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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陸章  解讀「顧準熱」 

    1994 年，顧準去世已經整整二十年，但，這一年，才是顧準在中國思想史上

的誕生日。1994 年的 9 月，貴州人民出版社出版了《顧準文集》，這本書的出版

象徵著「思想顧準」誕生的標誌。儘管自 1934 年始，顧準就出版了不少專著和

譯作，儘管《顧準文集》可以說是 1992 年香港三聯書店出版的《從理想主義到

經驗主義》一書的大陸版，儘管在 1992 年以前上海、北京等地的文化出版界的

小範圍裡，早就流傳著他的思想言論。然而，正是《顧準文集》的發行出版才引

起全中國的注目，進而使「思想顧準」成為全國性的而不是地方性的、普遍性的

而不是局部性的。1 

 

    思想顧準的誕生既是一個精神事件，也是一個思想史事件。從前者的角度來

看，其涉及中國知識分子日益卑微的社會角色與定位。自 1950 年代以後，知識

分子的社會地位江河日下，從反右到文革再到反自由化，歷次政治運動的中心課

題大多是以工農兵名義整肅敢於胡思亂想的知識分子。先有戰火的煎熬，後有政

治運動的批判，日漸邊緣化的知識分子，已經沒有當年「吾曹不出如蒼生何」的

抱負與「振臂一呼江山易幟」的雄姿。猶有甚者，經過幾十年宣傳教育的結果，

一般民眾對知識分子已經沒有敬畏和信賴之感，有的只是偏見和蔑視。
2於是，

1957 年反右運動後，中國思想者的集體「失蹤」成了文革後中國知識分子難以言

說之事。而遇羅克、張志新等烈士的出現反而加重了這一窘境，正如有人所說： 

說到張志新，同樣會感到尷尬的，還應有我們的「思想界」。在那個特殊

的年代裡，迫於種種壓力和誘惑，眾多職業「思想家」們紛紛放棄了「思

想」，臨陣脫逃，而讓張志新這樣一些不是「思想家」的人去孤立無援地

                                                 
1 蔣賢斌，〈把顧準還給歷史－顧準的誕生與爭論〉，《二十一世紀》網路版（香港），總第 41 期，

2005 年 8 月。 
2 陳平原，〈近百年中國精英文化的失落〉，《二十一世紀》（香港），第 17 期，1993 年 6 月，頁

11-22。 



顧準－一個中共黨內知識分子的思想歷程 

 120

支撐我們民族的頭顱，並因此拋卻自己的頭顱，這是無論下去多少年，我

們的思想界都應為之臉紅的事情。3 

    在 1980 年代中期，伴隨著新啟蒙運動的興起，當代中國知識分子問題被提

出來了，並在中國學術思想界形成一個規模不小的研究知識分子內容的「知識分

子熱」，大陸學者許紀霖說：「在 80 年代的語境下，『知識分子熱』的核心實際上

是一個『重返中心』的問題。」這一問題的討論與「反省 1949 年以後的中國知

識分子自我意識和獨立人格的喪失這一歷史背景緊密相關。」討論的結果是：「大

家覺得知識分子喪失了中心的原因，無論是歷史的角度還是當時現實的角度，就

在於知識分子過分依附於政治權力，依附於政治意識形態，最後失去了獨立人格

和自由思想。」4因此，如何重建當代中國知識分子的精神就成了首要解決的問

題，1989 年的六四事件一度中斷了討論的繼續。然而，正是《顧準文集》的「姍

姍來遲」，使得人們看到了一個獨立的、在逆境中進行思想的知識分子，其展現

的精神成為眾人爭說的表率。例如，他「早已把名譽地位、個人得失置之度外，

在求真求實的路上一往直前，義無反顧。」5「學習顧準，我想，首先，要學習

他對自己、對歷史、對中國和人類前途負責的精神。」6「我們今天的知識分子，

在顧準面前應該感到慚愧。我們無法漠視在他身上所體現的真正的知識份子的品

格。」7於是，思想顧準的誕生立刻成為當代知識分子的一個重大精神事件。 

 

    從後者的角度觀之，關於顧準思想的學術價值在中國思想學術界似乎是不用

懷疑的。王元化說，顧準的思想整整超前了十年，他並列舉出顧準在八個方面有

價值的成果。這八個方面是：對希臘文明和中國史官文化的比較研究、對先秦學

術的概述、對中古世紀騎士文明起著怎樣作用的探討、對宗教給予社會與文化的

價值和剖析、對法國大革命直到巴黎公社的經驗教訓的總結、對直接民主與議會

制度的評價、對奴隸制與亞細亞生產方式的闡發、對黑格爾思想的批判與對經驗

主義的再認識。8朱學勤則認為顧準的超前思想主要體現在：語言問題、韋伯問

題、雅斯貝爾斯問題、市民社會問題以及其他如波普爾證偽理論、庫恩範式理論

等方面。9顧準思想的學術價值在他們看來是無庸置疑的，1990 年代中期中國學

術界出現的「顧準熱」現象即強烈的支撐了這一觀點與判斷。 

                                                 
3 張少京，〈張志新蒙難之後〉，《南方網》，2002 年 6 月 27 日。2009 年 5 月 27 日，取自：

http://www.southcn.com/news/community/shzt/party/first/200206271826.htm 
4 許紀霖，《另一種啟蒙》（廣州：花城出版社，2000），頁 9-10。 
5 王元化，〈關於近年的反思答問〉，載於陳敏之、丁東編，《顧準尋思錄》（北京：作家出版社，

1998），頁 20-23。 
6 李銳，〈一刻也不能沒有理論思維〉，載於《顧準尋思錄》，頁 12-19。 
7 高增德、丁東、謝泳、趙誠、賈秀文，〈顧準精神的當代意義〉，載於《顧準尋思錄》，頁 65-71。 
8 王元化，〈《從理想主義到經驗主義》序〉，載於顧準著，《顧準文集》（北京：中國市場出版社，

2006），頁 136-137。 
9 朱學勤，〈地獄裡的思考〉，載於《顧準尋思錄》，頁 4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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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有甚者，大陸學者徐友漁認為，顧準思想在中國現代思想史上起的一個重

大作用是：承先啟後。徐友漁指出，「綜觀半個世紀中國思想、學術、文化的流

變演進，有一種現象特別令人遺憾，甚至使人感到可悲。」這就是：思想斷裂現

象。由於思想斷裂，「前人用心血、苦難，甚至以生命為代價得到的思想成果，

往往並未使後人得到滋養，形成代代傳承，最終開出艷麗之花、結出豐碩之果的

局面。」顧準思想的「發現」，結束了這種斷裂現象。顧準思想不僅連結了中國

現代思想史的思想問題意識，並且在中國現代化問題、中國資本主義問題、中國

民主問題、哲學問題等方面起了承先啟後作用，其思想也是有整體性和根本性的

特徵。
10另外，徐友漁更明確指出，自由主義在 1990 年代中國大陸學界的興起，

在思想與學理資源上源於兩個方面： 

一方面，不同於傳統意識形態對於盧梭和法國大革命的解釋，柏克

（Edmund Burke）、哈耶克（Friedrich A. Hayek）、柏林（Isaiah Berlin）、

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等人的學說引起了人們的巨大興趣；

另一方面，這期間先後出版了顧準的《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和《顧準

文集》，他的人格和思考的深邃性與現實性，給了人們極大的震撼。人們

對於保守與激進、自由民主的英美－歐陸及經驗主義－理性主義傳統的區

別，對於積極自由與消極自由的分野，對於理性設計的社會改造工程的危

害性等等，有了全新的認識。11 

    由此可看出徐友漁的意思是，顧準是中國 1990 年代思想學術界承接 20 世紀

上半葉中國學術思想的橋樑。 

 

    然而，在「顧準熱」現象的背後，值得注意的是，當人們爭說顧準且普遍地

認同其思想深度和價值的同時，卻也呈現在中國現代思想史的脈絡裡，顧準應該

處於什麼樣位置上的問題。亦即，相關研究者急切地想要定義顧準究竟是什麼樣

的思想家，這其中引起了 1990 年代自由主義與新左派兩方間的論戰，爭論的主

                                                 
10 徐友漁，〈當代中國思想史的華章〉，載於《顧準尋思錄》，頁 59-64。 
11 徐友漁，〈重提自由主義〉，《二十一世紀》（香港），第 42 期，1997 年 8 月，頁 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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軸則在於是否可以將顧準劃歸為「中國自由主義的道統」。立基於上述的觀察，

本章想要強調並進一步探究的是，隨著中國大陸經濟現代化的同時，文化知識領

域同樣面臨劇烈的轉型，人們既有的價值意義體系，經歷了一波又一波的挑戰、

解構與重建。在此之前，所有文化都是政治的文化，是政治意識形態或其延伸，

隨著改革開放腳步的擴張，文化也漸次鬆綁，長期禁錮的文化潛力一旦爆發，本

當銳不可擋。《顧準文集》在 1994 年的問世正值「文化－意識形態」層面的變革

階段，從而引發在 1990 年代中期沸沸揚揚的「顧準熱」。然則，在這般眾聲喧嘩

「議論顧準」的現象背後，一方面可以發現：知識分子陣營內部因為發生一系列

的論戰，由此產生了深刻的思想、知識和人脈上的分歧，最終形成了當代中國思

想界的不同斷層和價值取向；但另一方面，無論是當代的自由主義者還是新左派

都不否定顧準，可以說他們都在競奪「顧準」這個符號，其意義為何？本研究將

從改革開放後的文化變遷歷程來展開探討。再者，由各方對顧準思想定位的爭論

觀之，這反映出中國思想光譜上該如何定位顧準，其實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是

故，本文亦將嘗試從其思想的演進路徑來分析其理論的終極關懷，從而澄清若將

顧準劃歸為「中國自由主義的道統」，實則犯了過度簡約的問題。 

 

第一節  改革開放後二十年間的文化變遷與轉型 

    陳永發在《中國共產革命七十年》書中〈導論〉開宗明義地提到，自 1989

年以來，世界局勢的發展，尤其是蘇聯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解體，在中國知識

分子心中，激起了普遍的懷疑： 

中國的共產主義革命，究竟是不是一場歷史的誤會？如果它不是少數知識

分子因為錯誤的信仰和錯誤的判斷而進行的一場錯誤的革命？為什麼中

國共產黨在經過七、八十年的犧牲奮鬥後，竟然發現一九九 O 年代的今

天，他們所要徹底改造、也曾徹底改造過的國家，和他們矢志要打倒推翻

的舊中國有驚人的相似之處……12 

    革命往往是為了要和時代發生「斷裂」。13到了這個地步，知識分子不但沒有

革命的外在條件，很多知識分子喪失了支撐內在價值的最後一點聯繫。剩下的，

也許只有對自己「思想革命」的一點點空間。改革開放後中國知識分子所面對的，

不僅僅是國家的政治壓力，還增生了市場的經濟壓力。更重要的是，中國知識分

                                                 
12 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年》，上冊（台北：聯經出版社，2001），頁 2。 
13 羊憶蓉，〈知識分子搞革命〉，《聯合報》（台北），2000 年 6 月 4 日，37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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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面臨著一個重新為自己定位的問題，亦即處在中國社會深層結構轉型時期，中

國知識分子應該扮演什麼樣角色的問題。 

 

    陳平原在〈近百年中國精英文化的失落〉一文中點明，在市場經濟取向下，

精英文化（elite culture）相對於通俗文化（popular culture）的邊緣化。14余英時也

在〈中國知識分子的邊緣化〉一文中，最早揭示出知識分子的政治邊緣化。15易

言之，在改革開放之後，中國知識分子實際上面臨著雙重的邊緣化：在自己所生

活社區中的政治、經濟乃至社會意義上的邊緣化；在國際學術界中學術地位的邊

緣化。王寧曾在 1992 年 12 月號的《讀書》上介紹了鮑曼（Zygmunt Bauman）關

於西方知識分子從現代的「立法者」（modern legislators）到後現代的「詮釋者」

（post-modern interpreter，或可譯為「解釋者」）角色的演變觀點。16這在很大程度

上，反映了改革開放後中國知識分子地位和角色的變化。簡言之，在政治壓力依

然存在與市場力量突生的情況下，知識分子從社會的中心不斷退往邊緣地位。而

中國知識分子力爭被納入世界學術管道中，他們又從本土社會的「立法者」，不

斷退居為轉譯西方文化的「詮釋者」。借用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說法，改

革開放後的知識分子逐漸失去了「文化資本」這樣一個稀缺資源的控制權，或者

說是喪失了福柯（Michel Foucault）所說的話語霸權。 

     

知識分子的邊緣化，是意識形態淡化的結果。作為主流意識形態的政治思

想，失去了統治一切的效力，才會出現多種主義並存的局面。季紅真認為，知識

分子邊緣化是好事而不是壞事，這至少可以使知識分子儘可能不受意識形態的左

右，更冷靜地面對自己的國情，以更堅實的腳步去面對未來。17正如同作為思想

鬥士─顧準─之再生一般，1990 年代中後期中國思想界吹起「顧準熱」，這不僅

反映知識分子在知識領域中，對教條的極權主義的全面對抗，也代表著知識分子

伴隨著顧準的思想方法、學術價值和人格精神之再生。職是之故，本節首先針對

改革開放後二十年的文化變遷與轉型展開梳理，進而分析探討「顧準熱」在 1990

年代中後期風起雲湧背後所代表的意涵。 

                                                 
14 陳平原，〈近百年中國精英文化的失落〉，頁 11-22。 
15 余英時，〈中國知識分子的邊緣化〉，《二十一世紀》（香港），第 6 期，1991 年 8 月，頁 15-25。 
16 鮑曼所指的「立法者」和「詮釋者」均為隱喻。「立法者」是指在現代條件下（國家權力與知

識分子聯姻），知識分子的角色是創立權威知識和言論，仲裁意見糾紛，對真假、善惡、美醜等

問題具有最高發言權。因此，知識分子為國家的輿論、精神或思想「立法」，其裁定輿論或意見

是非的「立法」權威則來自他們比非知識分子更能接近和掌握正確或客觀知識；而「詮釋者」是

指在後現代條件下（國家權力與知識分子分離），知識分子面對多元並存的、各不相讓的生活方

式、真理系統和價值體系，失去了以往真善美的代言人和意見紛爭的仲裁人的作用和自信，轉而

採取在各種不同的價值標準、知識系統和文化傳統中尋求對話、譯解和溝通的策略。參見：王寧，

〈知識分子：從立法者到解釋者〉，《讀書》（北京），1992 年 12 月號，頁 114-118；齊格蒙．包

曼（Zygmunt Bauman）著，王乾任譯，《立法者與詮釋者》（台北：弘智文化，2002），〈第八章：

立法者殞落〉、〈第九章：詮釋者興起〉。 
17 季紅真，〈世紀末的回顧〉，載於徐賁等著，《知識分子與意識形態》（香港：城市資信，1996），

頁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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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1980 年代知識分子思想的同質性與板塊性 

    1978 年中國大陸開始改革開放後，思想界首先呈現一種價值態度、思維方

式、政治取向上的同質性、共向性與板塊性。隨著西方經典的大量引進和對文革

的徹底反思，知識分子率先衝出文革時期專制的迷霧，開始呼喚人的尊嚴、價值、

自由、啟蒙與思想解放，在這種情況下，對外開放、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自然而

然地成為許多知識分子共同追求的目標。儘管各人研究和關注的問題有所側重，

但根本價值與目標趨向上的意見分歧並不突出。可以說，1980 年代是一個以啟蒙

為知識分子共識的時代。
18在這十年間，先後發生在中國思想界的大規模文化運

動，主要有二： 

 

一、思想解放運動：從唯物論科學主義到人道馬克思主義 

    最先開啟的是作為新啟蒙運動前身的思想解放運動，其起源於稍早一些的真

理標準問題大討論。中國的改革開放，一開始是從體制內部發動的，而且是在權

力中心進行的，因此帶有明顯的自救性質。改革的發動者們從毛澤東的烏托邦社

會主義理想中分離出來，開始探求一條以「四個現代化」為中心訴求的世俗化社

會主義現代化道路。「實踐是檢驗真理的唯一標準」的提出，實際上為告別烏托

邦社會主義傳統、轉向世俗化社會主義提供了理論上的合法性。思想解放運動，

首先意味著從毛澤東和史達林的傳統社會主義教條中解放出來。從這一意義上

說，它可以被視作「馬克思主義內部一場路德式的新教革命」。19 

 

    許紀霖指出，思想解放運動起初的理論預設具有明顯的科學主義特徵，即曾

經被毛澤東時代政治／道德立場優先性所壓抑的唯物論科學主義：生產力是衡量

社會進步的唯一標準、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力等等。是故，這一重新將人的物質

生活而非精神生活、將知識的優先性重新置於政治／道德優先性之上的唯生產力

論和經濟決定論的科學主義，當時在衝破僵化的教條主義束縛方面，曾經起到了

相當革命的作用。然而，它在主流意識形態之中，卻也被凝固為一種世俗導向的

實用主義。20 

 

    於是，到了 1980 年代初期，另外一批處於權力邊緣的馬克思主義者如周揚、

王若水、白樺、李洪林等人，顯然走得更遠，他們不僅需要唯物論的科學主義來

論證已經發生的經濟改革，而且需要一種批判性的人道主義支持一場更重要的政

                                                 
18 蕭功秦，〈新左派與當代中國知識分子的思想分化〉，《當代中國研究》網路版（美國普林斯頓），

2002 年第 1 期。 
19 許紀霖，〈啟蒙的命運－二十年來的中國思想界〉，《二十一世紀》（香港），第 50 期，1998 年

12 月，頁 4-13。 
20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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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變革。在這些人看來，社會主義之所以出現文革這樣的歷史悲劇，就是忽略了

人道主義，忽視了即使在社會主義的國家也可能「異化」成為官僚主義的壓迫政

權。因此，當唯物論的科學主義隨著改革的深入逐漸保守化的時候，人道主義的

馬克思主義以鮮明的政治批判和道德勇氣接過了思想解放的旗幟，將運動推向前

所未有的高度。211983 年 3 月在紀念馬克思逝世一百週年的大會上，由王若水、

王元化等人起草、以周揚名義發表的〈關於馬克思主義的幾個理論問題的探討〉，

可以視作人道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的代表作，其影響也隨著該報告在權威的《人民

日報》上發表而達到了頂峰。 

 

    然而，直到改革和開放加速發展的 1980 年代中期，人道主義的馬克思主義

卻因為主客觀條件的限制，無法將思想解放運動推向一個更廣、更深的境地。其

原因有二：首先，由於意見領袖周揚等人都是體制中人，雖然不再處於權力核心，

但不少人仍居於體制的核心地帶，一方面眾所矚目，另一方面卻也是靶心所在，

當 1983 年主流意識形態以「清理精神污染」為名對之打壓時，體制留給他們迴

旋和發揮的空間變越來越狹隘；其次，「以復古為解放」的思想解放運動，既然

已經逼近了原典，那麼其內在的邏輯便決定了非從老祖宗那裡解放出來，便無法

繼續向前發展的定勢。事實上，現代化改革實踐中提出的大量問題已經遠遠不是

馬克思早期思想所能解決得了的。22因此，中國思想運動不得不以一種新啟蒙的

方式容納西方資本主義的現代性。這樣，作為思想解放運動邏輯和歷史發展順乎

自然的結果，新啟蒙運動便呼之而欲出。 

 

二、新啟蒙運動：「態度的同一性」 

    新啟蒙運動是一個建立在「態度的同一性」上的思想運動，而「重新估定一

切價值」則成為運動中各種思潮和流派的共同趨向。中西文化比較之所以成為這

場運動的中心內容，不是因為真的對中西文化發生了認知上的興趣，而是需要對

它們做出價值上的評判，從而為現代化方案的重新設計提供文化上的合法性。23 

 

    承上所述，新啟蒙運動的「態度的同一性」，具體體現在對西方現代化終極

目標理想化的渴望上。雖然在理解這一終極目標的具體圖景上有各種各樣的差

別，但在理解的方式上卻是共同的，即以一種歷史目的論的方式，對現代化前景

作出普世性的承諾。許紀霖認為，這與思想解放運動的歷史理解方式基本是一致

的，區別僅僅在於： 

                                                 
21 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年》，下冊（台北：聯經，2001），頁 919-920。 
22 許紀霖，〈啟蒙的命運〉，頁 4-13。 
23 汪暉，〈預言與危機（上、下篇）：中國現代歷史中的「五四」啟蒙運動〉，《文學評論》（北京），

1989 年第 3、4 期，頁 17-25、3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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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派的歷史目的論是一種時間線性的社會發展普遍模式，將資本主義視

作通向社會主義現代化目標的不可跳躍的歷史階段，而啟蒙派則避開了資

本主義／社會主義這類敏感的意識形態概念，他們借助當時在中國紅極一

時的現代化理論，將西方的資本主義敘述為一種中性的、可以以一系列技

術參數加以量化的現代性指標，或理解為帕森斯（Talcott Parsons）所描

述的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和個人主義三大特徵，從而使這一具體語境中的

歷史訴求具有了超歷史的普遍主義性質。24 

    儘管新啟蒙運動所包含的西方思潮在內容上十分龐雜，然而啟蒙知識分子在

現代化理論的傳統／現代思維模式影響下，將這些思潮都理解為與（中國）傳統

對應的（西方）現代話語，因此獲得了某種模糊的共同思想假設。他們像五四時

期的知識分子那樣，對外來思潮都有一種兼容並包的開放氣度，對各種看來互相

矛盾的思想學說都有興趣，都有一種混沌的、模糊的大致了解。亦即，西方思想

以「現代」的名義，被當作一個有機的整體接受下來，尚未呈現出其內在的緊張

性。當時的思想界雖也有尖銳的分歧，25但因為有共同的思想預設和模糊而統一

                                                 
24 許紀霖，〈啟蒙的命運〉，頁 4-13。 
25 在 1980 年代的新啟蒙運動中，有三個民間的文化學術團體發揮了重要的作用，並分成最具代

表性的三大派別，簡述如下。一、「走向未來」：在當時被視為是科學派，其「走向未來」叢書編

委會核心成員主要是在中國科學院從事科學史或科學哲學的研究人員，重要代表如金觀濤、包遵

信等人。在「走向未來」對於西方科學哲學和科學方法論的介紹下，如波普爾（Karl Popper）的

批判理性主義、庫恩（Thomas Kuhn）的範式理論以及拉卡托斯（Imre Lakatos）的科學研究綱領

方法論的引進，「科學方法」和「科學精神」成為其高高飄揚的精神旗幟，而經驗論科學主義亦

在新啟蒙運動中迅速替代唯物論科學主義。二、「文化：中國與世界」：其與「走向未來」相應，

高舉的是人文主義的旗幟。由於其編委會的成員主要來自中國社會科學院和北京大學的人文學

者，所以其更關注的是對西方從古典到現代的人文主義思潮的引進，尤其重視德法的現象學、闡

釋學、存在主義、宗教學、法蘭克福學派以及各種非理性主義的譯介。如果說「走向未來」因為

相信理性批判主義的自我糾錯機制而對現代化的前景不無樂觀的話，那麼，「文化：中國與世界」

則從人文主義的價值批判立場出發，對現代化過程中人性、價值和意義世界的失落，充滿文化上

的憂慮。三、「中國文化書院派」：其文化姿態在當時比較邊緣，不居於潮流的中心。它主要由北

京大學哲學系一批研究中國哲學和中西哲學文化比較的學者組成，他們並無意製造新的潮流，而

是專注做一些中國文化的基礎性介紹和中西文化比較的學理性研究。受到應邀前來講學的杜維明

等海外新儒家學者的影響，他們對中西文化持一種溫和的調和態度，既不盲目推崇西方文化，也

對本土文化傳統保有一份同情的理解。儘管當時和者蓋寡，在聲勢上也遠遠不及激進反傳統，但

這些溫和的保守主義聲音卻在歷史中沉澱下來，成為 90 年代學術史研究和「國學熱」的原初生

長點。上述這些對西方現代性潛在的批判性反思，基本上還是在精神－價值層面，尚未進入社會

政治制度層面。儘管如此，新啟蒙運動複雜的異質性內涵，卻已預示著終將到來的大分化。因此，

大陸學者許紀霖即認為，1990 年代中國思想界的所有變化，幾乎都可以在 1980 年代找到其蹤跡



第陸章 解讀「顧準熱」 

 127

的知識背景，所以分歧的焦點常常表現在與中國語境有關的價值選擇上，而沒有

深入到知識論層面。也由於爭論的諸方處在同一個價值態度和知識平台上，因此

在新啟蒙運動內部能夠經常出現真誠的對話和充滿激情的討論。 

  

    1989 年的六四事件中斷了新啟蒙運動的進程，在 1990 年初，知識分子被迫

進入冬眠狀態，但精神和思想的自我反思卻由此開始。反思的結果使得原來蟄伏

在新啟蒙運動中的分歧表面化了，思想界的分化遂一發不可收拾。另一方面，隨

著 1990 年代新的社會政治格局的穩定，尤其是 1992 年以後經濟改革加速，市場

社會在中國全面登場，使得知識分子在中國改革的現實、道路和發展前景的分歧

大大加深，原先的「態度的同一性」不復存在，思想界的裂縫越來越深，以致達

到無法彌補的程度。職是之故，當 1994 年貴州人民出版社的《顧準文集》一書

付梓後，因正值中國思想界的啟蒙分化時期，其思想價值及定位遂吸引各家流派

展開解讀與辯論，從而造成眾聲喧嘩的「顧準熱」。 

 

貳、1990 年代思想界的啟蒙分化 

    雖然 1980 年代和 1990 年代都以「反思」為知識分子的時代特徵，但 1980

年代更多的是道德的反思，從啟蒙思想的外部反思傳統文化和現實政治體制；而

1990 年代則偏重於知識的反思，反思自己的知識前提，這是啟蒙思想的自我反

思。換言之，如果說 1980 年代的主題是「啟蒙」的話，那麼 1990 年代的主題就

轉為「反思啟蒙」。這樣，前述 1980 年代尚未分化的啟蒙思想，到 1990 年代，

其內部互相衝突的思想傳統，就漸漸分化，乃至明朗。總的來說，1990 年代中國

思想界的斷裂是通過三波分化而成的，而這三波分歧表現出來的是一種潛在的批

判性反思。 

 

一、「思想」與「學術」的分化 

    這是當時知識分子對於新啟蒙運動的檢討與反省，一方面，他們有意識地抽

身於思想界，進入專業的學術界，通過重建學術史、學術規範和梳理傳統國學，

為中國學術和文化奠定一個更紮實的的知識基礎。這些由「思想」轉向「學術」

的知識分子，通過對五四運動中激進主義的反思和文化保守主義歷史價值的重新

發現，實際上對啟蒙有了另一種新的理解，即啟蒙的深化不能僅僅靠著浪漫主義

的思想激情，更重要的是有學理的深厚基礎；與其不斷地追逐潮流，不如對西學

進行一些最基本的學理研究；對於傳統的研究也必須拋棄立場優先的價值批判態

                                                                                                                                            
和脈絡。就此而言，1980 年代和 1990 年代並不是完全斷裂的年代，兩者之間存在著微妙而又複

雜的譜系關聯。參見：劉青峰，〈二十世紀中國科學主義的兩次興起〉，《二十一世紀》（香港），

第 4 期，1991 年 4 月，頁 32-47；許紀霖，〈啟蒙的命運〉，頁 4-13；祖治國，《90 年代中國大陸

的新保守主義》（台北：致良，1998），頁 70-80；羅曉南《當代中國文化轉型與認同》（台北：

生智文化，1997），頁 10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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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而代之以知識論的分析方法。1990 年代的「國學熱」26在相當程度上就是這

一種學術化轉向的知識性產物，以「同情性的理解」重新闡釋傳統。27 

 

    另一方面，啟蒙知識分子痛定思痛，從反思 1989 年六四事件開始，省思二

十世紀中國的激進主義，從而發生了一場激進與保守的論爭。這一論爭的主要空

間不在國內，而是在香港甫創刊的《二十一世紀》，這一雜誌在 90 年代是中國思

想界最重要的知識分子公共領域雜誌，具有相對的討論自由。通過反思二十世紀

中國的激進主義，間接地思考 1989 年事件當中衝突的雙方為什麼具有相同的思

維邏輯，最終導致歷史性的悲劇。從這一論爭當中可以看到，1980 年代的啟蒙陣

營在關於什麼是激進、什麼是保守這些基本觀念上，無論從其歷史內涵、還是規

範學理上，都發生截然不同的思路，而在這些分歧的背後，是 1980 年代未曾發

生的改革思想的分歧：在對改革的理解上，是相信社會可以通過改革全面轉化，

還是認為改革只能通過新舊的調適，加以推進？而在改革的策略上，是採取烏托

邦的激進革命，還是漸進社會改造？28 

 

二、人文精神與世俗情懷的分化 

    1992 年鄧小平南巡講話以後，中國經濟開始起飛，一個以市場為中心的消費

社會的出現，使人們在 1980 年代所呼喚的現代化目標部份兌現。然而，知識分

子的生存處境和社會尊嚴也因此受到世俗化的嚴峻挑戰，並且被迅速邊緣化。他

們在面對國家權力的同時，驚訝地發現市場金錢的壓力，甚至是更直接、更具體。

市場經濟本來是 1980 年代啟蒙知識分子呼喚的理想之一，但當市場真正來臨之

時，啟蒙者自身卻成為了可憐的祭品。於是，現實的急遽改變促使新啟蒙知識分

子內部發生了更深刻的分化，在圍繞著如何看待市場社會、知識分子如何重建自

己的尊嚴，發生了一系列的論戰：1994 年由王曉明等上海知識分子在《讀書》雜

                                                 
26 所謂的「國學」包括中華傳統文化的各方面，有常識層面、學術與技藝層面、道德價值與人

生意義的層面、國魂與族魂的層面。國學當中包含有大量的社會、民俗、制度、生活世界的內涵，

特別反映在歷史、文學、藝術、哲學與宗教方面，如按傳統圖書與學術之分類是經、史、子、集

四部，或義理、考據、辭章之學的三路向等。「國學」在 1990 年代前一直被視為腐朽沒落的傳統

文化的代名詞，自 1990 年代以來中國思想界的一個基本軌跡，大體上是從 1980 年代末開始的批

判激進主義思潮出發，日益走向保守主義甚至極端保守主義，因此，在整個社會轉向保守的背景

下，「國學」隨即開始再現輝煌。「國學」的復興，是以近代以來新思潮頻出的北京大學為重鎮，

1993 年，北京大學出版社先後出版了《國學研究》（第一卷）與《故國新知》。同年 8 月 16 日，

《人民日報》以整版篇幅發表了《燕園湧起「國學熱」》。兩年後，《人民日報》以親切的口吻道

了聲〈久違了，國學〉。「國學」一詞也由此取得了它在當時中國思想文化界中的欽定地位。「國

學」一詞的意蘊轉變，在官方是以民族主義為主流意識形態的選擇使然，在熱中此道的知識分子

那裡，則是對抗文化激進主義與大眾文化的努力使然。參見：祖治國，《90 年代中國大陸的新保

守主義》，頁 92-93；甘陽，〈自由主義：貴族的還是平民的？〉，載於李世濤主編，《知識分子立

場－自由主義之爭與中國思想界的分化》（長春：時代文藝，1999），頁 1-12；郭齊勇，〈時機與

意義：國家的興盛與國學的復興〉，《中國社會科學內刊》（北京），創刊號，2007 年 2 月。2009
年 6 月 10 日，取自：http://www.iguoxue.cn/html/33/n-28233.html。 
27 許紀霖，〈啟蒙的命運〉，頁 4-13。 
28 許紀霖，〈啟蒙的自我瓦解〉，《二十一世紀》（香港），第 88 期，2005 年 4 月，頁 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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誌上首先發起的人文精神大討論；由張承志、張煒兩位作家發出「抵抗投降」而

引發的道德理想主義論戰；由張頤武、陳曉明兩位文學評論家所代表的否定五四

以來啟蒙話語、肯定世俗生活的後現代和後殖民文化思潮以及論戰。29 

 

三、自由主義與新左派的分化
30
 

    1997 年底，汪暉在《天涯》雜誌發表的〈當代中國的思想狀況與現代性問題〉
31，點燃了自由主義與新左派之間為時三年多的大論戰，並由此揭開兩方陣營間

的公開對峙與分化。兩派在現代性、自由與民主、社會公正、經濟倫理、民族主

義等一系列涉及到中國改革的重大問題上，發生了激烈的爭論，其規模之大、涉

及面之廣、討論問題之深刻，為二十世紀中國思想史上所罕見。而作為多年禁忌

的話題，自由主義重新露面並非偶然，中國國內外一系列歷史劇變是召喚它登場

的動因，而其語境的確立，則是來自市場經濟趨勢和改革開放路線的不可逆轉之

勢。32 

 

    早在 1980 年代，自由主義作為一種西方思潮已經為人們所了解，但當時還

歸身於混沌的民主旗幟下，沒有公開打出自己的旗幟。從學理上說，中國的自由

                                                 
29 許紀霖，〈啟蒙的自我瓦解〉，頁 4-16。 
30 學者許紀霖指出，關於這場「自由主義」與「新左派」論戰的命名，本身就是一個頗有爭議

的問題。由於在中國的現實語境中，這兩個命名在價值上有明顯的價值褒貶，「自由主義」這一

邊很樂意承認這一命名，但「新左派」陣營中幾乎所有的成員都拒絕承認「新左派」這一帽子，

因為「新左派」這樣的命名的確有可能、事實上發生了不利於「新左派」的輿論誤導。但因截至

目前為止，尚未有更好的表述來取代這一定名，是故，本文參照、沿用許紀霖研究中的這一約定

俗成。參見：許紀霖，〈兩種自由和民主－對「自由主義」與「新左派」論戰的反思〉，載於羅崗

編，《思想文選 2004》（南寧：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2009 年 6 月 12 日，取自：

http://www.pkumpa.cn/Article_Show.asp?ArticleID=9。 
31 汪暉是 1990 年代第一個反思現代性問題的批判知識分子。在〈當代中國的思想狀況與現代性

問題〉等論文中，他通過現代性問題的討論，質疑中國現代化的價值目標和新啟蒙主義等現代意

識形態。在汪暉看來，中國現代思想具有一種「反現代性的現代性」特質，亦即對現代性的批判

性反思，而在尋求現代化的過程中，這種特定語境中產生的深刻思想卻在另一方面產生出反現代

的社會實踐和烏托邦主義：對於官僚制國家的恐懼、對於形式化法律的輕視、對於絕對平等的推

重等等。由於中國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實踐包含著反現代性的歷史內容，這樣的現代性方案本身是

悖論式的，因而是難以徹底完成的。另外，汪暉批評中國啟蒙主義者把「現代性」和「現代化」

混為一談，他們不是把現代性看作一個包含內在衝突的結構加以反省，而是把現代性當作一個整

體目標加以肯定，以捍衛這個時代最具霸權的意識形態。而中國啟蒙主義者不理解現代性本身的

內在緊張，一味擁抱現代性，以致喪失起碼的反省能力。在汪暉看來，新啟蒙主義在 1990 年代

市場化的新語境中已經逐漸衰落，曾經是中國最具活力的思想資源的啟蒙主義日益處於一種曖昧

不明的狀態，逐漸喪失了批判和診斷當代中國社會問題的能力，因中國啟蒙主義面對的已經是一

個資本主義化的社會。汪暉關於現代性的問題和對新啟蒙主義的反思，進一步引導他探討中國非

西方發展的另類歷史可能性。他於是追問：「有沒有偏離資本主義的歷史形式而產生的現代社會，

或者對現代化具有反思意義的現代過程？」參見：汪暉，〈當代中國的思想狀況與現代性問題〉，

《天涯》（海口），1997 年第 5 期，頁 133-150。本文另收錄在李世濤主編，《知識分子立場－自

由主義之爭與中國思想界的分化》，頁 83-123；高力克，〈轉型中的現代性之爭〉，《二十一世紀》

（香港），第 88 期，2005 年 4 月，頁 26-32。 
32 徐友漁，〈自由主義與當代中國〉，載於李世濤主編，《知識分子立場－自由主義之爭與中國思

想界的分化》，頁 411-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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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義是在認識到英美與法國、洛克與盧梭不同的民主取向之後才逐漸獲得了自明

性。在 1980 年代中期的新啟蒙運動，有關哈耶克（F. A. Hayek）和波普（Karl R. 

Popper）等自由主義的思想以及對盧梭（Jean-Jacques Rousseau）人民主權論的批

評已經在《讀書》、《走向未來》等雜誌上出現，但在當時並沒有引起普遍的重視。

第一個公開呼籲自由主義的是甘陽，他在五四運動七十周年時重新詮釋五四，主

張中國知識分子只有揚棄「民主與科學」，代之追求「自由與秩序」，中國才能走

向一個多元開放的現代社會。33該篇文章引起了廣泛的注意，並成為 1990 年代中

國全面反省政治激進主義的起點之一。34 

 

    自由主義到 1990 年代取得了全面的勝利，甚至這一名詞本身就像民主與科

學一樣，也獲得了某種神聖性。如前所述，自由主義在 1990 年代的發展，首先

源於 1989 年六四事件以後思想界對於政治激進主義的反省，之後先後出版了顧

準的《從理想主義到經驗主義》和《顧準文集》，他的人格和思考的深邃性與現

實性，給了人們極大的震撼。人們對於保守與激進、自由主義的英美－歐陸及經

驗主義－理性主義傳統的區別，對於積極自由與消極自由的分野，對於理性設計

的社會改造工程的潛在危害性等等，有了全新的認識。因此，在 1995 年以後出

現的「顧準熱」可以說有力地催生了自由主義思潮的興起。到了 1997 年，哈耶

克的兩本重要著作《通往奴役之路》和《自由主義秩序原理》中譯本的出版，在

思想界引起了意想不到的轟動，很快地成為暢銷書。而自由主義的同人刊物《公

共論叢》在介紹自由主義學理方面也發揮了重要作用。從學理上來看，本文所提

到的自由主義是自由主義譜系中比較保守的一支：以哈耶克為代表的新古典自由

主義，其在中國的實際推動者有 1980 年代思想解放運動的過來人，也有新一代

的政治學學者。35他們堅持啟蒙的旗幟，致力於落實現代化目標中至今沒有兌現

的思想內容和政治改革，並且將落實個人財產和實現經濟自由理解為自由主義的

核心內容。
36
 

 

                                                 
33 甘陽，〈自由的理念：五．四傳統之闕失面〉，《讀書》（北京），1989 年 5 月號，頁 11-19。 
34 許紀霖，〈啟蒙的命運〉，頁 4-13。 
35 魯明軍，〈古今之辯：2000 年以來中國思想界的現代性之爭〉，《二十一世紀》網路版（香港），

總第 80 期，2008 年 11 月。 
36 李慎之，〈序：弘揚北大的自由主義傳統〉、劉軍寧，〈前言：北大傳統與近現代中國的自由主

義〉，載於劉軍寧主編，《北大傳統與近代中國：自由主義的先聲》（北京：中國人事出版社，1998），

頁 1-11；董郁玉、施濱海編，《政治中國：面向新體制選擇的時代》（北京：今日中國出版社，1998）；

朱學勤，〈1998 年自由主義學理的言說〉，《南方周末》（廣州），1998 年 12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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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處於對立面的新左派37，本來也屬於新啟蒙的陣營。其較早崛起的海外

一支主要是目前在美國留學或任教的中國學者，他們受非主流的西方新馬克思主

義的影響，強烈地批評西方主流的自由主義意識形態，提倡超越社會主義與資本

主義，走一條「制度創新」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化道路。38值得注意的是，

新左派中激進的一部分，重新引用盧梭的人民主權學說，主張在中國實行激進的

民粹主義民主。39保守的自由主義與激進的新左派，這處於兩個極端的知識分子

陣營，在為期三年多的論戰當中，他們之間的分歧不僅是觀念上的，也是利益上

的，更是知識話語上的。40不過值得注意的是，在這爭論過程中，也出現正在醞

釀尋找在自由主義和新左派之間的第三條道路。一些兼顧自由與公正的中間知識

                                                 
37 一個有趣的情況是，自由主義者都坦然承認自己的稱號，承認存在立場的對立和觀點的爭論；

新左派則竭力否認這種稱謂和這場爭論，而這可能是由於二十年來的中國政治文化中，「左派」

這一名詞不幸地帶有某種公認的貶義。比如，被認為是新左派主要代表人物的汪暉，即多次譴責

使用這樣的稱謂來描述這樣的爭論，他說：「我本人從不贊成用『新左派』和『自由主義』來概

括知識界的分歧和論爭，也反對一切給別人戴帽子的方式。」因此，汪暉以「批判知識分子」自

我定位，而新左派中另一代表人物－甘陽，拒絕承認新左派的污名，他認為同他被稱為新左派的，

實際上是一批「自由左派」，暗示了他們與啟蒙運動的內在聯繫。再者，由於 1990 年代中國思想

界狀況極為複雜，不同的所謂「主義」或「派」存在諸多的交叉關係，同一「主義」或「派」之

間也存在分歧。比如被歸入新左派的汪暉、王彬彬、韓毓海、劉康、崔之元、甘陽等人之間，亦

存在很大差別。即便是看似喝成一氣的自由主義陣營中，既有在政治上相當保守而在市場上非常

激進的發展至上的經濟自由主義，也有注重憲政改革和個人權利的政治自由主義，還有兼顧自由

與平等的左翼的自由主義或社會民主主義。參見：徐友漁，〈進入 21 世紀的自由主義和新左派〉，

《當代中國研究》網路版（美國普林斯頓），2007 年第 2 期；許紀霖，〈啟蒙的命運〉，頁 4-13；

陶東風，〈從呼喚現代化到反思現代性〉，《二十一世紀》網路版（香港），總第 80 期，2008 年 11
月；許紀霖，〈兩種自由和民主－對「自由主義」與「新左派」論戰的反思〉。2009 年 6 月 12 日，

取自：http://www.pkumpa.cn/Article_Show.asp?ArticleID=9。 
38 甘陽，〈自由主義：貴族的還是平民的？〉，載於李世濤主編，《知識分子立場－自由主義之爭

與中國思想界的分化》，頁 1-12；鄒讜，〈第二次思想解放與制度創新序〉，載於崔之元著，《第

二次思想解放與制度創新》（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8）；汪暉，〈當代中國的思想狀況與現

代性問題〉，頁 133-150；汪暉、柯凱軍，〈關於現代性問題答問〉，載於李世濤主編，《知識分子

立場－自由主義之爭與中國思想界的分化》，頁 124-154。由汪暉極具批判性的文章來看，他從

學理上全面分析 1990 年代以來中國所出現的跨國資本與集權體制一體化的複雜格局，揭露在「全

球化」背後所掩蓋的壓迫關係，並試圖在重新反思現代性的基礎上重建知識分子的批判性。因此，

如果說在這以前當代知識分子對資本主義的批判還僅僅侷限在精神／文化層面的話，那麼新左派

已經將這種批判性推向更廣泛的社會／政治層面。參見：許紀霖，〈啟蒙的命運〉，頁 4-13。 
39 這種新左派傾向放大現實生活中市場經濟和自由競爭過程中某種由於脫序和失範而出現的消

極現象，並把此類消極面視為資本主義的本質表現。他們在情感上、思想上對現實有一種更強烈

的疏離感，並形成一種更激進的、左的社會批判意識。主要代表人物有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教

師曠新年、北京大學中文系教師韓毓海、民間音樂人張廣天、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編輯黃紀蘇等。

參見：蕭功秦，〈新左派與當代中國知識分子的思想分化〉，《當代中國研究》網路版（美國普林

斯頓），2002 年第 1 期。 
40 自由主義的話語基本上是西方啟蒙思潮的主流話語，認為中國的問題關鍵在於權力能否退出

市場，腐敗能否解決，因此，其強調的是「消極自由」、「間接民主」和「程序正義」；而新左派

的知識背景已經置換為後現代和當代西方新馬的邊緣話語，其通過揭示市場經濟轉型以來，中國

所遭遇的不公正的國有資產掠奪、極端的社會貧富分化問題，主張「國家干預」、「積極自由」、

和「直接民主」。爭論的結果是自由主義指責新左派太左，新左派批判自由主義太右。進一步言，

兩邊的不可通約性在於：自由主義對後現代和新馬不屑一顧，而新左派對自由主義的主流話語持

有激烈的批判立場。參見：魯明軍，〈古今之辯：2000 年以來中國思想界的現代性之爭〉，《二十

一世紀》網路版（香港），總第 80 期，2008 年 11 月；許紀霖，〈啟蒙的命運〉，頁 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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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以羅爾斯（John Rawls）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或以哈伯瑪斯（Juergen 

Habermas）為代表的社會民主主義為思想資源和理論依據，他們不像哈耶克式的

自由主義那樣迷信市場，認為有好的市場，也會有壞的市場－即權貴資本主義壟

斷下的市場。在這一被權力扭曲的市場中，哈耶克式的交易公正是不夠的，也是

很難實現的，必須還有分配的公正，通過國家的制度化力量，在不違背自由的優

先性原則之下，使社會資源的分配向弱勢群體傾斜。在政治上，以承認民主憲政

為前提，試圖以公民共和主義和商議性民主做為補充，在選舉民主之外，重視公

民文化、公民參與和公共領域的公共討論。41 

 

    興起於 1990 年代中後期的自由主義與新左派之爭無疑將高度同質化的中國

思想界導向了分化，而經過上述三波大分化，到了 1990 年代末，新啟蒙運動所

建立的脆弱的同質性已經完全解體，無論在目標訴求／價值指向，還是知識背景

／話語方式上，都發生了重大斷裂，變得不可通約。原本 1980 年代形成的一個

統一的、可以進行有效對話的思想界不復存在。新啟蒙運動解體了，就像當年的

五四運動發展結果一樣。42 

 

    當代自由主義和新左派在中國的出現已超過十年，而兩派的爭論也已超過十

年，這種爭論將在何時結束，讓位於其他思想派別之間的交鋒？徐友漁認為，在

可以預見的將來，在中國的社會轉型時期沒有出現戲劇性事件或重大變化之前，

自由主義和新左派的爭論將會一直繼續下去，畢竟從現代到當代，遠遠不止一個

世紀，自由主義與新左派的爭論一直沒有停止，因為對於大工業生產方式和社會

組織方式，對於近代的社會生活、精神生活、文化生活，確實存在兩種主要的不

同的觀察和評斷角度，從將近前一個世紀之前起，兩種立場、兩種思潮的對立鬥

爭就反映到中國的思想界，並且成為中國思想界爭論的主要內容之一。
43
因此，

自由主義和新左派思潮就像是走向現代化的一對孿生子，它們在當代中國幾乎同

時出現，而它們力量的消長也將與中國現代化進程的發展情形密切相關。 

 

第二節  「爭說顧準」：1990 年代中國思想界的三重分化 
                                                 
41 魯明軍，〈古今之辯：2000 年以來中國思想界的現代性之爭〉，《二十一世紀》網路版（香港），

總第 80 期，2008 年 11 月；張汝倫，〈「第三條道路」〉，載於李世濤主編，《知識分子立場－自由

主義之爭與中國思想界的分化》，頁 334-343；王焱、柯凱軍，〈羅爾斯、諾齊克、德沃金與哈耶

克的理論及其他〉，載於李世濤主編，《知識分子立場－自由主義之爭與中國思想界的分化》，頁

344-351。附帶一提，雖然羅爾斯和哈伯瑪斯在一些具體的理論問題上有爭論，但是，他們各自

所代表的新自由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卻共享了許多最重要、最基本的理論預設，特別是在對自

由、民主、平等和公正一系列問題上，比較起傳統的左翼民主和右翼的新古典自由主義，有更多

的通約和相互理解。若用哈伯瑪斯的話來說，他與羅爾斯的爭論僅止於「家族內部的爭吵」。參

見：約翰．羅爾斯（John Rawls）著，萬俊人譯，《政治自由主義》（南京：譯林出版社，2000），

頁 462。 
42 許紀霖，〈啟蒙的自我瓦解〉，頁 4-16。 
43 徐友漁，〈進入 21 世紀的自由主義和新左派〉，《當代中國研究》網路版（美國普林斯頓），2007
年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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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較 1980 年代，1990 年代中國思想界的分歧具有十分深刻的、不可通約的

性質。1980 年代的啟蒙陣營內部，雖然也有分歧，常常也有激烈的爭論，但那些

爭論通常是觀念和理解上的分歧，爭論者之間背後有太多的一致性：作為啟蒙

者，面對傳統的集權體制，他們的利益無論是社會利益還是經濟利益都是一致

的，雖然各自的價值觀念和意識形態偏好有差別，但他們的知識結構又是相當同

構的，對西方知識和中國文化傳統都只是一種混沌的、整體主義的了解；最重要

的是，1980 年代的啟蒙者對現代化目標的詮釋和追求也是高度一致的，即那個整

體意義上的西方所代表的，以民主政治、市場經濟和個人主義為核心價值的普世

化的現代化。44 

 

    然而，到了 1990 年代，發生在中國思想界的分化，就不是簡單的觀念的分

歧，從兩個方面來看，第一，就整體的中國思想界而言，當代中國正經歷艱鉅的

歷史嬗變和社會轉型，為學術思想的突破性發展提供了充分的歷史可能和經驗基

礎，中國思想界面對社會激烈的變化，力圖從理論上予以新的解釋和闡釋，從而

煥發出前所未有的積極與現實對話的活力。但由於知識背景、問題意識、工作假

設乃至視野和方法的差異，思想者針對同一現象往往得出迥然相異甚至針鋒相對

的結論，引發不同話語之間的激烈碰撞，這其中具體反映出知識分子階層內部深

刻的利益分化、知識結構的斷裂和現代性目標訴求的不同。第二，在世紀之交的

中國思想界所爆發的自由主義與新左派的論戰，這場論戰表明了：持續了二十多

年的中國改革和開放，在如何繼續、往什麼方向發展這樣的大問題上，面臨著一

個重大的選擇。與以往的意識形態論戰不同的是，這次爭論的雙方都是 1980 年

代以來從事啟蒙的知識分子，都曾經是改革和開放最堅定的擁護者和鼓吹者。然

而，到了 1990 年代中期，當中國開始落實市場經濟、經濟高速增長、企圖邁向

富強目標的時刻，知識界內部卻也圍繞著這場改革的合理性、價值評價和發展趨

向，發生了全方位的論戰，而兩派間的思想分歧主要是在對現代性、社會經濟領

域和政治領域的理解有所差異。也正是在這樣觀念分歧的思想環境下，顧準思想

的定位及其價值遂成為自由主義和新左派所爭論的焦點場域，從而引發在 1990

年代中後期的「顧準熱」。 

                                                 
44 許紀霖，〈啟蒙的自我瓦解〉，頁 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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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市場經濟下的利益分化 

    1990 年代中期以後的中國，出現了明顯的經濟和社會利益的分化，當代中國

在社會結構上從一個總體主義的社會轉變為一個斷裂的社會。按照大陸學者孫立

平的研究，1949 年中國所建立的是一個總體性社會，即一種結構分化程度很低的

社會。在這種社會中，國家對經濟以及各種社會資源實行全面的壟斷，政治、經

濟和意識形態三個中心高度重疊，國家政權對社會實行全面控制。精英的位置不

再存在，國家直接面對民眾，因此總體性社會也可說是一個「無統治階級的國

家」。1980 年代以後，特別是 1992 年市場經濟改革全面推展以後，中國的社會結

構發生了重大的變化，出現了精英階級，這些經濟精英、知識精英和地方權力精

英，雖然人數很少，卻控制了社會大部份的資源，成為強勢利益集團。精英與一

般的民眾在經濟收入、社會地位和資源佔有以及與國家溝通能力上，差距愈來愈

大，形成了一個精英與大眾的社會斷裂層。45尤有甚者，這些斷裂不僅發生在精

英與大眾不同的階層之間，而且也發生在同一個階層內部。斷裂，意味著無法形

成一個有機的相互交往的整體，相反地，各個斷裂層之間充滿了忌恨和隔膜，缺

乏最基本的公共信任，從而潛伏著衝突的危機。 

 

    對於知識分子而言，這樣的分化斷裂具有雙重的性質。一方面，在知識分子

內部，1992 年以前那種均質化的經濟收入和社會地位狀況，至此開始發生很大的

變化，文化市場的精英和學院頂尖精英與一般知識人和文化人的收入差距和社會

地位明顯擴大，知識精英與知識大眾利益上的分殊，使得知識分子由於本身的利

益差異，導致對同一問題的立場迥然不同。另一方面，在知識分子的外部，當社

會各個階層的利益發生分化，而且底層的利益和上層的利益發生斷裂之後，加速

了從傳統的知識分子向有機知識分子轉變的過程。進一步言，1980 年代中國知識

分子更多地是「觀念」的，表現出傳統知識分子超越和獨立的公共性格。但到了

社會階層和利益群體日趨分化和表面化的 1990 年代，中國知識分子也越來越有

機化，喪失其公共性。比如保守的自由主義更感興趣的是中產階級的成長，甚至

自覺地成為中產階級在經濟、社會和政治利益上的代言人；而新左派則不滿在社

會分化過程中社會底層的屈辱地位，遂明確地宣佈自己站在被剝奪的底層民眾一

邊。46知識分子內部和所傾向的社會利益的分化，使得他們各自對現代性和啟蒙

的理解，具有了截然不同的現實語境。 

 

 

 

 

                                                 
45 孫立平，《轉型與斷裂：改革以來中國社會結構的變遷》（北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4），頁

97-109。 
46 許紀霖，〈啟蒙的自我瓦解〉，頁 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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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知識結構的分化 

    如果說 1980 年代的啟蒙者對中國和西方的文化傳統的了解是整體主義的、

混沌籠統的話，那麼，到了 1990 年代，隨著國學熱、新的一輪翻譯西書、留學

海外的中國學者加入到中國思想界以及知識體制的專業化、學科化，知識分子們

對中國文化和西方知識內部異常豐富的思想傳統和知識結構則已有了相當的了

解。 

 

    面對各種互相衝突、皆以「新」為標榜的思潮，知識分子的理論背景也迅速

發生分化，形成一個個擁有各自知識場域（雜誌、會議、體制化空間、文化資本、 

知識出身）的知識共同體。在相當大的程度上，各個共同體之間所借助的知識結

構變得不可通約，無法形成有效的對話，乃至於缺乏基本的相互理解。如此一來，

一旦爭論形成，雖然具有共同的關懷，但各自所依傍的知識結構是如此的差異，

導致爭論更多地體現為相互的誤讀、無謂的外部衝突。47以自由主義與新左派的

論戰為例，雙方的爭論很激烈，甚至是針鋒相對，但在討論政治問題的時候，許

多觀念是雙方所共享的：比如自由、民主、正義、市場經濟等等，這些都構成了

雙方討論政治問題時共同的關鍵詞。然而，分歧也恰恰在這裡，同樣的自由與民

主，在自由主義與新左派各自的問題意識和解釋架構中，其內涵和有效性又是差

別很大的。儘管雙方在自由與民主層面上提出了很好的問題，但最終卻淪為一場

令人遺憾的口水戰，以致於「問題」浮現了，「主義」卻變得曖昧不明。48同樣地，

「顧準熱」被搬上檯面，在前述論爭當中被激化開來，自由主義或是新左派皆以

自身的理論視角和立論基礎來解讀、評述顧準的思想，後來演變成雙方互執一

詞、各自表述，於是，種種爭論就成了爭論者各自內心意欲的、宣洩的或自身處

境的表白，而這當然無益於建設性的學術交流與對話。 

 

 

                                                 
47 許紀霖，〈啟蒙的自我瓦解〉，頁 4-16。 
48 大陸學者程世則認為，自由主義和新左派之間之所以淪為一場貧乏有限的論爭，在於這場論

爭中最為熱烈的參與者，不是以誠懇討論問題的方式，而是以建立彼此截然分開、缺少縱深感的

陣線對立的方式展開論爭的。而這種論爭方式，必然使學理、思考複雜者無法展開其所學所思。

參見：程世則，〈貧乏的論爭 難預期的後果〉，《二十一世紀》（香港），第 63 期，2001 年 2 月，

頁 102-110。此外，若從論爭的影響層面來看，首先，自 1990 年代以來，以技術官僚為主的政治

精英支配著決策過程，知識分子基本上退到了社會政治舞台的邊緣，這類政治精英以技術專家的

思維與邏輯來考慮國家政務，對人文知識分子的思想和價值關懷並沒有多少興趣，在目前政治參

與受到嚴格控制的威權體制下，既然人文知識分子與決策層之間缺乏思想溝通的管道，知識分子

之間的思想爭論自然對決策者就幾乎沒什麼影響力。其次，由於中國社會已高度分化，人們忙於

追求、經營自己的事業，關心思想理論的人較少。無論自由主義還是新左派，他們與普羅大眾都

沒有經常聯繫和溝通的管道。而他們之間的論戰侷限於網際網路、以及部分發行量並不大的知識

分子期刊與書籍中，雙方甚至很少有面對面的交流與辯論。社會上對此場爭論知之者並不多，知

識分子論戰者們的聽眾遠不如 1980 年代中期。參見：蕭功秦，〈新左派與當代中國知識分子的思

想分化〉，《當代中國研究》網路版（美國普林斯頓），2002 年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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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目標訴求的分化 

    現代性是啟蒙知識分子的共同訴求，但到了 1990 年代，由於改革過程中利

益的斷裂和知識結構的分化，問題變成不是要不要現代性，而是什麼樣的現代

性？因此，自由主義和新左派的現代性之爭，突顯了轉型中國知識界關於改革和

現代化問題的深刻分歧。美國學者墨子刻（Thomas Metzger）指出，現代化與經

濟、思想、政治三種多元主義或三個市場密不可分，這三種反映人性難以改變的

幽暗面的多元主義，與中國的道德理想及價值觀具有深刻的衝突。對於多元主義

的歷史特徵，如資本主義的唯利是圖心理所導致的社會不平等，政治市場的政客

爭權奪利和陰謀百出，以及思想市場的良莠不齊和學說紛紜，很多中國人將這些

現象視為多元主義的流弊而非本質。由此，中國思想家考量中國現代化問題難免

面臨一個難題：一方面，三種多元主義或三個市場和中國道德理想格格不入；另

一方面，歷史證明在經濟現代化和政治現代化過程中，三種多元主義又不可或

缺。馬克思主義則提供了一種消除了三個市場的現代化模式。許多中國知識分子

欣賞馬克思主義的原因之一，即因為他們需要尋求一種沒有三個市場的完美的現

代化方法。49墨氏所揭示的自由主義現代化模式與馬克思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模式

的對立，構成了二十世紀中國意識形態衝突的主線，且一直到了世紀末的尾聲，

即自由主義與新左派的論戰仍擾嚷不休。 

 

    這場自由主義與新左派的論戰，概括地說，是在三個層面下展開的： 

 

    第一，在對現代性的理解上。現代化是晚清以降中國跨世紀的歷史主題，也

是當代中國自由主義與新左派之爭的焦點問題。新左派的現代性批判和自由主義

的現代化籲求，象徵著啟蒙的分裂，以及轉型中國知識界關於現代中國的不同想

像。而自中國在 1980 年代逐漸邁出市場開放的腳步以來，現代性也從一個歷史

目的論的普世化價值，變為眾說紛紜的多種現代性。在不同的現代性元話語視野

之中，本來具有自明的現代性基本價值，比如自由、民主、市場、平等、公正等

等，如今也具有了不同的、甚至是相互衝突的內涵。這些學理上的爭論又不僅僅

具有學院的性質，在這些學理選擇背後，又與中國改革的具體目標、方案和途徑

緊密相關，具有直接的實踐品格。中國的改革目標究竟是一個個人權利優先的古

典自由主義社會，還是一個優先考慮各社會階層平等的激進民主的社會，或者是

自由與公正兼顧的社會民主主義社會。可以說，1990 年代的中國思想界，已經在

現代性目標上，設下了多向的路標。50 

 

                                                 
49 墨子刻（Thomas Metzger），〈二十世紀中國知識分子的自覺問題〉，載於余英時等著，《中國歷

史轉型時期的知識分子》（台北：聯經，1992），頁 83-138。 
50 高力克，〈轉型中的現代性之爭〉，頁 2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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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在社會經濟領域。自由主義和新左派都承認，1990 年代以來改革和經

濟發展過程中出現了嚴重的社會不平等和腐敗，但在腐敗的成因和解決途徑上，

兩派意見針鋒相對。自由主義者認為，這些問題是經濟起飛過程中難以避免的階

段性陣痛，其癥結在於權力遠遠沒有退出市場，是「看得見的腳」干擾了「看不

見的手」，唯一解決途徑是全面徹底的市場化，切實落實私人的財產權，將權力

完全逐出市場，以實現自由主義的機會平等和程序正義；51新左派則強烈批評在

中國的經濟改革和社會資源再分配中，少數權貴成為最大的得益者，而廣大平民

成為被剝奪的犧牲品，他們認為這一分配極其不公的國有資產掠奪過程，正是打

著「自由經濟」、「私有產權」的旗號進行的。也就是說，市場經濟理論實際上只

不過是替少數權貴瓜分和掠奪國有財產提供合法性的藉口而已。新左派進而指

出，所謂「自發調節的市場經濟」在西方歷史中也是一個虛幻的神話，資本主義

的本性就是要操控和壟斷市場。市場中所謂的機會平等遮蔽了實質的不平等，要

實現社會的公正，則唯有落實社會經濟的民主，讓底層民眾能夠參與經濟生活的

決策和管理，並在資源分配上向弱勢群體傾斜。52 

 

    最後，在政治領域。自由主義者堅信，中國目前所有問題，包括腐敗和市場

問題的癥結所在，是因為政治上缺乏民主憲政和現代法治，特別是缺乏公民的基

本自由權利。他們呼籲要在政治改革上著手，全面落實和保障個人的消極自由，

特別是財產權。53新左派雖然不反對政治改革，但他們不滿意自由主義者所強調

的消極自由和間接民主，並追問是誰之自由？何種民主？他們批評道，這些表面

平等的消極自由只是少數權貴能夠享受的自由，而與廣大民眾無涉，他們要求進

一步落實能夠保障一般平民廣泛參與公共生活的積極自由54和直接民主，並通過

                                                 
51 汪丁丁，〈自由：一段腳踏實地的述說〉，載於李世濤主編，《知識分子立場－自由主義之爭與

中國思想界的分化》，頁 362-368；劉軍寧，〈風能進，雨能進，國王不能進－政治理論視野中的

財產權與人類文明〉，載於劉軍寧著，《共和.民主.憲政－自由主義思想研究》（上海：三聯書店，

1998）。2009 年 6 月 17 日，取自：http://www.tecn.cn/data/detail.php?id=6774；秦暉，〈公正論〉，

載於秦暉著，《天平集》（北京：新華出版社，1997），頁 1-13。 
52 崔之元，〈鞍鋼憲法與後福特主義〉、〈經濟民主的兩層含義〉，載於崔之元著，《第二次思想解

放與制度創新》，頁 143-156、頁 365-374；汪暉，〈是經濟史，還是政治經濟學？－《反市場的

資 本 主 義 》 導 言 〉，《 天 涯 》（ 海 口 ）， 2000 年 第 5 期 。 2009 年 6 月 17 日 ， 取 自 ：

http://www.zwwhgx.com/article/list.asp?classid=23。 
53 許紀霖，〈兩種自由和民主－對「自由主義」與「新左派」論戰的反思〉。2009 年 6 月 12 日，

取自：http://www.pkumpa.cn/Article_Show.asp?ArticleID=9。 
54 所謂的「消極自由」與「積極自由」，最早要回溯到貢斯當（Benjamin Constant）在 1819 年的

著名論述〈古代人的自由與現代人的自由之比較〉，即「古代自由」（政治參與的自由）與「現代

自由」（私人生活的自由）。柏林（Isaiah Berlin）則承襲貢思當的古今自由差異理論，進一步劃

分「兩種自由」（象徵個人主權的「消極自由」VS 象徵全民主權的「積極自由」），前者即所謂私

人領域中不被侵犯的個人權利，這一權利的建制化，與市民社會的發展有關；後者即在公共領域

參與和影響公共事務的政治權利。當一個人不僅在私人領域享受不受強制的個人行動的自律，而

且在公共領域也擁有自律，成為法律的創制者的時候，他才是一個完全自由的人。自 1990 年代

以來，隨著中國知識界對盧梭以及法國大革命的批判思潮的出現，這種對「兩種自由」的劃分也

進入了中國自由主義的視野，並從這裡找到了反思文化大革命的靈感。也是在這樣的反思中，他

們確立了對自由的重新理解，這一「自由」是典型的哈耶克式的，也就是從不受外來強制的消極

意義上來界定自由，積極自由則因為有可能導致文革式的大眾暴力，而被賦予否定性的涵義。「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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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強有力的干預，保障廣大平民享受普遍的生存權和福利權，真正落實自由與

民主的基本條件。55 

 

    值得注意的是，自由主義與新左派這兩種思潮在當下的威權體制下，由於各

自所強調的價值分別與官方意識形態的某些部分一致或重合，在某種程度上均具

有長期合法存在的條件。例如，自由主義強調中國要繼續改革開放，要進一步發

展市場經濟，積極參與國際競爭並迎接經濟全球化的歷史潮流，強調法制與國際

接軌等等，在這些方面與政府的說法是完全一致的；新左派自發地對社會主義價

值與公平價值的重視與肯定，對共產黨革命的歷史貢獻的強調，對社會主義理想

的追求，對毛澤東形象的正面評價，無疑起到加強共產黨意識形態符號的政治作

用，而這是中共所樂見的。由此觀之，當相互間都在爭取有利於自身的理論及思

想資源時，無論是自由主義者還是新左派都不否定顧準，可以說他們都在競奪「顧

準」這個符號，而這是因為，自由主義者以政治改革與建立法治社會為其訴求，

當顧準在文革時期一個人堅持探索、信仰多元主義、呼喚現代民主制度，或許就

如某些學者所認為那樣，這正是自由主義理念的最好呈現！因而他也就應該是

1950－1970 年代中國自由主義者的代表人物；56另外，新左派則是以經濟平等為

訴求，強調的是公平與正義的價值，這又與顧準強調「捨己為群」、推崇「集體

英雄主義」的理念不謀而合。57如此一來，儘管新左派無法奉顧準為其正朔，但

卻也能理直氣壯地否定將顧準定位為一名自由主義思想家的論點。 

 

    綜上所述，顧準及其思想之所以成為自由主義與新左派的爭論焦點，來自於

他對於中國現代化問題、中國資本主義問題、中國民主問題、哲學問題的探索與

反思，而當其思想化為鉛字並在其身後付梓問世時，正逢 1990 年代中國思想界

產生對中國現實的不同認識與定位，導致各派對顧準思想的不同取捨以及批判話

                                                                                                                                            
積極的態度來爭取消極自由，以消極的態度來對待積極自由」，遂成為自由主義者在處理自由問

題的現實立場。然而，自由主義者對消極自由的情有獨鍾，引起了新左派的不滿，他們批評這種

閹割政治參與的消極自由，是反民主的自由主義，一種民主的自由主義必須包含積極自由的政治

要求。參見：甘陽，〈反民主的自由主義還是民主的自由主義？〉，《二十一世紀》（香港），第 39
期，1997 年 2 月，頁 4-17；許紀霖，〈兩種自由和民主－對「自由主義」與「新左派」論戰的反

思〉。2009 年 6 月 12 日，取自：http://www.pkumpa.cn/Article_Show.asp?ArticleID=9；江宜樺，〈導

讀：貢斯當與自由主義民主〉，載於邦雅曼．貢斯當（Benjamin Constant）著，閻克文、劉滿貴

譯，《古代人的自由與現代人的自由－貢斯當政治論文選》（台北：桂冠，2004），頁 1-22。 
55 甘陽，〈自由主義：貴族的還是平民的？〉，載於李世濤主編，《知識分子立場－自由主義之爭

與中國思想界的分化》，頁 1-12；崔之元，〈盧梭新論：徹底的自由主義者必關心「公意」〉，載

於崔之元著，《第二次思想解放與制度創新》，頁 215-234；王紹光，〈權利的代價與改革的路徑

依賴〉，《戰略與管理》（北京），2000 年第 5 期，頁 112-115。 
56 李慎之，〈序二：智慧與良心的實錄〉，載於顧準著，陳敏之、丁東編，《顧準日記》（北京：

經濟日報出版社，1997），頁 10-16；朱學勤，〈1998 年自由主義學理的言說〉，《南方周末》（廣

州），1998 年 12 月 25 日；何家棟，〈20 世紀中國的「新道統」－從梁啟超到李慎之〉，《社會科

學論壇》(石家莊)，2003 年第 9 期，頁 7-15；陳奎德，〈中國自由主義在文革中的萌芽〉，載於宋

永毅編，《文化大革命》，上冊（香港：田園書屋，2007），頁 428-437。 
57 林賢治，〈兩個顧準〉，載於陳敏之、丁東編，《顧準尋思錄》（北京：作家出版社，1998），頁

251-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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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的不同建構方向，而這也充分表明顧準在當代思想學術界是一個必須面對和探

討的人物。 

 

第三節  顧準思想的再定位：兼論社會民主主義 

    整個 1990 年代，對於中國知識分子來說，是一個大分化、大改組的時代，

啟蒙陣營的破裂，使得維繫 1980 年代「態度同一性」的整體元話語崩盤，由於

知識背景和社會利益的分化，幾乎在任何問題上，1990 年代的知識分子都無法形

成共識，同時形成激烈的爭論。 

 

    1990 年代中國知識界的分化具有什麼樣的性質？按照學者許紀霖的說法：這

是現代性自身的緊張和衝突的結果。現代性本身就是一個悖論，若粗略地回顧一

下歐洲的啟蒙思潮，就會發現：啟蒙思想從來就不是一個純粹的、單一的思想體

系。在近代歐洲的英國，從亞當．斯密（Adam Smith）到洛克（John Locke）代

表了啟蒙思想的經驗主義傳統，在法國情況則比較複雜，伏爾泰（Voltaire）代表

了英國式的經驗主義思想，笛卡兒（Rene Descartes）代表了啟蒙思想的理性主義

傳統，盧梭（Jean-Jacques Rousseau）則是一種崇尚自然的非理性主義傳統。可以

說，即使在歐洲啟蒙思想的內部，各種啟蒙思想也是異常豐富和複雜的，甚至存

在著內在的緊張和衝突。二十世紀西方思想中科學主義與人文主義、理性主義與

浪漫主義、現代與後現代的各種衝突，其根源都可以追溯到近代歐洲的啟蒙思

想。58 

 

    回到中國知識界自由主義與新左派之間對顧準思想定位的爭論來看，1990

年代的各種論爭最初都是啟蒙思想的內部分歧，其核心都是圍繞著中國現代性的

根本問題，由於啟蒙思想內部具有內在衝突的性質和不同的思想傳統，從 1980

年代的「態度的同一性」，到 1990 年代開始對現代性發生相互衝突的理解、反思、

超越乃至批判，其中又以自由主義與新左派之間的論爭最為引人注目，這場關乎 

中國未來的政治、經濟、文化、思想發展方向的爭論，吸引了廣泛的注意力，被

反覆地評論、報導、談論。而《顧準文集》於 1994 年 9 月的出版並且在中國知

識界引起熱烈的迴響，也因其以對中國現代性問題為思想關懷，從而進入自由主

義與新左派的論爭視域。 

 

    自從顧準在 1990 年代中期成為中國知識界滿城爭說的歷史研究對象，無論

作為一個精神事件還是思想史事件，從它產生起就充滿了爭論和分歧，而圍繞顧

準爭論並不限於其「精神」問題與「思想學術」問題，59關於顧準「思想定位」

問題也展開了激烈爭論。對顧準的「定位」問題－具體的說，顧準是一個什麼樣

                                                 
58 許紀霖，〈啟蒙的自我瓦解〉，頁 4-16。 
59 有關對顧準精神或學術性質的種種爭論，參見本文第壹章第三節，頁 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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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想家的問題。而這一問題首先是由李慎之所提出來的，他認為顧準是一個自

由主義的思想家。 

 

    李慎之在 1997 年為《顧準日記》作序的文章中首次點明： 

正如許多同志所指出的，顧準實際上是一個上下求索、雖九死而無悔的理

想主義者。因此說他放棄的是專制主義，追求的是自由主義，毋寧更切合

他思想實際。……在已經到世紀末的今天，反觀世紀初從辛亥革命特別是

五四運動以來中國志士仁人真正追求的主流思想，始終是自由主義，雖然

它在一定時期內為激進主義所掩蓋。中國的近代史，其實是一部自由主義

的理想屢遭挫折的歷史。然而九曲黃河終歸大海，顧準的覺悟已經預示了

這一點。60 

    對此，朱學勤也給予了有力的呼應：「顧準臨終前達到的思想境界，再也不

是一般意義上的民主啟蒙派，而是一個『出走的娜拉』，……他的精神指標最終

定位於自由主義，這已經是一個公開的秘密。」61何家棟更進一步的在歷史－當

代的時間序列下，梳理出了「梁啟超─胡適─顧準－李慎之」的中國自由主義的

「道統」譜系。62袁偉時也稱顧準為那個時代「冰雪世界中屹立的」自由主義的

「孤峰」。63 

 

    儘管在當時沒有人對此進行專門論述，但對於把顧準定位為自由主義者的言

說，異議仍是相當的大。例如有人就把顧準看作是一個堅定的共產黨員，並說顧

準才是「一代馬克思主義者的驕傲」。
64林賢治也是不把顧準作為一個自由主義者

來看待，他在〈兩個顧準〉的文章中曾指出，在顧準的有關論述中，「有一個突

出的現象就是，很少涉及個人權利和自由問題，」而且，顧準主張「捨己為群」、

                                                 
60 李慎之，〈序二：智慧與良心的實錄〉，載於顧準著，陳敏之、丁東編，《顧準日記》，頁 10-16。 
61 朱學勤，〈1998 年自由主義學理的言說〉，《南方周末》（廣州），1998 年 12 月 25 日。 
62 何家棟，〈20 世紀中國的「新道統」－從梁啟超到李慎之〉，頁 7-15。 
63 袁偉時，〈從陳獨秀到顧準和李慎之〉，《二十一世紀》網路版（香港），總第 16 期，2003 年 7
月。 
64 錢競，〈爭論使人想起了顧準〉、林賢治，〈顧準無「謎」，惟人自造〉，載於陳敏之、丁東編，

《顧準尋思錄》，頁 79-83、頁 274-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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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崇「集體英雄主義」。65眾所周知，自由主義的核心就是對人價值和尊嚴的肯定，

對個人權利和利益的尊重與保護。66既然如此，顧準又怎麼可能是一個自由主義

者呢？對於何家棟提出的自由主義的道統問題，許紀霖則為文提出疑問：「自由

主義是否有道統，這本身就是一個問題。……死去的人物，最悲哀的命運，莫過

於被某種意識形態譜系臉譜化或符號化。」67反對把顧準定位為自由主義的最強

烈的聲音則是來自曠為榮和曠新年，他們用極為情緒性的字眼批判： 

上個世紀九十年代「自由主義浮出水面」以後，一堆「自由主義大師」，

以庸俗的自由主義時尚作為顧準的解人，甚至自居為顧準的正宗嫡傳；然

而，實際上他們卻不過盜用了顧準的名字，然後明目張膽地塞進他們自己

的「思想垃圾」。他們把顧準思想中的某些錯誤發展到極端荒謬的地步，

由此完全走到了顧準思想的反面。68 

    由該文文中的語氣來看，似乎是超出了學術討論用語，而對於對方的意見，

他們也多少給人的感覺是在謾罵，但其意思卻是非常明確的：顧準不是一個自由

主義者。 

 

    把顧準定位為自由主義主要是當代自由主義者所主張的。但如前所述，從現

有的顧準的文字材料中看，顧準對個人權利、自由等自由主義所包含的核心價值

很少提及，更何況顧準對私有財產制是持不贊同的態度。69如果只因要樹立自由

主義的「道統」譜系擅而將他列為自由主義者顯然是不妥的。更何況，自由主義

內部包含了不同的流派，其間有相當的差異性，即便顧準是自由主義者，那麼，

他又是怎樣的自由主義者呢？是蘇格蘭學派的古典自由主義還是邊沁（Jeremy 

Benthem）的功利自由主義，或是美國杜威式的民主－自由主義，亦或是英國費

邊社式的社會－自由主義？顯然，無法簡約的定位顧準。 

 

    進一步言，若對顧準反思、理論探索的內容進行分析，將會發現：自由主義

最基本立場－個人的價值之類的話語在顧準的文字中是很少出現的，「群體」才

                                                 
65 林賢治，〈兩個顧準〉，載於陳敏之、丁東編，《顧準尋思錄》，頁 251-255。 
66 徐友漁，〈重提自由主義〉，《二十一世紀》（香港），第 42 期，1997 年 8 月，頁 19-26。 
67 許紀霖，〈最後的士大夫，最後的豪杰－紀念李慎之先生逝世一周年〉，《二十一世紀》（香港），

第 82 期，2004 年 4 月，頁 4-13。 
68 曠為榮、曠新年，〈把顧準還給顧準〉，《讀書》(北京)，2003 年第 4 期，頁 102-106。 
69 顧準，〈科學與民主〉，載於顧準，《顧準文集》（北京：中國市場出版社，2006），頁 233-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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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顧準探索問題的對象。也就是說，顧準的反思與探索總是以「群體」為其終極

的思想關懷，而民族、國家以及相應的社會制度等才是他關注的中心議題。「娜

拉出走後怎樣」命題中的「娜拉」是群體的、複數的「娜拉」，而絕不是個體的

「娜拉」。他探索的命題是群體如何才可能解放，並非個人的價值如何才能實現。

依此而論，把顧準視為自由主義代表人物就有待商榷。再者，對於 1950－1970

年代顧準的思想狀態及定位，若用自由主義的框架來套他，本身可能就是一個問

題。畢竟在當時的中國，理論思想已被劃歸為兩個對立的思想板塊：社會主義與

資本主義。自由主義在中國作為政治運動實踐，在 1949 年已告失敗；作為理論，

它已被視為資本主義理論體系而被排除在主流之外。70對從 1950 年代中期開始思

想理論學習、反思與研究的顧準，雖然突破了一元主義，突破兩極對立的理論範

疇的宰制，但是，並不意味著他就此走向了自由主義。在顧準思想中，其理論資

源固然有西方自由主義理論的元素，但不容抹殺的是，馬克思主義同樣是重要資

源。準此，若考量到顧準思想的演進路徑，撰者以為，將顧準定位為一個社會民

主主義者應更能符合事實，茲說明如下。 

 

    被譽為現代中國自由主義代表人物的殷海光曾經說過：「中國的自由主義者

先天不足，後天失調。」探究其意，「先天不足」乃指自由主義並非中國土生土

長的思想，而是美雨歐風吹進來的。71然而，即使是舶來品，五四時期中國知識

分子所進口的自由主義也多是「修正」型的，面對自由主義的「原典」如洛克（John 

Locke）、休謨（David Hume）、斯密（Adam Smith）等人的思想知之甚淺，對私有

財產制度的合理性、個人自由的至上意義以及「看不見的手」的作用自然也體會

不深。中國自由主義者的這種「先天不足」，使得中國的自由主義出生伊始就缺

乏純正的性質，而只是雜交的產物。72 

 

    中國的自由主義思潮只要是從英美來的，一般被籠統地概括稱為英美的自由

主義。但實際上，從美國進口的自由主義和從英國進口的有很大的不同。來自美

國的主要是杜威（John Dowey）的民主－自由主義。杜威的理論經過學生胡適的

宣傳和發揮，其帶給中國自由主義的精神影響計有三項：一是實驗主義的科學方

法論；二是漸進的、點滴的社會改造策略；三是將民主的涵義大大地泛化，推廣

到所有的領域。
73不過，在現代中國自由主義的舶來品中，最有影響的還不是美

式的，而是英制的；不是大名鼎鼎的杜威，而是兩次世界大戰之間英國著名的費

邊主義思想家、費邊社重要成員、後來成為英國工黨主要的理論家－拉斯基

                                                 
70 相關的研究論述，參見：許紀霖，〈中國自由主義知識分子的參政 1945-1949〉，《二十一世紀》，

第 6 期，1991 年 8 月，頁 37-46。 
71 殷海光，《中國文化的展望》，上冊（台北：桂冠，1990），頁 319。 
72 許紀霖，〈社會民主主義的歷史遺產－現代中國自由主義的回顧〉，《開放時代》（廣州），1998
年第 4 期，頁 13-20。 
73 許紀霖，〈現代中國的自由主義傳統〉，《二十一世紀》（香港），第 42 期，1997 年 8 月，頁 2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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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old Laski）。儘管拉斯基從未來過中國，但他在中國的信徒甚眾，而且都是

自由主義陣營中的中堅人物，最主要的代表是「二張」：張君勱和張東蓀，以後

還有羅隆基、儲安平、潘光旦、蕭乾、王造時等一大批自由知識分子。他們心目

中的聖人是英國兩個有社會主義傾向的自由主義思想家：羅素（Bertrand Russell）

和拉斯基。尤其是拉斯基，在中國成為社會民主主義的思想靈魂。上述的眾知識

分子們遂將拉斯基的政治思想於中國廣泛傳播，其影響之大，幾乎成為現代中國

自由主義之流。
74關於拉斯基的自由主義政治思想內蘊，許紀霖解釋： 

拉斯基的費邊主義，是一種修正的自由主義理論，他在保留自由主義基本

原則的同時，力圖將它與社會主義的平等公正原則調和起來，從而在自由

主義的框架內部發展出一變種，即社會民主主義的思想體系。這種試圖調

和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的新理論，對中國自由主義者來說，幾乎是一個盼

望已久的福音。因為當資本主義在中國開始起步的時候，資本主義原始積

累時期所暴露的種種問題在西方已經遭到了各種各樣社會主義的嚴厲批

判，已經部分地（至少在倫理層面）失去了其合法性。……中國的自由主

義者，一方面是清醒地意識到資本主義發展的不可避免，另一方面又不可

抑制地對社會主義懷有偏好……拉斯基的費邊主義巧妙地調和了資本主

義與社會主義，使之形成一個整體性的社會改造方案，它的出現，自然令

                                                 
74 羅隆基和王造時 1920 年代原來都在美國研學政治學，因傾心費邊主義後來都去英國從學於拉

斯基。之後儲安平 1930 年代去英國留學，也拜拉斯基為師。他們三位都是拉斯基的入室弟子。

至於張君勱雖然留學的是德國，未曾與拉斯基謀面，但他自己說過，他的哲學思想是德國的，政

治思想是英國的，其中最推崇的就是拉斯基，曾經翻譯其名著《政治典範》（The Grammar of 
Politics），並在譯序中推斷拉斯基是繼洛克、邊沁、彌爾（John Stuart Mill）之後英國政治思想的

「正統」。參見：許紀霖，〈現代中國的社會民主主義思潮〉、張汝倫，〈中國現代思想史上的張君

勱〉，載於許紀霖編，《二十世紀中國思想史論》，下冊（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06），頁 27-59、

頁 124-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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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們歡欣鼓舞，也難怪社會民主主義會成為現代中國自由

主義的主潮了。75 

    中國的社會民主主義者之所以傾向社會主義，與他們對自由的理解有密切的

關係。毫無疑問地，在他們的理論體系中，個人的自由具有最重要的位置，是眾

價值中最優先的價值。假如沒有這一點，他們也不會被認為是屬於廣義上的自由

主義。那麼，關於這種費邊社的自由主義思潮究竟具有什麼樣的內涵？留英回來

的蕭乾曾經為它作過一個恰當的解釋： 

自由主義者對外並不擁護十九世紀以富欺貧的自由貿易，對外也不支持作

為資本主義精髓的自由企業。在政治在文化上自由主義者尊重個人，因而

也可說帶了頗濃的個人主義色彩，在經濟上，見於貧富懸殊的必然惡果，

自由主義者贊成合理的統制，因而社會主義的色彩也不淡。自由主義不過

是個通用的代名詞，它可以換成進步主義，可以換為民主社會主義。76 

    另外，若用張君勱的話說，在政治領域是一種「修正的民主政治」，以多黨

合作替代多黨競爭；在經濟領域則是一種「國家社會主義」，即私人經濟與國家

經濟、自由經濟與計畫經濟的混合體。而這種在自由主義架構內部的「國家社會

主義」，在本質上無非是一種國家資本主義而已。77 

    承上所述，中國自由主義者在強調自由的同時，也十分重視正義的問題。進

一步言，如果說「個人自由」是其政治領域的中心概念的話，那麼「社會公道」

和「經濟平等」就成為其經濟領域的主要目標。為什麼社會公道是必須的？張君

勱等所依據的正是西方新自由主義者如邊沁、彌爾等的功利主義的原則，在他們

看來，世界上一切活動當以人類的幸福為前提。但十九世紀以來西方資本主義的

發展，以圖富強之故而犧牲人類，以致對內造成階級鬥爭，對外釀成國際大戰，

實不足取。中國雖然與西方資本主義發達國家不一樣，仍然還是苦於資本的不發

達，貧乏還是最大之患。然而生產的提高、效率的促進，必須以不有虧於公平和

自由為前提。關於這一點，張君勱特別強調：「必須以不喪失公平與自由之範圍

                                                 
75 許紀霖，〈現代中國的自由主義傳統〉，頁 27-35。 
76 蕭乾，〈自由主義的信念〉，《大公報》（上海），1948 年 1 月 8 日。 
77 張君勱，〈國家民主政治與國家社會主義〉，《再生》，1 卷 2 期。轉引自：許紀霖，〈現代中國

的自由主義傳統〉，頁 27-35。 



第陸章 解讀「顧準熱」 

 145

內來提高效率，促進進步。因為沒有自由，則國家並常在變態中；縱有效率得不

到真進步。沒有公平尤是一種社會的變態，我們所求實在正態中的進步，而不求

那些變態的效率。」78 

 

    在回應社會公道的問題上，中國的自由主義與激進的共產主義幾乎處於同一

起跑線上，在五四時期，當自由主義與共產主義尚未分化的時候，社會主義曾經

是他們共同的理想。到 1920 年代初，共產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分道揚鑣，雙方

雖然爆發了關於社會主義的論戰。然而，他們之間的分歧不在於中國究竟要不要

實現社會公道，而是達到這一目標的方式問題，是像俄共那樣採取激進的革命方

式，還是像英國的費邊社或德國的社會民主黨，通過溫和的立法方式加以解決？
79 

    有一種說法，將五四以後的現代中國政治思想史，概括為某種新的兩條路線

的鬥爭，是「師法英美」呢？還是「師法蘇俄」？或者換一個說法，是走資本主

義道路呢？還是走社會主義道路？這樣的說法，在方法論上有化約主義的問題，

無論是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都是兩種極其複雜的意識形態和社會組織。再

以自由主義在中國的發展為例，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在當時抓住社會公道和經濟平

等，表現出強烈的問題意識和社會良知，由於他們是那樣自覺地遠離資本主義，

追求與社會主義的結合，以致遠非「師法英美」的化約說法能夠道盡其中的複雜

內涵。故若進一步加以分疏，就會發現以胡適、傅斯年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與張

君勱、張東蓀為首的社會民主主義，儘管在思想層面上有著很多的共同預設，但

在具體的道路選擇上，存在著明顯的區別。如果說新自由主義是「師法英美」的

話，那麼，社會民主主義則力圖超越英美和蘇俄，走上不偏不倚的「第三條道路」。
80 

    由此探究顧準思想的內涵，其在思想光譜上就與社會民主主義的訴求有著高

度的重合，從三個方面來看： 

 

    第一，在政治領域，顧準的間接民主思想是其政治研究中相當重要的組成部

分，見證過文革時期「大民主」亂象的顧準，回顧近代中國的民主實踐和西方民

主發展的歷史，並援引當代民主理論，進而提出真正的民主應建立在科學基礎之

上，亦即中國的民主只能實行代議制和兩黨制的「間接民主」。以顧準對個人自

由的理解角度來看，其所理解的個人已經不再是自律性市場中純粹的原子式個

人，而是作為社會一分子的、權利與義務並重的個人，而這樣的自由可以說是一

種不容受壓制的政治權利。 

 

                                                 
78 張君勱，《國憲議》（台北：台灣商務印書館，1970），頁 109。 
79 蔡國裕，《一九二 О 年代初期中國社會主義論戰》，（台北：台灣商務印書館，1988），頁 30。 
80 許紀霖，〈現代中國的自由主義傳統〉，頁 2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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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在經濟領域，顧準主張在社會主義國家內部可以試行市場取向的經濟

體制，顛覆當時人們對於社會主義體制注定只能實行計劃經濟，而不能讓市場價

格自發波動來調節生產的認知，因此是極具突破性的理論發想。但同樣重要的

是，儘管顧準的結論是採納「市場取向」，但他並沒有全盤否定計劃經濟的價值。

在顧準的經濟理論當中，他一直試圖在理論上進行一種努力，亦即把計劃經濟與

市場經濟揉合在一起，既能追求公平，又能兼顧效率，既強調自由競爭，又做到

協調發展。顧準所說的計劃經濟，是一種改造過的計劃經濟，而不是史達林式的

絕對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在其預想中的理想計劃經濟，是「某種預見，不是個

別計劃的綜合」，因此，「它更富於彈性，更偏向於規定一些重要的經濟指標，更

減少它對於企業經濟活動的具體規定。」81準此，儘管顧準對於現代資本主義的

變化提出了正面的肯定，但就其本質而言，他始終沒有否定任一時期的資本主義

的弊端與罪惡，更不是一昧地歌頌讚美資本主義，在仍心存著對資本主義清醒的

認知下，他冷靜地針砭現代資本主義的黑暗面，從而使他不可能輕易反對社會主

義而投向資本主義的懷抱。由此觀之，顧準在某種程度上與社會民主主義者均有

著對古典資本主義的敏銳反思和對「自由與公道」強烈的問題意識。 

 

    第三，當顧準在探索群體革命和人類解放問題，面臨所謂「姓資姓社」的抉

擇，該如何更好地表述和研究現代兩種制度？顧準巧妙地使用「現代化」一詞，

從中緩解這一難題與緊張。進一步言，在對社會主義有所批判卻也有所期待下，

顧準對於社會主義的發展有一個新的設定，即社會主義也是為了實現現代性任務

的，社會主義的現代化是一個與資本主義不一樣的現代化的方式。在其思維體系

中，經濟上的市場手段和政治上的現代民主已不再是資本主義的專利。要之，顧

準的理論實踐在學理和模式上就與社會民主主義有著共同的思想關懷，其試圖調

和政治上的民主主義和經濟上的社會主義，既非一昧地「師法英美」，也不是簡

單地「師法蘇俄」，而是各取所需，即所謂「英美的政治民主」加上「蘇聯的經

濟民主」，如同張東蓀所主張：「中國必須於內政上建立一個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

中間的政治制度，在政治方面比較上多採取英美式的自由主義與民主主義；同時

在經濟方面比較上多採取蘇聯式的計劃經濟與社會主義。」82總而言之，在顧準

或是社會主義者所期望的理想世界裡面，一個儘可能照顧到社會公道的自由社會

並非是想像的海市蜃樓。 

 

    大陸學者張汝倫指出，政治民主與經濟民主，如鳥之雙翼，車之兩輪，相輔

相成，缺一不可。因此，政治民主與經濟民主必須同時進行，方能奏效。沒有經

濟民主，政治民主就失去了其根本意義；沒有政治民主，經濟民主也無法保證。

                                                 
81 顧準，〈試論社會主義制度下的商品生產和價值規律〉，載於顧準著，《顧準文集》（北京：中

國市場出版社，2006），頁 365。 
82 張東蓀，〈一個中間性的政治路線〉，載於中國第二歷史檔案館編，《中國民主社會黨》（北京：

檔案出版社，1988），頁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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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在顧準所提出的「娜拉出走後怎樣」命題之中，目的在探索革命成功之後，國

家在政治、經濟體制上應該怎樣設置才能確保社會的正常發展，而其主張則是：

在經濟上實行市場經濟體制，在政治上實行現代民主制度。顧準的思想結論看似

在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兩種實踐方式之間，選擇回歸到資本主義的道路。然而若

探究近代中國自由主義（或可稱為社會民主主義）的發展，則可以發現，無論是

顧準或社會民主主義者的思想關懷，在某種程度上皆有著包容自由與平等、在個

人主義的架構之下實現社會公正的理論追求。當然，這並不意味著顧準是一個不

折不扣的社會民主主義者，但可以肯定的是，兩者的共同點要多過彼此的分歧，

至少兩者之間有很多共同的理論預設，如個人自由、民主政治、法治秩序、社會

公道，其區別僅在於處理自由與平等的不同方式、比重、各自引用的理論資源以

及對資本主義的評價等等。 

 

 

 

 

 

 

 

 

 

 

 

 

 

 

 

 

 

 

 

 

                                                 
83 張汝倫，〈「第三條道路」〉，載於李世濤主編，《知識分子立場－自由主義之爭與中國思想界的

分化》，頁 334-3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