嗎？」幾位老人均搖頭，但卻回答說：他既然打出毛

主席的旗號，我們就要利用他這一點。另外，一位論者則直截了當地指出，「以

薄為焦點團結群眾」是「我們」的「現實需要」8。

在重慶「唱紅打黑」熱火朝天的鼎盛時期，擁護薄熙來已經成為毛左派內部

的「政治正確」行為，即使對薄本身有疑慮者，即使不滿於張宏良等人的「保黨，

救國，反帝，鋤奸」主張者，也不敢在所謂「重慶道路」上說三道四。事實上，在

2011年上半年，毛左派內部就已經在意識形態、進而在組織上發生了分裂。其

中被認為是「原教旨派」（他們自稱「革命派」）的論者公開挑戰張宏良等人，認為

後者是向「走資派」繳械投降，一時形成了以「紅旗網」、「解放區的天」等為一方

和以「烏有之鄉」為另一方的大論戰。但在互指對方為「敵人」的激烈爭論中，也

鮮有涉及薄和其他主張「重慶道路」者。

直到薄熙來、王立軍落馬，才有「革命派」人士發文指出王的「打黑」不過是

「嚴打」的繼續，而非毛的「群眾路線」；薄的「肅貪」，則刑不上「副部級」，只是

政治洗牌式的選擇性肅貪，藉此說服毛左派群眾從對薄、王的迷信中走出來9。

但這種聲音遠低於「烏有之鄉」的高聲吶喊，在薄於2012年3、4月間被宣布立案

調查後不久，「烏有之鄉」就發表了〈關於薄熙來事件的聲明〉，堅持認為薄「所開

直到薄熙來、王立軍

落馬，才有「革命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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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種+象，包括一些

未經證實、卻符合薄

的性格邏輯的傳言顯

示，薄既視毛左派為

正資產，也視其為負

資產。這種矛盾的情

形，不僅取決於薄作

為黨內大員仍然受黨

內規則和潛規則的約

束，還因為毛左派意

識形態的清晰性和內

部聯絡的相對密切。

闢的『重慶道路』，是恢復中國共產黨的人民性，挽救中國共產黨執政合法性的

唯一正確的道路，是全體中國人民共享新中國成立60多年來革命、建設和發展

成果的唯一正確的道路⋯⋯無論過去、現在和將來，烏有之鄉都毫不動搖地支

持『重慶道路』」bk。而在半年後的「9．18」反日遊行中，「釣魚島是中國的，薄熙

來是人民的」的橫幅和標語，更是充斥ç遊行隊伍。大概近二十年來也沒有一個

被罷黜的高官獲得過如此堅定的民意支持，禁中的薄本人若得知這一情形也會

倍感安慰。

然而，考查薄熙來與「烏有之鄉」和毛左派的歷史關係卻又發現，儘管薄和

重慶方面亟需輿論的炒作和由此喚起的民意支持，而「烏有之鄉」又是如此一馬

當先、高調、直接，但薄本人卻一直小心翼翼地與毛左派領袖保持距離。重慶

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邀請了新左派學者出任研究員，也邀請了意識形

態接近「烏有之鄉」的媒體活躍人士（如司馬南）bl，但卻尚未見邀請毛左派的任何

活動人士。種種Å象，包括一些未經證實、卻符合薄的性格邏輯的傳言顯示，

薄既視毛左派為正資產，也視其為負資產。這種矛盾的情形，不僅取決於薄作

為黨內大員仍然受黨內規則和潛規則的約束，還因為毛左派意識形態的清晰性

和內部聯絡的相對密切。對於薄這種企圖「創造歷史」的政治家而言，他既願意

得到這個思想派別的強有力的輿論支持，又不願其成為自己未來大展手腳的約

束者。這反映了毛左派在歷史中的某種尷尬的悲劇性，即它在孕育時刻就不具

有獨立性，而是依附於一個政治領袖，尤其是依附於一個具有「克里斯瑪」人格

的強大人物，後者的方向往往決定前者的方向。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毛左派的

成型也依然攜帶ç這種特質，結果便是，要麼它向社會民主主義靠攏，要麼它

本身創造出一個，或在別處尋找來一個領導人物，而薄正是他們在別處尋找出

的一位「克里斯瑪」。這也說明了為甚麼毛左派需要薄與薄需要毛左派之間的不

成比例，從而形成「剃頭挑子一頭熱」的原因。

隨 薄熙來和王立軍退出歷史舞台，毛左派網站「烏有之鄉」也於2012年4月一度關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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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人不能兩次踏進同一條河流，中國再回到「文革歷史形態」的可能性也

微乎其微。然而，「文革邏輯」卻依然可能在大行其道。薄熙來一方面依據「文革

邏輯」在重慶展開轟轟烈烈的「唱紅打黑」，另一方面又憤怒於知識界及黨內同事

對其要重返文革的批評和暗示。筆者認為後一個方面的憤怒是真誠的，薄的確

不想回到文革那種歷史模式——靠領袖的威望和威權拋開龐大的官僚機構，直

接指揮更龐大壯闊的民眾隊伍。他能夠做的僅僅是利用非法治化的官僚機構以

達到其政治目的。也因為如此，薄才遠離毛左派，因為後者根本不是他所設想

的最佳群眾基礎。對此，毛左派的一些領袖人物也心知肚明，所以才在重慶「唱

紅打黑」日趨鼎盛之際，調整自己的「原教旨」路線，提出以「保黨」為核心的新路

線，不僅向薄，也向其他不談「普世價值」的領導人頻頻示好，並準備躋身於執

政黨的組織結構中去。毛左派自身的內在邏輯，決定了其必須把自身體制化，

才能夠找到明確的歷史方向，從而適得其所。

三　「人民」的「部分」：「重慶道路」的民粹主義基礎

既然「一頭熱」的毛左派並非薄熙來及其「重慶道路」的理想群眾基礎，那麼

甚麼樣的人才是這樣的群眾基礎？筆者以為是：與毛左派具有同構的文化心

理，而意識形態不清晰、面容也模糊不清的「路人甲」、「路人乙」⋯⋯這些「甲」

和「乙」不僅走在重慶街頭，也行走在珠江兩岸和華北平原，行走在中國大大小

小的角落l。這l當然不是指全體「人民」，但他們卻是「人民」——民眾的一部

分。

在薄熙來、王立軍戲劇性地退出歷史舞台之際，自由派網友曾以「得道多

助，失道寡助」、「世界潮流，浩浩蕩蕩」的歷史必然性心態接受這件事，但很快

發現，對薄的懷念並未被「世界潮流」滌蕩而去。最初的懷念、唱頌之聲自然是

來自毛左派——即使表面上是以一個重慶普通市民的身份出現，不涉毛左派的

關鍵詞，但其洋洋灑灑的內容和清晰的意識形態邏輯脈絡也分明昭示了這一

點。但很快，從重慶的親友，從去重慶出差的同道那l，這些網友得到了一個

個令人不快的消息：薄、王雖以刑事犯罪的性質被處置，但重慶不少市民卻真

心懷念和稱頌他們：「治安好了！」「有安全感。」「薄熙來還是幹了不少好事的。」

「政治鬥爭罷了，我們草民不管這個，誰對我們好我們就對他好。」筆者的一位

同道朋友，在重慶的出租車上就這個問題與司機爭執起來，竟差一點被趕下出

租車。境內媒體在採訪或播出節目時，受制於宣傳紀律的約束，自然會自動進

行意識形態篩選，但來自境外的媒體卻可以播發出不同的聲音。由鳳凰網策劃

的一個名為《重慶．2012》的電視節目，便留下了不同聲音的記載bm：

鄧先生（國企退休工人）：「文化大革命到現在，能夠為人民帶來利益，給人

民帶來好處，看得見摸得ç的，除了薄熙來沒得第二個。」

在薄熙來、王立軍戲

劇性地退出歷史舞台

之際，自由派網友曾

以「得道多助，失道

寡助」、「世界潮流，

浩浩蕩蕩」的歷史必然

性心態接受這件事，

但很快發現，薄、王

雖以刑事犯罪的性質

被處置，但重慶不少

市民卻真心懷念和稱

頌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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賈先生（西南政法大學退休職工）：「搞形式主義，浪費很多錢，到處去其他

地方去演出⋯⋯。薄熙來這個人有野心，突出個人，另搞一套，他就是搞獨立

王國⋯⋯〔以下批薄者略〕」

張樹森（重慶紅歌會會長）：「他〔薄熙來〕在我們要唱，他不在我們也要唱啊。」

盧小姐（十八梯子店家、三峽移民）：「薄熙來在這l啊，治安要比以前好一

點，這是我的老實話。」

民心佳園公租房住戶（男）：「當薄熙來那個時候，沒有甚麼偷啊搶啊撿啊摸

啊都沒得。」

大學一年級學生：「我個人認為啊，薄熙來同志的確是個很優秀的人。」

西南政法大學女生：「我覺得他〔薄熙來〕原來人還可以啊，但他妻子犯罪

啊！」

民心佳園公租房住戶（女）：「（你覺得唱紅歌這事兒好嗎？）好啊，共產黨來

了嘛都好嘛！唱紅歌兒思想開放嘛，身體也健康了嘛。」

七公里村原住民：「老歌曲就是紅歌，不忘革命不忘本。⋯⋯交巡警平台，

任何地方出點事兒，兩三分鐘、四五分鐘之內就要趕到，一般地說那些犯罪份

子就都不敢動了。」

對此，通過片中人之口，也分析了這種懷念和稱好的原因。例如，曾是刑

辯律師、在重慶打黑案中被判入獄的李莊指出，「他們確實是把20%人的財富，

給了一部分用在了民眾身上〔建交巡警平台〕。」「黑打」受害者親屬羅皓質疑：「重

慶的普通百姓覺得警察多了，平台多了，安全感就來了。那麼我反問一下，那

最好是不是應該我們每一個家庭，都給你派一到兩個警察來？⋯⋯那是用錢堆

起來。」重慶律師協會會長韓德雲分析：「〔薄、王〕做了一些事，但是他人為地、

誇張地、極端地放大這個事。他放大背後的基礎，是把階層的矛盾有意地煽動

起來，讓他們分化和對立，再走向對抗。這說明中國社會已經開始分化了，

薄熙來、王立軍式的人物，有他的社會基礎，有他所代表的社會階層的支撐和

支持。」bn

溝口雄三對中國獨特

的共和思想和獨特的

「近代」及「近代的母

體」的分析，暗示出

當這種隱含在歷史和

風俗中的「近代」邏

輯，能夠「各得其所」

地順利展開時，中國

就可能走向健康、光

明之路；而當其把

「個人」等同於「私利」

而加以排斥，從而走

入極端之時，就可能

出現歷史悲劇。

重慶兩江新區龍興古鎮內的毛澤東思想宣傳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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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還可以沿ç這個思路，像慣常那樣繼續分析，諸如薄熙來、王立軍如

何以政治手段飾演大眾明星，「以野蠻對抗野蠻，用犯罪的方式打擊犯罪，以犧

牲法治為代價來淨化治安」，從而迎合多數人，煽動民粹主義，對少數人為所欲

為，將中國引向準法西斯道路bo。這樣的分析固然正確，也不乏深刻，但仍沒有

進入那個被命名為「中國民粹主義」之概念的內核，批判起來也像隔靴搔癢。也

許只有借助第三者的眼睛，才會使我們對這個問題有更深入的思考——筆者取

日本歷史學家、思想家溝口雄三的「中國近代與前近代的關聯說」。

四　「大公」—「大私」—「大公」：「中國民粹主義」的
「前近代」根源　　　　　　　　　　　　

溝口雄三認為，「中國的近代原先就是以自身的前近代為母體的」，因此「從

一開始走的就是一條和歐洲、日本不同的獨自的歷史道路，一直到今天」。這種

被溝口概括為孫中山所謂「王道」的思想淵源——「大同理想」，正如同盟會宣言

中所言：「四海之內，無一夫不獲其所。」「大同」一詞雖早自先秦就有，但作為

中國「近代」之「母體」的大同思想，卻產生於明末清初，為黃宗羲、王船山，乃

至更早的呂坤所提出。其所配合的，也正是從體現「以我之大私為天下之大公」

的一君萬民之專制體制，向「富民」分治型之專制體制過度的時代，即反對皇帝

的「大私的獨佔」，走向士紳自治和「萬民之私」，甚至主張彼此「各得其所」。「到

了十八、十九世紀，隨ç鄉村地主制結構的進一步發展，地主和農民之間的矛

盾轉化為主要矛盾，⋯⋯萬人得其所的思想內涵得到了大膽切實的展開」。戴震

把農民的生存權也納入「得其所」中，龔自珍更提出「平均」的思想，「經過太平天

國『有田同耕，有飯同食⋯⋯無處不均勻，無人不保暖』的烏托邦式的幻想下引

起的大動亂，直至晚清共和式大同思想，我們可以看到這是一條漫長的、多層

結構的道路」bp。

在溝口雄三看來，這正是中國的「近代」（包括中國的共和式革命）的「母體」。

所以孫中山才把革命的主要目標設定為「要四萬萬人都是豐衣足食」（《三民主

義》），革命家陳天華在批判專制政體時也透露出對共和的想像：「現政府之所

為，無一不為個人專制、強橫專制者，其干涉也，非以為總體之自由，而但以為

私人之自利。」（〈論中國宜改創民主政體〉）這種「大公」和「大私」、「總體之自由」

和「私人之自利」的對立，一直充斥ç中國現代時期的共和思想，並延續到毛澤

東的人民民主專政，儘管其間也吸收了歐洲的民權、平等思想和馬克思主義。

這與歐洲共和思想的主要內容是「確立私有制為基礎的政治權力上的自由和平

等」，適成鮮明對比bq。溝口對中國獨特的共和思想和獨特的「近代」及「近代的

母體」並未採取批判的態度，他只是指出了其中固有的矛盾、悖論和「扭曲」br，

暗示出當這種隱含在歷史和風俗中的「近代」邏輯，能夠「各得其所」地順利展開

中國「現代」歷程的曲

折，僅僅是政治精英

乃至領袖選擇了錯誤

的道路？還是他們本

身內在於、也受制於

中國獨特的歷史結

構？在制約中國「現

代」道路的這種歷史

結構中，民眾究竟佔

有怎樣的地位，並發

揮 怎樣的作用？



二十一世紀評論 29

時，中國就可能走向健康、光明之路；而當其把「個人」等同於「私利」而加以排

斥，從而走入極端之時，就可能出現歷史悲劇。

對溝口雄三的中國歷史觀的評論不是本文的任務，我們只是從他的問題意

識l生發出自己的問題：中國「現代」（即溝口所言的「近代」）歷程的曲折，真的

如許多評論認為的那樣，僅僅是政治精英乃至領袖選擇了錯誤的道路？還是他

們本身內在於、也受制於中國獨特的歷史結構？在制約中國「現代」道路的這種

歷史結構中，民眾究竟佔有怎樣的地位，並發揮ç怎樣的作用？在經過以西方

自由民主理念長期、持續地批判現實和歷史之後，筆者也不免狐疑起來——倒

不是疑心自己所信奉的理念，而是懷疑自己基於理念所建立起的批判對象，只

是一個自己拿尺子度量出的主觀對象，歷史並沒有被客觀化，現實也沒有呈現

出它應有的質感，自己的批判僅僅是一種外部的批判。正是在這一懷疑和自覺

之中，筆者發現政治精英乃至領袖並不像表面看上去的那樣，可以完全地、隨

心所欲地主導歷史，他只能在歷史結構的矛盾、悖論之處把握契機，使之不至

於走向其固有的「扭曲」。當一個領袖看起來真的猶如變魔法般可隨心所欲地主

導歷史時，那正是歷史結構敞開其「扭曲」的大門之際，包括民眾也從中獲得了

極大的安慰。文革中「大公無私」、「鬥私批修」，以及「對待敵人要像秋風掃落

葉般無情」能夠蔚然成風，不獨是領袖的號召使然，也正是這種歷史結構的極

端表現。

那麼從這個角度來觀察「中國民粹主義」這個命題，就會發現中國「前現代」

（即溝口所言的「前近代」）的大同思想，本身就帶有「民粹化」特徵。它直接制約、

規定了中國的共和道路，並塑造了國體和政體的性格。某種程度上說，中國走

向「現代」的過程，正是安撫、馴化、滿足、改造這種「民粹化」的過程。1949年

前國共兩黨的「國是之爭」的最終結局，便預示於這個過程之中。此後，中國大

陸的大起大落和台灣的穩步發展，也隱含在這一歷史邏輯中。而從1990年代確

立了市場經濟之後，並未繼承1980年代尋找歷史契機時的全面考量和小心翼

翼，而是帶ç一種權力的傲慢，直奔權貴資本主義，從一種病態的「大公」快速

走向一種病態的「大私」，讓伴隨這一過程的經濟高速發展也相形失色。它帶來

的直觀後果，便是文革意識形態的重新復活和高聲吶喊；其非直觀的後果，則

是人們在破碎的心靈和無奈的現實之中模糊地渴望ç一個強人的出現——只要

能掃清眼下的障礙，哪怕是一點點，都會獻上自己的愛戴。

薄熙來及其「重慶道路」真正需要的正是這一種群眾——他們未被「權利意

識」侵染，內心的底色仍然是變相的「大同」，現實的渴求僅僅是「有衣有食有

屋」。他們是權貴資本大行其道的間接受害者，心靈破碎，面孔模糊，並未形成

清晰的意識形態，因而也不會提出任何冒險的政治主張，像毛左派所做的那

樣。但他們也同時是歷史的英雄，是上述中國現代歷史結構的能動的因子。在

中國式市場經濟強力推行的過程中，其他的政治精英對群眾基礎與歷史結構的

關係並非一無所知，只是官僚機構的惰性和權力的傲慢，使他們大多無視這一

中國走向「現代」的過

程正是安撫、馴化、

滿足、改造「民粹化」

的過程。1949年前國

共兩黨的「國是之爭」

的最終結局便預示於

這個過程之中。此

後，中國大陸的大起

大落和台灣的穩步發

展，也隱含在這一歷

史邏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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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反而出於信條般的「發展主義」邏輯和所屬利益集團的私利，其中的不少人

由間接受害者轉化為直接受害者，適得其反地逼迫其走向「權利意識」的覺醒。

但薄熙來卻洞悉這一切，明白在自己問鼎權力——我們至今不知道他僅僅是出

於臨時的權力角逐，還是另有「創造歷史」的勃勃野心——的過程中，上述群眾

會是他精彩演出的忠實觀眾。

而對於與「重慶道路」格格不入的自由派而言，如果不能了解薄熙來的「群眾

基礎」與歷史結構的內在關係，而僅僅以外部批判的慣常方式和高高在上的啟蒙

姿態對待之，恐怕也將失去真切體認現實的機會，失去更有力的介入歷史的

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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