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o. 2008-78                           2008 10 22  
********************************************************* 

 

向梁漱溟先生學習 

 

   

 

今天上午秋高氣爽﹐令人食慾大振﹐於是中午吃了六個包子

兩根黃瓜。飯後天色忽轉陰沉﹐有點鬧肚子﹐遂以孔門秘訣“四

面出擊法”治之。一邊看電視﹐一邊打棋譜﹐一邊逗小貓﹐一邊

讀點舊書。先讀了本《文化的衝突與融合》﹐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7

年版﹐這是張申府﹑梁漱溟﹑湯用彤百年誕辰紀念文集。重點閱

讀了梁漱溟的部分﹐其他部分快速瀏覽一遍。不知不覺陷入對梁

漱溟問題的思考﹐遂又讀了一本《梁漱溟問答錄》﹐15 萬多字﹐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8 年 4 月版。1988 年 6 月﹐梁漱溟老人就以

95 歲高齡仙逝了。這本問答錄﹐是汪東林陸續整理的﹐1986 年就

在《人物》雜誌上連載過﹐我曾看過一部分。這次完整地讀一遍﹐

勾勾畫畫﹐寫點心得。抬眼一看﹐已經是明月在窗﹐晴光滿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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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的大名﹐眼下有點火。其實跟其他被吹捧的大師一樣﹐

吹捧者大多既未曾見過其人﹐也未曾讀過其文。只不過聽說梁漱

溟曾經跟毛澤東當面叫板過﹐於是就推崇為“反共大師”。當今

的漢奸陣營也真是可憐﹐既無學問﹐也無德操﹐只要聽說誰跟共

產黨紅過臉﹐馬上就認作親爹。怪不得汪精衛先生一氣之下﹐憤

然填了海呢。 

梁漱溟祖上並非漢人﹐所以請漢奸弟兄們就不要打他的主意

啦。人家本來是元朝宗室﹐蒙古人﹐姓“也先帖木耳”﹐封為“梁

王”﹐住在河南汝陽一帶。元朝滅亡後﹐就改姓梁了﹐說是取自“孟

子見梁惠王”。其實他們也先家族跟孟老夫子﹐八竿子打不著﹐

這麼說大約是為了顯得有文化。不過本人覺得﹐孟子見梁惠王那

一篇﹐講的都是如何施仁政﹐如何建設理想國﹐什麼“仁者無敵”

啊﹐什麼“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妻吾妻以及

人之妻”啊﹐可以說就是中國古代的共產主義偉大理想吧﹐這些

恰巧跟梁漱溟先生的思想驚人相似﹐所以梁老先生印象深刻焉。 

這個也先家族﹐跟漢族通婚了幾百年﹐從河南跑到廣西﹐再

到河北﹐再到山西﹐再到北京﹐明朝的時候就給老朱家做官﹐清

朝的時候就給愛新覺羅家做官﹐早已忘卻自己是蒙古人了 — 這

就是中華民族的融合性﹐家譜裡寫著祖先﹐但不搞種族優越論﹐

自然融合﹐平等競爭。梁漱溟的爹爹梁巨川﹐在清末當個四品官

的內閣侍讀﹐“意趣超俗﹐滿腔熱忱﹐一身俠骨﹐不肯隨俗浮沉”﹐

這樣的人在時代轉折處﹐有時候會想不開。當張勳復辟失敗後﹐

老人家知道大清王朝真的無可挽回了﹐就在 1918 年﹐自己花甲大

壽的前夕﹐一頭扎進積水潭﹐以身殉清﹐頓時轟動了京城。陳獨

秀﹑李大釗﹑胡適等新一代文豪都寫了文章﹐對這種封建餘孽進

行批判。但本人認為﹐凡是對自己的思想立場忠心耿耿﹐並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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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身相殉者﹐不論那思想“對錯”﹐這個人都是值得尊敬的。 

梁漱溟幼年﹐親歷過八國聯軍闖進家中﹐把他的玩具都砸壞了。

那些污蔑義和團是“暴徒”的漢奸們口口聲聲說八國聯軍是“文明

之師﹐正義之師”﹐梁漱溟先生的看法則一定會讓他們失望的。 

梁漱溟七歲進了北京第一個洋學堂“中西小學堂”﹐後來多

次轉學。他學習比較差﹐最高學歷是中學畢業﹐卻年紀輕輕就成

了北大教授。是不是梁漱溟天資聰穎﹐智商超人呢﹖非也。梁漱

溟從小就體弱多病﹐腦子愚笨。他六歲了還不會繫褲帶﹐一天早

上﹐母親隔屋喊他﹐責問為何還不起床﹐他嚷道﹕“妹妹不幫我

穿褲子呀﹗”招得全家大笑。進入青春期後﹐梁漱溟同學的智力

才開始發達。所以大家明白俺孔某人為何推薦梁漱溟為學習對象

了吧﹖像魯迅﹑胡適﹑錢鍾書﹑張愛玲那類人尖子﹐平常人是學

不來的。而梁漱溟這種資質低劣得近乎郭靖的人﹐後來居然成為

一代大師﹐這足以激勵千萬個在班裡排名到 30 以後的朋友吧﹖ 

梁漱溟原名煥鼎﹐字壽銘﹐在《民國報》當記者時筆名壽民

或瘦民。總編輯孫炳文（參見孔慶東《十大元帥情緣》系列文章）

曾給他題了一個扇面曰“漱溟”﹐從此就用這個名了。按東博釋

名法﹐此名的三個字中都含水﹐所以後來才能跟毛澤東叫板﹐“毛

澤東”加上“毛潤之”才兩個水﹐只好讓他一籌﹐必須的。而毛

澤東當時雖然生氣﹐過後並不計較也。 

梁漱溟一生關注兩大問題﹕人生問題﹐國家問題。而這兩個

問題在中國﹐是互相聯繫的。孔某人認為﹐作為 1840 年以後的中

國知識分子﹐誰要是不關心國家問題﹐或者號稱只關心“普世價

值”﹐而放棄中國的具體問題﹐那他就連一個“普世的人”也不

配。我們把梁漱溟當作佛學大師也好﹐儒學大師也好﹐都不該忘

記他首先是一個社會活動家﹐是一個思想實踐家。他早年參加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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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會﹐參加國民黨﹐都是為了救中國。後來退出國民黨﹐組建民

盟﹐也是為了救中國。梁漱溟通過觀察思考認為﹐人生的苦樂不

在外界﹐而在自身。他到北大之前﹐在家裡閒居了兩年﹐大量研

讀佛經和佛學著作（跟魯迅相似）﹐19 歲開始吃素﹐一度有出家

之念﹐後來進一步看破﹐29 歲那年結了婚。正像孔老師認為的﹐

出家人未必是真和尚﹐特別是現代商業社會﹐廟裡已經沒有一個

真僧﹐世上也沒有一座真廟了。真正的好和尚﹐都拖家帶口戰鬥

在世俗的海洋裡呢。 

梁漱溟在家裡自己給自己當博導﹐讀了兩年自費博士﹐24 歲

就被蔡元培請到北大當了哲學教授。現在很多糊塗人一窩蜂似的

鼓吹“民主邪教”﹐他們不知道蔡元培當年之所以創造了北大神

話﹐全靠“獨裁專制”。蔡元培想請誰就請誰﹐想開除誰就開除

誰﹐根本不用開什麼教授會﹐也不用投什麼狗屁票。層層負責﹐

每個人用自己的名譽來擔保自己的工作業績。今天中國的大學為

什麼辦不好﹖原因之一是堂堂大學校長﹐連個門衛也指揮不了﹐

想開除一個後勤的科長﹐都要先打聽打聽那傢夥的姐夫是不是在

教育部燒鍋爐的。從評職稱到賣饅頭﹐萬事無人負責﹐都是黑箱

操作﹐美其名曰民主﹐其實就是一堆爛柿子淹死傲霜花﹐80 個庸

才（包括五個漢奸五個流氓）用投票的方式排擠陷害 20 個英才。

蔡元培不問學歷﹐不看出身﹐憑著自己的學術眼光﹐請梁漱溟到

北大講印度哲學。梁漱溟說自己一沒上過大學﹐二沒留過洋﹐對

印度的六派哲學“素不留意”﹐“怕不能勝任”。蔡元培便說了

那句百年名言﹕你固然不甚懂得印度哲學﹐也沒有發現旁的人對

此更精通。於是﹐梁漱溟就當了北大的哲學教授。 

蔡元培還幹過更出格的事兒﹐他想聘請陳獨秀擔任北大的文

科學長﹐為了過教育部那一關﹐他親自偽造了陳獨秀的學歷。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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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造假不好﹐但如果是為了人民的利益去糊弄糊弄官僚﹐我看反

而是個英雄﹐因為大學是為人民辦的﹐不是為教育部辦的﹗這樣

的神話在今天是不可再現的﹐因為即使有了蔡元培那樣的伯樂﹐

他也過不了教授們那嫉賢妒能的一道道鬼門關也。 

梁漱溟為人不左不右﹐半新不舊﹐所以往往能客觀看人。比

如他肯定陳獨秀的偉大歷史功績的同時﹐也指出“陳這人平時細

行不檢﹐說話不講方式﹐直來直去﹐很不客氣﹐經常得罪人。”

他跟李大釗也是好朋友﹐但那些共產黨朋友誰也不曾介紹他入黨﹐

梁漱溟便知道“顯然我這人條件不合。”他贊同胡適的白話文主

張﹐但不佩服胡適的人品﹐“感到作為新文化運動之靈魂的新人

生﹑新思想﹐在他身上並不完備”。梁老師上課第一天﹐到校長

室問蔡元培對孔子什麼態度。蔡元培“沉吟地答道﹕我們也並不

反對孔子﹐儒家的學說作為一門學問﹐是必須認真研討的。”章

士釗有獨立不羈的性格﹐不過“多才而多慾﹐細行不檢﹐無所不

為﹐甚為可惜﹐然其個性甚強﹐氣概不凡﹐自有我所不及處。” 

梁漱溟在北大任教七載後辭去﹐是因為對教育有了新的認

識。他總結當時的青年學生有兩種﹐一種是墮落鬼混來謀取文憑

的﹐一種是自尊自強卻煩悶苦痛的。所以梁漱溟要在學校教育之

外﹐另闢挽救青年的戰場。可惜那時候沒有博客﹐否則漱溟先生

一定會開闢一個“梁博書院”的。 

從此梁老師就投身於鄉村建設﹐奔走於山東﹑廣東﹑河南﹑

河北﹑江蘇﹑山西等地。在那軍閥割據兵荒馬亂的舊中國﹐教育

救國是遠水不解近渴的﹐但禁賭禁毒﹑反對纏足﹑掃盲識字﹑指

導農牧﹑保健防疫﹑移風易俗等活動﹐總體上是促進社會進步的﹐

總不能要求每個知識分子都去領導人民鬧革命吧。 

梁漱溟在山東搞教育實驗時﹐得到了山東主席韓復渠的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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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民間有很多韓復渠不學無術的笑話﹐俺也會講七八個。但實

際上韓復渠文化水平很高﹐熟讀四書五經﹐在縣衙和部隊裡都當

過“司書”﹐是以文武雙全的本事當到一員大將的。傳說中他那

些愚蠢的搞笑之舉﹐本人認為一部分是民間文學的“集合”作用﹐

將發生在多人身上的事情集中到一個人身上﹐造成“典型”效

果﹔另一部分則可能是韓復渠故意裝傻充愣﹐其中又可分為幽默

調侃和憤世嫉俗兩種。比如蔣介石推廣“新生活運動”﹐強令國

民上街一律“右側通行”﹐韓復渠說﹕“蔣委員長腦袋瓜子進水

啦﹖讓人走道都靠著右邊走﹐那他媽的左邊誰走啊﹖那馬路不浪

費了一半嗎﹖”一個省主席﹐是斷不會弱智到此種地步的﹐韓復

渠假如確實說過此話﹐那就是故意裝傻來反對蔣介石不得人心

的“新生活運動”。而梁漱溟搞的教育實驗﹐韓復渠就不但支持﹐

而且親自考察。韓復渠個性倔強﹐又佯狂傲物﹐所以馮玉祥﹑蔣

介石都很討厭他。馮玉祥打過他一個耳光﹐老蔣則終於尋了個“不

戰而逃”的罪名﹐把韓復渠給誘殺了。 

梁漱溟跟國共雙方許多高人都有交往﹐自負是同盟會老資格﹐

志向又高﹐學問又大﹐所以雖然待人平和﹐但心中敬佩的其實沒

幾個人。抗戰期間﹐他兩赴延安。第一次與毛澤東徹夜長談抗日

前途﹐就被毛折服。毛澤東把即將寫成的《論持久戰》的觀點向

他和盤托出﹐梁漱溟頓時眼前一片光明。他說﹕“蔣介石的講話﹑

文告我聽過﹑看過多次﹐個別交談也有若干次了﹐都沒有像這一

次毛澤東那樣有這麼大的吸引力和說服力。我說這些﹐毫不帶主

觀上的隨意褒貶﹐而是歷史事實。”毛澤東能說服梁漱溟﹐後來

當然也就說服了整個國民黨和全國人民。第二次徹夜長談建設新

中國問題﹐在階級鬥爭和改良主義上發生了爭論。梁漱溟強調中

國社會的特殊性﹐按照傳統文化的倫理本位就可自然建設好﹐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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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強調“普世價值”﹐強調“中國社會卻同樣有著與西方社

會共同性的一面”﹐不革命就不能完成歷史重任。“兩人相持不

下﹐誰也沒有說服誰。”但談話從容親切﹐“明明是各不相讓的

爭論﹐卻使你心情舒坦﹐如老友交談。” 

數年後﹐梁漱溟反思了自己對中國社會的認識﹐承認中國不

但存在著階級﹐而且存在著尖銳的階級鬥爭。這並非是毛澤東說

服了他﹐而是抗日戰爭的現實喚醒了他。梁漱溟的很多學生﹐都

參加了共產黨的抗日部隊﹐有的還犧牲了。目睹抗戰現實和國民

黨畸形抗戰積極反共的高壓政策﹐梁漱溟參與創建了“民盟”﹐

成為國共之外的第三大政治力量。人一旦參與政治﹐就難免會說

錯話﹐辦錯事。梁漱溟“素常有自勉而勉人的兩句話﹕一曰在人

格上不輕於懷疑人家﹐二曰在識見上不過於相信自己。”孔慶東

老師認為這兩句話是值得我們學習的。 

梁漱溟自負要“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他家書中

說“今後中國大局﹐建國工作﹐正需要我﹐我亦不能死。”他多次

遇到危險﹐都倖免於難﹐自以為是老天爺保佑他這個民族偉人的。

後來他知道了自己的狂妄﹐原來都是共產黨的地下英雄保護了他。 

1946 年﹐梁漱溟二赴延安﹐把在重慶不能說的關於建設國家

的理想大大暢談了一番﹐毛澤東找了十位中共領袖來聽他上課。梁

先生反內戰﹑反腐敗﹐可是對現狀無可奈何﹐以為和平遙遙無期。

沒想到短短三年﹐共產黨就打敗了蔣介石﹐創建了新中國﹐“終於

在中國開始了長時期的經濟建設”﹐他的理想可以實現了。梁漱溟

也曾對國民黨抱有幻想﹐企圖在國共之間和稀泥﹐甚至幫助國民黨

要削除中共的武裝﹐導致那場著名的周恩來大怒事件。周恩來罕見

地大發其火﹕“梁先生﹐你不要往下說了﹗我聽著心都碎了﹗” 

梁漱溟很快明白了自己真是不懂政治﹐很容易被抽象的美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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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辭所利用﹐所以他從此採取“只言論﹐不行動”﹐只代表個人﹐

不代表任何組織的原則。這一點﹐孔夫子和孔慶東都十分贊成。

我們知識分子關心天下大事是對的﹐但是政治問題錯綜複雜﹐不

可輕易涉入﹐在拿不準的情況下﹐發出自己的聲音就是盡職盡責

了﹐最好不要拉幫結黨。具體的操作﹐則還是由專門的政治家去

幹﹐比較合適。書生滿腔熱忱地做了有損人民利益的事情﹐歷史

上是很多的﹐千萬不要把自己的政治熱情錯解為政治能力。即使

北大的政治學教授﹐當真搞起政治來﹐恐怕並不是一個街道老大

媽的對手啊。 

梁老師決定了只代表個人﹐他說話的自由度就接近孔老師

了。他一方面批評國民黨﹐要國民黨承擔挑起內戰的責任﹐下野

認罪﹐接受懲辦戰犯。另一方面他認為共產黨雖然是被迫的﹐但

也打了三年仗﹐也應該向人民道歉。對於共產黨建立的一黨專政

的新中國﹐梁漱溟並不認為是理想的。1950 年毛澤東請他參加政

府﹐梁漱溟不答應﹐他認為“全國的大局還不會從此穩定統一下

去。而我是曾經以第三方面的身份﹐為國事奔走過的人。一旦大

局發生變化﹐仍需要我這樣的人為國事奔走。”梁老先生確實自

負得太可愛了﹐總覺得自己這顆“中國人民的大救星”還沒正式

出場呢。所以建國後﹐他總是給中共挑毛病﹐而毛澤東也總是虛

心聽取他的意見。到西南考察土改後﹐梁漱溟對老毛稱讚鄧小平

的才幹﹐毛澤東笑著大聲說﹕“梁先生看得蠻準﹐無論是政治﹐

還是軍事﹐論文論武﹐鄧小平都是一把好手。” 

梁漱溟是社會實踐家﹐從具體的社會考察中﹐他逐漸發生了

思想轉變﹐公開發表文章﹐說“在階級﹑階級鬥爭﹑武裝革命能

不能解決及如何解決中國問題上﹐我省悟了自己的錯和中共的

對。”這不是見風使舵﹐而是服從真理的光明磊落。梁漱溟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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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不到自己的錯誤﹐一是因為他搞的鄉村實驗﹐並未真正深入

到窮鄉僻壤的底層﹔二是因為他把“鬥爭”簡單理解為你死我活

的暴力搏鬥﹐不明白毛澤東說的鬥爭是哲學意義上的“對立統

一”﹔三是因為他主觀地認為共產黨主要是農民﹐後來讀了彭真

的文章﹐才明白那不過是共產黨員的“歷史出身”﹐共產黨的實

質是中華民族的精神先鋒隊﹐其中包括了中國最優秀的知識分子。 

梁漱溟具有超強的自我糾錯能力﹐這本來是好事﹐但卻導致

了他的自我膨脹意識長期未能解決。用他自己的話說﹐是“自了

漢”﹐是“個人英雄主義”。所以才發生了 1953 年政協會上跟毛

澤東的衝突。 

那次會上討論總路線問題﹐國家已經確定了要大力發展重工

業﹐這是走向現代化﹑避免再度成為殖民地的千秋大計﹐而且國

家並沒有輕視農業。而梁老師和孔老師這樣的知識分子總是喜歡

說些政府和一般人容易忽略的問題﹐而且喜歡誇大一點地說。梁

漱溟言道﹐解放後城市工人的生活提高很快﹐但農民還很苦﹐一

個在九天﹐一個在九地﹐所以國家不應該遺漏農民。此話單獨看

沒有毛病﹐但放入建國初期百廢待興﹑抗美援朝的具體語境﹐就

犯了“導向錯誤”。翌日﹐毛澤東未點名地批評此種論調是“施

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難道共產黨搞了幾十年農民運動﹐還不

瞭解農民﹖倘若毛澤東直接批評梁漱溟﹐可能還不至於發生衝突﹐

可是毛澤東採用了魯迅筆法﹐希望給梁漱溟留面子﹐沒想到梁漱

溟最喜歡的就是單槍匹馬挑戰一個黨﹐他偏偏要“頂風作

案”﹐“我就在氣頭上寫了一封信”﹐要求“主席給我機會當面

復述一遍我原來的發言而後指教”。這實際上是下了要求辯論的

戰書﹐此種“好強逞能”之舉﹐孔某人也多次幹過﹐很能理解那

種“英雄主義情懷”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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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將信面交毛澤東後﹐老毛當晚就約了他談話﹐而梁老師

有個毛病﹐凡事非要長篇大論給人家上課不行﹐而且一定死活堅持

自己立場不放鬆。這點就跟我們老孔家有很大不同。孔子說﹕“毋

意﹐毋必﹐毋固﹐毋我。”如果辯論的目的就是要證明自己是對的﹐

那還辯論幹什麼呢﹖真正的儒家風範﹐不僅體現在事後反省能夠承

認錯誤﹐更可貴的是當場認錯﹐撥開雲霧見明月﹐晴光滿天。二人

談得不歡而散﹐梁漱溟卻還要求“再覓機會復述自己的觀點﹐讓公

眾評議。”這話裡的意思不但堅持自己是對的﹐而且還有一層意思

是﹕你用主席的地位壓制我了﹐我要用民主的方式伸冤。這是俺

們知識分子跟領導發生衝突後經常會產生的心理﹐先不考慮對錯﹐

首先就把自己確定為一個“遭受了冤屈壓迫的人”﹐而且越想越

憤怒﹐越想越正義。於是就不會考慮別人的感受了。 

過了兩天﹐梁漱溟在大會上做長篇發言﹐復述了他前兩次發

言的全部內容﹐又強調自己“是熱烈擁護總路線的”。大會變成

了梁老先生一個人的表演舞臺﹐當時沒有人回應他。梁漱溟不知

道﹐這次發言等於是他一個人向共產黨發起了全線進攻﹐他就想

著自己說得痛快﹐沒有考慮執政黨受到了怎樣的傷害以及受傷後

會做出怎樣的反應。倘若承認了他的“九天九地”之說﹐共產黨

的全部功績豈不頓時化為烏有﹖難道要把建國後農民生活還很艱

苦的賬﹐算到共產黨的頭上嗎﹖ 

但毛澤東還是忍耐的﹐因為梁漱溟畢竟是僅僅代表個人的一

介“狂生”﹐倘若代表中國證監會或者代表中國足協﹐哈﹐那問

題就嚴重了。次日﹐一位中央領導對梁漱溟展開反擊﹐舉出他一

貫“反動”的歷史事例。而梁漱溟卻想﹐你們光說我反對共產黨

的那些事兒﹐我也反對過國民黨﹐你們咋不說呢﹖“這難道是公

平待人﹑以理服人的態度嗎﹖”要求人家指出你的缺點的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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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要指出你的優點﹐可見梁漱溟已經不大理性了。他要求發言辯

解﹐主持人讓他回家準備﹐其實是給他個迴旋餘地。可梁老先

生“不識好歹”﹐準備決一死戰 — 我們想想﹐換了鄧小平或者

華國鋒﹐哪怕是許世友﹐都不會這樣做的。中央一再給他面子﹐

而梁大教授誓死不給對方面子。 

第三天他一開始發言﹐就宣佈要從歷史上講起﹐“在講清當

前的意見初衷之外﹐還涉及歷史上的是非……這需要給我較充裕

的時間。”這未免過分了﹐從普通與會者的角度來看﹐這次政協

會的議題本來是討論總路線﹐但是卻被“民主”成為梁先生的個

人表演。如果你開過上百次的學術會﹑政治會﹐就不難明白會議

中出現一個這樣表演慾極強的人的時候﹐大家的心裡有多麼討

厭。別人的“民主”權利跟你是一樣的﹐為什麼非要聽你講上五

六七個小時呢﹖而按梁漱溟的口才﹐講兩天兩夜都沒問題。所以

有些代表就轟他下去。其實這是梁老師最後一個下臺階的契機﹐

可是他又一次選了錯項﹐“我把話頭轉到主席臺上﹐特別是毛主

席身上﹐以爭取發言權﹐這是我闖下大禍﹐把錯誤擴大的開端。

我在語言上之目空一切﹐不顧一切後果﹐是事後連我自己都大吃

一驚的。”既然你講民主﹐就不該利用領袖的權威來獲取發言權

啊﹐梁老師的行為邏輯自相矛盾﹐這是我們所有書生都該記取的。 

梁漱溟槍法一亂﹐於是就說了那段著名的話﹐把讓不讓他繼

續發言看做對共產黨和毛澤東的“考驗”﹐“主席您有這個雅量﹐

我就更加敬重您﹔若您真沒有這個雅量﹐我將失掉對您的尊敬。”

這話表面上很文雅﹐其實已經包含了嚴重的個人品格攻擊。毛澤

東和共產黨的有沒有“雅量”﹐要由梁老師來判定﹐要由是否給

他一次長時間發言的特權來判定﹐倘若答應了這個特殊要求﹐共

產黨的“骨氣”何在﹖共產黨的“人格”何在﹖梁漱溟當時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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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急得糊塗了﹐而不是故意對毛澤東進行“話語要挾”﹐更不是

事先策劃好的“反共妙計”。假如對蔣介石﹐梁漱溟敢這樣說麼﹖

用老百姓的話講﹐都是共產黨給“慣的”。 

而毛澤東也是﹐乾脆讓他講﹐或者不讓他講﹐任憑他說共產

黨沒有雅量好了﹐反正是非自有公論。可是毛澤東也像個大專辯

論賽的學生似的﹐忘記了自己的領袖身份﹐在主席臺上就跟梁漱

溟你一句我一句地爭辯起來了﹐簡直是“成何體統”。也許有人

說毛澤東也是性情中人﹐不偽裝﹐這才是平等待人。但他畢竟是

會場上的最高領導人﹐黨和國家形象的代表﹐與一位著名學者任

性爭吵﹐影響肯定是壞的﹐而且給人的直接印象是“不民主”的。

這種爭辯延續下去﹐當然是對梁漱溟有利﹐對毛澤東不利﹐好比

普通教員跟校長在大會上爭論﹐受損害的當然是校長的形象。於

是會場大嘩﹐亂成一團﹐倘以局外立場看來﹐也夠好笑的了。 

梁漱溟眼中沒有什麼偉人﹐也不給老毛面子﹐左手握著“雅

量”﹐右手舉著“敬重”﹐死活就是堅持要講。老毛大概也吵累

了﹐就妥協說﹐你不要講長了﹐“講到四點鐘好不好﹖”梁漱溟

一看錶都三點多了﹐“讓我講到四點哪能成﹗”在俺們北大當過

教授的﹐潛意識裡不耽誤學生的吃飯﹐就顯得自己講課沒本事啊。

一個政協委員在國事大會上跟國家最高領導人這般講話﹐這種情

況今天能有嗎﹖不論梁漱溟的做法對不對﹐我們能說今天的“民

主”比那時候進步了﹖如果說民主和專制都是相對的﹐那時候的

民主不但勝過了北洋政府和國民黨時代﹐也是今天難以相比的。 

隨後會場又多次大嘩﹐老毛幾次維持秩序﹐讓他“再講十分

鐘”﹐過一會又讓他“再講十分鐘”﹐可每次梁漱溟都提出時間

不夠﹐但又不說要講多長時間。可以看出梁漱溟善於長篇大論﹐

而不具備在短時間內把基本問題說清楚的﹑或者暫時維持一個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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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臺的局面的能力。這也正是現代中國多數知識分子的通病。

最後大會鬧得一塌糊塗﹐老毛恢復了理智﹐但也被梁漱溟弄得一

籌莫展。最後有人提出投票﹐表決是否讓梁漱溟繼續講。毛澤東

和中央委員都支持梁漱溟講﹐而大多數與會者不贊成。梁漱溟無

視民主投票之結果﹐還要繼續講 — 簡直是瘋了。主持會議的高

崗只好請他另找時間再講。 

其實梁漱溟這次與毛澤東的衝突﹐形式看上去很激烈﹐但內

容並不嚴重。梁漱溟既不反共反毛﹐也不反對總路線﹐他就是喜

歡標新立異﹐仗著自己是共產黨的老朋友﹐學問大﹐名頭響﹐就

大耍個人風頭。越是以為自己受了冤屈﹐就越覺得自己英雄。好

比一個熱戀中的青年﹐越是以為對方誤解了自己﹐就越是覺得自

己的愛情堅貞無比﹐感天動地。 

不過﹐梁漱溟畢竟是修養高深的大學者﹐事後別人的攻擊批

評他不為所動﹐但兒子和學生﹑好友的勸告卻使他省悟﹐他歸結

為“有個人英雄之氣而無一片惻隱之心”。孔慶東老師覺得這句

總結非常精彩﹐說出了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一個通病。在沒有生

命危險的前提下﹐罵罵政府﹐罵罵領袖﹐其實是很出風頭的一件

事﹐能夠博得社會讚賞甚至國際聲譽。實事求是地說﹐政府和領

袖也需要經常聽到批評的聲音。但是有些知識分子﹐首先不是從

事實出發﹐而是為了沽名釣譽而標新立異﹐不顧自己的言論是否

對民眾有利﹐是否對國家有利﹐其實是有膽量而沒心肝的。而梁

漱溟卻能夠從這件事中反思出自己的思想問題﹐他說看到中國共

產黨一舉扭轉了中國百年沉淪的惡運﹐讓他喊一千聲一萬聲“毛主

席萬歲”亦不覺多餘﹐可嘴上就是喊不出來﹐為什麼﹐就是因為自

己的階級立場問題。把狂妄當作“骨氣”﹐把虛榮當作倔強。本人

看到這裡﹐反思自己也是如此。我雖然在文革中長大﹐但從未自己



 14

主動喊過“毛主席萬歲”﹐反而有幾次跟同學打賭﹐喊過“打倒毛

主席”。這並非是什麼“反對個人崇拜”的先知先覺﹐而是多讀了

幾本書後﹐總覺得自己與眾不同﹐不肯面對另一個生命彎腰﹐隱隱

覺得這是一種高貴的證明。有時候﹐我們明明深深地愛上了一個異

性﹐折磨得自己寢食不安﹐卻不好意思表露出來﹐裝得鎮定自若﹐

甚至還要貶低挖苦對方﹐直到把事情弄得沒戲了﹐或者把對方氣跑

了﹐才開始反省。這也是中國知識分子的通病之一也。 

梁漱溟雖然跟毛澤東“幹了一仗”﹐但是並未受到任何處理﹐也

從未戴過什麼政治帽子。此後的幾十年中﹐梁漱溟雖然不再“大鬧

會場”了﹐但遇事仍然堅持自己的獨立觀點﹐堅持“不跟共產黨保持

一致”。不論他說得對錯﹐這種立場真不愧一個正直的知識分子。 

比如 20 世紀 60 年代兩會上﹐大家都說新中國的偉大成就是

因為抓了階級鬥爭﹐而梁漱溟卻說這是毛主席共產黨尊重科學依

靠群眾的結果。其實兩種說法並不矛盾﹐但梁漱溟一定要說點跟

別人不同的才舒服。四清運動中﹐梁漱溟主張逐步用教育代替處

罰﹐他認為讓犯錯誤的人去打掃廁所是不對的﹐因為掃廁所在社

會主義時代應該是光榮的事﹐幹部學生去淘糞是正常的勞動﹐不

應當作為處罰。他的這個思想﹐可以說比共產黨要“左”多了﹐

反正他就是與眾不同。1966 年﹐一群紅衛兵來抄家後﹐他卻開始

撰寫《儒佛異同論》和《東方學術概觀》。他不反對林彪﹐但反

對把接班人的名字寫進憲法。梁漱溟每次提出“反動主張”﹐都

會引來批判。但是上級卻指示說﹕“某些人因為思想一貫反動﹐

借機放毒也不足為怪﹐可不必糾纏”。看來說話做事光明正大﹐

心底無私﹐就百毒不侵也。在批林批孔運動中﹐梁漱溟更是“大

放其毒”。一說林彪跟孔子關係不大﹐批林何必批孔 — 這也是

俺孔慶東的主要觀點﹔二說毛主席雖然有反孔的一面﹐但還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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揚孔的一面﹐不能偏廢 — 這也會得到很多人支持﹔三說林彪根

本沒有路線﹐因為路線不管對錯﹐都是光明正大的﹐而林彪並沒

有公開的系統的治國思想﹐所以根本不存在“林彪反動路線”

也。這可是等於全面否定了批林批孔運動﹐於是遭到圍攻。沒想

到批了他一陣子﹐他忽然一股邪火上來﹐脫口而出﹕“三軍可奪

帥也﹐匹夫不可奪志。”哼﹐你們不給俺面子﹐那俺也不給你們

面子﹐這脾氣跟俺孔慶東何其相似也。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梁漱溟更來神了﹐提出很多建設性的

意見﹐不過沒有那麼多的與眾不同了。他的思想被太多的鸚鵡學舌

者千萬次地複製著。梁漱溟總結國家發展的三要素為﹕集體領導﹑

發揚民主和健全法制。這是他 20 世紀 80 年代的看法﹐今天已經成

了老生常談﹐倘若他活到今天﹐肯定又有新的“異同論”吧。 

梁漱溟作為一代奇才﹐並非得益於早慧﹐也非得益於家學﹐

更非得益於跟隨名師名校或者留學東洋西洋。他的經驗﹐本人總

結為內外各四點﹐內四點﹕一是認真﹐二是正直﹐三是寡慾﹐四

是自省。外四點﹕一是儒家的進取﹐二是佛家的悲憫﹐三是熱愛

祖國﹐四是社會實踐。這八點﹐我們普通人能學習其中的四點﹐

就足夠“漱杯水於滄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