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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传统文化对知识分子的
/ 软塑造0在五四时期的表征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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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在历史上, 中国传统文化对知识分子的影 响力可分 为/ 硬 塑造0 和/ 软 塑造0 两个方面。到 五四时

期, 由于社会基本面的变革和传统文化 的衰落, 其中/ 硬 塑造0 的作用 已基本 消失, 但/ 软塑造0 的 作用却 顽强
延续下来, 其表征是传统文化先验地决定五四知识分子看待西 学的思维 逻辑和评判 依据, 其重要影 响是在一
定意义上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首个传播 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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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知识分子特有的传统现代二重性, 是他们

观念、
知识结构、
思维方式等具有先入为主的塑造作

思想魅力绚烂精彩的源泉。探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

用, 这种塑造是知识分子创造文化的无可回避的前

矛盾张力, 是学界对五四文化经久不衰的热情。其

提, 特别是在较封闭的社会环境中, 如果没有外来文

中一个重要问题是, 传统文化与现代西学, 在五四知

化的强势干预或者天才人物的惊世奇想, 被传统文

识分子思想中的权重各据几分, 两种不同的文化分

化塑造定型的知识分子很难创造出新的文化内容、

别对同一代人产生了何等影响。就中国传统文化而

形态和传统。传统文化对知识分子的塑造作用, 可

言, 它对五四知识分子的深远影响是毋庸置疑的, 这

分为/ 硬塑造0和/ 软塑造0两个方面, 前者主要从物

种影响是历史上传统文化对知识分子/ 软塑造0的延

质层面限定知识分子的生存方式, 后者主要从精神

续, 并在五四的特殊历史背景下呈现新的表征、
导致

层面评价其存在价值。

新的结果。

一、中国 传统 文化 对 知识 分子 的 双重
塑造
中国上下五千年历史, 以孔子时代为分水岭, 前

( 一) 传统文化对知识分子的/ 硬塑造0
传统文化对知识分子的/ 硬塑造0是指把知识分
子塑造成有利于维护和巩固封建统治的文化群体,
这种赤裸裸的人性模铸一般要通过向知识分子施加
生存压力才能收到良效。每个人在社会上生存都必

两千五百年知识分子是创造传统文化的重要力量,

须拥有一定的物 质条件, 即具备相应的经 济能力。

后两千五百年他们则垄断了文化创造权, 成为统治

知识分子是在社会分工出现之后逐渐形成的一个社

阶级的智识来源。知识分子既 是传统文化的 创造

会阶层, 他们不直接从事物质生产, 因此他们只能以

者, 同时也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影响, 产生一系列由

自己的智力成果来换取经济能力。而孔子/ 民可使

内而外的定向塑造效果。人非生而知之, 每一代知

由之不可使知之0的论断, 使得文化在中国后两千五

识分子都必须先接受/ 塑造0, 然后才有可能/ 创造0。

百年的绝大多数时间里为统治阶级独享, 也只有他

根据这一逻辑顺序, 传统文化相对于它同时代和后

们需要获得新的智力资源, 因此统治者成为知识分

代知识分子的先验性, 决定了它对知识分子的价值

子所创造的精神产品的唯一买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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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生存方式只有一种,

总之, 由于知识分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者

那就是依附政治。一方面, 统治者把能否获得依附

和重要创造力量, 他们对文化在社会中所发挥作用

政治的机会, 固化为决定知识分子个人和家族命运
的/ 华山一条道0。因此, 在中国历史上, 知识分子求

的认识进展到哪一步, 他们对自身社会使命的规定
就进展到哪一步, 凡是文化触角能伸及之处, 知识分

取功名利禄的渴望之强烈、争夺依附机会的竞争之

子的社会责任也必然延伸到那里。一言以蔽之, 中

激烈, 构成一道喜忧交加、毁誉参半的文化风景线;

国传统知 识分 子 对自 身 社会 使 命的 认 识 是全 方

另一方面, 统治者对于少数知识分子另谋生存出路
的尝试予以严厉压制。如果有人胆敢特立独行, 企

位的。
2. 传统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

图通过变更服务对象的方式获得新的生存资源, 挑

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哲学史上争论不休的

战/ 依附政治0这条唯一合法的生存通道, 就会遭到
残酷的政治迫害, 最严重的后果是被从肉体上和思

基本问题, 由此分化出两条不同的认识路线, 一是从
存在到思维, 二是从思维到存在, 前一条思想路线统

想上双重清除, 历朝历代都出现过的/ 文字狱0 就是

归唯物主义 阵营, 后一 条思 想路线 统归 唯心 主义

最好的例证。

阵营。

由于/ 依附政治0、为统治阶级提供智力支持是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唯一的生存方式, 这种/ 硬塑造0

中国传统文化蕴含大量朴素唯物主义思想。老
子/ 道0的概念, 荀子的/ 天论0观, 王充的元气自然

决定了知识分子创造文化的行为自始至终受到封建

论, 范缜的形神关系说, 张载的气一元论, 王夫之的

政治国家的限制, 其活动领域始终停留在政治和思

理气辩证法等等, 都是物质第一性、
意识第二性的唯

想观念领域。
( 二) 传统文化对知识分子的/ 软塑造0

物主义思想的朴素反映。这就决定了中国传统知识
分子的思维方式是以/ 从存在到思维0 这条路线为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依附政治而生存, 同时政治

主, 也就是以实际生活中的问题作为思考的出发点,

统治者也是有知识的人, 他们是知识分子中的特例。
这些居于权力金字塔顶尖的人, 不仅凌驾于社会之

绝少沉溺于理性王国的纯粹思辨。所以钱穆认为:
/ 中国并无像西方般的哲学, 只能说中国人有中国人

上, 也凌驾于传统文化的权威之上, 他们虽然也受到

的思想。思想的方法道路, 一切同西洋人所谓哲学

传统文化的教育和塑造, 但传统文化对知识分子的

思想并不同。
0

塑造力, 对他们并没有强制作用。而传统文化所特
别注重的/ 礼0, 给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的思想、行为戴

虽然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思维路线主要是从现
实到理论, 但他们所观察的现实是有限的。由于中

上无形的枷锁, 反倒为极少数人的统治提供了方便。

国传统知识分子对政治的依附性, 而且基本不从事

因此, 传统文化对知识分子的/ 软塑造0, 主要指向绝
大多数处于被统治地位的知识分子, 通过灌输一种

物质生产, 因此他们与市 民社会缺乏天然 的联系。
不仅在实践上不进行市民社会的改造, 在思想上也

价值评判准则, 使他们安于被统治的命运, 形成社会

很难触及市民社会的实质。因此, 他们对社会问题

稳定因素。这种/ 软塑造0是通过以下途径实现的。

的考察, 最终归宿只是提出缓和阶级矛盾、
维护现有

1. 传统知识分子的社会使命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非常认同自己/ 社会精英0的

统治的权宜之计, 而不可能产生现代社会的意识, 不
可能形成根本性变革社会的理论, 儒家讲的仁义, 墨

地位, 对自身所担负的社会使命有很高的追求。孔

家讲的兼爱, 法家讲的法术势, 道家讲的小国寡民,

子讲做人的目标是/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0, 涵盖了
从最低生活层面到最高事业层面的人生全部内容。

概莫能外。
3. 传统知识分子的精神形象

[ 1] ( P93)

张载提出/ 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 为往圣继绝学,

在中国社会, 知识分子历来是一个卓尔不群的

为万世开太平0, 把知识分子的 社会使命进一 步提

小众团体, 其有别于普通民众的独特之处, 不仅体现

升, 从孔子的个人、
家庭、政治等层面推广到宇宙、历
史、
民族、文化等层面, 他为知识分子提出的无所不

在他们掌握文化创造权、
处于较高的社会地位、享有
良好的经济条件等外部特征上, 而且更本质地体现

包的终极使命, 可谓旷世精义, 令后人很难再提出超

在珍爱/ 名节0这一内部特征上。

越性的见解。此后 数百年中, 只有顾炎武/ 天 下兴
亡, 匹夫有责0的口号可在知名度上与之媲美, 但在

名节代表传统知识分子的精神形象, 是他们特
有的文化标签。朱子曰: / 昔伊川先生尝论此事, 以

立意和内容上显然不可相提并论。

为饿死事小, 失节事大。自世俗观之, 诚为迂阔; 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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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知经识理之君子观之, 当有以知其不可易也。
0 [ 2]

读书人/ 学而优则仕0的成功之路, 甚至断绝了知识

朱熹所说的/ 饿死事小, 失节事大0, 本是针对/ 知经

分子的经济来源, 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顷刻间从高

识理之君0提出的道德理性和节操意识, 是传统文化

耸入云的塔尖跌落到粗糙晦黯的尘世。这意味着封
建社会中知识分子唯一的生存方式已被逼仄至山穷

对知识分子高层次的精神要求。这句话与/ 舍生而
取义者也0、
/ 留取丹心照汗青0等千古名句的精神内

水尽的田地, / 硬塑造0的约束力荡然无存, 知识分子

涵是一致的, 反映了传统知识分子视/ 名节0如生命

必须冲破传统的活动领域, 站到社会大舞台上证明

的群体道德意识。

自身价值、
赢得生存空间, 这才导致五四时期出现了
历史上罕见的知识分子向政治掌权者大规模/ 倒戈0

传统知识分子的名节, 归根结底是人性中/ 善0
与/ 恶0的关系问题, 集中体现在对待/ 义0 与/ 利0 的
态度上。对此, 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主张是/ 以义制
利0, 留下了大量关于褒奖/ 舍生取义0、批判/ 见利忘
义0的历史记载, 如/ 孔颜乐处0、
/ 富贵如浮云0、/ 不
食嗟来之食0等等。
传统文 化对知识分子精神形象的塑造, 对/ 名
节0的极端重视, 在中国历史上 起了正反两方 面作
用。在正面意义上, / 义0代表人的道德, / 利0代表人
的本性。中国传统文化重道德抑本性的倾向, 抓住
了人之为人的特点和本质, 从而创造出富于伦理性
和内敛性的文化, 相对于同时代西方文化的野蛮性
和攻击性, 中国传统文化无疑是更高级、
更接近文明
本质的文化样式, 这也是中国历史延绵数千年不绝,

的文化现象。
另一方面, 传统文化对知识分子的/ 软塑造0作
用依然顽强延续着。究其原因, 首先是因为精神变
动通常滞后于物质变动, 其次是因为传统文化的/ 软
塑造0具有时间上的先验性, 最后是因为这种/ 软塑
造0蕴含适应五四时代精神的合理成分。
( 二) 五四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的继承
五四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 如陈独秀、李大钊、
蔡元培、
鲁迅、
胡适等, 大都生于 19 世纪 80 年代, 他
们的教育背景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 传统与
近代新式教育参半, 新旧学问兼备, 中外思想的影响
集于一身0 [ 3] ( P 183) 。他们大 都出自书 香门第, 在 20

在经济、
政治、
文化等多方面优越于异族、异国的重

岁之前基本都受过典型和严格的传统教育; 他们邃
于国学, 术有专攻, 造诣深厚, 不乏学 术翘楚, 蔡元

要原因。在反面意义上, 逐利是人的本性, 过分压抑

培、
陈独秀等人甚至拥有科举功名。就知识结构和

人的本性会导致社会缺乏激励机制, 禁锢人的活力,

学术水平而言, 他们与典型的传统知识分子不分伯

使人的创新能力减弱, 而创新是社会进步、
文化发展
的动力。中国传统文化在春秋战国时期达到承上启

仲, 对传统文化的精华与糟粕了然于胸, 并充分继承
了其中的精华。

下的顶峰之后, 其后两千五百年的演进路线总体是

1. 传统文化的普世伦理

向下的, 这说明中国社会以及知识分子的创新能力
在不断衰减。尤其是 16 世纪以来, 西方资本主义勃

中国传统文化在最抽象的哲学层面上, 无论是
作为意识形态的儒学还是疏离正统的百家, 普遍比

兴, 世界范围内的逐利大潮带动了人类历史飞速进

较重视现世的人生问题, 强调伦理关系。伦理是中

步, 而中国明清两朝却没有顺应这股历史潮流, 传统

国传统文化的核心, 所以陈独秀/ 敢断言曰: 伦理的

文化中保守防御的特性与全社会日薄西山的创新能

觉悟, 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0
, 从而将提
倡新道德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内容之一。但不容

力相互叠加, 使中国的 国力、文 化和国际地位 日渐
沉坠。

二、传统文化双重塑造作用在五四时期
的命运分野
五四时期, 中国社会开始试图斩断与传统之间
的/ 存在巨链0, 不仅在政治上推翻了封建皇权, 而且

[ 4] ( P 41)

忽视的是, 中国传统文化对人本性的讨论、
对道德水
准的评判、对思想行为的种种 规范, 也 蕴含着科学
的、
永恒的、
普世的价值。儒家所说的/ 己所不欲勿
施于人0, 被奉为现代人际交往的黄金守则。陈独秀
在总结/ 持续的治本的爱国主义者0 之特征时, 也沿

在文化上积极吐故纳新, 在这个历史背景下, 传统文

用了/ 勤、
俭、
廉、
洁、
诚、
信0等六个古已有之的概念,
认 为 / 之 数 德 者, 固 老 生 之 常 谈, 实 救 国 之 要

化对知识分子的双重塑造作用出现了命运分野。

道0 [ 4] ( P61~ 66) 。此外, 传统文化所强调的群体观念和

( 一) / 硬塑造0与/ 软塑造0的不同结局
一方面, 传统文化对知识分子的/ 硬塑造0 遭遇
/ 灭顶之灾0。1905 年科举制度的废除, 彻底切断了

责任意识、
人格尊严和德性修养、
天人调适与社会和
谐等行为准则, 以人为本、
尊老爱幼、重视诚信、和而
不同等伦理观念, 也都具有超越时空的普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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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传统文化的社会理想

金时代, 这是我们的责任。
0[ 6] ( P13~ 14) 在思维方式上,

因为中国传统文化讲实用、
重人生, 所以必然重

五四知识分子延续了传统的/ 从存在到思维0的基本

视人的外部生存环境 ) ) ) 社会。孔子的社会理想是
/ 天下为公0的大同 世界: / 大道之行也, 天下为公。

方向, 尤其明显表现在他们本着解决问题的/ 需要0

选贤 与能, 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 不 独子其

去看待西学的态度上, 陈独秀认为: / 本来没有推之
万世而皆准的真理, 学说之所以可贵, 不过为他能够

子; 使老有所终, 壮有所用, 幼有所长, 矜寡孤独废疾

救济一社会一时代弊害昭著的思想或制度。所以详

者皆有所养。男有分, 女有归。货, 恶其弃于地也,
不必藏于己; 力, 恶其不出于身也, 不必为己。是故

论一种学说有没有输入我们社会底价值, 应该看我

谋闭而不兴, 盗窃乱贼而不作, 故外户而不闭。是谓

们的社会有没有用他来救济弊害的需要。
0
在
精神形象方面, 五四知识分子更是格外注重/ 名节0
[ 4] ( P 590)

大同。
0 孔子向往的和谐社会, 几乎就是马克思预
言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古代版本, 在物质和精神两个

问题, 把恪守伦理、
慎思笃行作为有良知的知识分子

文明尺度上都达到了迄今为止人类想象力所及的最

标志。陈独秀晚年生活极端困顿, 却始终拒绝/ 不明
来源0的馈赠, 临终前仍不忘叮嘱家人决不可拿他的

[ 5]

高峰, 其中蕴含的普世价值在西方社会主义者、
特别
是马克思的学说以及当代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治理
实践中, 都有相似的体现。
3. 传统文化的治学方法

区别于那些与反动势力沆瀣一气的落后知识分子的

名声去换钱, 李大钊、
胡适等人洁身自爱、礼贤下士
的佳话也彰显了传统文化赋予他们冰清玉骨、
高风
亮节的非凡气度。

传统文化提出的治学方法, 如/ 知之为知之, 不
知为不知, 是知也0, / 三人行必 有我师焉0, 强 调谦
虚、
诚实的治学态度, 在任何时代都具有启发意义;

三、中国传统文化的/ 软塑造0 在五四时
期的表征与影响

在文化教育方面, 传统文化中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

中国传统文化对知识分子的双重塑造, 在传统

也受到五四知识分子的肯定, 陈独秀说: / 中国古代
教授方法也是有启发的, 例如孔子答弟子问孝问仁

文化丧失正统地位后, 其中/ 硬性0的一面旋即无以

没有一个相同, 这不是他滑头, 也不是他胸无定见,

维系, 而/ 软性0的一面依然顽强生存, 对五四知识分
子的文化选择产生重要影响。传统文化双重塑造作

正是他因材利导启发式的教授方法。
0

用的命运分野, 与五四知识分子在传统文化中的得

[ 4] ( P 384)

( 三) 五四知 识分子接受传统文化/ 软塑 造0 的

失有因果联系。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是不能容忍空
场的, 他们因传统文化衰落而失去的东西, 必定要从

中国传统文化对知识分子的/ 软塑造0, 从社会

其他文化资源中获得补偿。五四时期是一个在传统

使命、
思维方式、
名节操守方面赋予知识分子强烈的
个人正义感和社会使命感, 使他们形成了从实际出

日渐式微的背景下前所未有的开放年代, 西方文化

发、
从问题入手、
着眼于实效和功利的价值取向, 以

在传统中失落的东西, 但是他们在传统文化中保留
的东西, 又成为他们审视、
评判西学的前在标准。传

表现

高尚尊崇的精神形象成就知识 分子卓然于世 的气

的涌入, 使五四知识分子有机会从西学中寻找他们

度, 划定这个精英群体慎独自省的准绳和底线。这
些特征在五四知识分子身上也显著存在, 虽然他们

统文化/ 软塑造0的表征, 正体现在五四知识分子对

是在懵懂时代被动地受到了传统文化的塑造, 但对

( 一) 五四知识分子在传统文化中的得与失
五四知识分子从传统文化中获得了什么, 又失

待西学的思维逻辑和评判标准上。

于这个既成事实, 他们并没有激烈地抗拒, 五四精英
群体中的大多数人, 都能够依循传统的导向, 在世俗

去了什么? 简言之, 他们继承了传统文化中普世性

接纳的限度内追寻人生的自由。

的精华, 抛弃了其中与现代西方文明相违背的成分;

五四知识分子对自身社会使命的判断基本承袭
了张载的观点。陈独秀认为: / 个人生存的时候, 当
努力造成幸福, 享受幸福; 并且留在社会上, 后来的
个人也能够享受。递相授受, 以至无穷。
0

[ 4] ( P 127)

他们基本接受了传统文化对其先验塑造这一不可逆
的事实, 同时也努力用西方新学的影响对抗传统文
化的惯性。他们失去的是儒学辉煌时代传统知识分

李

子所享有的特权与优待, 得到的是沉重而压抑的使

大钊认为: / 当时时有不满意现在的思想, 厌倦现在
的思想, 有了这种思想, 再求所以改进之方。 ,,我

命感、
价值观和抗争史。
五四知识分子反复申明, 他们批判的不是历史

们要利用现在的生活, 而加创造, 使后世子孙得有黄

上的儒学, 而是违背现代生活的僵化教义, 这表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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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事先已为儒学划出了/ 禁批区0。而包含儒学在内

结论, 转换了头脑中的理论范式, 但却没有同步吸取

的传统文化对他们的/ 软塑造0是如此深入骨髓, 以

西学形成的思想文化基础 ) ) ) 西方哲学/ 爱智慧0的

至于其批判立场随时可能由于同情传统而不自觉地
软化。五四知识分子深深了解传统惯性的强大, 为

本源以及追求抽象真理本身的文化传统。所以, 西
方知识分子评价一个学说的价值, 首先看它提出了

了维护批判立场的坚定, 他们必须始终以现代西学

什么问题, 能否对认识真理有所助益; 中国知识分子

对抗传统文化。正因为他们需要借鉴西方学术资源

评价一个学说的价值, 首先看它解决了什么问题, 能

填补传统失落形成的文化空场, 要用西学的进步性
消解传统文化的惰性, 才有了五四时期进化论、
民主

否为实际生活增进利益。这种评价标准为五四知识
分子所继承, 他们评判西学的总标尺是/ 实用否0, 具

科学、
自由主义、
马克思主义等等西方思潮在中国的

体从三方面对学说进行考查。

大放异彩。
( 二) 传统文化/ 软塑造0的表征与影响

首先, 考查学说的内容。西学门类繁多、
杂芜相
呈, 并非只要挂上/ 西方0 二字就能引起中国知识分

五四知识分子在传统文化和现代西学中汲取双

子的兴趣。五四时期传播较广、影响较大的西方学

重营养, 在他们的知识结构中保留了传统文化普世

说, 如马克思主义、
实验主义、
社会改良主义、
生命哲

性的精华, 增添了西方文化现代性的要义。但是, 中
学为先、
西学为后的时间差, 导致他们从传统文化中

学等, 这些学说的内容都偏重个人权利、
社会革命、
政治民主等方面, 它们的流行与五四知识分子/ 六经

所保留的, 成为他们审视西学的前在标准, 决定了他

注我0的态度有关。五四知识分子的文化批判活动

们选择西学的思维逻辑和评判依据, 这是传统文化

决定了他们需要用弘扬人权、
主张革命的理论作为

/ 软塑造0的表征, 它产生的一个重要影响是, 在一定
意义上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首个传播高潮。

批判武器, 所以他们会根据实际需要首先设想理论
内容, 然后按图索骥, 凡是与自己的设想比较吻合的

1. 五四知识分子转向西学的思维逻辑

就肯定, 反之就漠视。

传统文化的普世价值使五四知识分子继承了精
英群体历来强调的社会责任感, 认同/ 天下兴亡, 匹

其次, 考查学说的实效。由于五四知识分子大
多有留日、
留美、留欧的求学经历, 普遍仰慕所在国

夫有责0 的使命。所谓/ 天下兴 亡0, 其实追求 的是

的主流学术, 因此西方著名学者的理论容易被他们

/ 天下兴旺0, 而五四时期中国面临的却是亡国亡种

接受; 此外, 已在他国获得验证的学说也较易得到他

的危机。严峻的形势令有识之士忧心忡忡, 对社会
现实极度不满, / 匹夫有责0的召唤使他们勇立时代

们的青睐。注重一个学说所取得的实效, 这与中国
传统文化/ 实用性0的特点是分不开的。一个典型例

潮头, 积极寻找救国救民的途径。民族解放之路从

子就是中国知识界对马克思主义态度的转变。马克

来都是不平坦的。经过几代人的艰苦探索, 中国的
知识精英们最终认定, 中国由百鸟朝凤的尊主蜕变

思主义最早在 19 世纪末被介绍到中国, 但一直默默
无闻; 陈独秀、
李大钊等人早年留学日本期间亦曾接

为任人宰割的鱼肉, 根本原因在于传统文化不适于

触过河上肇、
辛德秋水等学者关于马克思学说的译

现代生活, 广大民众那颗被封建礼教禁锢的头颅, 对

介, 但他们没有旋即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信徒; 直至十

日新月异的时代感到恐慌和麻木。所以, 救亡图存
要从唤醒人民的觉悟入手, 要用现代的、高尚的、优

月革命胜利后, 马克思主义才在中国知识界声名鹊
起, 一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先后转向马克思

质的生活召唤民心、凝聚民力。而近现代西方思想

主义, 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迎来第一个传播发展的

启蒙运动所形成的理论结晶, 是现代社会形成的理
论基础和实践指南。中国要以西方为师、全面改造

高潮。
最后, 考查学说取得实效所依赖的外部环境与

社会, 必须接受西方学说中的进步观念。于是, 承担

中国社会的可比性。五四知识分子深谙/ 淮南为橘,

责任 y不满现实 y 寻找原因 y 解放思想 y 转向西

淮北为枳0的道 理。西方学说 有其产生的时 代、文

学, 构成了五四知识分子选择西学的逻辑依据。
2. 五四知识分子选择西学的评判标准

化、
民族土壤, 一种学说能在西方取得实效, 并不必
然表明它在中国也能发挥同样的威力。事实上, 五

由上述逻辑链条可以看出, 五四知识分子力主

四时期风靡神州的大多数西方学说, 都只能在口头

革新文化、
转向西学的出发点在于解决国家存亡等
重大现实问题, 这个目的在本质上是功利性的, 流露

上、
字面上、学理上发挥犀利的批判作用, 一旦触及
中国的现实问题, 立刻变得软弱不堪。在五四知识

出明显的传统文化遗痕。他们吸取了西学的概念和

分子眼中, 理论只能说明问题是不够的, 还必须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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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问题。这正暗合了/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
式解释世界, 问题在于改变世界0

[ 7] ( P57)

一样, 与政治不发生什么关系。 ,,俄国改造社会

的马克思主

的使命, 就在少数的智识阶级肩上负着。无论如何,

义哲学观。所以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胜利, 令苦苦
寻觅强大理论武器的五四知识 分子倍感亲切 和振

俄国革命决不能靠全体的农民, 少数智识阶级应该
努力拿新思想灌输到农民的心理中, 使他自己论断

奋, 因为/ 他们是奉德国社会主 义经济学家马 客士

是非。在历史上, 少数人作牺牲, 多数人享幸福, 几

( M arx ) 为宗主的; 他们的目的, 在把现在为社会主

乎成了通例。作牺牲的人多半是智识阶级的人, 智

义的障碍的国家界限打破, 把资本家独占利益的生
产制度打破0 [ 8] ( P 260) 。这也是五 四知识分子孜 孜以

识阶级的责任真是重大, 真是要紧。
0
两国
在革命目标、革命形势、革命力量等方 面的高度相

求的社会改革目标。同时, 中俄两国具有很多相近

似, 使中国人完全有理由认定, / 俄国此次革命之成

的国情。/ 俄全国人口有百分之八十至八十五是农
民。农民的气质, 和中国人差不多, 保守性重, 沉沦

功, 未始不受吾国历次革命之影响。今吾更将依俄
国革命成功之影响, 以厚我共和政治之势力0 [ 8] ( P 22) 。

[ 9] ( P 282~ 283)

在无情、
愚昧、
忍耐、服从的种种恶习惯( 之中) , 全是

总之, 对待西学的思维逻辑和评判标准, 是五四

专制压迫的结果。农民除了土地的改革, 种殖[ 植]

知识分子共有的精神财富。陈独秀、李大钊、
胡适等

的改良, 稍微留心以外, 旁的事全不管。他们有时候
也不恨皇帝, 可是有反对大地主资本家的; 做革命中

有着共通的逻辑, 他们的评判尺度是统一的, 对马克
思主义适用, 对实验主义、
自由主义也适用。马克思

心的人, 是工人、
学生和爱自由的贵族们, 职业阶级

主义之所以迎来它在中国的第一个传播高潮, 并最

皆赞同革命, 这些人占 百分之二十, 其余百分 之八

终成为这场理论较量的胜利者, 与五四知识分子承

十, 是不参加革命的农民。这些农民的情形和我国

自中国传统文化的/ 软塑造0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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