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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是连续的吗

□王汎森，台湾“中研院”特聘研究员、院士

余英时先生将近代思想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阶

段是 1860— 1890 年，即从冯桂芬到张之洞 ；第二

阶 段 是 1890— 1911 年 ；第 三 阶 段 是 1917 年 之 后。

1917 年之后，也就是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人第一

次公开承认西方文化全面优于中国文化。但是这一

路下来的几个启蒙思想运动是不是连续的？如何定

义连续与不连续？以及五四新文化运动究竟与先前

的几波启蒙，是什么样的关系？历史之流是连续的，即使想抽刀断水，但水还是继续往前奔流。

所以不管是以何种方式连接，基本上都可以说是连续的。而“后见之明”每每把一些顿挫、断裂、

犹豫的痕迹抹除，造成了思想发展是一个单纯延续的印象，近代各种学术研究工作也往往加强了

单纯延续的印象。

我们今天倒溯回去看，总以为辛亥革命必然会成功，“中华民国”的建立是自然而然的事，

但是身历其事的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竟说 ：“‘中华民国’居然立住”①，意思是这在当时

也未必是百分之百有把握，没有人知道它会成功。我们从后往前看历史，往往会把历史“本质化”，

所以我们对历史就会产生单线的、连续的感觉。从晚清到“五四”，当然是连续的。陈独秀在《实

庵自传》中讲得很清楚，新文化的源头在晚清。但是，从晚清到“五四”是不是呈一种“竹节”

式的发展呢？竹子整个是连续的，但仍是一节一节的。我关心的问题是 ：历史事件之间实际上是

怎样联系的？是平滑地往前发展的曲线，还是中间有一些我们过去没有注意到的方式？譬如“连

环”式，连环就不是简单的连续。连环的连续和一般的连续不一样，它是一环扣一环，他们的进

行是如火箭发射，一节一节推进，每一节自成一个结构。

在讨论辛亥革命对五四运动的影响时，我个人认为，辛亥革命和之前发生的思潮有相当强的

连续性。这种连续，我借用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曾经提到“转辙器”的观念来

描述，就是火车在跑的时候，将转辙器一拉，本来要往北开的可能就开往另一方向了。在我们讨

论的这一段历史中，思想与政治、政治与思想交互为转辙器。先是观念的力量使得政治朝向种族

革命，朝向推倒王权追求宪政共和的方向迈进 ；接着辛亥革命成了一个思潮的转辙器，它使得原

来最核心的变成边缘，原来边缘的变成核心，清朝末年在日本东京等地，以一群“离经叛道”的

留学生为主所鼓吹的思想，此后变成“制度性遗产”（institutional legacy），而且要以政府的力量

推行下去。原来只是文人脑内所思考的东西，现在要变成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像辛亥革命这样一场巨大的变革，当然与之前十年、二十年的思潮相关。检视近代的革命，

并不都是往启蒙的方向发展的。John Dunn 研究了很多国家的革命，他指出，并不是所有近代的

革命都是迈向激进、开放的，如墨西哥的革命便是迈向内面的、保守的（inward、backward）。所以，

如果没有晚清以来的启蒙思潮，辛亥革命之后也不一定能成立一个民主共和国。新思潮一旦形成

了制度性的革命，则会将原先边缘性的、怀疑未定的甚至是官方视为异端的思想因素，经由官方

的建制性力量加以肯定并强制推行。“转辙器”的变化非常重要。梁巨川说 ：“今开国时大倡反道

① 周作人 ：《知

堂 回 想 录 》，台

北 ：龙文出版社，

198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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败德之事”“想象从前中国，本系仁礼德义最为著名之国。自民国肇兴，特开奢淫纵恣之恶风”“信

以为共和之国，但取人生行乐，无须检束准绳，于是举国若狂，小人无复忌惮”“昔所目为不肖者，

今或以为当行”①。或如刘大鹏日记中所说 ：“叛逆多居要津”；“辛亥大变以来，伦常全行破坏，

风气亦更奢靡。礼义廉耻望谁讲究，孝悌忠信，何人实行，世变日亟，岌岌乎其可危”；“学变为新，

吾道非特不行，而且为之大晦耳。亲闻有毁谤胜人者，谓圣人毒害世人，历久远近，乃不以圣人

为准则方为大幸事”②，使得新思想价值被定在最核心的位置，旧东西或者消失了，或者退到边缘。

革命不单是消灭那些不兼容的东西，还会重新排列它们之间的价值，原来核心的变为边缘，

如刘大鹏说 ：“自变乱以后，学堂之内禁读经书，只令学生读教科书，则圣贤之道将由世而泯焉”，

新式学堂不再念四书五经，改念教科书，这是一个大的翻转变化。可是这种想法，对四书五经的

批评，乃至于对佛寺的批评，在晚清已经开始了。所以，他们是互为转辙器的关系，当然也是连

续的，但是这种连续的方式跟我们原来的想象大不相同。

“后见之明”每每把一些顿挫、断裂、犹豫的痕迹抹除，造成了思想发展是一个单纯延续的

印象，近代各种学术研究工作也往往加强了单纯延续的印象。各种《选编》、各种资料辑，也往

往给人一种印象，以为特定议题是单纯的前后相连，这些文章原来分散在各种刊物，分刊于不同

时间，但是选编或数据集里往往把这种零散感及时间距离感去除了。各种以“origin”为题的研究，

很容易造成这种单线延续的印象。事实上，即使是连续的，它们中间也有很多不同的连续方式。

辛亥革命成功以后，南京的“民国政府”虽然只有九十天，但它用体制性力量公布了许多符

合西方潮流的政策，如三十几通除旧布新的文告。蔡元培在教育部长任内，开展了废除尊孔、读

经等改革，从此形成了建制性的力量。周作人《知堂回想录》指出辛亥革命以后有两件大事 ：一

是停止祭孔 ；二是北大废经科为文科。“这两件事在中国的影响极大，是绝不可估计得太低的”③。

从本节的讨论来看，思潮与政治（政制）、政治（政制）与思潮，在时代的发展过程中交互

成为对方的转辙器。

辛亥革命以后，民主共和制形成了一种建制性力量，同时也形成了哲学家奥斯汀（J. L. 

Austin）所谓的“illocutionary act”（“做言”或“话语施事行为”），革命所定下的种种，形成一个

又一个“施事话语”（performative utterance）④。它本身就具有约束性、召唤性的力量，而不仅仅

是一个想法而已。所以，五四时期最早的一批行动者们常常提到“中华民国”变成了一个“挂羊

头卖狗肉”的奇怪东西，因为当时所有的思想、文化、伦理等都跟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的

想法背道而驰。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都对这个现象非常在意。我在《思潮的社会条件》一文

中收集了很多这方面的言论。辛亥革命之后，民主共和的体制一旦确定了，就很难回到旧的时代，

虽然日后不断有人说以前的时代比较好，应该回到君主制度。但如果仔细看后来张勋复辟时的相

关文献，就会发现复辟这件事居然招致许多军阀的反对。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

书的最后比喻 ：资本主义一开始像一件轻纱，后来则变成了铁笼，它一旦罩上去，你就不能轻轻

地把它移开了。所以，一旦形成了“illocution power”，就会产生一种约束性。因此，我们也就能理解，

为什么新文化运动的第一代提倡者会认为，“中华民国”名不符实、“挂羊头卖狗肉”，所有的一切，

政治、思想、道德都与辛亥革命所宣称（claim）的民主共和理想完全相反。这本身也是一种连续性。

从“晚清”“辛亥”到“五四”，许多热烈讨论的议题，看起来几乎是一样的。我随手翻阅几

种辛亥革命研讨会论文集的题目，与“五四”研讨会论文集的题目，两者几乎是一样的，如妇女

解放、白话文等。但是在此下的讨论中，我想试着阐述，表面看来的相似性并不一定表示两者是

① 梁济 ：《梁巨川

遗书》，黄曙辉注

解，上海 ：华东

师范大学出版社，

第 66、71、75、 

76 页。

② 刘大鹏 ：《退

想 斋日记》，乔

志强标注，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第 177、

182 页。

③ 周作人 ：《知

堂 回 想 录》，第

424 页。

④ J. L. 奥斯汀 ：

《 如 何 以 言 行

事——1955 年哈

佛大学威廉·詹

姆 斯 讲 座》，北

京 ：商务印书馆，

2012 年，第一、八、

九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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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的延续。同样的议题在各自时段中的幅度、广度、强度、渗透度等各方面皆有不同。另外，

也有一些值得注意之处，比如，“五四”究竟新在何处？以下，我要讨论五四时期跟之前不一样

的五个方面。

第一，从当时的思想言论来看，晚清以来公理、公法、公例所明示、暗示的中西、古今在同

一平台上的想法变了。梁任公说“公理”“公例”皆西人所独擅，宋育仁说西人得公理十之七八。

中国人只得十之一二，可是中国人相信，只要努力，总有一天中国人也可以得公理十之七八。在“公

理”“公例”的世界中，道德、政治，科学、人生等混合为一，处在共同的平台上。可是“五四”前，

可以感觉到中国人慢慢地不再相信中西、古今在一个平台上。当然，这也跟一个事件有关 ：一次

大战的胜利，人们相信是“公理战胜强权”，故立了公理战胜强权的纪念碑。后来发现，公理根

本没有用。公理与公例的思维没落了，人们悟到中西不在一个平台上，不是像梁启超讲的“汇通

中西之理”那样，也不是晚清人所以为的那样，中西通了以后是向外宣传孔教的最好机会。

这是一个断裂。虽然严复在《论世变之亟》中已经有点强调中西差别了，但还不像陈独秀、

李大钊立论那样激烈。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大论东西文明之根本差异、古今根本之差异，即使这

些文章在今天看来卑之无甚高论，但在当时却振聋发聩。他们告诉中国人，中西文明完全不同，

不在同一个平台（公理、公例）上，要努力去除自己原有的传统，要努力学习西方才能做个“人”，

也才能追上西方。陈独秀在《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中说 ：“西洋民族以战争为本位，东洋

民族以安息为本位”“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家族为本位”“西洋民族以法治为本位、

以实利为本位，东洋民族以感情为本位、以虚文为本位”。李大钊在《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中说 ：

“东洋文明主静，西洋文明主动”“一为自然的，一为人为的 ；一为安息的，一为战争的 ；一为消

极的，一为积极的 ；一为依赖的，一为独立的 ；一为苟安的，一为突进的 ；一为因袭的，一为创

造的 ；一为保守的，一为进步的 ；一为直觉的，一为理智的 ；一为空想的，一为体验的 ；一为艺

术的，一为科学的 ；一为精神的，一为物质的 ；一为灵的，一为肉的 ；一为向天的，一为立地的 ；

一为自然支配人间的，一为人间征服自然的。”后来钱穆说，为什么中国人一定是“精神的”，中

国人自古以来就很会做生意，中国很“物质”。但是，当时就形成了这种鸿沟式的认识，认为西

方全面优于中国。这是晚清以来形成的新的态度，中西、古今从此不在同一平台了，所以中国人

努力的方向、方式都变了。

第二，中国人能不能再以将来也要成为像帝国主义那样的强者自居？我翻阅《晚清革命期刊

集》，当时的人不管讨论什么议题，背景文化基本上是为了求“强”，希望步趋西方列强（尤其是

德国），甚至向往灭人国、灭人种，成为一个“民族帝国主义”式的国家。可是到了五四时期新

文化运动前后，社会上流行的是 universalism，就像傅斯年在《〈新潮〉之回顾与前瞻》中讲的 ：“我

只承认大的方面有人类，小的方面有‘我’是真实的。‘我’和人类中间的一切阶段，若宗族、地 

方、国家等等，都是偶像。”陈独秀在《偶像破坏论》中，主张君主、国家——都是“偶像”，都应破 

除。“世界上有了什么国家，才有什么国际竞争。现在欧洲的战争，杀人如麻，就是这种偶像在

那里作怪。我想各国的人民若是渐渐都明白世界大同的真理，和真正和平的幸福，这种偶像就自

然毫无用处了。”①尤其国家应该破除。“国”是有两歧性的② ：一方面，“五四”是一个爱国主义

运动 ；另一方面在一部分青年心中“国”是成问题的（而且两者常常同时出现在一个人身上），

甚至认为“国”是被破除的，如青年毛泽东在《伦理学原理》的批注中，即认为“国”是“恶魔”。

在新文化运动的各种思潮中，很重要的一支就是无政府主义。当时北大校长蔡元培，也反对

① 陈独秀 ：《偶

像破坏论》，《独

秀文存》，第 229

页。

② 张灏 ：《重访

五四——论五四

思想的两歧性》，

《开放时代》1999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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狭隘的国家主义，其宣扬的思想与价值，是要破除 19 世纪以来西方的帝国主义相随的种种强权

式的义理，所提倡的往往是超越性的、普遍性的价值与学说。①可是在此之前，进化的最高目的

就是像梁启超讲的那样，成为“民族帝国主义”国家。甚至在新文化运动前不久，李大钊还认为

新兴之族与陈腐之族相争，后者必败②这种想法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慢慢衰落，代之以傅斯年

的想法，即在“‘我’和人类中间的一切阶段，若宗族、地方、国家等，都是偶像”。新文化运动

更多是人道的、平和的、破除偶像的思想。

第三，政治概念的代谢。在处理概念的起落时，我主要是以金观涛、刘青峰两位在《观念史

研究》后面所附的词汇表，参考该书的文章而勾勒出来的。该书附录了一百个现代政治概念。我

清楚地将《青年杂志》出现之前和之后的概念区分开来，由此发现那完全是两群词汇。其特征是

日系词汇的胜利，从传统儒家脱胎出来的政治词汇没落了，另外以科学为主的知识论和形而上学

词汇，比如真理，大量出现了。1918 年以后，又有一群跟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相关的词汇出现

了。但是，这些词汇的新陈代谢也并不是一时的，有些概念的变化本身就是一个很长的过程。

第四，民主与科学原来并没有被绑在一起讲。晚清以来我们所熟悉的，以及所要打倒的各种

思想，像马铃薯一样散在那里。而民主和科学偏偏被绑在一起，给予前所未有的强调。在晚清王

韬、陈炽那里，民主和民权互为敌对，他们相信民权，不相信民主。梁启超讲，民主跟民权训诂

并不相同。可是五四时期，民主不仅要在政治上发挥作用，还要在所有领域发挥，包括人与人相

处的方式，涵盖全体日用人生 ；科学也一样，科学不仅要在实验室发挥作用，还要在所有事情上

发挥作用，甚至人生观，也要科学化 ；白话文同样如此，白话文不只用来写白话小说，高文典册、

政府的公文来往也要用白话文。这是晚清以来的新变化。对传统文化，至少在宣称上，采取的是

一种整体的批评态度，而不像晚清的谭嗣同，认为还有一个真的孔子。

第五，基于以上不同，人们看待事物的方式也发生了变化。“五四”带来了看待事物的新方式，

它们影响了包括文学、政治等许多方面的事物。老舍在回忆录中说 ：“没有五四，我不能变成个

作家”“五四运动是反封建的，这样我以前以为对的，变成了不对”“既可以否定孔圣人，那么还

有什么不可否定的呢？——这一下子就打乱了二千年来的老规矩”“假若没有这一招，不管我怎

么爱好文艺，我也不会到跟才子佳人、鸳鸯蝴蝶有所不同题材，也不敢对老人老事有何批评。‘五四’

运动送我一双新眼睛”、反礼教与反帝国主义“这两种认识就是我后来写作的基本思想与情感”。

同样地，如果没有新文化运动，就没有现代史学。何龄修认为，1925 年谢国桢写《明季奴变考》，

显然受到五四运动以来新思潮的影响。标点符号、白话文、英文等等这些，都是新文化运动以后

才有可能的事情。《新青年》开始用直立标点的时候，时人以为怪物。我们今天日用而不自知的东西，

很多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物。

启蒙是连续的吗？晚清以来，很多批评、痛骂新文化运动的人，其实也都认为晚清到新文化

运动是一个格局。虽有许多模糊的、往复的、顿挫的变化，但大致而言是连续的。这不是简单的

连续，联结的形式是有变化的，有时是“连续”的关系，有时是“转辙器”式的关系，有时是思

想与政治相互激发而前进的。往往是在积累某种动能之后，出现一次既延续又是“量子跳跃”的

变化，而且经过这样一次变化之后，社会产生广泛的、重大的表现。但为什么我要检讨“连续的”

实际状态，因为正如本文一开始所说的，火箭一节一节爆破，而每一节的组成分子、结构及内在

诸分子之关系是不一样的，我们不能一概而论。另一方面，在大变化之“背景文化”的内容往往

也产生变化，所以即使讨论的主题是相似的，在当时的历史意义可以是非常不同的。

① 例如，教育一

直是首务，反孔、

废读经、讲求美

学、以学问为本。

1912 年，时任教

育总长的蔡元培，

在北大开学典礼

致辞时说 ：“大学

为研究高尚学问

之地。”

② 彭明：《五四

运 动 史 》， 北

京 ：人 民 出 版

社，1998 年， 第

135—136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