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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多棱鏡裡的五四 
 

 
今年是五四運動 90 週年。90 年前的 5 月 4 日﹐一群熱血青年

不顧軍警鎮壓﹐舉行遊行集會及各種抗議活動﹐不僅使國民政府

最後被迫拒簽對德和約﹐有力狙擊了各虎狼帝國進一步覬覦中華

的野心﹐而且開啟了中國歷史上另一個全新的時代。這本是海內

外知識界的一個共識。然而﹐近十年來﹐關於五四﹐除了有某學

人認為它留下了“民族主義與民粹主義兩個精神病灶”﹐並因此

而“至少虛擲了三代人的血淚精華”之評價外﹐鮮有其他觀點能

留於雅堂之上。而某學人此觀點不只是因其與歷史評價迥異而顯

得非常突兀﹐而且有辱於諸如聲稱“寧作自由鬼﹑不作亡國奴”

不惜赴水自盡的京師大學堂學生等等五四先賢。因此﹐在五四運

動 90週年到來之際﹐筆者甘願冒險以一個歷史行外與局外人視角﹐

於橫向與縱向兩個維度﹐粗加梳理“病灶”之前與之外的對五四

評價﹐或者有助於我們對歷史與前人心懷敬畏之心。 



 
某學人撰文稱﹐“1919 年的巴黎和會是新文化運動的結束﹐

也是五四運動的開始。”並認為“兩者之間的斷裂已經被五四這

一獨斷符號遮蓋”。 
把五四運動與新文化運動有意進行切割﹐其實並非始於當下

所謂“自由主義者”﹐而是始於當年的左派。但二者意趣相同。

當下“自由主義者”割斷五四運動與新文化運動﹐意在貶低五四﹐

而抬高新文化運動﹔而 1930 年代周同予在《中學生》上發表〈過

去了的五四〉﹐將五四與新文化分開﹐則意在貶低新文化運動﹐

抬高五四的革命性意義﹐並且認為有人將五四與新文化放在一起﹐

是借五四之威名提高新文化運動之地位。時隔 60 年﹐同樣的做法﹐

相反的目的﹐不竟令人有時空倒錯之憾。 
但正如美國最著名的五四運動研究者周策縱教授在其《五四

運動﹕現代中國的思想革命》一書中所言﹕儘管有人總想切割五

四運動與新文化運動。而對於大多數中國知識分子來說﹐五四運

動具有一種更廣泛的意義。“在流行的用法中﹐其含義既包括學

生運動又指新文化運動。”“如果一位普通的中國學生被問及這

個運動﹐他的回答一定包括知識分子的社會改革活動以及新文化﹑

新思想運動。”甚至“在那個運動以後的年代裡﹐國民黨﹑共產

黨及其他黨派的政治領導者最終都贊同了相同的觀點。”周策縱

還特別提到了民國時期獨立學者李長之的見解。周寫道﹕“一個

幾乎不帶任何政治色彩的作家曾說﹐‘五四運動’當然不僅指

1919 年 5 月 4 日這一天的運動﹐而是指中國接觸了西洋文化所孕

育的一段文化歷程﹐‘五四’不過是這個歷程中的一個指標。” 
不過仍然應該稍加分疏。儘管包括黨派與學界在內﹐都認為

狹義上的“五四運動”與“新文化運動”是一體﹐統稱之為寬泛

意義上的“五四運動”﹐但著重點仍然有區別﹕左派著重點在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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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新文化運動在青年與政治上的意義﹔而右派則強調五四運動

在文化上的意義。比如﹐賈逸君所著《中華民國政治史》中就寫

道﹐“五四運動﹐雖為政治運動﹐實為文化運動之結果。”1 而
何干之在《中國啟蒙運動史》中則乾脆稱“五四運動”為“中國

的文藝復興運動”。而有意思的是﹐國民黨政府於 1944 年 4 月 16
日接受中國文藝界協會的建議﹐把 5 月 4 日定為“文藝節”。 

周策縱先生曾列舉了“五四事件（周以此區別於寬泛意義上的

‘五四運動’）”與新文化運動一體的三個原因﹕一是五四運動的

實際領導者﹐也是推動新文學﹑新思想以及社會改革的新興知識分

子﹔二是這些思想改革家反軍閥反列強的理論基礎正是早先一群

知識分子所提倡的民主思想﹔三是運動的精神不是單純的愛國主

義﹐而是與民意至上﹑人權至上和思想覺醒等觀念密切相連的。 
這一說法受到了諸多支持。何干之在列舉五四運動的原因時﹐

認為新文化運動所主張的民主思想與科學精神才成就了五四。五

四不僅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現代意義上的民主實踐﹕它是通過青

年學生的街頭與媒體政治來實現其目的﹐而不是歷史上首先付諸

如“暴動或起義”﹔而有意思的是﹐當時的國民政府在扮演了鎮

壓者角色之後﹐最終也與現代政府一樣﹐是在民主的壓力前和平

讓了步。“在不倫不類的共和制中屢遭流血的民主﹐得了世界大

戰這一大屠殺的‘好處’﹐居然來了一個空前絕後的黃金時期﹐

出現了被稱為文藝復興的五四運動﹗”而主導五四一代人的另一

個精神支柱“革新”則來源於科學精神。正是新文化倡導的科學

精神﹐使得青年人相信﹕“宇宙是不絕的流轉翻新﹐社會是不斷

的再生復活﹐人是不停的日新月異。”這種觀念引導著五四一代

人走上街頭﹐為更好的社會制度與更好的人生安排而奮鬥。 
與此同時﹐五四運動不僅沒有中斷新文化運動的思想解放浪潮﹐

                                     
1 賈逸君﹕《中華民國政治史》﹐上海書店 1929 年﹐第 17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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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而把新文化運動的思想解放風潮推向前進。胡適在 1922 年回憶

說﹐五四事件之前﹐中國的新派期刊僅《新青年》﹑《新潮》﹑《新

教育》等不超過十種﹐而在“五四運動”之後的半年中﹐中國出現了

大約四百種新的白話文期刊﹐大約 350 種週報。這其中﹐如《青年與

社會》﹑《新社會》﹑《新中國》﹑《新人》﹑《新婦女》等等﹐皆

以“傳播新思想﹐改造舊社會”為已任﹔與出版業迅速發展的同時﹐

對新思想的迷戀也不斷增長。約翰‧杜威於 1920 年來到中國講學並

在中國呆了兩年﹐胡適為他當翻譯﹔伯特蘭‧羅蘭也來到中國﹐傳播

英國的費邊主義傳統﹔泰戈爾也來華了。“五四事件之前﹐在中國商

人﹑工人﹑教師甚至學生中很少有西方式的組織良好的團體”﹔但五

四事件之後﹐“一種建立組織的新潮遍及中國各個城市﹐知識分子以

更為民主和開放的方式來處理這些組織的事務。”（周策縱語）我們

今天熟知的中國哲學會﹑新教育共進社﹑社會主義研究會﹑羅素學會﹑

新學講學社﹑共學會﹑青年進步社等等都建立於五四事件之後﹔當然

具有政黨性質的共產主義小組也是在五四之後建立的﹔“五四事

件”之後﹐知識分子對大眾的普及教育活動也進入新階段﹐他們為

中國普通工人與農民的孩子開辦了夜校﹔晏陽初在 1920 年根據他

在法國教育中國工人的經驗﹐發起了著名的“平民教育運動”等等。 
也正因此﹐周策縱先生在其著作中﹐一方面在描述完“五四

事件”之後﹐專門又寫了一章“新文化運動的擴展”﹐以專論五

四事件如何將新文化運動推向更廣範圍與更深程度﹔另一方面﹐

還將五四運動的後時間界限一直延續到 1922年﹔而何干之則認為

五四運動其實一直延續到 1924 年的科學與玄學之爭﹐才宣告這場

新文化運動的結束。 
真不知某先生何來“新文化運動提出的‘德先生’和‘賽先

生’被五四浪潮裹脅而去”之說﹗ 
再稍遠些說。五四以降 90 年間﹐“民主”與“科學”精神又何

曾斷過﹖當年延安政權對抗國民黨政府的利器不就是指稱後者“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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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與“獨裁”嗎﹖吸引百千萬知識分子奔赴新生政權的不也是因

其允諾一個自由民主的共和國嗎﹖共產黨立國之初啟動大規模工業

化計劃﹐不也是西方科學精神與工具理性下所前定的發展道路嗎﹖

甚至 1978 年轉而搞市場經濟﹐同樣不也是我們相信理性與科學﹖ 
當然﹐90 年間﹐中國歷史的確歷經了百千流轉﹐甚至其間不

乏流血千里﹐伏屍沃野﹐但中國 90 年相當於西方歷史的三百年。

我們今天某些智識界老說以歐美為師是回歸主流﹐這些智識者卻

沒有看到這樣的現實﹕僅 250 年前﹐美國南北戰爭期間戰死的青

壯年士兵人數就達 50 萬﹐佔當時總人口數的 3％﹔僅僅不到一百

年前﹐從 1914 年到 1945 年歐美接連發生的兩次世界大戰﹐死亡

人數高達 1.2 億﹐佔世界總人口數的 10％﹔而僅僅不到 50 年前﹐

黑人在美國還沒有公民權﹗以此比較﹐中國在經歷“三千年未有

之大變局”過程中﹐歷經磨難﹐一步步逼近“科學”與“民主”

的正果﹐五四以降三代人的血淚精華迄能以“虛擲”言之﹖ 
 

 
五四事件產生的導火索是在巴黎和會列強出賣山東權益於日

本。因此﹐青年學生把鬥爭的茅頭直指帝國列強以及與帝國列強相

與勾結的內賊﹐這放在 1840 年以來的歷史大勢下﹐不僅中國人理解﹐

而且海外中國問題研究學者如費正清﹑周策縱等也都理解。也因此﹐

五四以降也是有“公理”的。但偏偏不知觸動了 1999 年某學人的哪

根神經﹐認為五四事件開啟了民族主義﹐更指這是一“精神病灶”。 
也還是有一說一。先且只說巴黎和會之事。一戰結束﹐中國因

作為協約國盟軍之一是戰勝國﹐而當年統率八國聯軍的德國是戰敗

國。於是﹐中國人理當有足夠的理由與權利收回德國強佔的中國領

土與利益。但在由美﹑英﹑法﹑意﹑日五強主導的凡爾塞和會上﹐

竟然支持日本接手德國在山東的權利。而從甲午戰爭到 19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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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21 條”﹐日本為禍中國最烈﹔更令人難以接受的是﹐列強支

持日本行使權利﹐理由竟然是中國政府此前與日本政府有“密約”

在先。面對此局面﹐海內外華人組織與團體屢屢對巴黎和會施加各

種壓力及影響﹐試圖有所改變﹐但最後都被列強拒絕。於是﹐5 月

4 日這天﹐北京大學愛國學生聯合其他高校共三千多人﹐率先進入

天安門廣場﹐開始了一場“外爭國權﹑內懲國賊”的愛國學生運動。 
周策縱先生反復強調﹐除了火燒曹宅之外﹐整個運動非常平和﹐

反而是後來北京政府的野蠻鎮壓激起騷亂。對此﹐甚至剛到中國的

杜威在 6 月 20 日給他的女兒寫信都這樣說﹕“整個事件看來是計

劃得很周密的……要使我們國家 14 歲多的孩子領導人們展開一場

大清掃的政治改革運動﹐並使商人和各行各業的人感到羞愧而加入

到他們的隊伍﹐那是難以想像的。這真是一個了不起的國家。” 
列強的心虛自不待言。內賊更是心虛。後來相關檔案表明﹐

曹汝霖的確早與日寇暗通款曲﹐不僅替日本政府完成對中國經濟

侵略與經濟壓力出力﹐而且從中撈取個人好處﹐其名下個人資產

至少有二千萬之鉅﹐“實超當年和坤之數”。後因接洽西原借款

有盜用嫌疑而被交法辦﹐逃往日租界受保護﹔日侵華戰爭期間﹐

又出任華北偽組織咨詢委員﹐與日本人合作開礦。而章宗祥也對

日本的許多借款負有交涉之責﹐更於 1918 年 9 月在答復日本關於

山東地位提議時﹐簽署了“欣然同意”的換文﹐直接導致巴黎和

會中國被動﹔章後來也曾任華北偽政府咨詢委員。 
因此﹐學生針對列強與這樣的內賊發起抗議運動﹐何來狹隘

民族主義﹖ 
但某學人還是扯到了義和團﹐就差咬牙切齒地罵五四一代人是

義和團的“孽種”。說他們的共通之處在於拒斥現代西方文明﹔當

然在海上文人之上還有南方某位老先生﹐更把 1840 年以來中國反強

權的歷史全改寫成了“反文明”的歷史﹐也包括了“五四”。而立

論之據正在於他們都認為中國現代化正是借道於西方的“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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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本文在此旁出說說“義和團”。 
不知道唐德剛先生是否是看了類似言論有感而發。在其《晚清

七十年》一書中﹐他對引發義和團運動的“曹州教案”前因後果進

行了辨識與梳理﹐得出這樣的結論﹕“若說教案完全起於中國老百

姓的排外行為﹐這分明與事實不符﹔若說帝國主義在中國並不存

在﹐那就更是強詞奪理的胡說。這些都是歷史上扳搖不動的事實﹐

我不信任何中外史家可以否認的。”他還對義和團有這樣的描

述﹕“在這批英雄好漢江湖豪杰的眼光中﹐他們所見到的只是洋人

的橫蠻﹑教民的仗勢和政府的畏葸。尤其是德軍佔領膠州灣向內陸

進襲之際﹐官兵雞飛狗跳﹐總兵被俘﹐在如潮的難民﹑兒啼女叫聲

中﹐那群受到洋教士保護之下的教民﹐道左旁觀﹐可能且有幸免和

得意之色﹐不肖者更可趁火打劫﹐助紂為虐﹐為虎作倀。相形之下﹐

不但強弱分明﹐甚至忠奸立辨。這樣一來﹐不但民教雙方陣線分明﹐

地方各種教門﹑拳會﹑會黨﹐也會認為政府過分孱弱 —‘可戰而

不戰﹐以亡其國’﹐則江湖豪杰乃至當地武生士紳﹐也都要揭竿而

起﹐以保鄉為國仇洋滅教為已任了。”唐先生還悲憤地寫道﹕“入

侵者的殘暴﹐就更罄竹難書。清末民初各種中外衝突中﹐雙方死傷

數字大概可說的 1000 比 1。洋人如有一人殞命﹐無辜華民就要以

千命相陪。不幸的是﹐在類似情況之下慘死的洋人往往都名揚天下﹐

垂譽後世﹐但是陪他們一道喪命的數千名華人包括婦孺﹐那就死得

蟲蟻之不如了。在那庚子年間﹐死掉任何一個洋人都是個驚天動地

的慘事﹔死掉千萬個華民﹐甚至連統計數字也沒有一個。” 
唐先生當然也譴責了義和團的無知與野蠻。他同時也看到了帝

國主義善惡兩面性﹕“其‘善’的一面﹐則籠罩在由西歐開始的現

代文明各方面的向外傳播。其形而上各方面或可概括為‘德先

生’﹔則形而下者﹐則是‘賽先生’了。而擴張主義的‘惡’的一

面﹐則是歐西白種民族國家利用其先進科技成果﹐向落後地區姦虜

焚殺﹐作其赤裸裸的掠奪﹑侵略和侮辱。因此﹐這一現代的歐西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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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主義﹐其‘善’的一面的傳播﹐雖非其原來的‘動機’﹐然其‘結

果’則不無可取……無‘西風東漸’﹐讓我們‘洋化’一番﹐我們

早起不刷牙﹐豈不難過乎哉﹖這一點我們就要拜侵略者之賜了。” 
然而﹐唐先生最妙的是下面的評論﹕“可是這一類‘原本無

心’的‘牙刷主義’的傳播﹐終抵不掉他們那‘存心作惡’的炮打

火燒﹑走私販毒﹑‘華人與狗’等等罪惡行為。這‘惡’的一面﹐

就是不折不扣的‘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了。”“我們如果只

看見人權﹑民主﹑科學﹑技術﹐而忘記了那殺人放火﹑販毒走私﹑

血淋淋的‘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的本質﹐而胡吹或變相的胡

吹﹐說什麼‘白種人的負擔’﹐把販毒走私﹐說成只是提供一般商

品﹔殺人放火﹐是為幫助落後地區開化﹐不得已而為之﹔武裝侵略﹐

是幫助愚昧帝國加入‘世界社團’﹐納入‘條約體制’﹐那豈不是

變成了‘魔鬼的辯護士’﹑殺人犯和毒梟的律師了﹖” 
說到底﹐中國的民族主義並沒有原罪﹔身負原罪的恰是西方

虎狼帝國。 
與義和團的民族主義不同的是﹐事實上發端於西方的現代民

族主義更是民族國家形成﹑鞏固並通往現代化的思想資源。五四

事件發端於義和團運動 20 年後。主導五四的是西方知識背景的知

識分子﹐而不是靠迷信與氣功扭系人群的蠻民。他們用從西方傳

過來的民主觀念與科學精神為武器﹐反抗西方列強覬覦中華的野

心﹔同時要求國家內部進行類西方民主憲政的制度變革﹐這本是

現代民族主義的健康表現﹐何來什麼“精神病灶”﹖ 
且退一步說。某學人所列舉的五四街頭遊行﹑文革中火燒代

辦﹐1997 年的《中國可以說不》﹐1999 年的北大女生當場提問美

國總統﹐總也比不過帝國僅以“可能威脅安全”就悍然出兵伊拉

克阿富汗這樣的“激進”﹐但不見那位“從雪竇山下到哈佛燕

京”的某先生譴責後者半句﹐反而譴責前者“荒誕”﹐這位海上

學人真是堪稱唐德剛先生筆下“魔鬼的辯護士”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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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學人認為五四運動遺留下另外一個精神病灶是所謂“民粹

主義”。據其考證﹐所謂“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馬列

主義”﹐這個俄式社會主義在它的家鄉就與 19 世紀的俄國民粹主

義難解難分﹐因而也感染上了中國。還有更進一步的論證﹐說民

粹主義是農業社會的流毒﹐只有市場經濟才能開出民主憲政。 
國內一說到民粹主義﹐一般都會說到俄國的“村社運動”。

其實﹐美國近現代史上也曾有民粹主義。喬治‧斯蒂納（George A 
Steiner）等人在《企業政府與社會》（Business Government and 
Society﹐2002）等著作中有詳細的記載。 

19 世紀中葉﹐以漢密爾頓為首的聯邦政府﹐“不信任普通公

民﹐稱‘人民是隻大野獸’﹐極力倡導經濟精英統治”﹐使得“企

業團體的政治勢力迅速增長”﹐而“強調田園生活﹑公民民主和人

權的農耕主義意識逐漸成為美國社會價值觀的支流。”其結

果﹐“在內戰後的一段時期內﹐大企業以從未有過的方式控制著州

政府和聯邦政府。公司操縱整個國家的政權是常有的事。”比

如﹐“西佛吉尼亞和肯塔基為煤業公司所操縱。紐約﹑許多中西部

的州和加利福尼亞州則為鐵路公司所控制。蒙大拿州的政治勢力則

控制在 Anaconda 銅礦開採公司手中。在俄亥俄州﹑德克薩斯州﹑

賓夕法尼亞州﹐石油公司居於主導地位。在華盛頓特區﹐企業也居

於主導地位。在共和黨的連任期間﹐從 1868 年的 Ulysses S. Grant
到 1900 年的 William McKinley﹐大公司對一連串傾向於企業的共

和黨總統的提名和選舉都起到決定性的作用。在國會中﹐受企業金

錢的支使﹐一些參議員其至公開代表某個公司或某個行業。” 
正是在這種背景下﹐美國爆發了歷史上最大的一次民粹主義運

動（Populist movement）。民粹主義者指責說﹐“華爾街擁有整個

國家。政府已經不再是人民的政府﹐不再依賴於人民並為人民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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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華爾街的政府﹐為華爾街服務。這個國家中的大多數普通民眾

成為奴隸﹐而壟斷者則成為奴隸主。”民粹主義者提出﹐應該由政

府擁有鐵路與金融性企業﹐要監督並控制大企業對政治的影響﹐尤

其是對美國參議院直接選舉中的影響。這場民粹主義運動一直越過

進步運動時期並一直延續到 1930 年代。在參議院﹐修易‧龍作為

來自路易斯安那的民主黨中的民粹主義者﹐倡導窮人起來與富人鬥

爭﹐起來譴責富有的統治階級。在他看來﹐這一階級是由掌握大量

資產的摩根﹑梅隆以及洛克菲勒所控制的。在 1934 年﹐龍制定了

一項財富重新分配計劃﹐對大的財團和公司徵收資產調節稅﹐重新

分配貨幣收入﹐保證每戶人家每年獲得五千美元的獎勵和 2500 美

元的收入。為推行這一計劃﹐龍建立了一個分享社會財富的基金﹐

在 1935 年﹐這個基金吸收了五百萬名會員。然而﹐在這個計劃執

行之前﹐龍就被暗殺了。而“足以使他的支持者感到欣慰的是﹐隨

後﹐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倡導了溫和式的改革。” 
在斯蒂納看來﹐美國民粹主義運動當然有其落後的一面。這

主要表現在“民粹主義者後來發展到譴責整個工業化的不良後

果﹐譴責整個資本主義﹐而主張回到農業經濟時代。後來與馬克

思主義合流。”但斯蒂納同時指出﹐民粹主義對於精英與寡頭政

治的批評﹐“要求控制大企業實力的濫用”﹐作為最“可貴的政

治遺產﹐被帶入了 20 世紀﹐尤其是羅斯福新政”。 
而在斯蒂納的筆下﹐羅斯福新政最主要的手段是“抑制精英與寡

頭主義。”“通過干預銀行業和工業﹐加強勞工聯盟﹐並改善社會保

障。”“建立起了一個廣泛而複雜的規範性結構﹐以便在大資本與原

本處於弱勢的工人之間起到一個平衡的作用。”“但相對於民粹主義

者激進的要求﹐羅斯福更為溫和一些。”然而﹐“杜邦﹑通用汽車和

其他公司支持反羅斯福的自由游說者﹐反對新經濟政策。反對社

會保障。許多經理憎恨羅斯福。他們認為﹐他把共產主義帶到美

國﹐並且把他的名字改為斯大林‧Delano‧羅斯福。在 1935 年﹐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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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止一項限制企業權力的法案通過﹐一些資本家聯合起來向國會發了

25 萬封信和電報﹐並組織一項流言活動﹐說羅斯福是瘋子。” 
而歷史業已證明﹐由於新經濟政策吸取了民粹派“那些完全

平等和人道﹐並且重新主張農耕主義的傳統”﹐才使美國避免了

發生由於勞資過分對立而可能導致的“民粹式的顛覆性災難。”

羅斯福“不僅為日益擴大﹑有力和積極的聯邦政府奠定了基礎﹐

不僅拯救了資本家﹐而且拯救了整個資本主義。” 
通過回溯這段歷史我們可以發現﹐所謂“民粹主義”與什麼

農業社會或市場經濟並沒有直接的關係﹐民粹主義實質上是對精

英或寡頭主義的反彈﹐農業烏托邦不過是民粹主義者回不去但又

必須拿出來抵抗現實的幻想。而要消除民粹主義的危險﹐最好的

辦法也是首先消滅精英或寡頭主義。只批評民粹﹐而不從源頭上

根除精英與寡頭主義﹐與只批評民族主義﹐卻無視帝國主義虎狼

成性在前一樣﹐是某些智識人的傲慢與偏見﹗ 
還是回到五四運動本身吧。以筆者有限的閱讀範圍﹐海內外

研究五四諸學者﹐除了文中所指這位海上學人之外﹐並沒有別人

從五四運動本身中嗅到什麼民粹味。倒是五四運動另外一層意義

被多次提起﹐即知識分子與勞動者相結合﹐使得五四運動區別於

此前的各種運動或革命。正如周策縱先生所言﹐“在社會秩序變

革中﹐往往是知識分子首先開始在思想意識方面對現狀的反

叛”﹔但在五四運動中﹐“青年知識分子對傳統的思想﹑制度和

習慣﹐以及地主和官僚的利益舉起了義旗。更為重要的是﹐他們

的反帝活動得到了工人﹑商人和實業家的支持。”毛澤東儘管認

為“五四這個文化運動﹐當時還沒有可能普及到工農群眾中去”﹐

但仍然指出﹐五四事件發展到六三運動（指北京﹑上海等地工商業

開始罷工罷市）時﹐“就不但是知識分子﹐而且有廣大的無產階級﹑

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參加﹐成了全國範圍的革命運動了。”他接

著總結認為﹐“在中國的民主革命運動中﹐知識分子是首先覺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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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分。然而知識分子如果不和工農相結合﹐則將一事無成。”順便

說一句﹐五四時期﹐毛澤東本人在《湘江評論》上所發表以支持五

四學生運動的〈民眾的大聯合〉﹐被學生運動領袖之一羅家倫稱讚

為對學生運動最準確的解釋﹐同時也受到傅斯年等人的賞識。 
實際上﹐五四運動之後﹐共產黨闖入政治舞臺﹐的確端賴於

他們把五四運動時期得到的“大覺悟”即知識分子必須與工農相

結合運用得十分熟稔。而與此相反﹐五四之後﹐“中國的自由主

義者後來轉為保守或消極﹐成了無足輕重的政治砝碼。他們無視

緊迫的經濟問題﹐不願意捲入政治漩渦﹐他們沒有認識到知識分

子對其他社會勢力的領導作用﹐也沒有認識到中國軍閥主義的本

質及中國人民厭惡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原因﹐最後﹐由於他們

躲入學術研究領域﹐所有這一切使他們失去了與大多數青年和人

民群眾的聯繫。”（周策縱語） 
由此看來﹐自由主義者沒有資格抱怨五四之後領導權的喪失﹐

因為他們當初就“不屑於民粹”﹐不屑於為伍於工農﹔可想而知﹐

今日如果自由主義者仍然不理民間疾苦﹐罔顧大眾好惡﹐甚至以

非為是﹐只作一廂情願的“思想或學問”﹐也將永遠只限於“書

齋裡的革命”﹗ 
 

 
90 年彈指一揮間。關於五四運動﹐事實肯定只有一個。但各種

黨派﹑學閥﹑資本家﹑平頭百姓﹐都出於自己的目的看待五四﹐解讀

五四。這本不奇怪。而如果有研究者翻開 90 年間關於五四評論的各

種言說﹐仍然可能為中國不同年代中思想及觀點的雷同而感到奇怪。 
仍以海上某學者的觀點論﹐除了將五四事件與新文化運動進

行切割這一做法不新鮮外﹐認為五四事件要對社會主義與共產主

義在中國的出現負惡責這一觀點﹐也早已有之。當年五四健將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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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後變為保守派的曾琦﹐也曾這樣“反思”﹕五四運動是在“外

爭國權﹑內懲國賊”的口號下﹐掩蓋了鼓吹中央集權統治的一場

民族主義的學生和民眾運動﹔“尤其是運動期間誕生的中國共產

黨以及其信奉的蘇俄政策﹐更是始料未及的災難”。 
且不說共產主義在中國的影響。僅就把共產黨與五四事件直

接聯繫在一起﹐周策縱先生認為不妥。因為他認為﹐馬克思主義

影響的開始是在五四事件之後。此前﹐“從李大釗的著作中尚看

不出有真正的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而“1919 年月 2 月前後成立

的‘社會主義研究會’﹐重點研究的不是馬克思主義而是基爾特

社會主義﹑工團主義和無政府主義。對馬克思主義的有組織的研

究直到 1920 年春天才開始。” 
而且﹐更進一步﹐從周策縱先生的研究中﹐還隱含著這樣的有

趣結論﹕某些反社會主義的保守主義者﹐把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在

中國出現的責任推給五四運動﹐正好與左派共產主義者的觀點相吻

合。因為在政治鬥爭中﹐左派共產主義者非常看重五四運動的領導

權爭論。因此﹐早期的李大釗與陳獨秀﹐儘管“從未認為這個運動

是俄國十月革命所激發或是共產黨領導的”﹐但已經認為共產主義

及共產黨的活動是“五四運動”精神的發揚光大﹔而到延安時期﹐

毛澤東更是敏感地認識到五四運動政治意義的重大及領導權之爭

的重要﹐因而在 1939 年所發表的〈五四運動〉的文章中﹐首先把“五

四運動”提昇為“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已經發展到一

個新階段”這樣的高度﹐接著又說﹐“中國無產階級開始獨立登上

歷史舞臺”。在 1940 年發表的〈新民主主義論〉中﹐毛乾脆寫

道﹕“五四運動時期雖然還沒有中國共產黨﹐但是已經有了大批的

贊成俄國革命的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五四運動﹐在

其開始﹐是共產主義的知識分子﹑革命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資

產階級知識分子三部分人的統一戰線的革命運動。” 
也就是說﹐如果把五四運動的真相放在一邊﹐當年因反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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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義而遷怒於五四運動的自由主義者﹐其實與社會主義左派在看

待五四上都有著同樣的觀點﹕即認為五四事件要對社會主義與共

產主義在中國的出現負責。而這樣的觀點與其說是學術研究得出

的結論﹐勿寧說是這些“主義者”政治傾向“下的蛋”。今天中

國某些自由主義者仍然熱衷於此爭議﹐不但不能證明其無偏狹﹐

反而證明其對政治的興趣遠超過學術或思想。 
讓當下類似某學人這樣的許多自由主義者憤憤不平並難以釋

懷的是﹐五四一代人最後多投向“法俄”而不是“歐美主流”。

對此最近李零先生在《讀〈動物農場〉》一文中有這樣絕妙的解

釋﹕“西方列強一向操縱落後國家的政變和內戰。……它們支持

的都是‘弱國中的強者’……全是各國的保守勢力。”“自由世

界的代理人﹐他們代表的並不是本國的民主﹐而是強國在海外的

利益。”“中國革命為什麼會一邊倒﹖道理很簡單﹕北伐﹐只有

蘇聯支持﹔抗日﹐最初也只有蘇聯支持。” 
李零先生此說法可謂一語中的。五四一代人最後倒向法俄而

不是某學人所認為的歐美主流﹐道理也正在此﹕想當年巴黎和會

前﹐中國人為作為一戰勝利國放假三天﹐舉國慶祝﹐就是以為主

張“公理會戰勝強權”的美國威爾遜總統將為中國人的正當要求

撐腰。但不想﹐威爾遜主導的和會卻公然把中國山東主權用於討

好更強大的日本﹐這種出賣行徑對中國人的傷害是無以復加的。

當時的〈上海學生罷課宣言〉中就這樣寫道﹕“全世界本來都傾

聽威爾遜的話語﹐像是先知的聲音﹐它使弱者強壯﹐使掙扎的人

有勇氣。中國人一再聽說過了……威爾遜曾告訴過我們﹐在戰後

締結的條約裡﹐像中國這種不好黷武的國家﹐會有機會不受阻礙

地發展他們的文化﹑工業和文明。他更告訴過我們﹐不會承認秘

密盟約和在威脅下簽訂的協定。我們尋找這個新紀元的黎明﹐可

是中國沒有太陽昇起﹐甚至連國家的搖籃也給偷走了﹗” 
而也恰在美歐再次無恥地背叛中國的時候﹐北方新生的蘇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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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權宣告將廢除舊沙俄時期與別的國家簽訂的一系列不平等條

約﹐並電報中國將放棄沙皇政府從中國攫取的滿州及其他一切地

區。為此﹐蘇聯代表甚至已到了中國。儘管後來蘇聯外交很快由

國際主義回歸國家利益﹐但已是五四事件多年後的事﹐而且比美

歐赤裸裸的背叛仍然不可同日而語。 
主導這個社會的絕非只有理性﹐正如主導某些自由主義者態

度的勿寧說是理性﹐不如說是信仰甚至好惡一樣。今天以理性苛

求五四一代人沒有把對美歐背叛的憤怒情緒﹑與向美歐學習的理

性追求進行切割﹐未免太“事後諸葛”了吧﹖ 
況且﹐僅就五四一代人中大多數而言﹐並沒有細分什麼“法

俄”還是“歐美”﹐而是一個籠統的西方概念﹐那裡就代表著新

社會與新人類。這也是即使是 1940 年代的延安政權也經常宣示要

學習歐美式民主﹐並試圖與歐美親善﹐只不過再次由於美國的“一

邊倒”﹐才有了後來的〈別了﹐司徒雷登〉。 
 

90 年後的今天﹐因寫作此文﹐筆者翻看了當時學生運動時期

大量的演說﹑傳單與出版物﹐突然有了這樣一種想法﹕在一個觀

念與利益衝突日深的社會中﹐想還原五四本來面目已是不可能的

事。但只有一件事是不容否認的﹕五四事件本身是一場青年人的

運動﹐是中國歷史上首先接觸到現代文明﹑接受了現代教育的一

個年輕世代﹐通過現代民主慣用的方式﹐對帝國主義列強及其國

內買辦表達他們的憤怒與不屑﹐對他們理想中的新社會與新人類

表達他們的願望與追求。 
所以﹐我把五四一代人稱為“新青年”﹐而且是由“中國少年”

成長起的“新青年”一代。也就是說﹐五四一代人不僅僅算是《新

青年》所倡導的具有“科學”與“民主”精神的一代新青年﹐還應

該遠算是以梁啟超為代表的晚清變革者所倡導的具有“少年中國”

精神的“中國少年”。從這個意義上看﹐當時延安的共產黨政權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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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4 日定為“青年節”遠比重慶的國民黨政權將其定為“文藝

節”要妥當。一個突出的例證是﹐五四運動的精神領袖包括李大釗﹑

陳獨秀﹑胡適等人都曾是“少年中國學會”人物。其中﹐胡適在五

四運動前夕寫過一篇題為〈少年中國之精神〉的文字﹐提出“少年

中國”的人生觀包括以下三個內容﹐即批評的精神﹐冒險進取的精

神與社會協進的精神。他還寫道﹕“我們要做一個人﹐豈可貪圖自

在﹔我們要想造一個‘少年的中國’﹐豈可不冒險﹔這個世界是給

我們活動的大舞臺﹐我們既上了臺﹐便應該老著面皮﹐拼著頭皮﹐

大著膽子﹐幹將起來﹔那些縮進後臺去靜坐的人都是懦夫﹐那些袖

著雙手只會看戲的人﹐也都是懦夫。”他還特別指出﹕“在變態的

社會國家裡面﹐政府太卑劣腐敗﹐國民又沒有正式的糾正機關。那

時候﹐干預政治的運動﹐一定是從青年的學生界發生的。”他更以

詩人般的浪漫預言﹕“如今我們回來了﹐你們看便不同了﹗” 
是有大不同。但又有大相同﹗ 
90 年前的 5 月 4 日﹐當那些從現場往校園返回的青年學生們回

望由他們點燃的趙家樓大火時﹐他們不知是否想到﹐他們的行為有

著如此深刻的歷史與文化意義﹐並在 90 年間引發了如此之多的紛

爭﹕自此以降的中國各種思潮包括當下的所謂自由主義﹑新左派﹑

新儒家﹐從更根本的意義上仍然在與 1919 年對話。也是從這個意義

上講﹐我們到底該如何評價這 90 年間的中國變化﹖或者說﹐90 年

前那些五四先賢們提出的問題﹐真的在歷史中獲得了解決了嗎﹖ 
我不知道有誰能知道答案。反正我自己不知道。 

 

謹以此文紀念偉大的五四運動 90 週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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