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第肆章 哲學基礎與思想關懷 

 53

第肆章  哲學基礎與思想關懷 

如果你不把那些支配你的思想的先決觀念翻出來見見亮光，那你遇事就會

成為其時其地正統觀念的囚犯。你所處的那個時代、那個年代的模式，就

會在你渾然無知的情況下成為禁錮你的思想的牢籠。1
 

    顧準的思想在埋沒了近二十年後終於受到知識界的普遍關注，並且帶給歷史

學、政治學與哲學領域的權威理論以沉重的衝擊，究其因在於他把當時已演變為

主流意識的、被人們做為信仰而接受的理論，還原為經驗性的客觀知識，並拿歷

史的事實來檢驗這些理論的真理性。1992 年由香港三聯書店所出版的顧準遺著－

《從理想主義到經驗主義》，該書書名便清楚說明了顧準思想變化與突破的歷

程，正是因為他走出了建立在唯理主義之上的理想主義，形成了經驗主義的世界

觀，指出當下需要的不是革命的激情，而是在總結歷史經驗的基礎上，經驗主義

地解決現實問題。顧準的經驗主義世界觀有兩個核心內容：一是多元真理觀，二

是進步的信仰。2由於憑藉著多元真理觀，顧準斷然否定了終極目的和一元主義，

認為這樣的觀念教條只會導向唯我獨尊的政治權威主義；同時，依藉著進步的信

仰，顧準才有勇氣在逆境中保持一種理想主義情懷，3獨自堅持理論探索和思考。

此外，顧準所有思想探索的目的都是在重新審視「革命」，其著力點並非「中國

要不要革命？」的問題，而是「革命後該怎麼辦？」的問題，亦即中國在社會主

義制度下應該實行何種經濟體制與政治制度？要之，顧準提出「娜拉出走以後怎

樣？」的命題，是他之所以在中共建政後仍力求探索的終極關懷與原動力。 

 

 

 

 

 

                                                 
1 麥基（Bryan Magee）著，周穗明、翁寒松、譯坊譯，《思想家：當代哲學的創造者們》﹙北京︰

三聯書店，1987﹚，頁 51。 
2 陶東風，〈挖掘專制主義的學理依據與人性根源－從顧準的《從理想主義到經驗主義》說開去〉，

《開放時代》（廣州），1996 年第 3 期，頁 42-45。 
3 由顧準的思想流變觀之，雖然他主張要放棄激情的理想主義，走向平靜的經驗主義和多元主

義，但並不代表他就此徹底否定了理想主義。他否定的是把理想主義庸俗化了的教條主義，進而

主張一種去除了烏托邦幻想的理想主義。參見：顧準，〈辯證法與神學〉，載於顧準著，《顧準文

集》（北京：中國市場出版社，2006），頁 289-307。〈辯證法與神學〉另收錄在顧準著，《顧準文

稿》（北京：中國青年出版社，2002），頁 435-456，篇名則改為〈哲學雜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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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思想變化與突破：從理想主義到經驗主義 

    1952 年三反運動的撤職與 1954 年洛陽工作的受挫，對此，顧準的心情煩亂

且心有不服，但仍然沒有使他對自己所信仰的革命理論進行深入的反思，而只是

認為「黨內沒有民主」，4對於革命事業和理念，他仍抱持著樂觀的信念和期待。

因此，當顧準在 1955 年 9 月中共中央高級黨校學習時，一開始是心存「申訴委

屈和解決問題」的想法，5即試圖解決個人與組織間的衝突問題，再來看自己未

來在實際工作中是否仍有大展鴻圖的可能。易言之，1950 年代顧準在政治道路上

的屢次落馬，並沒有因此阻斷他對革命事業的嚮往，最多只是促成他進行理論學

習、研究與反思這一志趣的轉向。 

     

    若從顧準日記所記載的關於自身思想觀念、理論知識的變化來看，在黨校的

學習時期，是顧準從事理論反思與批判的開始。由於他對反教條主義的信念，開

啟他挑戰當時位居主流的一元主義框架，進而產生對辯證法的質疑。檢視顧準的

《黨校日記》，「教條」、「教條主義」的不斷出現以及對於它們的否定態度，說明

在顧準的思想觀念當中，有著極強烈的反教條主義精神。一直到 1957 年顧準被

打成右派時，他都堅持這樣的信念，其中可以歸納成兩個特點：一是把馬克思主

義視為真理，教條主義則是非馬克思主義，是真理的對立面；二是認為教條主義

中的教條，乃非源於經驗且脫離實際的教條，其與本本主義無異。6換言之，在

顧準眼中，任何一個理論、政策、方法乃至一個人的思維方法和做事風格，如果

是教條的，那麼它就是錯誤的，是與真理相悖反的。因此，他在日記裡指出，中

國大搞工業建設，照搬蘇聯方案與計劃，凡事以蘇聯為標準，是「經濟建設上的

教條主義」；當中央黨校校長楊獻珍提倡要讀馬恩列斯毛的經典著作，說經典著

作才靠得住，顧準對這樣的比喻「聽來很不入耳」，認為一切對當前經濟的研究

都照搬欽定的理論規律，不過是「陳腐的教條理念」，「學風至於如此，與僧侶主

義何異！」7 

 

    基於反教條主義的理念，不僅使顧準擁有挑戰史達林社會主義經濟理論的勇

氣，同時也開啟他對馬克思理論中辯證法的懷疑。進入黨校學習不久，顧準心中

對於辯證法產生了懷疑：「過去幾天存在過死結，為什麼應該如此肯定矛盾，如

此肯定質量互變，如此肯定否定之否定，特別是形式邏輯，提供了不少反面的論

據。」8由於辯證唯物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理論核心，顯然，顧準的疑慮是：如

此無條件地肯定辯證法是不是也是理論上的教條主義？但過沒幾天，顧準就消除

                                                 
4 顧準，《顧準自述》（北京：中國青年出版社，2002），頁 315。 
5 顧準，《顧準自述》，頁 225。 
6 顧準，《顧準日記》（北京：中國青年出版社，2002），頁 6-98。 
7 顧準，《顧準日記》，頁 28-29、45-46。 
8 顧準，《顧準日記》，頁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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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疑慮，他說：「解決的方法是矛盾論……辯證法本來是否定教條的，辯證

唯物主義絕對肯定的東西只是根本問題與反映論觀點，只是認識的相對性及其無

限發展的可能，一切獨斷主義是別人加上去的東西，不能由他們來負責。」幾天

以後，顧準又「再一次確認，馬列主義不是教條。正因馬列的辯證法理論不僅不

阻擋新東西的產生，而且肯定新東西吸收了舊東西的一切積極因素。」如此一來，

馬列主義就成了「徹底的歷史的科學的真理論，才能在具體的個別的方法的結論

中反對教條主義，也只有如此不允許教條主義有滋長之所。」因此，當顧準得出

此一結論時，他在日記中寫下自己的心情：「發生了入學以來從未有過的興奮情

緒。」 

     

    分析顧準的哲學觀由理想主義轉變為經驗主義的發展歷程，1955 到 1956 年

在黨校學習的這一年可以說是思想轉變的萌發期。誠然，唯物辯證法是馬克思理

論核心要旨，顧準的理論反思一開始便直指核心，但因其反思所依仗的僅僅是反

教條主義理念，在仍舊把馬克思理論視為唯一真理的前提下，這樣的反思自然無

法形成理論上的力量。 

 

    迫使顧準繼續進行理論反思是 1957 年在反右運動中被劃為右派以後，這次

顧準反思馬克思理論所依恃的，不再純粹只是如何看待理論的態度－反教條主

義，而是用歷史事實這一放大鏡來檢視、證偽馬克思理論的真理性。從 1957 年 8

月到 1958 年 5 月這段期間，顧準除了必須應付針對他右派錯誤的批判會之外，

大多時間都是閉門讀書，除了讀馬恩列斯的著作，還讀了一批西方歷史的書籍。
9且早在黨校學習時，顧準就已開始大量閱讀歷史書籍，並認為：「讀歷史不是無

用的，嚴格的歷史眼光，會大大提高客觀冷靜的成分。」10值得一提的是，顧準

在黨校的 1956 年 3 月 22 日的日記裡，就曾注意並記錄下一個有趣的歷史現象，

他說：「除了德捷兩國而外，社會主義世界其他各國都是落後國家，其中自國革

命運動獲得勝利的中蘇兩國，都是民主革命緊跟著社會主義革命，也就是說勝利

以前沒有一個資本主義化的時期。反過來，一切資本主義獲得了勝利的國家，還

沒有一個自力獲得了勝利的。」11由此觀之，顧準針對這一現象的發現應是：歷

                                                 
9 顧準，《顧準自述》，頁 250。 
10 顧準，《顧準日記》，頁 44-45。 
11 顧準，《顧準日記》，頁 61。顧準這段話的意思是指，若按照 1930 年代蘇聯史學家根據他們所

誤解了的馬克思思想而構造的五階段社會發展公式：「原始共產主義→奴隸制→封建制→資本主

義制→社會（共產）主義制」，其中表明社會主義社會將在資本主義社會發展成熟之後接續到來，

那麼，社會主義國家因已歷經過資本主義階段，照理都應該具備一定的經濟發展程度。然而，顧

準在此指出三個矛盾的現象，上述歷史公式明顯無法給予合理的解釋。首先，在當時的社會主義

陣營當中，除東德與捷克外，其他國家多是經濟程度落後的國家；再者，對憑一己之力推翻原先

政府、創立共產政權的蘇聯和中國而言，這兩國在沒有完備的資本主義發展條件之前，即逕行跳

過資本主義階段來到社會主義階段；最後，在當今的資本主義陣營內，迄今仍沒有爆發社會主義

革命甚至革命成功而推翻原先政權的國家。此外，何新亦針對上述現象提出兩點批判，第一，自

中共建政以來的中國史學界試圖盡可能地削足適履、扭曲、刪改、修正中國歷史，以便把它塞進

上述歷史公式的框架內。第二就是在「歷史規律」的名義下，將這個公式神化成不允許懷疑和批



顧準－一個中共黨內知識分子的思想歷程 

 56

史進程並不是按照馬克思、恩格斯所說的規律－歷史階段論發展過來的，而英國

等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也沒有按照其預想的模式過渡到社會主義。不過，當時的顧

準並沒有繼續深究下去，而只認為「一切這些問題，應當花費極多的勞動來解決

它。」12 

 

    然而，當時序來到 1957 年，就在顧準閉門讀書的這段期間，他又重新省思

過去曾察覺但未深究的這個問題。這次，他的提問方式是：馬克思的預言為何沒

有在英國等發達國家中成為歷史？如果按馬克思的社會發展論，社會主義應該最

早在英國等發達資本國家中實現的，但顯然馬克思的設想失效了。他說道：「馬

克思的預言第一個失敗是在英國，第二個失敗是在德國……歷史違反了馬克思的

預言。」基於馬克思的社會歷史發展階段源於歷史唯物論，且其又緣自唯物辯證

法的邏輯演繹，如今以歷史事實為明證，顧準遂得出這樣一個結論：「把馬克思

的辯證法作為一個普遍命題是不對的。」此時，他的思想出現重大的轉折，內心

更面臨兩難掙扎：「理論問題並未獲得解決，到底是非跟馬克思主義的基調分手？

還是仍舊可以服從這個基調？敬重馬克思、恩格斯是沒有問題的，他們是近代思

想界和科學界的偉人，一點也不能懷疑。問題是他們的預言與實際距離太遠了，

雖然他們的理論給人們以巨大的勇氣。」13顯然，透過歷史事實的證偽，顧準在

世界觀上已經突破過去把馬克思理論奉為一元的絕對真理的思想狀態。 

     

    從顧準在中央黨校學習期間，顧準即開始對支撐其革命理想的理論產生懷

疑，雖然他很快地又重新認定，將馬克思主義理論視為真理。而在 1957 年被劃

為右派之後，顧準因個人政治上的失敗遭遇又再度反思：所處的組織與社會是否

有問題？支撐組織與社會的理論本身是否有問題？儘管，此時顧準在思想上的突

破仍停留在基於歷史事實所做的判斷，但因歷史事實屬於經驗範疇，自然也為顧

準之後走向經驗主義起了銜接作用，透過歷史來決定理論的真偽，從而否定了原

先所信仰理論的真理性，至此，象徵顧準已然告別理想主義，並且在其思想歷程

中探索、理解經驗主義的核心理念。 

 

    顧準對於哲理邏輯的梳理是在 1959 年以後繼續進行著的。從顧準的日記觀

察其思想活動，自 1959 年 3 月起，他陸續找了許多哲學經典著作來閱讀，其中

包括黑格爾（G. W. F. Hegel）的《小邏輯》、羅素（Bertrand A. Russell）的《哲學

中的科學方法》、汪奠基的《現代邏輯》、康福斯（Maurice Cornforth）的《科學與

                                                                                                                                            
評的神聖教條。何新遂讚揚顧準的遺著《希臘城邦制度》，是試圖超越和突破過去這種歷史公式

主義的著作。參見：何新，〈古代社會史的重新認識－從近年出版的兩部史書看當代中國史學理

論的危機〉，《讀書》（北京），1986 年第 11 期，頁 40-51。 
12 顧準，《顧準日記》，頁 62。 
13 顧準，《顧準日記》，頁 100-10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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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心主義的對立》、杜威（John Dewey）的《哲學的改造》和羅素（Bertrand A. Russell）

的《自由與組織》等書，並且在日記中記錄下閱讀這些著作之後的心得： 

我寧願放棄一個統一的宇宙的看法，尊重各別科學的各個方法。一個唯物

論的前提我是接受的，但這個前提必須是列寧式的不附任何圖案的………

歷史唯物主義的公式不足以解釋全部歷史，比如中國大躍進的動力它就無

法解釋。歷史唯物主義隱含著一個黑格爾歷史哲學的前提－存在一個必然

規律，這個必然規律向著共產主義的完成。我接受經濟學的分析，但拒絕

黑格爾式的圖式。黑格爾的圖式實際是未脫離宗教氣味，……所以辯證唯

物主義前門拒絕形而上學，卻從後門把形而上學的範疇一一偷運進來。14
 

    過了幾天，顧準在讀完經驗主義大師杜威與羅素的著作之後，又寫下這樣的

充滿激昂語調的文字： 

我是不能從黑格爾那裡找到哲學的解答的，我看到那個絕對就頭痛。我信

任人類的不斷進步，我注目現世，不信有什麼地上天國。對於未來的瞻望，

必肇始目前。沒有未來會出現的東西，而目前沒有萌芽的。因此我注意經

驗的歸納，不信從經驗方面無根據的對未來的預言。……絕對主義－專制

主義，原是與辨證唯物主義有血緣關係的東西，這是不可以忍受的東西。
15 

    從上面兩段文字，顧準透過閱讀大量的經典哲學著作，對馬克思、恩格斯、

列寧以及他們前代、同代、後代的哲學家、思想家的種種學說進行精細縝密的研

究和比較後，對辯證唯物主義既提出了哲學的質問、也提出了科學的質問。首先，

由於馬克思理論在知識論上，屬於與經驗主義相對立的理性主義，而在認識方法

                                                 
14 顧準，《顧準日記》，頁 118-119。 
15 顧準，《顧準日記》，頁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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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理性主義認可的是自明原則和演繹法，經驗主義強調的是經驗原則與歸納法 

。顧準在梳理過自身對於哲理的認知後，更進一步地否定了與辯證法共生共存的

理性主義，並且認為辯證法是革命的但不是科學的。16再者，既然顧準引用歷史

事實去否定馬克思理論中的辯證法及其真理性時，就也代表他已認同經驗主義的

主張。正如他所讀過杜威的《哲學的改造》一書，杜威在書中提出，人與動物的

不同就是因為人能保存經驗，並指出經驗的方法－歸納法是促進現代科學發展的

科學方法，經驗主義者往往是反教條主義者、強制權威的反抗者、積極的改革論

者，經驗是解放的力量，它能「令我們拋棄過去的執著，示我們以新的事實和真

理……而與經驗相反的理性則是保守的、奴視的。」17因此，對於杜威這樣的觀

點，顧準在日記中寫下：「讀杜威哲學的改造，極有意思。……明快清晰，極愜

我意。」18 

 

    告別理想主義之後，顧準很快地接受了經驗主義。儘管之後顧準因大躍進與

文化大革命爆發等環境因素，無暇通過文字來表達他在思想上的起伏轉折。但當

時序來到 1970 年代初期，顧準藉由與胞弟陳敏之的來往通信，清楚地説明他的

世界觀是如何由理想主義走上經驗主義之路。 

     

顧準延續過去的思路，依舊由馬克思理論的核心－辯證法為切入點進行探

討。他引據狄慈根（Joseph Dietzgen）的《辯證法的邏輯》書中觀點指出，狄慈

根把辯證法看作「革命的無產階級的神學」，然而後來的馬克思、恩格斯和列寧

等人卻都沒有反對這樣的論點，顧準說：「狄慈根公開把辯證法等同於神學，但

是未受『斥責』。這究竟是怎麼回事？…狄慈根不加掩飾地將辯證法神化，等於

是公開地襲用黑格爾的『邏輯泛神論』。」19而在梳理曾被馬克思批判的黑格爾的

邏輯泛神論，顧準則是這樣理解的：  

按我的理解，黑格爾的邏輯學=辯證法=世界模式論。1.黑格爾的邏輯學，

不僅僅是研究思維規律的科學，而是整個世界－物質世界和精神世界的總

和－的秩序和規律的「科學」。這個世界的秩序和規律的特點是辯證的，

所以黑格爾的邏輯是辯證的。2.這個世界的秩序和規律的特點是什麼

呢？……有兩個主義：（一）真理不可分主義。這就是說，你研究局部事

                                                 
16 靳樹鵬，〈談陳獨秀與顧準〉，《二十一世紀》(香港)，第 42 期，1997 年 8 月，頁 146-150。 
17 杜威（John Dowey）著，許崇清譯，《哲學的改造》（北京：商務印書館，1989），〈第四章：

關於經驗和理性的已變的因素〉，頁 49-50。 
18 顧準，《顧準日記》，頁 119-120。 
19 顧準，〈辯證法與神學〉，載於顧準著，《顧準文集》，頁 289-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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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真理。因為它是整體世界的一部分，所以孤立研究是發現不了它的真

理的。…(二)事物真理性的一元主義，而不是多元主義。這也就是說，真

理只有一個，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那是不行的。20 

    顧準對黑格爾觀點的理解與判斷，實則牽涉到西方哲學思想史上的辯論。顧

準指出，黑格爾的邏輯學是一種世界模式論，而這個模式的基礎是取自神學的兩

條主義，一是真理不可分，二是真理是一元的。而能夠認識此一宇宙真理的是能

思維的人，是客觀世界的主人，是神，故辯證法就是世俗神學，其中蘊含著真善

一元的理念。然而，康德以其二元論在其中劃下一道鴻溝，以人的理性不可能認

識先驗的本質為出發點，區別了知識和信仰、事實與價值、真與善兩大領域，它

們的統一只有在上帝那裡才是可能的，而這是不可知的、無法驗證的。黑格爾則

不滿意康德的二元論，他主張無論是自然界，還是人類社會，不管是個人意識，

還是人類精神，都有自己的歷史階段，都是辯證法發展的過程。因此辯證法是歷

史的本質與規律，歷史是辯證法的具體應用。21進一步言，黑格爾的邏輯學是先

驗天賦的、唯理主義22的，唯理主義者本質上不得不是神學家，正如狄慈根所說，

理性的領域與神的領域之間，不可避免地是聯繫著的。23顧準認為，這就是黑格

爾所謂的邏輯泛神論。 

 

    顧準繼續指出，馬克思儘管在《神聖家族》中批評了黑格爾的泛邏輯主義，

但在這對黑格爾唯一的一次批判中，馬克思也沒有抓住三大規律和兩大主義，而

只是批評其把概念看得比具體高的唯心主義。探究其因，顧準說：「馬克思按其

本性是唯理主義的。革命的理想主義者不能不是唯理主義者。」對於意在鼓動革

命的馬克思來說，他完整的接受了來自基督教神學的黑格爾唯理主義，因為這對

革命的理想主義確實是不可少的。因而，「《神聖家族》才剛寫完，馬克思通過《經

濟學－哲學手稿》、《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和《德意志意識形態》的寫作，從否

                                                 
20 顧準，〈辯證法與神學〉，頁 291。 
21 單世聯，〈告別黑格爾－從張中曉、李澤厚、王元化到顧準〉，《黃河》（太原），1998 年第 8 期。

2009 年 2 月 4 日，取自：http://www.confuchina.com/10%20lishi/gaobie%20heigeer.htm 
22 顧準在其文章中交互使用「唯理主義」與「理性主義」，這兩個名詞在意義上是相同的。大陸

學者顧肅指出，狹義的理性主義在哲學史上常用唯理論相稱，其與經驗論相對，而認為人的知識

可靠性的來源只能是理性認識，如演繹推理，而不是感覺經驗。另外，廣義的理性主義既包括經

驗論也包括一些唯理論者，其特點是與非理性主義相對，要求認識、立論都建立在可質疑和探究、

邏輯思維、可推導或論證的基礎上，而不是訴諸無法論證的、因人而異的直覺或非理性的體驗。

若參照顧肅的解釋，則顧準在其文章中所指涉的理性主義（或唯理主義），應是指傳統的認識論

上狹義的理性主義，亦即強調一切可靠的普遍的知識和認識不可能來自感性經驗，而只能來自人

的邏輯推理，而不是盲信、神秘的體驗、啟示或直覺。參見：顧肅，《自由主義基本理念》﹙台北︰

左岸文化，2006﹚，頁 26-27。 
23 顧準，〈辯證法與神學〉，頁 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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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黑格爾又回到了黑格爾。」24 

 

    馬克思的哲學擷取了黑格爾的「合理內核」，那就是他的唯理主義。顧準認

為：「說得具體一些，是黑格爾的『真理是整體』，黑格爾的一元主義，以及『能

思維的人』，『其思維，最終說來是至上和無限的人』，是客觀世界的主人，亦即

『神性寓於人性』之中的黑格爾加以哲學化了新教精神。」進一步言，「人是世

界的主體，神性寓於人性之中，這個世界是一元地被決定的，真理是不可分的，

這對於革命的理想主義確實都是不可少的。」25在顧準看來，這樣的理性主義是

充滿宗教、烏托邦與理想主義的。 

 

    此外，馬克思的理論除了擷取黑格爾的「合理內核」，還加上了培根主義的

改造。顧準認為，馬克思哲學當中的唯物論源於英國哲學家培根，而馬克思要用

培根主義對黑格爾進行改造。因為，「黑格爾那一套，全是在思辨中進行，在思

辨中完成。馬克思根據培根主義的原則，要把這一套從思辨中拉到實踐中來進

行，在實踐中完成。」如此一來，馬克思哲學就是黑格爾和培根的「神妙的結合」，

這一結合在哲學上導致唯理主義與唯物論的結合，產生了辯證唯物主義，顧準則

稱之為「唯理主義的唯物論」。且這一結合的後果是非常巨大的，「從政治上來說，

它賦予了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革命以神聖性。從哲學上來說，到此為止的唯物論

幾乎都是經驗主義的，唯理主義則是唯心論的。」26言及於此，顧準的結論已昭

然若揭：即引導顧準從青年時代就義無反顧投入革命的理論竟是宗教神學，且這

樣的宗教性的理論是一元的、排它的。通過這一思考，顧準清理革命的思想遺產，

反省中國黑格爾主義的政治後果，實際上完成了告別黑格爾的思想歷程。 

 

    就在顧準拒絕辯證法作為絕對規律的同時，也相應地拋棄了歷史決定論。由

於黑格爾強調人的理性能夠認識並實踐至善真理，進而論證人有權對社會實施整

體性改造，使之符合並趨向歷史的終極目的。因此，當馬克思理論擷取了黑格爾

的內核後，可以發現，馬克思所設計的人類的終極目的中含有強大的烏托邦主

義，並且形成一種堅定的「歷史決定論」。27至於所謂的「歷史決定論」，按照英

國哲學家卡爾．波普（Karl R. Popper）的定義：「『歷史決定論』是探討社會科學

的一種方法，它假定歷史預測是社會科學的主要目的，並且假定可以通過發現隱

藏在歷史演變下面的『節律』或『模式』，『規律』或『傾向』來達到這個目的。」
28顯然，若按照庸俗化的馬克思主義說法，人類歷史殊途同歸，必定都會經過固

定的進化階段，並且最終指向人類未來的美好圖景。那麼，馬克思主義是相當符

                                                 
24 顧準，〈辯證法與神學〉，頁 291-292。 
25 顧準，〈辯證法與神學〉，頁 293。 
26 顧準，〈辯證法與神學〉，頁 293-294。 
27 單世聯，〈告別黑格爾－從張中曉、李澤厚、王元化到顧準〉，《黃河》（太原），1998 年第 8 期。

2009 年 2 月 4 日，取自：http://www.confuchina.com/10%20lishi/gaobie%20heigeer.htm 
28 卡爾．波普（Karl R. Popper）著，杜汝楫、邱仁宗譯，《歷史決定論的貧困》（北京：華夏出

版社，1987），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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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上述所謂「歷史決定論」的定義的。然而，對經過一番思想理論探索且拒斥邏

輯法的顧準，他認為：「所謂按人的本性、使命、可能和歷史終極目的的絕對真

理論，來自基督教。所謂按人的思維的本性、使命、可能和歷史終極目的的絕對

真理論，來自為基督教製造出來的哲學體系，黑格爾體系。」29 

 

    於是，在否定理性之上的絕對、必然和一元後，顧準在人生後期走向經驗的

相對、或然和多元。但面對原先所信仰的思想體系就此瓦解崩潰，顧準告訴陳敏

之：「我轉到這樣冷靜的分析的時候，曾經十分痛苦，曾經像托爾斯泰所寫的列

文那樣，為我的無信仰而無所憑依。……我還發現，當我愈來愈走向經驗主義的

時候，我面對的是，把理想主義庸俗化了的教條主義。我面對它所需的勇氣，說

得再少，也不亞於我年輕時候走上革命道路所需的勇氣。」30 

 

    回顧顧準思想轉變的歷程，顧準由反教條主義信念開啟他的反思之路，爾後

透過閱讀大量的西方經典哲學著作，利用歷史事實來檢視、驗證馬克思理論，最

終直指馬克思主義背後的神學幽靈，並且轉而成為經驗主義的擁護者。然而，當

顧準在總結從柏拉圖至列寧的哲學剖析，倒也提出一個很中肯的心理分析，他

說：「唯理主義者，尤其是革命家們，是革命的理想主義者，他們唯有堅持『理

想』是唯物的，有根據的，同時又是絕對正確的，他們才心有所安。他們唯有堅

持真就是善，才能理論與實踐一致地勇往直前。」青年時代的顧準正是基於這種

道德哲學的信仰才投入共產革命，只是面對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亂象，當他看到

「今天人們以烈士的名義，把革命的理想主義轉變成保守的反動的專制主義。」

他堅定地說：「我堅決走上徹底經驗主義、多元主義的立場。」31 

 

第二節  經驗主義世界觀的核心內容 

    前文主要說明顧準的思想突破和他走向經驗主義的思想歷程，如何由一個虔

誠的馬克思主義者轉變為一個充滿批判精神的本來意義上的馬克思主義者，32同

時也看到他衝破當時控制中國人思想的意識形態，走上經驗主義的立場，進而形

成自己的經驗主義世界觀。而這樣的世界觀具有兩大核心內容：一是多元真理

觀，二是進步信念。 

 

壹、多元真理觀 

                                                 
29 顧準，〈一切判斷都得自歸納，歸納所得的結論都是相對的〉，載於顧準著，《顧準文集》，頁

286。 
30 顧準，〈一切判斷都得自歸納，歸納所得的結論都是相對的〉，頁 286-287。 
31 顧準，〈辯證法與神學〉，頁 303。 
32 周鐵水，〈從虔誠的朝聖者到批判的勇士－論顧準的思想成因及轉變〉，《二十一世紀》網路版

（香港），總第 48 期，2006 年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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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顧準在文革期間與陳敏之的通信中曾多次提及自己的「多元主義」，並且視

其為一種「科學精神」，他所下的定義是：「哲學上的多元主義，就是否認絕對真

理的存在，否認有什麼事物的第一原因和宇宙、人類的什麼終極目的。……所以，

一切第一原因、終極目的的設想，都應該排除掉。而第一原因和終極目的，則恰

好是哲學上的一元主義和政治上的權威主義的根據。」33顧準進一步指出，「多元

主義」含有五種元素： 

1. 承認人對於自然、人類、社會的認識永無止境。 

2. 每一個時代的人，都在人類知識的寶庫中添加一點東西。 

3. 這些知識，沒有尊卑貴賤之分。 

4. 每一門知識的每一個進步，都是由小而大，由片面到全面的過程。前

一時期的不完備的知識 A，被後一時期較完備的知識 B 所替代，第三個時

期的更完備的知識，可以是從 A 的根子發展起來的。所以正確與錯誤的

區分，永遠不過是相對的。 

5. 每一門類的知識技術，在每一個時代都有一種統治的權威性的學說或

工藝制度，但大家必須無條件地承認，唯有違反或超過這種權威的探索和

研究，才能保證繼續進步。34
 

    上述的「多元主義」實質上就是顧準的多元真理觀。他認為，早期的人類對

於世界的認識總是隱含一種「終極論」，於是說：「人類是萬物之靈，人是由上帝

創造出來，人類的終極目的是建立一個地上的天國。」但顧準主張一種「進步論」

或「改善論」，即現在的人們所要認識的是：「人，通過世世代代的努力，一點一

滴的積累，他的處境改善了，還要改善下去，改善的程度是沒有止境的。」因此

過去的「終極論」應該被現在的「進步論」所取代。35 

    此外，顧準的多元真理觀亦具有平等的意涵，可以從兩方面來看。首先，既

                                                 
33 顧準，〈科學與民主〉，載於顧準著，《顧準文集》，頁 235。 
34 顧準，〈科學與民主〉，頁 234。 
35 顧準，〈科學與民主〉，頁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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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人類所有的知識都沒有尊卑貴賤之分，那麼，「所有的唯心主義、唯物主義、

唯理主義、經驗主義，所有一切宗教，所有一切人類思想，都曾經標誌著人類或

一部分人類所曾處過的階段，都對人類進到目前的狀況做出過積極的貢獻。最有

害的思想也推動過思想鬥爭，而沒有思想鬥爭，分明沒有進步。」36因此，顧準

認為所有知識在人類歷史上都曾起過一定的積極作用；其次，顧準從他反思的歷

程中發現，人類所有的知識都是有缺陷與不足的，所以沒有任何一個學說或理論

可以被視為終極的真理。 

 

貳、進步信念 

    一般而言，現代的進步觀念是一種關於人類社會的發展與歷史過程的看法。

它把人類社會按過去、現在與未來做一個線性的時間的處理與排列，進而相信後

一個時間段上的人類社會要優於前面的。這一觀念產生於十八世紀的法國啟蒙運

動期間，聞名於當時的思想家孔多賽（Condorcet）在其著作《人類精神進步史表

綱要》中提出「人類不斷進步」的歷史觀念，並成為西方歷史哲學中「歷史進步

觀」的奠基人之一。他主張，現代進步觀念應包含六大要素：一、進步發生於一

切領域；二、伸展於未來；三、反對不可避免的毀滅以及與此相伴的悲觀主義；

四、文明是可以無限完善的；五、擁有一種線性史觀；六、把未來看作是具有某

些可以計算的不可避免的模式。37很顯然地，這樣的定義是建立在當時人們的理

性主義基礎之上的，反映出樂觀而美好的預期心理，正如孔多賽所言：「人類精

神在解脫了所有這些枷鎖，擺脫了偶然性的王國以及人類進步之敵的王國以後，

就邁著堅定的步伐在真理、德行和幸福的大道上前進。」38及至黑格爾，更主張

理性是克服思維與存在的對立、實現兩者的辯證同一，達到真理性認識的根本力

量。他說：「理性出現在世界上，具有絕對信心去建立主觀性和客觀性的同一，

並能夠提高這種確信使成為真理。」
39
正因為人類知識的不斷積累、科學技術的

不斷更新，人類歷史自然也不斷地在進步著。美國經濟學家亨利．喬治（Henry 

George）便曾如此形容人類知識的積累必將導致進步的信念，他說：「人生的短

促只能容許個人走一短的距離，但是，雖然每一世代所可做成者甚少，可是，若

干世代，接著他們的前人的發明，可以逐漸改善人類的狀態，正如珊瑚蟲，把這

一世代建立在其他一世代的工作上，逐漸由海底之下增高他們自己的地位一樣。」
40
 

    近代中國對於進步的信念是從接受達爾文的進化理論開始。基本上，中國近

                                                 
36 顧準，〈科學與民主〉，頁 235-236。 
37 喬治．索雷爾（Georges Sorel）著，呂文江譯，《進步的幻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頁 19-20。 
38 孔多賽（Condorcet）著，何兆武、何冰譯，《人類精神進步史表綱要》（北京：三聯書店，1998），

頁 204。 
39 黑格爾（G. W. F. Hegel）著，賀麟譯，《小邏輯》（台北：台灣商務印書館，1998），頁 410。 
40 佐治亨利（Henry George）著，樊弘譯，《進步與貧困》（台北：台灣商務印書館，1966），〈第

十編 第三章：人類進化的公律〉，頁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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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提倡進化論者都會將達爾文相提並論，而進化論在中國的傳播則是與嚴復翻

譯、介紹赫胥黎的《天演論》分不開的，根據汪暉的研究指出：「嚴復的《天演

論》並非是一個直線的進化信仰的論調，它包涵了進化與循環的雙重特性。」41不

過，對處在時代動盪與民族存亡關頭的中國人來說，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後來

取代以生物學為基礎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原因有二。第一，它更為具體地解釋人

類的歷史，不再是一個相當簡單的生存競爭原則或比較空泛的社會有機體觀念，

而是以經濟發展作為基礎來解釋社會的存在和各種社會上層建築、意識形態，觀

念體系以至風俗民情，具有很強的理性說服力。其次，中國社會思想中一直有烏

托邦的傳統，以空想社會主義為自己現實奮鬥的最終目標和遠大理想，一直是中

國志士仁人進行實踐鬥爭的一種巨大的原動力。42 

    

    綜上所言，進步觀可以說就是一種歷史觀。通過進化論，近代中國人迅速地

扔棄千百年「一治一亂」、「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循環論的歷史觀和「復三代

之盛」的歷史退化論，轉而接受對未來充滿信心與希望的進化論歷史觀，張灝即

稱之為「歷史理想主義」。43而顧準的進步觀最初也是源自他接受這一馬克思主義

歷史觀，他對進步的觀念就如同孔多賽一樣對未來充滿了樂觀主義和理想主義，

也正是這一對歷史發展的進步信仰，才使得顧準最終無視於事業和社會地位的一

帆風順，而投入到共產主義的革命道路上，正如他在自述中所言：「真正促使我

走上革命道路的是九一八以後的民族危機，是挽救中國危亡的要求和社會主義前

途的憧憬兩者的結合。」44 

 

    然而，如果說青年時代的顧準是因歷史主義進步觀的信念而投身革命的話，

那麼，當他在 1950 年代末期由理想主義走上經驗主義，由絕對真理觀走上多元

真理觀，過去那種樂觀的歷史目的論的進步觀亦將產生質變。根據顧準日記的記

載，顧準由理想主義的進步觀轉為經驗主義的進步觀的時間大約是在 1959 年的 3

月間，時值大躍進運動正浩浩蕩蕩在中國席捲開來，在 3 月 8 日的日記裡，他寫

道：「我信任人類的不斷進步，我注目現世，不信有什麼地上天國。」45顧準此時

對進步的信念與過去的差別在於：在歷史目的論的支撐下，相信人類發展必然會

朝向一個以「天國」為目標的理想邁進，這是一種理想主義的進步觀；但如今在

經驗的基礎上，則以人類知識的增長為憑據，相信「每一個時代的人，都在人類

知識的寶庫中添加一點東西。」而人則是「通過世世代代的努力，一點一滴的積

                                                 
41 汪暉，〈嚴復的三個世界〉，載於汪暉著，《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下卷，第一部（北京：三

聯書店，2004），頁 833-843。 
42 李澤厚，〈試談馬克思主義在中國〉，載於許紀霖編，《二十世紀中國思想史論》，下卷（上海：

東方出版中心，2006），頁 455-517。 
43 張灝，〈再論中國共產革命思想的起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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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62；張灝，〈中國近代思想史的轉型時代〉，《二十一世紀》（香港），

第 52 期，1999 年 4 月，頁 29-39。 
44 顧準，《顧準自述》，頁 20。 
45 顧準，《顧準日記》，頁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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累，他的處境改善了，還要改善下去，改善的程度是沒有止境的。」46 

     

    當這樣基於經驗主義之上的進步信念確立之後，使經歷了一連串打擊後陷入

失望的顧準重新看到希望，他說：「弄清楚了歷史的發展方向，把憤慨轉為觀察，

失望轉為希望。」47儘管，此時的顧準已得知將要再次被安排下放到農村勞動，

且未來一年的商城生活將會是他人生當中身心最為困頓的一段時期，但他的日記

仍舊充滿著希望、樂觀的筆調，他說：「中國的歷史真是迅速無比！地土多潤濕，

豐收有希望。」且為了明天要啟程前往商城縣，更說：「準備好好睡覺。」48  

 

    自 1959 年下放商城勞動起，顧準的生活大多被勞動改造和思想批判所填滿，

但當顧準熬過饑荒回到北京後，在思考未來之時，他仍堅持進步的信念，他說：

「二三年來困惑不定的問題，有了一個趨向了。煩躁之感已逐漸減少，可以安定

下來做我的事，走我的路。現在還是本錢不足，所以一定要讀。」49文化大革命

期間，顧準堅信只有等待，進步終將取代現在的動盪，並且告訴自己：「既然立

志要等，而且我也等得起，又何必不等呢？要等，就要堅毅，脆弱是不行的。」
50即便是他即將離開人世，他仍勉勵友人，中國的「神武景氣」一定會到來，所

以要繼續研究工作。51 

 

    顧準在回首這段思想轉向的歷程說：「曾經十分痛苦。」且處在「無信仰而

無所依憑」的徬徨當中，52但若沒有徹底檢視並批判原先支配自己思想的先決觀

念，勢必無法從舊有的思想框架中跳脫出來。因此，當顧準建立起經驗主義的世

界觀，多元真理觀讓他的思想內涵更加豐富；對進步的堅定信念，則不致讓他在

政治風暴中思想繳械，從而能用更積極的態度展開大視野、溯本尋源的反思。 

                                                 
46 顧準，〈科學與民主〉，頁 234-235。 
47 顧準，《顧準日記》，頁 121。 
48 顧準，《顧準日記》，頁 128-129。 
49 顧準，《顧準日記》，頁 262。 
50 顧準，《顧準日記》，頁 410。 
51 邢小群，〈思想使人受難，受難使人思想－吳敬璉談顧準〉，載於陳敏之、丁東編，《顧準尋思

錄》（北京：作家出版社，1998），頁 350-361。 
52 顧準，〈一切判斷都得自歸納，歸納所得的結論都是相對的〉，頁 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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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出走娜拉」大不同：魯迅與顧準之間命題的差異 

    1952 年三反運動中無預警的撤職，象徵著顧準人生志向的重大轉折，即從官

場走進書齋，並由此開啟了顧準的反思歷程。基於過去會計專業的出身，顧準的

學術興趣最早是經濟研究領域，1956 年，顧準針對社會主義條件下的商品貨幣關

係和價值規律問題發表長篇論文《試論社會主義制度下的商品生產和價值規律》

（以下簡稱《試論》），該文提出了一個與傳統計劃經濟模式相對立的新社會主義

經濟模式，並且論述這種新的體制的運行原則。不過，這篇論文與其說是經濟論

文，倒不如說它是「政治」論文，因為它的問題意識源於對以往的社會主義理論

與實踐進行的反思，並提出自己關於社會主義制度下應該實行何種經濟體制的觀

點，這種觀點可以說是顧準進入「娜拉出走」命題的開始。自此之後，他所有的

理論觸角都是為探索問題而發，都指向一個尖銳的聚焦點：「娜拉出走以後怎

樣？」 

 

    「娜拉」原是挪威劇作家亨利克．易卜生（Henrik Johan Ibsen）於 1879 年創

作的戲劇《玩偶之家》的女主角。劇中的女主角娜拉因為發現丈夫對她的愛全然

虛偽，而自己在家中就像處在「玩偶」的地位，於是她毅然告訴丈夫：「不管法

律是不是這樣，我現在把你對我的義務全部解除，你不受我的拘束，我也不受你

的拘束。雙方都有絕對的自由。」最後，就在娜拉離家出走的「砰」的關門聲中

結束此劇。該劇通過一對夫婦從虛偽的和諧到尖銳對立的故事，可以說對資本主

義社會的婚姻問題、家庭生活、婦女地位以及倫理道德做了深刻的探討，並且揭

露了男權社會與婦女解放之間的矛盾衝突。53  

 

    早在新文化運動之前，易卜生及其劇作在中國就已引起不少知識分子的注

意，不僅出現了關於易卜生的專論、作品翻譯，還上演過易卜生的戲劇，惟當時

引起的迴響並不深廣。1918 年 6 月 15 日，新文化運動的中堅刊物《新青年》刊

出「易卜生號」，刊載了胡適的《易卜生主義》、袁振英的《易卜生傳》（第一篇

中國人所寫的易卜生傳記）、易卜生的戲劇《娜拉》（即《玩偶之家》，羅家倫譯

第一幕、第二幕，胡適譯第三幕）、《國民之敵》（即《人民公敵》）、《小愛友夫》，

還載有「壯年之易卜生」塑像和易卜生手跡等。就在新文化運動的主要促進者們

的大力引薦下，「娜拉」在中國迅速地走紅，並且成為青年人崇拜的偶像。54  

 

    《新青年》大力宣揚「娜拉」無論從任何方面來看都是一個有意識的行為。

新文化運動向來被視為是中國的啟蒙運動，係因辛亥革命後中國政治日益走向民

眾所期待的反向的現實政治情況的刺激而生，運動的主旨則是要喚醒中國人投入

                                                 
53 易卜生著，潘家洵、黃雨石、南江譯，《易卜生全集》，第一卷（北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6），

〈出版前言〉，頁 1-39。 
54 同上註。 



第肆章 哲學基礎與思想關懷 

 67

參與現代性國家的構建。不過要達到這一目標，前提是先解決兩大問題：一是當

時中國民眾的基本智識和精神狀態問題。為了改善民智、培育新民，新文化運動

的促進者們發動白話文運動、改造國民性運動，除了訴諸對舊有文學風格的揚棄

之外，更重要的是打破過去的傳統社會價值體系，藉此解決民眾智識、精神問題；
55二是家族對個人的絕對控制問題，故主張發起全盤性反傳統道德與文化運動，

藉以解構「家」對個體的人的控制的合法性和合理性，進而把個人解放出來，參

與到現代國家公共政治的建構中去。56是故，家就成為新文化運動領袖人物極力

解構與否定的標的，而脫離家的控制去獲取個人自由的行為遂被賦予奔向光明、

獲取解放的意義。又根據學者劉禾的研究指出：在新文化運動時期，「個人主義」

話語扮演一種把個人「從他所在的家庭、宗族或其他傳統關係中『解放』出來，

以便使國家獲得個人的直接、無中介的所有權」的「解放者」的角色，易言之，

五四時期應運而生出一種「個人主義」話語，但其目的實則為了建構現代性社會

和國家的現代性活動。57 

     

    然而，既然新文化運動的推動者們已構畫出中國「娜拉」出走後的道路與歸

宿，也就是走出「家庭」並且參與建設現代國家與社會的方案中去，可是為何身

為該運動中一員大將的魯迅還要提出「娜拉走後怎樣」的命題呢？1923 年 12 月

26 日，魯迅對北京女子高等師範學校的學生發表演講，鑑於當時易卜生《玩偶

之家》之風行，講題就定為〈娜拉走後怎樣〉。魯迅在其演講中將「娜拉」區分

為兩種類型，一是普通人物的「娜拉」，對於這一類「娜拉」的命運，魯迅說只

有兩種結局：「不是墮落，就是回來。」而若要成功出走，只有依賴於社會成功

的出走後才有可能；58第二類的「娜拉」，其出走則是為了社會大眾而情願做犧牲

的「革命」的「娜拉」，對於這一類「娜拉」的命運，魯迅呼籲：「我們無權去勸

誘人做犧牲，也無權去阻止人做犧牲。」但若有革命者願意為大眾做出犧牲，值

得嗎？魯迅一針見血地答道： 

                                                 
55 格里德（Jerome B. Grieder）著，魯奇譯，《胡適與中國的文藝復興－中國革命中的自由主義

(1917-1950)》（淮安：江蘇人民出版社，1989），頁 80-82。 
56 林毓生著，穆善培譯，《中國意識的危機－五四時期激烈的反傳統主義》（貴陽：貴州人民出

版社，1988），頁 45-51。 
57 劉禾著，宋偉杰等譯，《跨語際實踐－文學、民族文化與被譯介的現代性：中國：1900~1937
（北京：三聯書店，2002），頁 123-134。 
58 此處所指的「社會的成功出走」，是有鑒於當時中國民眾普遍存在著基本智識和精神落後的問

題，魯迅認為，唯有先仰賴社會群體的出走（亦即改善民智，培育新民），個人出走（無論是在

家庭觀念或政治參與等方面）方有成功的可能。因此，當時的新文化運動提倡者遂發動白話文運

動、改造國民性運動和反傳統道德與文化運動，試圖用白話文運動、改造國民性運動解決民眾智

識、精神問題；用全盤性反對傳統文化與道德來解構傳統社會對個體（人）控制的合法性，以期

把個人解放出來，投入到現代國家公共政治的建構之中。參見：林毓生，〈二十世紀中國的反傳

統思潮與中式烏托邦主義〉，載於許紀霖編，《二十世紀中國思想史論》，上卷（上海：東方出版

中心，2006），頁 441-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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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眾－尤其是中國的－永遠是戲劇的看客。犧牲上場，如果顯得慷慨，他

們就看了悲壯劇；如果顯得觳觫，他們就看了滑稽劇。北京的羊肉舖前常

有幾個人張著嘴看剝羊，彷彿頗愉快，人的犧牲能給與他們的益處，也不

過如此。而況事後走不幾步，他們並這一點愉快也就忘卻了。59
 

    置身在當時唯革命是尚的社會氛圍，魯迅這番話無疑潑了處在高昂激情之中

的民眾一桶冷水。畢竟，在魯迅看來，革命的血是流得太多了，他認為與其去做

「驚駭一時的犧牲，不如深沉的韌性的戰鬥。」顯然，魯迅是希望革命者無需用

犧牲來喚醒社會，因為這種犧牲只會成為群眾看戲的材料，而是要透過平凡而持

久的「啟蒙」（戰鬥）來改變社會，唯有如此才是出走（革命）的正道。 

 

    綜上所言，魯迅對於「革命娜拉」出走後怎樣所思考的答案，就和他對「普

通人物娜拉」所得出的結論是一樣的，即沒有「社會/群體」的「娜拉」的出走，

「個體」的「娜拉」的出走只不過是做無謂的犧牲，終究是無法成功的。60至於

顧準所提出的「娜拉出走」命題，正如前文所曾提及，1956 年顧準寫成《試論》，

可以說是顧準進入此一命題的開始，不過，他對此一問題之發想與魯迅有所不同

的是，當背景設定在「已經出走的娜拉（社會）」，且革命成功以後的社會和國家

已經處於重大問題之中時，緊接著下一步該怎麼走？ 

 

    由顧準的學術思想的生成與發展來看，撰者以為，應將顧準的思想定位在「反

思」的類型。61又從內容與時間來看，顧準的反思首先是從經濟領域開始，在蘇

共二十大的衝擊下，顧準對於社會主義的經濟理論和體制進行了系統性的反思，

其代表性成果即為《試論》。自此之後，顧準就對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兩種社會

制度進行反思，而這個對人類的生存與發展問題的思考可以說貫穿了顧準的一

                                                 
59 魯迅，〈娜拉走後怎樣〉，載於魯迅著，《墳（1907-1925）》（北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

頁 127-134。 
60 林達，〈「美國娜拉」的出走〉，載於林達著，《總統是靠不住的：近距離看美國之二》（北京：

三聯書店，1998），頁 18-39。 
61 學者徐友漁認為，顧準的關注和思考具有整體性和根本性，他的思想始終緊扣著「娜拉出走

以後怎樣？」（即革命成功後怎樣？）的問題，而這可以說是當代中國問題之結，政治問題、社

會問題、經濟問題、文化問題皆集結於此。此外，顧準的思想對當代中國的重要性，在於他是革

命隊伍中人，他所親身參與的革命解決「娜拉出走」，即奪取政權的問題，但緊接著出現當初革

命的目標是達到了、近了還是遠了的問題，而這也正是顧準自中共建政之後仍舊堅持學術探索的

思考原點。因此，藉由徐友漁的觀點，若將顧準的學術思想定位在「反思（革命）」的類型應是

合理的。參見：徐友漁，〈當代中國思想史的華章〉，載於陳敏之、丁東編，《顧準尋思錄》，頁

59-64。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自文革結束後，對中國革命的反思可以說是中國學界所關注的焦

點，且進入到 1990 年代，更是成為學術探討的熱點。若從時間點來看，則顧準對革命的反思是

比較早就開始進行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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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至於其最早進行反思的時間點，如果以顧準 1955 年《黨校日記》中歌頌讚

揚革命的話語內容為分界，在 1956 年以前，他對中共所領導的革命及新中國的

建設是充分正面肯定的態度，亦即在 1955 年秋季進入中央黨校學習前，他是不

可能對中國革命開始進行深度反思的。 

     

    基本上，顧準對革命的反思始於他對共產主義經典作家理論書籍的閱讀。

1955 年顧準進入中央黨校學習後，開始系統閱讀馬恩列斯等人的著作，也開啟了

他對於革命的思考。1955 年 11 月 2 日，顧準在其日記中把世界已發生的革命概

括為兩種類型，十月革命的無產階級專政類型和二戰後的人民民主專政類型，並

設想是否能有第三種類型，即在社會主義陣營力量日益強大的情況下，通過和平

的方式取得革命的勝利。6212 月 8 日，他又思考革命中心何以由西歐「轉移到俄

國、轉移到東方」的原因。63而隨著對馬克思的《資本論》和西方經濟學理論尤

其是凱恩斯經濟學的逐步學習、了解，顧準對於當時社會主義國家理論界無視戰

後資本主義國家已發生深刻變化的事實，卻依舊照搬馬恩列斯等著作中的論斷來

論證社會主義革命勝利和資本主義死亡的現象，表示了極大的不滿與批判：「面

對著目前資本主義國內的實踐與理論，怎能以一個不變的教條：列寧關於國家是

專政的工具，與馬克思關於資本主義的競爭與無政府狀態，而對這些大量存在的

事實，閉目不視，充耳不聞，深閉固拒呢？」64基於對馬克思後及至戰後的資本

主義國家有了與以往不同的認識，顧準的革命觀念和激進思維漸不復存。例如談

到二戰後的亞非國家反帝國主義的勝利，顧準認為，這既有社會主義類型革命的

勝利，也有資本主義類型革命的勝利。65而到了文化大革命時期，在多元主義的

視角下，顧準對於各種類型的革命亦抱持著肯定的態度：「洋務運動、戊戌維新、

辛亥革命、五四運動，這些革命雖然不徹底，但同樣改變中國的面貌，各自推動

了其後中國歷史的發展。」
66
 

 

    儘管青年時期的顧準對於革命是抱持讚美與認可的態度，但從其 1956 年後

的思想歷程來看，並不代表他就此認同革命後的現狀。事實上，顧準反思革命的

著力點並非「中國要不要革命」的問題，而是「革命後怎麼辦」的問題？基於對

蘇聯社會主義理論、制度及實踐的研究和反思、對 1949 年來中國經濟建設的反

省，顧準寫下《試論》論文，明確提出在社會主義制度下，經濟體制改革的方向

應該是「市場取向」。顧準提出這一回歸到現代經濟體制軌道上觀點之發想，源

自於蘇聯實行計劃經濟體制所出現的嚴重問題，其近四十年來（1913－1955 年）

以犧牲農業、輕工業發展重工業的戰略，使農業的經濟水平在相當長時期內低於

                                                 
62 顧準，《顧準日記》，頁 16。 
63 顧準，《顧準日記》，頁 25。 
64 顧準，《顧準日記》，頁 60-64。 
65 顧準，《顧準日記》，頁 76。 
66 顧準，《顧準筆記》（北京：中國青年出版社，2002），頁 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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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俄水平，農村更出現大量的非正常人口的死亡。67為何社會主義的模範－蘇聯

會出現這種情況？要如何解決這一危機？可以說，顧準的《試論》就是要從理論

上來解答問題。另外，這篇論文的目的也是一篇探討「娜拉出走後－經濟制度該

如何安排」的學術文章，表明顧準已進入「娜拉出走」的命題了。 

 

    1957 年 11 月，顧準沒能在反右運動中倖免於難而被打成右派，同時被開除

中國共產黨黨籍，這一變故使顧準的研究重心發生轉向，經濟問題的研究儘管在

日後仍一度涉及，但政治自此成了關注的焦點。這一轉向是與顧準在隨後四年裡

的勞動改造經歷息息相關的。1957 年 11 月至 1961 年 11 月間，顧準先後被下放

至河北贊皇縣、河南商城縣、北京清河農場等地勞動改造，在這將近四年裡的勞

動生涯中，尤其屬商城縣的生活最為困頓煎熬，他的《商城日記》更可以說是記

錄中國大躍進運動造成民不聊生、農村悲慘的日記，面對這樣的景象，他認為並

非全然是自然災害的產物，而是人為推動下的錯誤政策，這使他不得不去探究，

正如他自己所說：「我對商城見聞的深刻印象長期不能忘懷。」更因這樣無法忘

懷的記憶，使他無法面對同時期建造的為國慶十周年獻禮的建築－人民大會堂的

「輝煌」，進而立誓：「此生不進人民大會堂。」68於是，儘管面臨饑餓的威脅、

疾病的折磨，他決心要：「哀鴻遍野，我努力求飽，有些說不過去。但我要恢復

我的精力，節用我回京的時間。我還要工作，我要保存自己。我還要戰鬥。而這

個戰鬥不會是白費的，至少應該記下一個時代的歷史，給後來者一個教訓。」69 

 

    1956 年後中國局勢的變化，促使顧準從理論思想上去追尋革命後中國何以會

演變如此狀況的原因。顯然，他認為這根本上來說是一個政治問題而不是經濟問

題。實際上，顧準在去河南商城之前，即他由河北贊皇勞改回到北京之時，他的

探索重心就已經轉移到政治方面。他在 1959 年 2 月 23 日的日記中，指出當前在

思想上需解決的幾大問題：「第一個問題是政治－哲學問題……第二個問題是歷

史問題……第三個問題，最不重要的問題才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70商城的經

歷無疑更加深了顧準評估政治問題的重要性。顧準在政治問題上的反思主要集中

在國家層面的政治體制建構方面。早在 1966 年前，顧準認為中國實行的人民民

主專政實際上就是「斯大林主義」。在顧準看來，1949 年以來中國出現的種種弊

端是與這個主義直接相關的，但要如何避免呢？由於斯大林主義能夠實行是與一

黨專政的政治生態相關聯，據此，他提出的論點是：「沒有什麼共產主義的地上

天國，矛盾永遠存在，鬥爭永遠存在，而鬥爭的方式，那老一套的『正確錯誤』

的絕對論維持不下去了。不同意見的人們必定要組成不同的社團，發展的結果必

                                                 
67 為了釐清並說明問題，顧準根據資料制定了蘇聯四十年（1913-1955）的有關農業方面的數字

表格。參見：顧準，〈學習毛澤東同志「調動一切力量為社會主義服務」的報告中經濟部分的幾

點體會〉，載於顧準著，《顧準文稿》（北京：中國青年出版社，2002），頁 3-26。 
68 顧準，《顧準自述》，頁 263。 
69 顧準，《顧準日記》，頁 227。 
70 顧準，《顧準日記》，頁 10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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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是多黨制度。」71到了 1966 年文化大革命爆發以後，這段期間因實行的是一種

以「大民主」為表現形式的直接民主，它既未能實現真正的民主，卻又帶給中國

政治經濟極大破壞，為此，顧準提出在現代國家中，民主的實現方式只能是間接

民主，而不可能是直接民主。72 

 

    總結之，顧準所探究的國家、社會這個「娜拉」出走後怎樣的一個大哉問，

其主要包含兩個核心命題，即在革命成功後應該建立怎樣的經濟體制與政治體制

的問題，易言之，也就是社會主義制度下應該建立怎樣的經濟與政治體制的問

題。而他的反覆思索所得到的解答是：在經濟上實行市場經濟體制，而在政治上

則是貫徹民主理念，推動以多黨制、間接民主制為核心內容的現代民主制度。 

 

第四節  對群體革命和解放問題的反思與解決之道 

    顧準所提出的「娜拉出走後怎樣」命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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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此，顧準得出的答

案是：「只能經驗主義地解決。」73而依據經驗所得出的具體方案，他的主張則是：

在經濟上實行市場經濟體制，在政治上實行現代民主制度。顧準透過經驗歸納而

來的結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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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時間回溯到 1970 年代初，也是顧準生命的最後幾年，在他與

陳敏之的信中討論到社會主義與民主問題時，卻又自問自答的表明自己對社會主

義的態度：「我反社會主義嗎？我不。」74那麼，當顧準在探索群體革命和人類解

放問題，在面臨所謂「姓資姓社」的抉擇之時，其確切的態度究竟為何？將是本

節所探討的重點。首先，要從顧準對現代資本主義的研究開始談起。 

 

    顧準對資本主義的研究是從 1955 年黨校期間研讀馬克思的《資本論》開啟

的。由於對於經濟方面的專業和興趣，加上黨校課程安排使然，1955 年 11 月，

顧準開始閱讀《資本論》，且立即被其學說深深吸引： 

今天又讀了《資本論》的四、五、六三章。……真好呀！馬克思對工業過

程的技術經濟過程的總括的研究，對各種經濟型態，一直到古代社會的經

濟的分析，對資本家的憎恨，與對工人階級的愛，對鐵的法則的科學的冷

                                                 
71 顧準，《顧準日記》，頁 261。 
72 顧準，〈直接民主與「議會清談館」〉，載於顧準著，《顧準文集》，頁 242-255。 
73 顧準，〈一切判斷都得自歸納，歸納所得的結論都是相對的〉，載於顧準著，《顧準文集》，頁

286。 
74 顧準，〈民主與「終極目的」〉，載於顧準著，《顧準文集》，頁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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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的態度，淵博的知識，美麗的文章（不很好地讀，還看不出文章的美麗），

真是使資本論是政治宣言，科學著作，與文藝作品。而由於他對第一卷曾

經費去那麼多的勞動，比之他生前來不及校正再寫完成的第二、三卷，更

是精美絕倫。遠的不談，1949 年以來的幾年中，不好好的讀這樣的好書，

在上海，在北京，在洛陽都是盲目積極，實在滑稽。75
 

    在《資本論》的理論吸引下，顧準逐步展開他對於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比

較研究，也走進了思考「娜拉出走」即人類解放的命題之中。 

 

    馬克思主義學說係馬克思、恩格斯在 19 世紀工人運動實踐基礎上而創立的

理論體系，透過其哲學核心－歷史唯物主義的闡述，主張歷史發展是客觀且有其

特定規律的，最基本的規律就是生產力決定生產關係，伴隨著生產力的發展，人

類社會將歷經原始社會、奴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

最終走向共產主義社會。而在這一歷史必然進程的模型當中，有一個相當重要的

環節，就是資本主義的誕生、滅亡及至社會主義的建立。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經濟

學理論進行了分析和批判，他認為，人類為謀求自由與解放的過程中所面臨的主

要障礙為自然的束縛與階級的壓迫，儘管工業革命的誕生與發展使人類脫離束縛

成為可能，為此，馬克思對資本主義曾給予高度的評價；但資本主義所衍生的階

級壓迫不僅使無產階級無法擺脫壓迫，在馬克思所提出的剩餘價值理論觀點中，

更批評勞動的付出沒有得到同樣的回報，剩餘價值被沒有付出勞動的「資本」所

剝削。最後，生產資料的私人佔有和產品的社會化必然會導致產生周期性的經濟

危機，並由此否證資本主義繼續存在的可能性。 

     

    然而，若回顧資本主義及所屬國家的發展演變，將發現一個與馬克思主義邏

輯推理相悖反的事實：資本主義國家仍在最早產生的國家中存在著，資本主義危

機雖不可避免，但社會主義革命並沒有如馬克思、恩格斯所設想的應該在資本主

義國家取得勝利；相反地，革命的勝利是在資本主義成分較少的國家中所取得

的。面對這一歷史事實，顧準將這個問題稱為「資本主義克服危機的生命力何在」
76的問題。顧準透過《資本論》進入對資本主義研究，結合列寧帝國主義的相關

論述和戰後資本主義現況，他開始思考現代資本主義出現了什麼變化：「馬克思

期望的社會主義是要在最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首先實現的。這個預言，本世紀初

愈來愈不合乎事實，於是有列寧的『發展』。列寧的發展未被證實，1929 年的經

                                                 
75 顧準，《顧準日記》，頁 22-23。 
76 顧準，〈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載於顧準著，《顧準文集》，頁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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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恐慌，又使人們回到馬克思，所以有 30 年代『國際』的資本主義總危機之說。

現在事隔 40 年，1929 年那樣的恐慌一直沒有再現，而且似乎也不會再現，原因

何在？」起初，顧準認為資本主義是「靠殖民地來克服危機的」，77很快，他就認

定這個論斷是錯誤的，他解釋：「資本主義本身沒有什麼生命力了，只靠殖民地

來維持了，這不是事實。最強大的美國，殖民地占其收入的『份額』是不大的。」

因此，他主張從資本主義國家的內部去尋找根本原因。至於內因當時有此一說，

主張社會主義革命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不能爆發是因為「工人貴族的腐蝕作用所

致」。但顧準認為，這種論點的證據並不充分，所以是不對的。78 

 

    隨著對資本主義研究興趣的日益濃厚，加上理論學習的程度逐漸加深，在

1956 年 3 月的日記裡，顧準指出，馬克思以後特別是戰後資本主義國家已發生很

大的變化，出現很多新的現象：「資本主義國家生產力飛速提高的結果，資本家

為了推銷製品，有必要提高工人生活，因而絕對貧困化，在若干情況下恐怕值得

考慮。」另外，「凱恩斯經濟理論被看做資本主義治病的治標辦法，但它也表明，

資本主義在每一次大事變中都在學習，也有在根據經驗教訓改正他們自己的工

作。」而在戰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都在進行大量技術革新，出現新的技術革命，

是否意味著「出現一個多少是新的時代呢？這對資本主義又將發生些什麼影

響？」79顧準在分析兩極世界格局的形勢下，蘇聯的存在、反殖民統治的浪潮，「使

美國在援助落後地區計劃上實行實質性的援助開發。」那麼，該如何看待西方帝

國主義與發展中國家的關係？在顧準看來，這些變化與現象已超出過去馬克思主

義所做出的論斷，因此他主張：「我們的問題是科學地論證這些現象，而不是深

閉固拒地不加理睬。」80 

 

    顧準在黨校時期除了精細研讀馬克思的《資本論》外，也開始尋找一些西方

資本主義理論的書籍來補充、比較，例如凱恩斯的經濟學理論。
81
而透過對資本

主義與社會主義的研究、分析，在 1956 年，顧準對於現代資本主義遂得出以下

結論：戰後資本主義國家的現況表明，資本主義生產力仍然能在資本主義生產關

係中得到發展，馬克思、恩格斯和列寧等人有關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已阻礙生產力

發展的論斷已不符合當代的客觀事實。探究其因，係由於自 1929 年經濟大恐慌

後，資本主義國家的政府職能在資本主義經濟中的作用增強，隨著凱恩斯經濟學

說在理論方面對這一政策的論證，二戰後這種國家干預經濟的政策得以進一步強

化。82在這之後，顧準持續注意資本主義經濟理論的動態發展，到了 1960 年代，

他不僅翻譯了前文曾提及美國經濟學家熊彼得（Joseph A. Schumpeter）的《資本

                                                 
77 顧準，《顧準日記》，頁 49。 
78 顧準，《顧準日記》，頁 61-62。 
79 顧準，《顧準日記》，頁 61-62。 
80 顧準，《顧準日記》，頁 64。 
81 顧準，《顧準日記》，頁 20-26。 
82 顧準，《顧準日記》，頁 7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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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和英國經濟學家羅賓遜夫人（Joan Robinson）的《經濟

學論文集》，還認真讀過羅斯托（Walt Whitman Rostow）的《經濟成長的階段》、

蓋布列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 83的《富裕社會》等等著作。通過這些當代西

方經濟學著作，顧準不僅了解西方資本主義現代經濟理論，亦對資本主義現狀有

詳細的觀察。正是在此一知識基礎上，1970 年代初，顧準方能在與陳敏之的通信

中娓娓道來自己對於現代資本主義的觀點，其中主要表現在《顧準文集》所收錄

的〈資本的原始積累和資本主義發展〉和〈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兩篇文章。 

 

    到了 1970 年代，顧準基於自 1956 年來對現代資本主義的觀察和了解，提出

以下結論：現代資本主義變了，它還在繼續發展，危機雖然存在，但大的恐慌性

的危機已不復見。對於這一論定，顧準在此時總結出較為全面的解釋：一是西方

國家接受德國沙赫特（Hjalmar Schacht）和英國凱恩斯兩位經濟學家的理論，採

取國家干預經濟的方針，實行通貨膨脹政策，主張用「赤字財政、公共工程」來

對付經濟恐慌，於是「把 19 世紀上半期開始的資本主義周期危機的問題『解決』

了。」二是新技術、新產品和新材料的研發製造，這些事物的出現，「在經濟上

的意義就是它比老東西成本便宜，生產它可以賺到大利潤。這種便宜的新東西的

不斷投產，也使資本主義生產部門和生產總量不斷增多，這就使資本主義老是在

發展成長。」三是大公司、大政府和大工會的發展。其中尤以大工會最為關鍵，

因為「大工會使工資在國民收入中的份額得以維持一定的比例而不下降，它幫助

資本主義解決消費不足的危機。」且因其「是資本主義結構的組成部分，幫助資

本主義消弭恐慌。」四是多元主義哲學、學術自由和民主政治。顧準認為這是最

根本的原因，因為它們的實施最終就是導致批判政治權威，甚至「任何既得權利

都是批判對象」，而一切異端思想都得以生存，一切病症都被暴露出來，「這樣，

就呈現一種奇觀，資本主義是一大堆罪惡的根源，可是這一大堆罪惡不斷地被揭

發，不斷受到注意，老是在作一些大大小小的改良，於是，它雖然『氣息奄奄』

了，卻老是混下去了，有的時候還顯得頗為活躍。」84 

 

    顧準針對現代資本主義生命力何以存在的解釋，就某種程度上來說代表兩種

意涵，一是對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正面肯定；另一則是對社會主義體制的負面評

價，在經濟方面，「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目前那一套規律是獨斷的，缺乏繼承性的，

                                                 
83 美國經濟學家蓋布列斯的最大貢獻在於改變好幾代人們對當代資本主義本質的認識，他不斷

憑藉犀利的筆鋒把學院知識大眾化，在一般媒體寫文章，並出版了數本在許多國家的大眾書市都

很暢銷的著作，如《富裕社會》、《不確定的年代》、《自滿年代》等。他在對當代資本主義的診斷

中主張，不受節制的市場經濟不可能帶來公共利益。他嚴厲批判大企業對於社會和市場的過度控

制，強調私人財富的過度累積會犧牲公共利益，深信國家必須在市場中扮演積極角色，也呼籲環

境與資源保護和完整社會福利的重要。參見：張鐵志，〈公共知識分子的實踐：蓋布列斯的政治

經濟學〉，載於張鐵志著，《反叛的凝視：他們如何改變世界？》（台北：INK 印刻出版，2007），

頁 97-101。 
84 顧準，〈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載於顧準著，《顧準文集》，頁 228-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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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邏輯上嚴整性的。」85在政治方面，斯大林主義橫行，而中國現在所走的政

策路線正是斯大林主義。論述至此，以顧準在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兩種體制間的

比較、評價，他最終的選擇應該是很清楚的了，但為何顧準仍直言自己並不反對

社會主義呢？撰者以為，可以從他的〈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一文探知其論點。

如上文所述，顧準對現代資本主義的新變化提出四點解釋，對於這些解釋，顧準

認為屬於內在因素，還有一個外在因素就是社會主義國家的存在。在〈帝國主義

和資本主義〉一文，顧準指出，經過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亦即實質上是中美兩

國的較量之後，美國帝國主義因經不起國內消費增長和大量軍事費用的雙重負

擔，「於是退卻了」，86資本主義才就此發生變化。而顧準分析完現代資本主義沒

有衰亡的四個觀點之後，卻又提出應「重新考慮『較量』這句話的意義」，並且

說： 

無論批判之風如何盛行，美國政治總是維護它的既得利益的。它所以要出

兵打仗，就是為了維護它的既得利益。如果打得順利，美國的軍權會煊赫

起來，就是說反動氣焰會囂張起來，「批判」的聲音就將會愈來愈微弱。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正是較量中它沒有占到便宜，才促使進步的批判發展

了起來。內外夾攻，它退卻了。所以，較量是不可少的。87 

    顧準這段「重新考慮『較量』意義」的分析是指，由於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

兩者間的共存與對抗，帝國主義退卻了，進步的批判於是獲得了認可，進而促使

西方資本主義得以向前發展。是故，假設沒有社會主義對資本主義形成一股強大

的衝擊力量，「西方的資本主義不見得會從帝國主義的道路上退回來，不見得會

在其內部產生一股民主福利國家的潮流，至少，這股潮流不會強大到目前那種正

在緩慢地改變資本主義面貌的程度。」88易言之，顧準這種把社會主義的存在及

其與資本主義的競爭，視為現代資本主義發生轉變的外部壓力因素的觀點表明：

資本主義並非一種能夠完全自主、自發地為最大多數人謀求福利的機制。且實際

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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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資本的原始積累和資本主

義發展〉一文中，他如此評論道：「資本主義靠原始積累起家，其初期內部剝削

十分嚴重，這是無可辯駁的事實。資本的每一毛孔都在滲出血汙，這麼說是毫不

                                                 
85 顧準，《顧準日記》，頁 50。 
86 顧準，〈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頁 223。 
87 顧準，〈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頁 231。 
88 顧準，〈民主與「終極目的」〉，載於顧準著，《顧準文集》，頁 258-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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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分的。」89再者，現代資本主義也是問題重重，「是一大堆罪惡的根源。」因此，

當談到資本主義的最終命運，他認為：「資本主義不會通過暴力革命滅亡掉，這

是因為它在批判－改良。但是它會在批判－改良中一點一點滅亡掉。」90由此可

見，顧準並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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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若從顧準並不反對社會主義的心態來看，撰者以為，根本原因是與他思考人

類解放問題，即「娜拉（人類）出走」問題密切相關的。如前文所述，自 1957

年以後，隨著顧準在哲學觀念上皈依經驗主義、相信多元真理觀，並且對於社會

主義和資本主義有更深入的研究，顧準針對群體革命和人類解放等問題，描繪出

一種「人類出走」的圖景，而它有一個目標就是「至善」，他說：「『至善』是一

個目標，但這是一個水漲船高的目標，是永遠達不到的目標。」91而為了達成這

個目標，顧準明確地指出唯一道路即是：經驗主義。於是，他堅定的說：「『娜拉

出走以後怎樣』，只能經驗主義地解決。」92 

 

    反右運動中被打為右派分子的顧準，在經歷過 1958 年的大躍進運動、1960

年的大饑荒後，他體認到：「人世間的基調是進化，革命則是進化受到壅塞時的

潰決。100 年中可以有那麼幾天，一天等於 20 年。要求每天都等於 20 年，是要

鬧笑話的，這種笑話我們經歷得夠了。」93根據學者薩托利（Giovanni Sartori）的

研究：「經驗主義思想本能地從實踐角度看問題，有著不脫離事實的特點。」再

者，「經驗主義的精神是在 medias res（事物之間），因此它同能夠看到、觸摸到

和加以檢驗的事物十分接近。經驗主義者傾向從現實開始工作。」94這對已經走

向經驗主義的顧準來說，當他看待群體革命問題時不再是理想主義傾向，而趨向

選擇自然演進與改良，斷裂性的革命手段毫無疑問地就此被排除在選項之外。是

故，依顧準看來，現代資本主義的發展與演進正好提供了一個屬於經驗主義的樣

本。儘管，早期的資本主義或許正如馬克思和恩格斯所言，充滿了罪惡、貪婪與

剝削，為了解決這一現狀，由馬克思所創建的共產主義學說即主張透過革命的手

段來建立一個新社會。然而，西歐國家並沒有如馬克思所設想般的，通過暴力革

命來揮別過去充滿罪惡的舊社會，而是經過批評、改良等自然演進的方式轉型為

現代的「民主福利國家」。因此，當顧準對現代資本主義研究所得出對於「資本

主義生命力何以存在」的肯定態度，也同樣支持顧準以社會主義為出發點的「「娜

                                                 
89 顧準，〈資本的原始積累和資本主義發展〉，載於顧準著，《顧準文集》，頁 219-220。 
90 顧準，〈資本的原始積累和資本主義發展〉，頁 232。 
91 顧準，〈民主與「終極目的」〉，頁 259。 
92 顧準，〈一切判斷都得自歸納，歸納所得的結論都是相對的〉，載於顧準著，《顧準文集》，頁

286。 
93 顧準，〈直接民主與「議會清談館」〉，載於顧準著，《顧準文集》，頁 251-252。 
94 喬．薩托利（Giovanni Sartori）著，馮克利、閻克文譯，《民主新論》﹙北京︰東方出版社，1998﹚，

頁 5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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拉出走」的圖景。 

 

    再者，顧準不反對社會主義同時也是與他的現代化思想相關聯的，亦即，他

把呈現對立態勢的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都編寫進入現代化的敘事當中，目的則是

在緩解現代兩種制度之爭所帶來的緊張與對立。當代的現代化理論來自西方，以

美國學術界為起源地，發展成為二戰後的一種樂觀的社會進化論思潮的產物，也

可以說是西方資本主義社會思潮的一種產物。此一理論在中國的盛行是順應 1980

年代推動改革開放政策而來，不過，現代化的概念卻早在 1930 年代就由中國學

術界提出來了。根據羅榮渠的研究，「現代化」一詞，在「五四」以後關於東西

文化觀的爭論中，已偶爾出現。而「現代化」一詞作為一個新的社會科學詞彙在

報刊上使用，則是在 1933 年 7 月《申報月刊》所刊出的「中國現代化問題號」

特輯。該編者的目的是「把二十年代以來我國思想界討論過的東西文化觀、東方

化與西方化、打倒封建軍閥與帝國主義、走資本主義道路還是走社會主義道路、

振興民族等等問題，都歸結到一個總問題－中國的現代化問題。」95關照 1920 至

1930 年代民國的時空背景，「現代化」概念的提出，可以視為試圖調節自五四以

來中國思想界在東、西方間、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間爭論而開闢的新議題，儘管

當時中國學界更多的是把它放在文化層面的探討與運用，但它背後所代表的情境

和意圖，卻能和戰後現代化理論的產生相呼應，依此而論，顧準關注並使用這一

概念的動機亦是與其不謀而合的。 

 

    從顧準的日記來看，顧準最早在 1959 年就已使用過「現代化」一詞，他是

將「現代化的資本主義」和「野蠻化的資本主義」做為相對立的詞彙來使用。96依

當時的顧準看來，二戰後的資本主義已然實現現代化，至於社會主義中的現代化

問題，顧準倒是沒有在文中提及。撰者以為，以當時顧準仍限於把社會主義與資

本主義視為二元對立的思維下，現代化一詞與社會主義無關，並且被其排斥在社

會主義發展模式的意涵之外。進一步言，在顧準的論述當中，現代化的相關內容

限定在經濟生產領域，用現代工業、現代農業、經濟發展之類的詞語來表達，而

這種表述，表明現代化不過是一種手段，共產主義才是最終的歸宿，或者說是現

代化問題的最終結論。然而，隨著顧準在之後對於社會主義的正視和現代資本主

義的研究了解，以及隨之而來對兩種體制的肯定與否定，過去在立場上把兩者對

立、在發展進程上深信前者取代後者的思維模式開始緊張起來。在這一模式下，

既無法認清現代資本主義的真貌，亦無法有效解釋社會主義的現狀，該如何更好

地表述和研究現代兩種制度？無疑地，「現代化」一詞的出現與使用或可緩解這

一難題與緊張。 

 

                                                 
95 羅榮渠，《現代化新論》﹙北京︰北京大學出版社，1993﹚，頁 356-357。 
96 顧準，《顧準日記》，頁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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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9 年顧準在日記中使用了「現代化」一詞，說英德兩國已實現了現代化，

並且提到「現代化的資本主義」，從上下文的脈絡來看，其中已經充滿了肯定的

意味。而到了 1966 年至 1968 年，也就是文化大革命喊得震天價響之時，顧準在

這段被監管的期間，展開了他龐大的讀書計畫。97例如在 1968 年初，顧準詳讀羅

斯托（Rostow）的《經濟成長的階段》，在記錄此書的讀書筆記中，受作者的影

響，顧準大量使用了「現代化」一詞，並簡約地運用現代化的概念對中國近現代

史做了大致的分期。他把從戊戌變法到 1950 年代視為中國發動現代化的準備時

期，他認為： 

從戊戌到五四。戊戌時期為辛丑以後大批派留學生做了革命性質的準備。

辛丑以後的留學生發動了五四，使現代化思想及其教育系統植根於中國本

土，從而為五四運動開闢了道路。五四為 30 年代開闢了道路。如果五四

是現代化思想植根於中國本土，那麼，植根的結果就是 30 年代的抗戰……

30 年代為 50 年代的大學、科學研究機構、設計院和現代化工廠的搭架子

及其開始運行做了準備。到 50 年代中期，雖然初搭架子，水平還不高，

效率還不理想，已經能夠搞出原子彈和若干國際水平的發明發現了。98 

    在顧準所寫下的這篇讀書筆記裡，還值得注意的是，他在評述現代化產生時

提到： 

資本主義的興起，這是人類歷史上超越一切歷史事件的 大事件，同時又

是歷史中的經濟因素的決定性的變化……要知道，資本主義到底並不僅僅

是家庭手工業和包賣商，資本主義只能從蒸汽機和動力紡紗機開始……就

這點來說，我很喜歡用現代化這個名詞，免得人們把松江的紗布、景德鎮

的陶瓷、聚眾開礦，甚至羅馬以包稅為基礎的金融業都說成資本主義而和

                                                 
97 顧準，《顧準自述》，頁 307。 
98 顧準，《顧準筆記》（北京：中國青年出版社，2002），頁 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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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型的資本主義相混淆。……科學意義上的資本主義和 Newton、Watt

是分不開的。99 

    由這段敘述來看，顯示顧準更趨向用「現代化」一詞而非「資本主義」來表

述世界人類歷史過程自英國工業革命展開後與此前人類歷史的不同。此外，也表

明顧準此時已開始用「現代化」一詞來論述、研究近現代中國與世界的發展與變

化，並且隱去過去那種以階級鬥爭和社會主義道路／資本主義道路為論述主體的

革命史敘事模式，逐漸發展出超越意識形態框架的研究和思維方式。 

 

    於是，當顧準自身發展出把現代化置於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上的思維後，

他才能主張：「社會主義的現代化也是一種現代化方式。」
100這句話表明顧準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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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思考改變了過

去「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具有時間性與先進性的線性模式，易言之，

這些發展模式與選擇是共時性而非歷時性的。到了 1970 年代初期，顧準則是更

進一步明確表達此一觀點： 

在具備了所有必要條件中好幾項的國家，如英國，產業革命後接受產業革

命迅速；而具備條件愈少的國家，接受愈遲緩，接受的方式也顯出大大小

小的差異。接受方式，可以分為法國型的、德日型的、美加澳新型的、沙

俄型的，以及印度中國土耳其埃及型的等等。到本世紀以後，就不再純粹

是接受資本主義的問題，而成為一個更廣泛的「現代化」問題，可以有資

本主義道路的現代化，也可以有社會主義道路的現代化，還有 50 年代以

後「新興國家」的特殊樣式等等。101 

                                                 
99 顧準，《顧準筆記》，頁 310-311。 
100 顧準，《顧準筆記》，頁 313。 
101 顧準，〈資本的原始積累和資本主義發展〉，載於顧準著，《顧準文集》，頁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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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的思維定性，化解了「先進」社會主義和「落後」資本主義在現實發展

中呈現反差的巨大矛盾，同時也使得顧準主張不反對社會主義具有合理性。尤有

甚者，顧準在上述這篇文章中更直指資本主義衍生的弊端，從而提供非西方國家

在追求實現現代性方案時採用社會主義的動機，他說： 

要通過資本主義來現代化，必然要鼓勵創業精神和牟利動機，必然要把資

本主義的積累看作人類的福音。可是，資本主義把社會積累「委託」給資

本家。這種積累，資本家有權無限制地加以動用，即使他「忍欲」了，這

種積累還可以變成坐收利息不勞而獲的特權。這必然要鼓勵他一方面實行

無限制的剝削，一方面把個人生活搞得窮奢極欲。事實上，現在世界上一

切新興國家的現代化，都有這麼一個大問題。人類比 200 年前聰明一些，

殘害兒童已經不能接受了，所以，新興國家怎樣現代化，資本主義老路走

得走不得，已經成為一個嚴肅的問題。102 

    當顧準的世界觀從理想主義走向經驗主義，卻又主張並不反對社會主義，可

以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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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易言之，撇開姓資姓社的路線爭議，如何邁向現代化才是人類出走的

最終圖景，正如顧準所主張的：「我們也不要以為我們的問題全已解決。清醒地

看到問題所在，知道我們已經解決了什麼，哪些沒有解決，哪些走過了頭，實事

求是，而不是教條主義地對待客觀實際。」
103若對照今日中國所實際所推動的政

策路線，恰恰驗證了顧準生前所極力主張的正確性，同時也突顯出其思想中的超

前性和理性上的認知價值。 

                                                 
102 顧準，〈資本的原始積累和資本主義發展〉，頁 221-222。 
103 顧準，〈資本的原始積累和資本主義發展〉，頁 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