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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亡再次壓倒啟蒙

──「五卅運動」與第二次思想革命的夭折

⊙ 廖久明

 

1986年，李澤厚在《走向未來》創刊號上發表了〈救亡與啟蒙的雙重變奏〉，把「五四」運

動與新文化運動的關係概括為「啟蒙與救亡的相互促進」，而把整個二十世紀的中國歷史概

括為「救亡壓倒啟蒙」1。這一觀點提出後，在獲得一片喝彩聲的同時，也漸漸遭到一些人質

疑。2002年，李楊在《書屋》第5期上發表了〈「救亡壓倒啟蒙」──對八十年代一種歷史

「元敘事」的解構分析〉：「通過對『救亡』與『啟蒙』、『傳統』與『現代』這一二元對

立的解構，嘗試提供另一種理論解釋，即二十世紀中國歷史中出現的『救亡』與『革命』，

不但不是『啟蒙』的對立面，反而是『啟蒙』這一現代性生長的一個不可替代的環節；不但

沒有『中斷』中國的現代進程，反而是一種以『反現代』的方式表達的現代性。」2由於篇幅

關係，更由於筆者對事實的偏愛，本文不擬就「救亡」與「啟蒙」的關係進行「理論解

釋」，僅以「五卅運動」為例，說明「救亡」是如何壓倒「啟蒙」的，並以此紀念「五卅運

動」爆發八十周年和第一次思想革命的主要刊物《新青年》創刊九十周年及第二次「思想革

命」的主要刊物《語絲》、《現代評論》、《猛進》、《莽原》、《狂飆》等創刊八十周

年。

一 《新青年》分裂後的中國思想文化界

1921年初，《新青年》最終分裂。與「五四」時期的其他刊物相比，《新青年》有一個顯著

特點：「從大體上看來，《新青年》到底是一個文化批判的刊物，而新青年社的主要人物也

大多數是文化批判者，或以文化批判者的立場發表他們對於文學的議論。」《新青年》分裂

後，文學社團雖然大量湧現：「從民國十一年（1922）到十四年（1925），先後成立的文學

社團及刊物，不下一百餘」，但這些文學社團培養的是「大群有希望的青年作家」3，而不是

「文化批判者」，所以，《新青年》的分裂，標誌著轟轟烈烈的思想啟蒙告一段落。

在《新青年》分裂的同時，文學研究會於1921年1月正式成立。文學研究會的宗旨包括：「研

究介紹世界文學整理中國舊文學創造新文學」4。1923年，鄭振鐸接編《小說月報》之後，在

「整理國故與新文學運動」的欄目中發表了〈新文學之建設與國故之新研究〉，同時還發表

了顧頡剛、王伯祥、余祥森、嚴既澄、玄珠的文章，這些文章「大概都是偏於主張國故的整

理對於新文學運動很有利益一方面的論調」5，鄭振鐸特別強調「要重新估定或發現中國文學

的價值，把金石從瓦堆中搜找出來，把傳統的灰塵從光潤的鏡子上拂下去。」6至此，文學研

究會的作家，在從事創作與翻譯的同時，逐漸兼顧到中國古典文學的整理與研究。鄭振鐸在



提倡整理國故的同時，還與研究系的張君勱、張東蓀等人商議，「創辦一份以宣傳唯心史觀

為宗旨的雜誌，企圖通過對唯心史觀的宣傳，廣結同志，為日後組黨作好準備。」71923年1

月，以整理國故為宗旨的《國學季刊》出刊，胡適在發刊的《宣言》中提出，要「用歷史的

眼光來擴大國學研究的範圍」8。

1925年5月，初期創造社「圓鼎三腳」9的郭沫若（另兩隻「腳」是郁達夫、成仿吾）一如既

往地在《創造周報》上為孔子高唱讚歌：「我們崇拜孔子。……我們所見的孔子，是兼有康

得與歌德那樣的偉大的天才，圓滿的人格，永遠有生命的巨人。他把自己的個性發展到了極

度──在深度如在廣度。」10

在新文化派中的一些人提倡「整理國故」、為孔子高唱讚歌的同時，文化保守主義主義者和

復古派卻大力提倡東方文化並對新文化運動進行攻擊。梁啟超發出了西方「科學萬能的大

夢」已經破產的驚呼11。梁漱溟認為西洋文化「走到今日，病痛百出，今世人都想拋棄

它」， 「世界未來文化就是中國文化的復興」12。張君勱認為「科學無論如何發達，而人生

觀問題之解決，決非科學所能為力，惟賴諸人類之自身而已。」13學衡派在〈評提倡新文化

者〉（梅光迪）、〈評《嘗試集》〉（胡先驌）、〈論新文化運動〉（吳宓）等文章中對新

文化運動發起攻擊。甲寅派的章士釗在〈評新文化運動〉中否認文化有新舊優劣之別，以此

否定新文化運動的存在依據和存在意義。

《新青年》分裂的中國思想文化界，可用魯迅給《猛進》主編徐旭生的一段話來表述：「看

看報章上的論壇，『反革命』的空氣濃厚透頂了，滿車的『祖傳』，『老例』，『國粹』等

等，都想來堆在道路上，將所有的人家完全活埋下去。『強聒不舍』，也許是一個藥方罷，

但據我所見，則有些人們──甚至於竟是青年──的論調，簡直和『戊戌政變』時候的反對

改革者的論調一模一樣。你想，二十七年了，還是這樣，豈不可怕。」14

面對「『反革命』的空氣濃厚透頂」的局面，原新青年同人聯合後來者開始了同異互現的第

二次思想革命。

二 同異互現的第二次思想革命

（一）《語絲》與第二次思想革命

《語絲》的創刊雖然起因於一偶然事件，但實際上是新月社爭奪陣地的結果：「《晨報副

刊》雖然是中國報紙中最早致力於新文化運動的一個副刊，而《晨報》本身卻是研究系的機

關刊物。它的增出副刊，容匯新流，只是為了招徠視聽，裝潢門面而已。特別是胡適同新從

歐洲留學回國的徐志摩、陳西瀅等於1923年成立新月社後，就擠進《晨報副刊》這塊地盤，

佔據門戶，另立營壘，醞釀著文化戰線上的一場新的鬥爭。1924年初，《晨報》當局、某大

律師的兒子劉勉己從歐洲留學回來，與新月社氣類相似，遂相勾結，取代了蒲伯英成為《晨

報》的代總編輯後，就想把孫伏園拉下編輯椅子，把魯迅等人從《晨報副刊》上排擠出去。

但由於魯迅等人的作品深受讀者歡迎，影響較大，又礙於孫伏園的人際關係，《晨報》當局

不無顧忌，所以，箭在弦上，引而未發。等到一九二四年十月，劉勉己蠻橫無理地抽掉魯迅

（署名『某生者』）的《我的失戀》詩稿的所謂『抽稿事件』發生，孫伏園為了表示抗議，

憤而辭去編輯職務，魯迅等人也相率退出，《晨報副刊》遂為新月社所佔據。為了另辟戰



線，建立陣地，在魯迅的支持和領導下，孫伏園另邀了周作人、錢玄同、林語堂、劉半農、

川島、顧頡剛、淦女士等十六人，作為長期撰稿人，創辦了《語絲》，並於一九二四年十一

月十七日出版了創刊號。」15故魯迅說「抽稿事件」發生前，「伏園的椅子頗有不穩之

勢」16。考察一下《語絲》撰稿人不難看出，他們多是像魯迅一樣，在《新青年》分裂後，

「落得一個作家的頭銜，依然在沙漠中走來走去」而「在散漫的刊物上做文字」17的人。在

周作人代擬的《發刊辭》中，交代了《語絲》的辦刊宗旨：「我們並沒有甚麼主義要宣傳，

對於政治經濟問題也沒有甚麼興趣，我們所想做的只是想衝破一點中國的生活和思想界的混

濁停滯的空氣。我們個人的思想儘自不同，但對於一切專斷與卑劣之反抗則沒有差異。我們

這個周刊的主張是提倡自由思想，獨立判斷、和美的生活。」

後人在總結《語絲》的主要內容時，曾將其歸納為以下幾點：一、「『語絲派』的主要成員

大都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參加者。對於彌漫於思想文化界的復古倒退的惡濁空氣加以掃蕩，

就成為語絲派鬥爭的主要目標」；二、「『語絲派』的另一個鬥爭矛頭是針對帝國主義，特

別是日本帝國主義的」；三、「『語絲派』的另外一條重要戰線是和『現代評論派』的鬥

爭」；四、「三一八慘案」 發生後，「『語絲派』的成員對於軍閥政府的殘酷野蠻，一致予

以抨擊和揭露，對於慘案的犧牲者也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和悼念」；五、「『四一二』以後，

『語絲派』的主要鬥爭矛頭是針對蔣介石反動派的」；六、「《語絲》從一九二七年底遷至

上海復刊並由魯迅接編後，它的主要鬥爭鋒芒指向了國民黨反動統治，成了第二次國內革命

戰爭時期的文化戰線上的一個重要陣地」。18任何歸納都不可能包羅萬象，但從歸納的幾類

來看，「對於彌漫於思想文化界的復古倒退的惡濁空氣加以掃蕩」，當為語絲同人創辦刊物

的主要目標。

（二）《現代評論》與第二次思想革命

《新青年》分裂後，胡適在提倡「整理國故」的同時，與人一起成立 「努力會」，出版《努

力周報》，提倡「好政府主義」。1923年10月21日，《努力周報》停刊，胡適承認：「我們

談政治的人到此地步，真可謂止了壁了。」19在《努力周報》停刊前的10月9日，胡適在給友

人的信中說：「《新青年》的使命在於文學革命與思想革命。這個使命不幸中斷了，直到今

日。倘使《新青年》繼續至今，六年不斷的作文學思想革命的事業，影響定然不小了。我

想，我們今後的事業，在於擴充《努力》，使他直接《新青年》三年前未竟的使命。再下二

十年不絕的努力，在思想文藝上給中國政治基礎建築一個可靠的基地。」20 1924年9月12

日，胡適發表〈努力的問題〉，說出了自己擬辦《努力月刊》的原因：「今日政治方面需要

一個獨立正直的輿論機關那是不消說的了。即從思想方面看來，一邊是復古的思想，一邊是

頌揚拳匪的混沌思想，都有徹底批評的必要。」21遺憾的是，由於種種原因，該月刊最終未

能辦成。

在《努力周報》停刊不久，胡適於1923年與人成立了新月社。胡適的《努力月刊》雖未辦

成，但他的辦刊思想卻在《現代評論》上得到一定程度的體現：「儘管胡適沒有直接參與

《現代評論》的組織和編輯工作，但他在《現代評論》上發表過文章，更重要的是，他與

『現代評論派』有著必然的精神聯繫，他與『現代評論派』的觀點同出於一個精神母胎。我

們可以這麼說，胡適是中國現代文化史上自由主義的代言人。」「胡適在與『現代評論派』

的聯繫中，始終貫穿著一條精神紐帶，這就是他們共同信奉的自由主義精神。」22



《現代評論》創刊於1924年12月13日，主要撰稿人有王世傑、陳源、高一涵、唐有壬、胡

適、楊振聲、陶孟和等，多為留學英美的自由主義分子。《現代評論》的《本刊啟事》交代

了辦刊宗旨：「本刊內容，包涵關於政治、經濟、法律、文藝、哲學、教育、科學各種文

字。本刊的精神是獨立的，不主附和；本刊的態度是研究的，不尚攻訐；本刊的言論是趨重

實際問題，不尚空談。」 刊物命名「現代評論」，「意即採取旁觀的評論時政態度，此中顯

露出資產階級自由主義色彩。」23「歐美派知識份子在政治上抱有自由主義的態度，希望借

啟蒙的手段，培養一種自由、平等、民主的意識，以建立一個歐美式的法制社會；在文化

上，他們主張把中國的固有文明與近代西方新文明結合起來，擺脫傳統的思想模式以適應世

界變化；在價值取向上，他們企圖堅持獨立的知識份子人格，以自由者的身份參與現實政

治，追求獨立、公正、客觀。」24

（三）《語絲》與《現代評論》的異同

由於語絲派與現代評論派在「女師大事件」、「五卅慘案」、「三‧一八慘案」等問題上進

行過針鋒相對的鬥爭，一些人常把它們視作兩個完全敵對的團體，這實際上是一種誤解。以

胡適為首的現代評論派，「尊重個性，思想開放，主張相容、多元的風格，當然可以破除封

建一統的迷信狀態，同時也可維護個人主義的人生觀，對抗左翼文化思想的壓力。」25在

「破除封建一統的迷信狀態」方面，現代評論派與語絲派無疑是一致的。「該刊在一些重大

的事件中也表現出資產階級政治上的兩面性：既有主持正義，揭露帝國主義、軍閥政府罪

行，支持進步學生的言論，也有散步污蔑學生、為封建軍閥開脫罪責的流言；既對群眾的反

帝反軍閥鬥爭有所同情，又站在章士釗一邊，攻擊支持學生的魯迅。周刊撰稿人政治態度本

來不同，加上他們辦刊用稿又採取自由主義的寬容並包姿態和開放的平等精神，就勢必同時

出現觀點對立的文章。」26現代評論派在一些重大事件上表現出「兩面性」，其進步的一面

當然與語絲派基本一致；就是其反動的一面，也與反動軍閥、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有所不

同：他們中的多數言論，很大程度上是站在自由主義立場上提出了不合時宜的看法，並不是

成心反動。況且，這些「重大事件」的發生，是創辦《現代評論》時不知道的。將《語絲》

和《現代評論》與當時其他文學社團的刊物比較一下不難發現，它們與那些發表文學創作的

刊物有很大不同，卻與《新青年》存在著更多相似的地方：以發表評論文字、進行思想革命

為主。

由於「女師大事件」、「五卅慘案」、「三‧一八慘案」等事件的發生，語絲派與現代評論

派之間的鬥爭越來越激烈，似乎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地步。但這種鬥爭，只要是在思想界內部

進行，不但不會削弱第二次「思想革命」的力度，反而有利於擴大其影響並豐富其內容：

「凡有一人的主張，得了贊和，是促其前進的，得了反對，是促其奮鬥的，獨有叫喊於生人

中，而生人並無反應，既非贊同，也無反對，如置身毫無邊際的荒原，無可措手的了，這是

怎樣的悲哀呵」27。任何一種東西（包括思想），在沒有其他東西作為參照物的時候，其前

途是危險的：長期發展下去，自身缺乏活力，又沒有其他資源可供吸收，最終的命運只可能

是滅亡。所以，新青年派分裂為現代評論派和語絲派是必然的，也是必需的。在「打倒孔家

店」和「文學革命」這兩項任務基本完成的時候，沒有了強大敵人的新青年派必然分裂。新

青年派分裂為現代評論派和語絲派後，有利於鞏固《新青年》時期的成果──這一任務主要

由語絲派來繼續，有利於為啟蒙提供新的內容──這一任務主要由現代評論派來擔任；並且

有利於這兩派在鬥爭中取長補短。



（四）呈燎原之勢的第二次思想革命

1925年3月6日，政論性周刊《猛進》創刊。魯迅收到《猛進》第1期後，在給主編徐旭生的信

中也提出了「思想革命」的主張：「我想，現在的辦法，首先還得用那幾年以前《新青年》

上已經說過的『思想革命』。還是這一句話，雖然未免可悲，但我以為除此沒有別的

法。」28徐旭生在回信中說：「『思想革命』，誠哉是現在最重要不過的事情，但是我總覺

得《語絲》，《現代評論》和我們的《猛進》，就是合起來，還負不起這樣的使命。我有兩

種希望：第一希望大家集合起來，辦一個專講文學思想的月刊。裏面的內容，水平線並無庸

過高，破壞者居其六七，介紹新者居其三四。……第二我希望有一種通俗的小日報。」魯迅

在回信中說：「有一個專講文學思想的月刊，確是極好的事，字數的多少，倒不算甚麼問

題。第一為難的卻是撰人，假使還是這幾個人，結果即還是一種增大的某周刊或合訂的各周

刊之類。況且撰人一多，則因為希圖保持內容的較為一致起見，即不免有互相牽就之處，很

容易變為和平中正，吞吞吐吐的東西，而無聊之狀於是乎可掬。現在的各種小周刊，雖然量

小力微，卻是小集團或單身的短兵戰，在黑暗中，時見匕首的閃光，使同類知道也還有誰在

襲擊古老堅固的堡壘，較之看見浩大而灰色的軍容，或者反可以會心一笑。」從魯迅和徐旭

生的信件可以看出，他們都承認《語絲》和《現代評論》進行的是思想革命的工作，而魯迅

看見的更多是不同，徐旭生看見的更多是相同──由此也可看出，《語絲》和《現代評論》

確實是「同異互現」。

鑒於刊物只用老作家的稿子，早在1924年5月30日魯迅就曾對許欽文說：「我總想自己辦點刊

物。只有幾個老作家總是不夠的。不讓新作家起來，這怎麼行！我培養了些人，也就白費心

思了。」29在邵飄萍將《京報》副刊的《圖畫周刊》停刊，約請魯迅編輯時，魯迅立即於11

日「夜買酒並邀長虹、培良、有麟共飲，大醉」30，商議創辦《莽原》周刊；4月24日，《莽

原》周刊創刊。在說到自己辦《莽原》周刊的原因時，魯迅說：「中國現今文壇的狀況，實

在不佳，但究竟做詩及小說者尚有人。最缺少的是『文明批評』和『社會批評』，我之以

《莽原》起哄，大半也就為了想由此引些新的這一種批評者來，雖在割去敝舌之後，也還有

人說話，繼續撕去舊社會的假面。」31

第二次「思想革命」不但在當時的新文化運動中心北京轟轟烈烈地展開（以上刊物所在地當

時均在北京），甚至在其他地方也有了類似要求。1924年9月1日，高長虹在山西太原創辦了

《狂飆月刊》。該月刊剛出一期，高長虹就將其交給高沐鴻、藉雨農等，隻身到了北京，於

1924年11月9日創辦《狂飆》周刊。在《本刊宣言》中，高長虹發出了「打倒障礙或者被障礙

打倒」 32的戰叫。後來，高長虹在說到自己創辦《狂飆》的原因時說：「我走進文藝界時的

理想，是把文藝界團結起來與現實的黑暗勢力作戰」33。當時出版界的熱鬧，可用時人的一

段話來表述：「這年來自《語絲》、《現代評論》、《猛進》三刊出後，國內短期出版物驟

然風起雲湧，熱鬧不可一世」34。

儘管「科學」、「民主」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兩面旗幟，但就是「提倡白話文反對舊道

德的啟蒙方面」也表現為「某種科學主義的追求」35。據統計，《新青年》上「民主」

「『只是『科學』出現頻度的四分之一強」，其他刊物如《新潮》、《每周評論》、《少年

中國》上的情況也與此大體相似36，所以，「『五四』 新文化運動也是一個科學話語共同體

的運動」37。第二次思想革命的著眼點則由「科學」轉向了「民主」。方敏在分析「『五



四』後三十年民主思想的發展和演變」38時，將1922-1931年間出現的「民主」歸納為新三民

主義、新民主主義和資產階級改良主義三種類型說明：在當時的中國，「民主」是國民黨、

共產黨和中間勢力的共同訴求。這次思想革命若能堅持下去，「二十世紀中國人在科技和經

濟發展方面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然而民主和人權的進步一直步履維艱」39的情況也許不

會如此嚴重。遺憾的是，「五卅慘案」發生了，六年後，「九一八事變」又發生了，中國人

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將主要精力由「啟蒙」轉向「救亡」。

三 「五卅運動」與第二次思想革命的夭折

1925年5月14日，上海日商內外棉紗廠工人，為抗議資方無理開除工人，舉行罷工。次日，日

本資本家槍殺工人顧正紅（共產黨員），激起上海各界人民的公憤。30日，上海學生、工人

三千餘人，在租界進行宣傳，聲援工人，號召收回租界，英巡捕開槍射擊，當場死四人，重

傷後死九人，傷者不計其數。當天晚上，工人、學生、商界等團體連夜開會，商議對策。第

二天，繼續到租界示威、宣傳、鼓動全上海人民實現「三罷」──罷課、罷工、罷市。6月1

日，屠殺者又一次製造了「六一血案」，當天晚上，中共中央召開會議，提議成立工商學聯

合會。6月4日，上海工商學聯合會正式成立。以後，上海的「三罷」鬥爭便在工商學聯合會

領導下進行。

當上海工人階級英勇反帝時，省港罷工工人於7月3日正式成立了「省港罷工委員會」，公開

領導香港和廣州沙面工人的罷工鬥爭，「在罷工工人和農民的幫助下，廣東革命政府舉行第

二次東征和南征，打敗了帝國主義所支持的封建軍閥──陳炯明、鄧本殷，統一了廣東革命

根據地。全國各地不少領袖轉移到廣東，加強了廣東革命根據地的領導；上海、湖南等地工

人，也紛紛到廣東參軍，決心和廣東工農群眾一起參加北伐戰爭，拿起武器摧毀帝國主義統

治中國的牆腳──北洋軍閥政權。廣東彙聚了各地的革命力量，迅速成為全國大革命風暴的

中心。從廣州開始的北伐戰爭正在積極準備著。」40

「五卅慘案」發生後，馮玉祥以多種形式支持人民反帝愛國運動，在其駐軍的河南省，「全

省共有一百零八縣，全部投入五卅反帝運動。」41「五卅運動後，各帝國主義勾結起來，採

取聯合行動。不同派系的軍閥相互妥協，形成反赤大同盟。他們把同情革命的馮玉祥宣傳為

『赤化』人物，視國民軍為『赤化』武裝。」42

為「討赤」進入北京的張作霖，1926年4月26日殺死了當時炙手可熱的《京報》記者邵飄萍

──郭松齡倒戈時，邵飄萍曾幫郭罵張作霖，「邵被殺後，北京空氣極為緊張，很多報刊都

紛紛自動停刊，以免遭殃。原來民國初年軍閥時代，新聞卻是相當有自由的，軍閥們雖然蠻

不講理，可是對新聞批評大體還能容忍。直到奉軍入京後，形勢才為之一變，邵飄萍被槍斃

後，人人為之自危。」43「連衛道的新聞記者，圓穩的大學校長也住進六國飯店，講公理的

大報也摘去招牌，學校的號房也不賣《現代評論》：大有『大火昆岡，玉石俱焚』之概

了。」44語絲派的林語堂、顧頡剛、魯迅、孫伏園、川島等先後離開北京去了廈門。

張作霖殺記者，畢竟屬個別軍閥行為。北伐戰爭勝利後，國民黨統一了中國，結束了軍閥割

據的局面，同時也結束了思想界一度出現的繁榮局面：「大多數軍閥是守舊的，和傳統的社

會準則是很協調的。自相矛盾的是，他們所促成的不統一和混戰卻為思想的多樣化和對傳統

觀念的攻擊提供了大量機會，使之盛極一時。中央政府和各省的軍閥都不能有效地控制大



學、期刊、出版業和中國智力生活方面的其他機構。在這些年代裏，中國知識份子對中國可

能以甚麼方式實現現代化和增強實力進行了極其激烈的討論，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對軍閥主義

弊端的反應。共產黨於1921年建立和國民黨於1924年改組，在一定程度上是基於思想的繁

榮。因此，一方面，軍閥時代是二十世紀政治團結和國家實力的低點；另一方面，這些年代

也是思想和文學成就的高峰。在一定程度上作為對軍閥的反應，從這個動亂而血腥的時代湧

現出了終於導致中國重新統一和恢復青春的思想和社會運動。」45

北伐戰爭期間，在「五卅運動」中得到鍛煉的上海工人進行了三次暴動，「因為工人運動的

高漲，引起民族資產階級的驚恐；同時因為帝國主義者對於民族資產階級的壓制和利誘，因

此民族資產階級決然退出革命戰線，因此而有上海四‧一二與廣東四‧一五慘案發

生。」46接下來便是5月21日長沙的馬夜事變和7月15日武漢的汪精衛的分共會議，至此，國

共合作徹底破裂。第一次大革命失敗後，中國共產黨人並沒有被國民黨的屠殺所嚇倒，連續

發動了三次大的起義：1927年8月1日的南昌起義、9月9日的秋收起義、12月11日的廣州起

義，開始了武裝反抗國民黨的新時期。中國大部分知識份子也逐漸演化成兩大陣營：以魯迅

為代表的左翼傾向共產黨，以胡適為代表的右翼傾向國民黨。在中國建立一個甚麼樣的國家

（救亡）成為第一要務，思想革命（啟蒙）則被擠到一個不為人注意的角落：救亡──更準

確地說是政治事件，再次壓倒了啟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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