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 政治性知识分子作思

想传记，是一条相对独

特的史学路径。 这类知识分子

关心政治 ，参与政治 ，既不是

纯粹文人，也不是纯粹政治人

物。 他们自己会生产出一些关

于政治的理论，这些理论不仅

能够用来解释同时代人的政

治处境，还可以用来批判或者

嘲讽他们自己的政治实践（因

为往往是失败的）。 他们不仅

是所处时代的阐释者，同时也

是自身命运的解说人。 历史学

家书写他们的思想轨迹，无异

于是与传主进行一场对话。 高

波的 《追寻新共和 ：张东荪早

期思想与活动研究 （1886—

1932）》（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

就是这样一本对话式作品。

以善变著称的张东荪并

不是一位理想的“对话者”。 少

年时， 他被清廷公派到日本，

回国即被授予七品官职，然而

辛亥革命的枪声一响，他就南

下加入了临时政府。 待到南北

妥协，政府北迁，他觉得“周围

的人都不像是在做事情的 ”，

于是转入报界。 在智识上他是

新派， 却对传统心怀眷念，主

张“不骂不破坏”，所以在新文

化运动中与 《新青年 》派吵得

不可开交。 他是社会主义在中

国最早的传播者之一，但与中

国共产党的组建擦肩而过，并

掀起一场社会主义大论战 ，与

陈独秀等早期中共党员分道

扬镳。 他信奉英国的基尔特社

会主义，可是这个主义的正宗

代表罗素却偏偏认为，俄国道

路更适合中国。 他多次表示厌

恶政治 ，不愿意 “干政治 ”，只

愿意“评政治”，但他不仅担任

过参议院秘书长，还和张君劢

一起组建了国家社会党，积极

参与民主同盟的活动。 为了抵

制国民党召开的伪国大，他又

不惜与一生的好友张君劢绝

交 。 他成了中共最信任的盟

友，不仅在北平和平解放中立

了“第一功”，还在新政协参与

了建国大业，当选中央人民政

府委员。 但新中国成立不久，

他又旋即卷入一起间谍案，自

此政治生命彻底结束。 这样的

人生，仿佛落叶在风中兜了无

数圈，令人唏嘘。

当然善变不是张东荪的

专利。 人总是会变，穿梭于学

术与政治之间的知识分子更

是如此。 而且在许多时候，的

确是“形势比人强”，政治性知

识分子不得不改变甚至 “改

造”自己的想法。 严复在晚年

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

爆发，就转而成为西方文明的

批判者 ：“觉彼族三百年之进

化，只做到‘利己杀人，寡廉鲜

耻’八个字。 回观孔孟之道，真

量同天地， 泽被寰区。 ”（史华

慈：《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叶凤

美译， 中信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231 页）但是我们又不能把政治

性知识分子的每一次思想和

立场波折，都解释成是对某个

具体历史情势的条件反射，仿

佛他们只是提线木偶，表演着

自己无法掌控的命运。 政治性

知识分子大都超越了书斋，积

极 “入世”， 主动参与现实政

治。 至于他们能够在多大程度

上适应政治生活，则取决于性

格、眼界以及机运等多种因素

的综合影响。 一些熟悉张东荪

的朋友和研究者就指出，这是

一位痴迷政治但又过于自负

的书生，往往会高估自己在政

治领域的作用与能力；即便在

一些重大政治抉择中栽了跟

头 ，吃了大亏 ，他还是会固执

己见，绝不轻易低头（参见杨奎

松：《忍不住的 “关怀”：1949 年前

后的书生与政治》， 广西师范大学

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87-89 页）。

这也就意味着，所谓张东荪的

“善变”只是表象，在他的内心

或者思想深处，依然会坚持一

些“不变”的东西。

《
追寻新共和》 这本书的努

力，在我看来，就是穿透张

东荪的“善变”表象，去抓住其

思想中某种“不变”的连续性。

因此高波不打算按照历史时

序，来简单罗列张东荪一生的

思想碎片。 如果是这样，那么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很可能是

一团千头万绪的毛线。 而高波

想要做的 ，是 “找到隐藏在这

一 堆 杂 乱 材 料 后 的 某 个

‘一’”，“将张东荪的一生收拢

为一个整体”，“以看清张东荪

的全貌”。 作者的具体做法，是

用两条宏大的历史脉络来概

括张东荪的所处时代：其一是

从 19 世纪中叶开始， 欧洲兴

起的大众民主运动和社会主

义运动；其二是从同时期开始

中国迎来的政教“三千余年一

大变局”， 中国历史与世界历

史趋于同步。 于是民主在近现

代中国的展开，被“设置”为张

东荪一生都走不出的生活背

景，同时也是他无法绕开的思

想议题。 如果张东荪的思想碎

片真的能够被编制为一个“整

体”， 那么民主就是高波手中

最主要的理论线索。

从结构上看，除了一头一

尾的导论和结语，全书十一章

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部分：第一

部分是第一至四章，介绍张东

荪在辛亥革命前后的政治活

动以及观点；第二部分是第五

至七章，讨论张东荪在新文化

运动以及五四运动中的态度

和立场，并引出社会主义在中

国的道路问题；第三部分是全

书的核心部分，即第八至十一

章，介绍张东荪在社会主义问

题上的矛盾态度以及转变过

程。 如果说第一部分针对的是

辛亥革命之后的“共和”，那么

第三部分则通向新中国即将

建立的“社会主义”；第二部分

夹在中间，是一个过渡。 实际

上，《追寻新共和》由高波的博

士论文修改而来，而这篇论文

的题目正是 “共和与社会主

义”。 我们可以把博士论文标

题中的“社会主义”，理解成这

本书标题所谓的“新共和”；或

者，把“共和”和“社会主义”理

解为两种不同的“民主”形态。

但不管怎样理解，这两个标题

都寓意着，在作者设定的时间

段之内，即 1886 年至 1932 年

之间，张东荪经历了一个思想

转变的过程。

在第一部分，也即张东荪

的第一个思想阶段，他关心的

主要问题是如何走向共和。 其

实在辛亥时，他对革命的理解

非常简单 ，“就只知道要革清

朝的命”。 和当时许多人一样，

他把 “民主共和 ”与推翻帝制

笼统地画上等号。 而且由于革

命进程颇为意外的“顺利”，他

也乐观地相信共和能够顺理

成章地建立起来。 经过民国初

年一连串政治动荡与分裂，张

东荪不得不开始反思共和何

以失败。 只不过，此时他更愿

意从道德角度寻找答案。 他认

为民初政治的失败，在于政治

精英，无论是革命派还是北洋

派，都缺乏政治精英应当具备

的政治伦理；他们既不能自我

约束，也不能彼此共容。 就整

个“国民性”而言，中国人也缺

乏西方人的那种共和精神。 所

以他认为要想重建共和，就必

须重塑国民道德。 只不过，他

又主张优先教育“中等社会”，

让学生、士绅和商人等社会精

英成为新道德的主要载体。 进

而他提出的贤人政治理论，也

是主张由少数道德优越的“贤

俊之士”来执掌国政。 在他看

来，由多数人构成的大众的共

和道德 ， 就是对贤人统治的

“虔服”。 所以高波犀利地评价

说， 张东荪这时设想的共和，

不过是“披着人民主权外衣的

士绅共和国”罢了。

第二部分有些零碎，三个

章节分别介绍了张东荪在传

统文化、社会改造以及组党等

问题上的观点与行动，前后联

系并不紧密。 但从总体看，这

些问题都是在回应新的历史

形势。 第一次世界大战暴露出

西方文明内在的矛盾与缺陷，

促使一部分中国人开始重新

审视自己的传统。 十月革命的

爆发，则为对民初共和彻底失

望的人们提供了新的制度方

案，即社会主义。 当本书行进

到第七章末尾时，社会主义已

经取代共和成为作者讨论的

核心问题。其实早在 1913 年 ，

张东荪就已经谈论过社会主

义 ， 当时他认为在资本主义

尚不发达的中国 ， 社会主义

“无发生之余地”。 但是在新的

历史形势下，他再一次走在了

潮流前列 ，成了引人关注的社

会主义宣传者。和民国初年的

情况类似 ， 此时人们对社会

主义的理解，也和当初对共和

的理解一样多元化。张东荪倡

导的是 “浑朴的社会主义 ”，

把社会主义看作一种“人生观

和世界观”； 而且他认为必须

首先进行“精神上的革命”，然

后才是“物质上的具体制度的

改造 ”（左玉河 ：《张东荪传 》，红

旗出版社 2009 年版 ， 第 80-81

页）。 这显然是他前几年道德

理论的另一种表述。虽然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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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绩，并得到在座同人们的认

可。 祝先生强调日本小学 6 年义

务教育的普及率已经达到 99%，

整个小学教育体制井井有条、整

齐划一。 他还说， 除了“忠君爱

国”， 日本教育的目标是培养认

真与勤劳的态度 ，“日本人做事

的长处是遇事不苟且，且肯守纪

律”。 他多次强调日本小学教育

的认真精神，“无论何事，迎头去

干，不肯放松”，对本国传统也轻

易不做修改[祝其乐，《杭州市政府

教育周刊 》，第 169 期 （1934），第

235-237页]。《杭州市政府教育周

刊》 编者上述 1934 年的社论就

是希望修正这次演讲流露出来

并得到听众认可的肯定日本教

育的意见，对日本的对外侵略进

行批评。 遗憾的是，编者并没有

在更加深层的意义上批评日本

教育以 “富之发达 ”和 “武之发

达 ”为核心的实用主义 ，没有指

出这种为众多民国人士崇拜的

实用主义与日本对外侵略政策

之间的内在联系。

到 了 1935 年， 杭州出版的

《青年》 杂志刊登了毕业

于京都帝国大学的雷震先生

（1897—1979） 的文章，《中国果

不能与日本一战乎？ 》。作为民国

重要的政治家，雷震在文章末尾

预测了中日战争的结局 ， 他写

道 ：“中日战罢 ，两败俱伤 ，日本

固一败涂地， 中国亦濒于绝境，

物质精神 ，同归于尽 ，惟第三者

则坐收渔翁之利耳。 是故中日两

国只有互助 ，才能共荣 ，以理衡

之 ，无论以人种立场而言 ，抑以

东方文化立场而言，两国决不容

许尔强我弱 ，互相攻击 ，不幸事

实则不然， 吾辈又徒唤奈何。 ”

[雷震，“中国果不能与日本一战

乎？ ”《青年》（杭州），第 2卷第 11

期（1935），第 216-220页]

雷震先生之预言不幸而言

中。 但是由杭州《教育周报》以及

中国教育人士欣赏日本现代化

道路、愿意借鉴日本教育成功经

验的态度来看，其实本来两国的

友好合作在民国时期的中国是

有坚实基础的。对这一历史情况，

今天在东北亚各国处理国际关

系的过程中，各方都应该认真思

考， 以期各国都重视双边关系，

不被第三国操控，并且在治国理

念上由单纯追逐国富兵强的理

想上升到足以营建和维护社会

和谐、世界和平的共同价值观。

（作者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教授。 本文系作者在北京大学历

史学系和日本河合文化教育研

究所第 13 届中日共同学术讨论

会上的发言稿，回应山田伸吾先

生之报告《内藤湖南与朝鲜》。 该

讨论会于 2018 年 8 月 26 日在

京都龙谷大学清和馆举行）

■

张东荪的“善变”与“不变”

面对传统士人阶层已经堕落坍塌的事实，张东荪认为士人的历史使命

应当从“辅治政治”转向“辅治社会”，在社会和文化层面成为大众的导

师；士人阶层非但不应当恐惧大众，反而应当与大众打成一片，并最终

在这一过程中获得“新生”。

岳林

（下转 8 版） 隰

邗 （上接 6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