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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顧準還給歷史──顧準的誕生與爭論

⊙ 蔣賢斌

 

1994年，顧準去世已經整整二十年了，但，這一年，才是顧準在中國思想史上的誕生

日。1994年的9月，貴州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顧準文集》，它是思想顧準誕生的標誌。儘管從

1934年始，顧準就出版了不少著書和譯作，儘管《顧準文集》可以說是1992年香港三聯書店

出版的《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一書的大陸版，儘管在1992年以前上海北京等地的文化學

術界的小範圍裏早就流傳他的思想言論。然而，是《顧準文集》的發行出版所引發全國注目

才使思想顧準成為全國性的而不是地方性的、普遍性的而不是局部性的。

一 作為精神事件與思想史事件

不過，顧準誕生首先是一個精神事件而非思想史事件。八十年代，隨著國門的開放，海外中

國學特別是美國中國學的研究成果也逐步進入了中國學者的視野。由於在美國中國學的中心

主題是當代中國和中國近現代史，當代中國思想界、中國近現代史學界受到強大衝擊，以至

於到今天，還有學者感慨道：「說得不客氣一點，中國史學界無論是在當代或近現代史研究

框架，還是在其主題選擇和史料梳理方面要遠遠落後於海外中國學界。」1史學界如此，其他

學術思想界何常不如此呢？涉及到與本文有關的就是：與海外中國學術界對中國文化大革命

的研究和反思，中國學術界對文革的批判除了政治口號性和政黨性言論外，根本談不上有任

何思想上、文化上深層次的研究；中國學術界、思想界在此問題上的缺失，使人在談到1949

年以來中國思想界更是以「無一人」來描述。「自從進入二十世紀下半期以後，中國就再也

產生不出獨創的、批判的思想家了。」2這是二十世紀末在中國思想學術界有「南王北李」之

稱的李慎之先生告訴學人們，有人在如此評說我們中國人3。

是誰在說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的確找不到人、拿不出東西來與外國人「打拚」。打開了

國門，卻發現自己事事不如人。此時，證明國人能力、振奮民族信心的任何事件都成了中國

人精神生活上的重大精神事件。任何中外間的「對抗」、「對話」都成了全國關注焦點，而

其間的局部事件均會成為整個國家和全民族的精神事件。由於體育競技對抗性最為直接感

官，因而體育上的事件成為中國人的精神事件最為搶眼：聶衛平在圍棋上戰績使之成為「民

族英雄」、中國女排的「幾連冠」造就了「女排精神」、五星紅旗在奧運會上升起成了中國

人的精神大餐。然而，身體對抗的勝利難以掩蓋「精神」上的蒼白──思想學術上的落後成

為當代學人的心痛。儘管此時，我們也有為思想而犧牲的烈士遇羅克、張志新等，但思想的

「對抗」是要有理論的、是要有「文本」的。

就在這種歷史情境下，思想顧準的出現便成了一個中國當代重大精神事件。在思想學術界，

誰說我們無人？「我們有顧準」！李慎之如是說4。「我們民族可以自豪的是，……有顧準這



樣的思想家。」5他「說出了與韋伯相同的結論，……，得出了與雅斯貝斯『軸心時代』理論

大體相符的認識。……其他如波普爾證偽理論、庫恩範式理論等，顧準近二十年前皆已點

到。甚至連亨廷頓關於政黨政治發育階段的理論，……亦有觸及。」「以顧準之見識，不說

能與外部第一流西方思想成果相匯通，至少也與葛蘭西、盧卡契當年從內部反思國際共運之

歷史挫折，站在了同一條起跑線上。」6（按：粗體字原文無）

當代中國學人強調「我們」有顧準，有意地把「我們的」顧準放在與世界思想家相比對論

時，這其實是更多的在對大眾發言，向世界宣講。體育競技的博弈與思想學術的交流是不能

放在一個範疇裏對比的，但在一個特定的歷史情境中，「圍棋熱」、「女排熱」和「顧準

熱」卻是一樣的，它們都是一個精神事件：一個正走向世界的中國人的精神事件！

當然，顧準的誕生更是一個當代中國人特別是中國知識份子精神史、當代中國思想史上的一

個重大精神事件。1957年「反右」事件以後，中國「思想者」的集體「失蹤」成了文革後中

國知識份子難以言說之事。遇羅克、張志新等烈士的出現反而加重了這一窘境，正如有人所

說：「說到張志新，同樣會感到尷尬的，還應有我們的『思想界』。在那個特殊的年代裏，

迫於種種壓力和誘惑，眾多職業『思想家』們紛紛放棄了『思想』，臨陣脫逃，而讓張志新

這樣一些不是『思想家』的人去孤立無援地支撐我們民族的頭顱並因此拋卻了自己的頭顱，

這是無論下去多少年，我們的思想界都應為之臉紅的事情。」7

80年代中期，伴隨著新啟蒙運動的興起，當代中國知識份子問題被提出來了，在中國思想學

術界形成了一個規模不小的以研究知識份子為內容的「知識份子熱」。許紀霖教授說：「在

80年代的語境下，『知識份子熱』的核心實際上是一個『重返中心』的問題。」這個問題的

討論與反省「1949年以後的中國知識份子自我意識和獨立人格的喪失這一歷史背景緊密相

關」。討論的結果是：「大家覺得知識份子最後喪失了中心的原因，無論是歷史的角度還是

當時現實的角度，就在於知識份子過份依附於政治權力，依附於政治意識形態，最後失去了

獨立人格和自由思想。」8那麼，如何重建當代中國知識份子的精神就成了要解決的問

題。1989年的六四事件中斷了討論的繼續。

到90年代，隨著市場經濟的猛烈衝擊，知識份子的精神問題再次得以關注。1994年，上海一

批中青年知識份子在《讀書》雜誌上發起了關於人文精神失落的討論，從一定程度上說，這

一討論延續了80年代的「知識份子熱」，同時，在新環境下，它加深了人們對思想者精神事

件的企盼。重建知識份子的獨立之精神，理論研究與梳理是重要的，但從歷史中去尋求精神

「榜樣」和「資源」更為現實和有效。或許不是巧合，就在這一年，《顧準文集》出版了，

一個獨立的、在逆境中、「地獄裏」進行思想的知識份子──顧準呈現在正在「尋找精神家

園」的當代知識份子面前。

一時間，洛陽紙貴，滿城爭說顧準。說甚麼呢？從有關寫與顧準相關的文章標題，我們似乎

就可以看出來：一個〈點燃自己照破黑暗的人〉，他〈歷經艱困終不悔〉、〈不見人間寵辱

驚〉，他〈一刻也不能沒有理論思維〉，最終譜寫了〈當代中國思想史的華章〉，這是他在

〈地獄裏的思考〉，是〈你無法不面對的顧準〉、〈坎坷一生的思想家顧準〉。顧準精神成

了大家首先要言說的：顧準是一個為了前進，敢拆下肋骨當火把的人9。他「早已把名譽地

位、個得失置之度外，在求真求實的路上一往直前，義無反顧。」10「學習顧準，我想，首

先，要學習他對自己、對歷史、對中國和人類前途負責的精神。」11「我們今天的知識份

子，在顧準面前應該感到慚愧。我們無法漠視在他身上所體現的真正的知識份子的品



格。」12思想顧準的誕生便成立馬成了當代中國知識份子的一個重大精神事件。

把顧準誕生首先看作是一個當代中國思想史上的一個精神事件，當然並不是說中國思想學術

界對其思想的貶低，相反，如同「圍棋熱」、「女排熱」之所以成為精神事件是因為聶衛

平、中國女排的實力和戰績所支撐一樣，在思想學術界裏，「顧準熱」成為精神事件，正是

因為他的思想在當代中國思想界的高度和深度所致。

關於顧準思想的學術、思想價值在中國思想學術界似乎是不用懷疑的。王元化先生說：顧準

的思想超前了十年，並列舉出顧準在八個方面有價值的成果。這八個方面是：對希臘文明和

中國史官文化的比較研究、對先秦學術的概述、對中國世紀騎士文明起著怎樣作用的探討、

對宗教給予社會與文化的影響和剖析、對法國大革命直到巴黎公社的經驗教訓的總結、對直

接民主與議會制度的評價、對奴隸制與亞細亞生產方式的闡發、對黑格爾思想的批判與對經

驗主義的再認識13。李銳先生道：顧準是一個先知先覺者，是一個了不起的思想家14。剛去世

的李慎之曾云：對於顧準的學問，「後生晚輩嘗鼎一臠，倘能繼軌接武，光大其說，必能卓

然成家」15。上海的朱學勤教授認為顧準的「先知」主要體現在：語言問題、韋伯問題、雅

斯貝爾斯問題、市民社會問題以及其他如波普爾證偽理論、庫恩範式理論等等方面16。顧準

思想的學術價值在他們看來是毋庸置疑的。90年代中期中國學術界出現的「顧準熱」現象強

烈的支撐了這一觀點與判斷。

不僅如此，北京的徐友漁研究員敏銳地指出，顧準思想在中國現代思想史上起的一個重大作

用是：承前啟後。徐友漁認為「綜觀半個世紀中國思想、學術、文化的流變演進，有一種現

象特別令人遺憾，甚至使人感到可悲」。這就是：思想斷裂現象。由於思想斷裂，「前人用

心血、苦難，甚至以生命為代價得到的思想成果，往往並未使後人得到滋養，形成代代傳

承，最終開出豔麗之花、結出豐碩之果的局面。」顧準思想的「發現」，則結束了這種斷裂

現象。顧準思想不僅連接了中國現代思想史的思想問題意識，而且在中國現代化問題、中國

資本主義問題、中國民主問題、哲學問題等方面起了承前啟後作用，其思想也是有整體性和

根本性的特徵17。在〈重提自由主義〉一文中，徐友漁更明確指出，自由主義在90年代大陸

學界的興起，在思想與學理資源上源於兩個方面，一方面，不同傳統意識形態對盧梭和法國

大革命的解釋，柏克、哈耶克、伯林、托克維爾等人學說的引起人們的討論；「另一方面，

這期間，先後出版了顧準的《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和《顧準文集》，他的人格和思考的

深邃性與現實性，給了人們極大震憾。」18 很明顯，徐友漁的意思是，顧準是中國90年代思

想學術界延承20世紀上半葉中國學術思想的橋樑。

二 關於顧準的爭論

把思想學術與體育競技相提並論是不太適宜的，體育競技是在統一劃一的規則下進行的，它

無視人與人之間的差異性，它只關心結果，而結果只有一個，清楚而明瞭；但思想學術卻是

在多元環境下生存的，它涉及到人們的不同的價值觀念、文化環境、歷史處境等等因素，它

沒有一個最後的結論，它總是以一個複雜的、豐富的過程呈現出來，它總是一塊爭論的領

地、硝煙彌漫的「戰場」。

顧準，無論作為一個精神事件還是思想史事件，從它產生起就充滿了爭論和分歧。

如果說《顧準文集》的出版使顧準成為一個中國知識份子精神史上的「精神榜樣」的話，那



麼，1997年《顧準日記》的出版則使這個「榜樣」遭到了質疑，它直接引發了「兩個顧準」

的爭論。

《顧準日記》包括顧準三個時期的日記：「商城日記」（1959年10月-1960年1月）、「息縣

日記」（1969年10月-1971年9月）、「北京日記」（1972年10月13日-1974年10月15日）。其

中的《商城日記》的文字裏所表現出來的顧準的內心活動與《顧準文集》所塑造出來的顧準

是交相輝映，它進一步確立了顧準作為一個獨立精神與正直人格的知識份子形象。引發爭議

的是「息縣日記」。

「息縣日記」，顧準自己把它定名為「新生日記」。在這本日記裏，顧準「以往那種學者情

懷基本沒有了，從前那種獨立思考也悄然不見了」。對文革不僅沒有了批判精神，相反卻表

現出了要接受「改造」、爭取「新生」的心理活動。於是有的讀者驚呼：在文革時期，顧準

「高傲而沉思的神情無影無蹤，幾年前的那個睿智的、無畏的思想巨人哪裏去了呢？」較早

提出這一問題的沙葉新提出了二種解釋：一是顧準擔心日記被抄，故意寫的一本很緊跟「革

命」形勢而沒有批判性的偽日記；二是顧準在種種壓力下的確改變了，他放棄了原來的「獨

立品格」要「重新作人」19。

沙葉新本人對他自己的二種解釋「存而不論」，但廣州的林賢治則著文〈兩個顧準〉，鮮明

地表明自己持第二種解釋的觀點，並說：在文革時期，「顧準已經失卻了免疫力，相當嚴重

地感染了流行的『猩紅熱』」20。此論一出，李慎之便立刻著文否定，認為顧準的「息縣日

記」是偽日記，支援沙葉新的第一種解釋，強調顧準只有「一個」。《顧準日記》的二個編

者陳敏之、丁東等也相繼發表觀點，大都持與李慎之相似的意見21。李國文則認為，不是甚

麼「兩個顧準」的問題，而是顧準存在著人性的兩面，即所謂「雅努斯」現象22。

或許受《顧準日記》引發的爭論的影響，1997年底，學術界中人蕭箑父和許蘇民著文對顧準

關於中國資本主義的論述提出不同意見，並認為顧準思想是「以其遭遇受到廣泛同情」而

「風靡學界」的23。顯然，文中對顧準的思想學術性的「質地」顯示出異議。不過，大陸學

界並沒有人呼應蕭文的觀點。

2003年，李慎之的去世引發海內外學者對李慎之的討論，顧準也因此而被涉及。如果說，國

內學界對顧準思想學術只是有人質疑的話，那麼，海外的個別華人學者公開對顧準的思想學

術則是持否定態度，其中以仲維光為代表。

仲維光說：「在學術思想領域中，顧準的那本書應該說基本上是沒有甚麼價值。如果把顧準

的書翻譯成西方文字，會讓這裏的學界哭笑不得。他從概念到對材料的運用都是非常有問題

的。如果真的研究例如希臘城邦制，那就要去讀有關與此的原始文獻，和這方面專家的研

究。顧準涉及的文獻都不過通俗讀物，對於『治史』和作學術研究的人，如果限於這些資

料，那麼只能說明自己還沒有完全進門。……。在九十年代，所謂開放後，還如此吹捧顧準

是個悲劇，說明中國知識界在思想上，學術還是封閉的。」24曹長青等也持大致相同觀點25。

對於仲維光的觀點，朱學勤認為這是作者「以自己在海外所接觸的所謂西方『學術訓練』為

標準，貶境內思想前驅的歷史地位」，是一種「知識傲慢」。指出：顧準當年「是在思想的

隧道中單兵掘進到與當代自由主義思想可以對話的程度」，這是不容後人所任意「輕薄」

的；而顧準所得的「知識」是「鼓面上的常識」，是「思想的常識」，它比經「學術訓練」

而寫出來的「學術知識」更有價值和生命力，因為，後來的「學術知識」只是對其作的註



解26。

圍繞顧準爭論並不限於其「精神」與「思想學術」問題，關於顧準思想定位問題的也展開了

激烈爭論。對顧準的「定位」問題──具體的說，顧準是一個甚麼樣的思想家的問題。這一

問題首先是由李慎之提出來的，他認為：顧準是一個自由主義的思想家。

李慎之在1997年為《顧準日記》作序的文章中首次點明：顧準是一個自由主義的思想家。

「顧準實際上是一個上下?求索，雖九死而無悔的理想主義者。……因此說他放棄的專制主

義，追求的是自由主?義，毋寧切合他思想實際。……中國的近代史，其實是一部自由主義的

理想屢遭挫折的歷史。然而九曲黃河終歸大海，顧準的覺悟已經預示了這一點。」27對此，

朱學勤給予了有力的呼應：「顧準臨終前達到的思想境界，再也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民主啟蒙

派，而一個『出走的娜拉』，……他的精神指標最終定位於自由主義，這已經是一個公開的

秘密。」28何家棟更進一步的在歷史──當代的時間系列下，梳理出了「梁啟超──胡適

──顧準──李慎之」的中國自由主義的「道統」譜系29。袁偉時教授也稱顧準為哪個時代

「冰雪世界中屹立的」自由主義的「孤峰」30。

儘管沒有人對此進行專門論述，但對於把顧準定位為自由主義的言說，異議仍是相當的大。

有人就把顧準看作是一個共產黨來理解他，並說顧準才是「一代馬克思主義者的驕傲」31。

林賢治似乎也是不把顧準作為一個自由主義者來看待，他在〈兩個顧準〉的文章中曾指出，

在顧準的有關論述中，「有一個突出的現象就是，很少涉及個人權利和自由問題，」而且，

顧準主張「捨己為群」、推崇「集體英雄主義」32。眾所周知，自由主義的核心價值是對個

人價值和尊嚴的肯定，對個人權利和利益的尊重和保護，既然如此，那麼，顧準怎麼可能是

一個自由主義者呢？對於何家棟提出的自由主義的道統問題，許紀霖教授在〈最後的士大

夫，最後的豪傑──紀念李慎之先生逝世一周年〉文中說：「自由主義是否有道統，這本身

就是一個問題。」33反對把顧準定位為自由主義的最強烈的聲音是來自曠為榮和曠新年，在

〈把顧準還給顧準〉一文中，他們說：「上個世紀九十年代『自由主義浮出水面』以後，一

堆『自由主義大師』，以庸俗的自由主義時尚自作顧準的解人，甚至自居為顧準的正宗嫡

傳；然而，實際上他們卻不過盜用了顧準的名字，然後明目張膽地塞進他們自己的『思想垃

圾』。他們把顧準思想中的某些錯誤發展到極端荒謬的地步，由此完全走到了顧準思想的反

面。」34文中的語氣在我看來是超出了學術討論用語，對於「對方」的意見，他們多少給人

的感覺是在「謾罵」，但其意思是非常明確的：顧準不是一個自由主義者。

顧準誕生了，但卻處於爭論之中，成了「問題顧準」。

三 爭論中的兩種傾向

學術界圍繞顧準及其思想發表不同意見，進行爭論，這充分表明顧準在當代思想學術界是一

個必須面對和要研討的人物，從這個意義上說，「在地獄裏」仍堅持思考的顧準如地下有知

也可以安息了。但是如果對顧準的爭論只是爭論者各自當下言說，而沒有陳寅恪先生所說的

「了解之同情」的態度，那麼，種種爭論就成了爭論者各自內心意欲的渲泄的或自身處境的

表白了，這當然無益於學術交流與對話，也無益於我們接承前人的思想遺產。

對此，王元化先生表示了他的擔憂，他說這幾年談論顧準的文章多起來，但大家都忙於給顧



準定性，貼標簽，切切實實討論問題的卻並不多35。王元化先生的話當然不是「無的放

矢」。我以為，所謂「切切實實討論問題」最基本的就要反對兩種傾向：一是簡約化，二是

去歷史化。

前面我們提到的圍繞顧準及其思想所引發的關於「兩個顧準」、顧準思想學術的價值性及顧

準是自由主義者等問題的爭論中，論辯雙方大都或多或少的存在這二種傾向。首先讓我們看

看關於「兩個顧準」問題的爭論。與歷史上許多人物一樣，顧準是一個極其豐富的人，這不

僅表現在他的思想上，表現在他的人生道路上，同樣也表現在他的心理上。當顧準作為一個

中國知識份子的「精神事件」誕生時，他的確給普遍「缺鈣」的現代中國知識份子樹立了一

個很好的「榜樣」，對於這樣的「榜樣」我們給予怎麼的「呵護」或許都不為過，但是，

「呵護」不是庇護，更不是為了「神化」。當「新生日記」顯現出「另一個顧準」時，堅決

主張只有「一個顧準」的人們儘管在智識上知道不用也不應該去美化甚麼，但在文章中仍是

下意識的把豐富的而複雜的「顧準」簡約化了。針對堅持把顧準簡約化為「一個顧準」的言

論，林賢治反駁說，就算「新生日記」是偽造的，但它還是說明有「兩個顧準」──人格與

思想分裂的「兩個顧準」，而這不是我們更不願意看到的嗎？36 林賢治的這一反問是有力

的。但是，在這一問題的爭論上，林賢治同樣犯了簡約化的傾向。這是指他完全取消了對日

記真偽的判定，而一味堅持把白紙黑字的「日記」就視為真實「文本」，按此推理，世間就

沒有偽的「文本」了。而且，林賢治這種把日記就視為真實的假定同樣也是去歷史化的，它

忽視了歷史不同處境的差異性；同理，李慎之等人以自己的經驗為准來判定顧準的「新生日

記」為偽作也是去歷史化的。

關於圍繞顧準思想的學術價值問題的爭論，仲維光等的言論是一種典型的去歷史化傾向，他

不僅是消解了歷史時間，而一併把歷史空間也去掉了。他把顧準「孤零零」的提出來進行評

說，這種對歷史的態度正如朱學勤所說，完全就是「傲慢」。以顧準對直接民主的批判為

例，顧準主要是針對中國文革的「大民主」實踐以及當時中國人對議會制度的全面否定的態

度為背景進行的，他的問題意識並不是要對「民主」觀念在全人類的歷史背景下進行學理討

論。如果不了解這一點，就因顧準批判直接民主，把「文革大民主」理解成是直接民主，就

得出顧準對民主概念的理解是混亂的結論顯然是偏頗的。但是朱學勤在反駁時強調顧準思想

包含的知識稱為一種「鼓面上的常識」，這實際上也就忽視了顧準思想的學術價值，這也是

一種簡約的和去歷史化的結論。我們不應該忘記，顧準的誕生憑藉的正是他的「超前」思

想，而他的思想是源於他在文革環境下堅持學術研究和問題思考的結果。當然，我們不能用

西方的或現在的學術規範來要求他。

把顧準定位為自由主義是主要是當代自由主義者所主張的。如前所述，從現有的顧準的文字

材料中看，顧準對個人權利、自由等自由主義所包含的核心價值很少提及，而且顧準對財產

私有制是持不贊同的態度37。如果只因要樹立自由主義的「道統」譜系就而他列為自由主義

者顯然是不妥當的。更何況，自由主義內部包含了不同的「派系」，其間有相當的差異性，

就算顧準是自由主義者，那麼，他是怎樣的自由主義者呢？是蘇格蘭學派的古典自由主義還

是邊沁的功利自由主義，或是美國杜威式的民主-自由主義、英國費邊社式的社會─自由主

義，抑或是錢永祥所說的「反不民主」的自由主義？顯然，不能簡約的定位顧準。

四 結 語

顧準，作為當代中國精神史和思想史上的重大事件，學界與社會對其進行全方位的討論當然



是有意義的，討論者從自身的觀念、價值與處境出發，表達、闡述自己的態度無可厚非，但

如果脫離歷史、簡約而單向的表白顯然無助於對顧準的研究，更無助於對當下思想學術界討

論環境的建設。

不是要「把顧準還給顧準」，而是要「把顧準還給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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