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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新的政治”

【内容摘要】　“五四”期间，在舆论界影响极大的陈独秀对于国家问题进行了许多思考。之前他目睹民初政

治乱象，产生许多悲观论调。但他却忽视了民初政治的主要参与者皆为士绅，彼辈并不能代表

全体国人。《新青年》创办后，随着更为深入地了解现实，陈独秀发现资本主义式的国家并不

能解决中国问题，特别是巴黎和会显现了近代列强真实的政治行为逻辑。与此同时，马克思

列宁主义给予他一个分析国内外政治经济真实状况的理论基础，让他能够从广大平民的角度出

发，思考“新的政治”。陈氏思想轨迹的变迁，具体而微地呈现出“五四”前后中国思想界之

特征。

【关  键  词】　陈独秀　五四运动　国家问题　马克思主义

【作　　者】　王锐，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讲师。（上海  200241）

王　锐

有论者言，自 1850 年到 1949 年，“从史

实看，在这个‘屈辱的世纪’里，种种转机预

示了中国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崛起。中国政府不

断在军事、经济、政治和科技领域推进改革以

寻求富强，与其他国家比肩”。之所以如此，

原因之一便是“过去一个半世纪里，中国政治

家们所秉持的意识形态虽然各不相同，但他们

都在追寻富强，以求重获甚至提升和扩大其国

家主权”。①可以说，近代中国的首要任务就

在于动员广大的社会力量，抵抗帝国主义对中

国领土与主权的侵蚀，摆脱日益加剧的危机，

走向独立自主。许多现代性因素在中国的展开，

都与这一时代主题息息相关。

就此而言，作为对现代中国影响深远的事

件，五四运动的思想言说中固然具有一面宣扬

民族主义、一面憧憬世界主义的“两歧性”。②

但正如论者所言，对于五四一代知识分子，“民

族主义仍是理解他们言行的重要概念工具”，

即便曾设想世界主义的未来图景，他们的“民

族主义情感，或应说是潜藏而不是丧失”。③

而民族主义在现实层面的最主要表现，便是对

国家形态与内外秩序的不断探讨。五四新文化

——“五四”前后陈独秀对于国家问题的思考

·专辑四：青年学人看“五四”·



64     总第三五五期

运动期间关于社会、世界主义、思想文化、个

人等问题的讨论，可以说源于对中国所面临的

危机之反思。同样，对于新社会形态之憧憬、

新个人面貌之展望，归根结底，与希望由此而

产生新的国家组织形式、合理的制度安排息息

相关。因此，思考五四新文化运动，不能忽视

当时参与者对国家问题的强烈关注，即怎样才

能构建一个好的国家，而非用一种反国家、去

政治的视角来看待这些问题，忽视五四新文化

运动期间各类议题的内在联系。

基于这种问题意识，本文结合思想语境与

相关史事，讨论陈独秀（1879— 1942）关于

国家问题的论述与思考。陈氏在五四新文化运

动中的地位已毋庸多言。他的许多言论，不但

风行一时、影响深远，还极具时代典型意义。

深入分析其思想，或可抓住五四新文化运动中

的一些关键问题。

悲于歧路 ：对民初政治的消极感观

辛亥革命爆发后，陈独秀来到安庆，出任

故乡安徽的都督府顾问。他向都督府提出政治

改革意见，主张清除政府机构中的旧官僚，革

除不利于革命事业的弊政。然而关于辛亥革命

后的一般政治情形，正如汪荣祖所论，当革命

爆发之际，“革命党未能指导群众运动，更勿

论动员人民”。而革命之后，随着中央政权的

瓦解，士绅在地方上的独立性更为突出，以至

“民国的各级地方政府几全赖士绅的经济支持，

根本不能冒犯包括‘劣绅’在内的士绅阶级”④。

因此，陈独秀的政治改革计划自然难以实现。

1913 年，陈独秀积极响应讨袁，失败后流落

上海，通过在亚东图书馆编写出版文字学著作

维持生计。总之，民初的陈独秀，经历了一系

列政治上的挫败。

与之相应，民国成立以来乱象频仍，和先

前所期待的种种美景绝不相同。对新政权的期

待与乐观，不旋踵遂变为极度抑郁与苦闷。对

陈独秀而言，种种景象难免使他产生强烈的幻

灭感。他开始质疑那些自己曾不懈追求的政治

理念。他深怀“国家社会过去未来之无限悲伤”，

回忆起昔日的革命同志，觉得自己苟活于世，

“堕落不堪，愧对亡友”，称自己为“不祥之人”，

咒斯世为“不祥之社会”。⑤

这一时期，陈独秀非但在情绪上低落、消

极，甚至开始从学理上否定清末以降风行一时

的爱国主义、救亡图存等政治思潮。在发表于

《甲寅》的《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中，他指出，

中国人所理解的“爱国”，基本等同于“忠君”：

“若夫人民，惟为缔造者供其牺牲，无丝毫自

由权利与幸福焉，此欧洲各国宪政未兴以前之

政体，而吾华自古讫今，未之或改者也。近世

欧美人之视国家也，为国人共谋安宁幸福之团

体。人民权利，载在宪章，犬马民众，以奉一

人，虽有健者，莫敢出此。欧人之视国家，既

与邦人大异，则其所谓爱国心者，与华语名同

而实不同。”⑥作为与中国状况进行对照的“他

者”，陈独秀对“欧洲各国”的想象，很大程

度上决定了他如何分析中国的政治状况。近代

西方政治思想给他提供了不少理论资源。陈独

秀认为 ：“土地，人民，主权者，成立国家之

形式耳。人民何故必建设国家，其目的在保障

权利，共谋幸福，斯为国家成立之精神。”可见，

相比清末，他进一步定义了国家的内涵。而以

此为标准判断，“吾华未尝有共谋福利之团体，

若近世欧美人之所谓国家也”⑦。因为中国政

治传统中的“国家”，“凡百施政，皆以谋一姓

之兴亡，非计及国民之忧乐”。如此，“若而国

家实无立国之必要，更无爱国之可言”，“其爱

之也愈殷，其愚也益甚”。总之，在他看来 ：“爱

国心，情之属也。自觉心，智之属也。爱国者

何？爱其为保障吾人权利谋益吾人幸福之团体

也。自觉者何？觉其国家之目的与情势也。是

故不知国家之目的而爱之则罔，不知国家之情

势而爱之则殆，罔与殆，其蔽一也。”⑧当时，

陈独秀最主要的政治情绪，自然是对袁世凯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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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集团的作为感到极度愤恨。他痛感辛亥革

命后所建立的政权，实为替袁氏掌权张目。这

里所说的“国”，一方面固然指此刻存在于世

间的那个“政权”，但联系上下文脉络，既然

他认为中国历史上从未有“共谋福利之团体”，

那不正表明，作为代表历史与文化延续性的

“国家”，其自身也不具备合法性吗？照此看来，

被纳入“中国”这一缺乏合法性基础的实体中

的民众，不论从历史流变还是从现实处境来看，

皆不具备陈氏眼中“合法”的政治身份。

面对令人万分失望的国内政局，陈独秀很

容易将中国与那些处境类似的国家相提并论 ：

“不知国家之情势而爱之者，若朝鲜、土耳其、

日本、墨西哥及中国皆是也。”墨西哥效仿美

式共和，政治基础长期不稳，致使国内时局动

荡，不但陈独秀有见于此，康有为更时常举此

例作为中国不能行共和政体之证。⑨土耳其内

有民族认同危机，外临列强环伺的地缘政治，

其状况确可为中国之鉴。但最值得注意的是陈

独秀对已被日本殖民的朝鲜之论述 ：“朝鲜地

小民偷，古为人属，君臣贪残，宇内无比。自

并于日本，百政具兴，盗贼敛迹，讼狱不稽，

尤为其民莫大之福。然必欲兴复旧主，力抗强

邻，诚见其损，未睹其益。”⑩按照这一认识，

陈氏进一步申论 ：“海外之师至，吾民必且有

垂涕而迎之者矣……失国之民诚苦矣，然其托

庇于法治国主权之下，权利虽不与主人等，视

彼乱国之孑遗，尚若天上焉……夫贪吏展牙于

都邑，盗贼接踵于国中，法令从心，冤狱山

积，交通梗塞，水旱仍天，此皆吾人切身之痛，

而为印度、朝鲜人之所无。”⑪根据此处之意，

朝鲜自古政治状况恶劣，而自从被日本殖民之

后，治绩反而有所好转，因此彼处反抗殖民统

治实无必要。既然中国现状与被殖民以前的朝

鲜不相上下，还不如让中国人“托庇于法治国

主权”。

这一思考逻辑，固然是由于陈独秀服膺“团

体之成立，乃以维持及发达个体之权利已耳，

个体之权利不存在，则团体遂无存在之必要”⑫

这样的政治理念，但更和他对中国历史与现状

的理解以及对世界政治经济局势的认识息息相

关。换言之，如何保障个体权利、如何组合成

团体，本身并非一个抽象思辨的议题，而是关

乎个人心中蕴含的中外政治现实图景。对帝国

主义深有洞察的章太炎曾说 ：“志存兼并者，

外辞蚕食之名，而方寄言高义，若云使彼野人，

获与文化，斯则文野不齐之见，为桀跖之嚆矢

明矣。”放眼世界，“今之伐国取邑者，所在皆

是”⑬。正如斯言，近代列强的全球扩张，在

攫取经济资源与政治利益之外，存在一套颇为

精致的“教化”工程，涉及街道分布、学制设

定、知识分类、生活习俗、监狱管理、法律诠释、

治理程序等各个方面。被殖民地区的知识分子

与民众受到规训，渐渐深信这些举措乃进化之

阶梯、文明之实践。因而陈独秀对中国现状感

到绝望时，很难从感知与学理层面抗拒帝国主

义意识形态话语，特别是在后者占据话语权的

情形下。其实，袁世凯政权也是在列强的大力

支持下才得以维系，甚至中国政治破碎、经济

丧失自主权、政权运作急需向外国银行团借款，

这些现状反而有利于列强的在华利益。换言之，

从现实角度出发，列强需要一个袁世凯式的中

国。而这一切，只有当陈独秀拥有了更具批判

性的理论武器后，才能逐步体会到。

陈独秀虽然强调“国家者，保障人民之权

利，谋益人民之幸福者也。不此之务，其国也

存之无所荣，亡之无足惜”⑭。但是国家并非

空洞之物，其内部一定包含了生活于其中的国

民。自晚清以降，无论革命派、立宪派，都主

张向民众宣传国民意识，动员后者参与国家建

设。因此，对于以启蒙者自居的知识分子，从

思考习惯上讲，革命之后国家若还破败不堪，

很容易就会将反思重点从袁世凯那样的当权者

转移到全体国民身上。于是陈独秀指出 ：“民

无建国之力，而强欲摹拟共和，或恢复帝制，

以为救亡之计，亦犹瞽者无见，与以膏炬，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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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益而增扰耳。夫政府不善，取而易之，国无

恙也。今吾国之患，非独在政府。国民之智力，

由面面观之，能否建设国家于二十世纪，夫非

浮夸自大，诚不能无所怀疑。”⑮清末陈独秀还

相信“我们中国地大人众，大家要肯齐心竭力

办起事来，马上就能国富兵强”⑯。但他经历

了民初的政治挫败后，开始感到应由全国民众

共担其责。陈独秀之所以对“爱国”感到消极，

归根结底缘由在此。

如何从学理层面回应陈独秀的观点？政治

败坏至此，哪些群体才是真正的祸首？作为政

坛老手，梁启超抓住了核心问题 ：“吾国人民

究为善良耶？为非善良耶？吾敢径答曰 ：大多

数地位低微之人民，什九皆善良者也 ；少数地

位优越之人民，什九皆不善良者也。故中国将

来一线之希望，孰维系之？则至劬瘁、至质直

之老百姓其人也 ；而此一线之希望孰断送之？

则如我辈之号称士大夫者即其人也。”⑰此论一

语中的。辛亥革命后建立了共和政体，但就大

多数“读书人”而言，所引为典范的仍是以士

绅支配为主的“贤人政治”，或者说“披着人

民主权外衣的士绅共和国”⑱。因此，政治之

良莠，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一阶层的思虑考量

与纵横捭阖。即便真有陈独秀所想象的“海外

之师至，吾民必且有垂涕而迎之”，按照当时

的政治支配格局，也很可能仅为“士大夫”者

“垂涕而迎之”。真正占人口大多数、处于无声

状态下的大众，在民初历史舞台上显得十分边

缘化。陈独秀把国家处于困境的“罪责”加之

于他们，未免有失厚道。

仰慕远西 ：憧憬近代“新国家”

1915 年 9 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

杂志》（后更名《新青年》），希望改变当时的

文化气氛。在他看来，“青年之于社会，犹新

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新陈代谢，陈腐朽败者

无时不在天然淘汰之途”⑲。而欲将此“新鲜

活泼细胞”传播到弊病丛生的社会里，则必须

将长期以来“陈腐者”所形塑的各种不合时宜

的“偶像”彻底清除。所以他呼吁 ：“破坏！

破坏偶像！破坏虚伪的偶像！吾人信仰，当以

真实的合理的为标准 ；宗教上、政治上、道德

上、自古相传的虚荣，欺人不合理的信仰，都

算是偶像，都应该破坏！”⑳或许是秉持之前

的观点，他认为国家也属于人为构建出来的“偶

像”：“一个国家，乃是一种或数种人民集合起

来，占据一块土地，假定的名称 ；若除去人

民，单剩一块土地，便不见国家在那里，便不

知国家是什么。可见国家也不过是一种骗人的

偶像，他本身并无什么真实能力。现在的人所

以要保存这种偶像的缘故，不过是藉此对内拥

护贵族财主的权利，对外侵害弱国小国的权利

罢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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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世界上多数的

人，若不明白他是一种偶像，而且明白这种偶

像的害处，那大同和平的光明，恐怕不会照到

我们眼里来！”㉑

陈独秀谈及当时正惨烈进行的欧战，或许有

睹于此，让他开始质疑国家存在能否给普通人带

来幸福。但从思想传承来看，陈独秀曾对人言 ：

“杨、康、章、梁诸先生，皆吾辈之先觉。”㉒这

番国家为人造偶像之论，与章太炎在清末所撰

的《国家论》极为相似。章氏指出 ：“国家既

为人民所组合，故各各人民，暂得说为实有，

而国家则无实有之可言。”“欲于国家中求现量

所得者，人民而外，独土田山渎耳。然言国家

学者，亦不以土田山渎为主体。则国家之为主

体，徒有名言，初无实际，可知矣。”㉓虽说如此，

但他同时强调，从现实层面来看，“爱国之念，

强国之民不可有，弱国之民不可无”㉔。因为

一旦“弱国”也受此学理熏染，觉得国家乃一

虚幻的“偶像”，存废与否无关紧要，那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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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很可能为“强国”所吞并，自己所属的“偶

像”固然不复存在，但却造就了一个更为强势

的“偶像”，于寰宇之中张牙舞爪。这点陈独

秀亦有所感知。所以他认为“世界上多数的人，

若不明白他是一种偶像”的话，那么国家消亡，

全球畛域“大同”的景象，“恐怕不会照到我

们眼里来”。

因此，这一阶段陈独秀关于国家问题的思

考，虽有理想主义的一面，但更多还是立足现

实，探索如何能建成一个更好的国家。他指出 ：

“第衡之吾国国情，国民犹在散沙时期，因时

制宜，国家主义，实为吾人目前自救之良方。”㉕

而欲达此效，关键在于什么样的国家才是中国

应孜孜以求的。关于创办《青年杂志》，陈独

秀曾自白 ：“介绍西方学说，改造社会，此固

本志唯一之宗旨。出版以来，一字一句，皆此

物之志也。”㉖

想象一个理想的“新国家”，在陈独秀那里，

离不开他所理解的“西方学说”中有关国家的

描述。在陈独秀看来，居今之世，思考包括

国家问题在内的一系列关乎中国前途的问题，

必须具有一套全新的历史观。他指出 ：“可称

曰‘近世文明’者，乃欧罗巴人之所独有，即

西洋文明也 ；亦谓之欧罗巴文明。移植亚美利

加，风靡亚细亚者，皆此物也。欧罗巴之文明，

欧罗巴各国人民，皆有所贡献，而其先发主动

者率为法兰西人。”㉗而此“潮流”在政治领

域的具体特征，陈独秀认为 ：“古今万国，政

体不齐，治乱各别。其拨乱为治者，罔不舍旧

谋新，由专制政治，趋于自由政治 ；由个人政

治，趋于国民政治 ；由官僚政治，趋于自治政

治 ；此所谓立宪制之潮流，此所谓世界系之轨

道也。吾国既不克闭关自守，即万无越此轨道

逆此潮流之理。”㉘依据这样的历史观、文明观，

陈独秀认为中国要想摆脱困境，必须紧跟时代

“潮流”，在政治领域构建相似的制度、伦理，如 ：

“民主国家，真国家也……真国家者，牺牲个

人一部分之权利，以保全体国民之权利也”㉙ ；

“自治的国民政治”㉚ ；“近世国家，无不建筑

于国民总意之上”㉛ ；“庶政公诸舆论”“尊重

人民自由”㉜。

这些观点已有许多论著加以阐发。笔者也

承认，以上政治制度与政治伦理在近代中国国

家建设中必须予以重视。问题的关键在于，陈

独秀是否对其产生、巩固、传播的历史过程有

较为清晰的认识。这不仅是学理上的考辨，更

关乎能否认识到这些政治要素立足于中国的现

实条件。陈独秀认为 ：“法兰西革命以前，欧

洲之国家与社会，无不建设于君主与贵族特权

之上，视人类之有独立自由人格者，唯少数之

君主与贵族而已 ；其余大多数之人民，皆附

属于特权者之奴隶，无自由权利之可言也。自

千七百八十九年，法兰西拉飞耶特（Lafayette

美国独立宣言书亦其所作）之‘人权宣言’（La 

declaration des droits de I’hommes）刊布中外，

欧罗巴之人心，若梦之觉，若醉之醒，晓然于

人权之可贵，群起而抗其君主，仆其贵族，列

国宪章，赖以成立。”㉝这段话体现了陈独秀

对于“近世文明”演变的基本认识。陈独秀向

国人介绍西学，广开民智，确实具有重要的历

史意义，但他却未能做到在此过程中不带迷信

情绪。

对近代西方文明进行过一系列深刻解析的

马克思指出 ：“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

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

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

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㉞因此，“每一个

企图取代旧统治阶级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

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

员的共同利益，就是说，这在观念上的表达就

是 ：赋予自己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

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㉟。所以，

在这样的意识形态操纵下，这一文明及其所代

表的新的统治阶级，就会把自身成长壮大的历

史，描绘成某一理念不断克服重重阻力，最终

普照大地、成为进步象征的历史，而其间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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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的社会矛盾、军事冲突、权力交易、剥削

手段、生产与分配方式，都将被纳入这一理念

当中，成为用以证明其无上荣光的注脚。拉斯

基经历了一战以来西方一系列政治与经济变局

后，也开始重新思考陈独秀所歆羡的“近世文

明”。他指出 ：“在超过四个世纪的时间里，资

本主义已经逐渐利用国家的最高强制力，将这

些权利渗透到了它所控制的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的缝隙。法律、教育、宗教和家庭，这所有的

一切都受到了它的影响。它的受益者不但出于

历史上所有人类的习惯行事，而且还使他们赖

以成长的机构适应社会基础的需求。他们真心

实意地认为，对他们赖以生存的特权所进行的

攻击，实际上就是对文明社会的基础的攻击。

正如在法国大革命中英勇奋斗的人士，或是试

图将列宁推离权力宝座的俄国资产阶级一样，

他们也丝毫不怀疑自己的道德正确性。它们已

经变成了捍卫传统社会观念的武装起来的思

想。”㊱拉斯基揭示了这一“近世文明”如何将

自己的主张扩散于社会各个领域 ；其最大受益

者是哪个群体 ；它如何在察觉自己可能面临挑

战与危机时，迅速形成战斗意识，与挑战自己

的政治势力展开对决。相较之下，陈独秀并未

以独立眼光审视近代西方政治的运作逻辑，探

寻它从“中古”到“近世”的演变过程中哪些

社会力量起了关键作用、各种政治口号背后的

现实诉求是什么。更为重要的是，这一历史巨

变下所产生的政治与经济理念，对于中国可能

产生哪些真实的启示。

因此，当陈独秀用他所理解的西学来审视

中国的政治问题时，就很难具体揭示中国的

社会结构、政治症结、内外情势。和《甲寅》

时期类似，此刻他对中国现状的看法，依然还

是情绪性多于反思性。“举凡吾之历史，吾之

政治，吾之社会，吾之家庭，无一非暗云所笼

罩 ；欲一一除旧布新，而不为并世强盛之民

所兼、所攻、所食，固非冒万险，排万难，莫

由幸致。”㊲这种对民族国家危机的担忧自然

无可厚非，但透过自己所了解并推崇的西学，

陈独秀在分析中国问题时非但未能获得一种

富于启发性的理论资源，反而由于以西洋为榜

样，导致其很难真正认识到中国社会的主要矛

盾以及妨碍大多数民众个人权利的根本症结。

陈独秀认为 ：“所谓立宪政体，所谓国民政治，

果能实现与否，纯然以多数国民能否对于政

治，自觉其居于主人的主动的地位为唯一根本

之条件。”㊳原理上此论自然不差，不过在观

察中国“多数国民”的情况后，他又感到“中

国政治所以至此者，乃因一般国民雅不欲与闻

政治，群以为政治乃从事政治生活者之事业，

所以国民缺乏政治知识，政治能力，如外人

所讪笑者”㊴。陈独秀提出的现实政治的解决

思路是 ：“国家组织之作何态，实以国中有力

分子若何分布以为衡。”㊵又言 ：“社会国家之

进步也，其道万端，而始终赖为必要者，乃有

大众信仰之人物，为之中枢为之表率。”㊶而既

然政治良莠与否全赖“国中有力分子”，那么

他又何必苦心焦虑高呼“国民政治”？如何使

“国民政治”在中国生根，如何真正将占人口

绝大多数的群体组织动员起来，或许这才是关

乎国家前途的真问题。

看来，能让陈独秀进一步思考国家问题的

契机，或许就在于深刻反思自己所仰赖的“近

世文明”。一战结束后，时任美国总统威尔逊

提出十四点和平原则，主张各殖民地有权追求

民族自决。这一宣传在中国知识分子圈产生了

极大影响。当时正在中国各地旅行的杜威，观

察到中国知识分子“对美国的信任是那么的天

真无邪”，“中国在其绝望处境中创造了一个具

备强烈民主意识、爱好和平的美国人的形象，

后者尤其致力于为弱国确保国际的公理和正

义”。对他们而言，美国担当了“一个拯救者

的角色”。㊷这一观察颇为到位。陈独秀在了解

到威尔逊的政治主张后就声称 ：“美国大总统

威尔逊屡次的演说，都是光明正大，可算得现

在世界上第一个好人。”㊸彼时和中国处于相似



69May.   2019

纪念五四运动 100 周年专辑   二 O 一九年  第五期

境遇的国家和地区，如印度、埃及、韩国，其

知识分子也对威尔逊抱以极大欢迎，盼望其替

本国主持公道。

但接下来的巴黎和会上，包括美国在内的

列强之所作所为，却给陈独秀等知识分子以沉

重打击。从结果来看，“收到过多次欢呼的威

尔逊原则所倡导的公开外交，不啻是调停过程

的一个早就埋下的隐患。显而易见，美国总统

的空头支票‘公开的和平公约，公开签署’很

快变得只是意味着外交协定的最后文本应该予

以公布”㊹。目睹这一情形，陈独秀感慨道 ：“有

一班人因为孙中山好发理想的大议论，送他一

个浑名，叫做孙大炮。威尔逊总统的平和意见

十四条，现在也多半是不可实行的理想，我们

也可以叫他做威大炮。”㊺

更让他感到难以理解的，是那个之前让自

己歆羡的“法兰西文明”，如今却显露出另一

种样态 ：“法兰西国民，向来很有高远的理想，

和那军国主义狭义爱国心最热的德意志国民，

正是一个反对。现在德意志不但改了共和，并

且执政的多是社会党，很提倡缩减军备主义。

而法兰西却反来附和日本、意大利，为着征兵

废止、国际联盟、军备缩小等问题，和英美反

对，竟使威总统有主张将平和会议迁移他国的

风传。不知理想高远的法兰西国民，都到那里

去了？”㊻曾经亲历巴黎和会的经济学家凯恩

斯，这样描述代表法国出席谈判的克列孟梭 ：

“他所秉持的哲学就是 ：在国际关系中，是没

有给‘多愁善感’留出任何位置的。国家是真

实的存在，你热爱其中的一个，而对于其他那

些，你则漠不关心，乃至心怀仇恨。你所热爱

的这个国家的无上荣光，是值得追索的理想目

的，但是，一般来说，你的邻国却需要为此付

出代价。”㊼由此可见，在国际政治中，法国

确实也坚持自己的“理想”，只是这一“理想”

的内涵，远不同于陈独秀所想象的。当他不久

后明白这一点时，陈独秀将重新思考，如何建

设一个“好的国家”。

北方吹来十月的风 ：找到“新的政治”

在 1919 年 12 月 1 日出版的《新青年》杂

志中，作为创办人的陈独秀，有感于“本志具

体的主张，从来未曾完全发表。社员各人持论，

也往往不能尽同。读者诸君或不免怀疑，社会

上颇因此发生误会”㊽。其中关于政治问题，

他说道 ：“我们虽不迷信政治万能，但承认政

治是一种重要的公共生活 ；而且相信真的民主

政治，必会把政权分配到人民全体，就是有限

制，也是拿有无职业做标准，不拿有无财产做

标准 ；这种政治，确是造成新时代一种必经的

过程，发展新社会一种有用的工具。至于政党，

我们也承认他是运用政治应有的方法 ；但对于

一切拥护少数人私利或一阶级利益，眼中没有

全社会幸福的政党，永远不忍加入。”㊾

此前，《新青年》杂志的另一位主要作者

李大钊已公开撰文宣传马克思主义，称赞十月

革命是“二十世纪的革命”㊿。同时他与胡适

就“问题与主义”展开论争，而后者依然是美

式政治的忠实拥簇。如此一来，所谓的“《新

青年》阵营”，在政治问题上就出现了分歧。

陈氏此文或许是为了避免读者对于这些政治分

歧产生误解，希望寻找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最

大公约数，来体现作者同仁内部的基本团结。

虽说如此，该文仍透露出陈独秀此时在政治（国

家）问题上，较之先前有了新的思考。

欧洲大陆烽烟四起，远在中国的知识分子

观察战争走向的同时，也在反思参战各国所象

征的政治逻辑是否还具有合理性，与之相连带

的便是探索一种新政治、新文明诞生在禹域的

可能性。 只有在这个背景下，才能理解为何

十月革命能对中国知识界产生如此巨大的冲

击。与陈独秀一样同为老革命党人的吴玉章回

忆 ：“辛亥革命时，我们对掌握政权和改造国

家机器太不注意了，当时为了迁就袁世凯而让

出了政权。有些人（如宋教仁）还幻想用议会

斗争的方式来控制住旧的国家机器，结果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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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就能够利用现成的政权和旧国家机器向我们

进攻。布尔什维克认为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

权问题，工人阶级在革命中必须粉碎旧的国家

机器，代之以新的国家机器，才能够巩固革命

的胜利。这正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布尔

什维克关于政权和国家的理论，解决了我的

问题。”

和吴玉章一样，“政权与国家”也是陈独

秀自清末以来不断思考的主要问题，并且他也

曾苦恼于革命党人为何在“掌握政权和改造国

家机器”方面屡遭挫败。不过在十月革命爆发

前，他认为“社会主义，理想甚高，学派亦甚

复杂。惟是说之兴，中国似可缓于欧洲。因产

业未兴，兼并未盛行也” 。所谓“理想甚高”，

透露出他依然是在前文所论的思想框架内思考

国家问题。但与此同时，陈独秀更对中国的政

治现状愈发不满，认为“革命者，一切事物革

故更新之谓也。中国政治革命，乃革故而未更

新。严格言之，似不得谓之革命”。不仅如此，

在国际政治中，陈独秀目睹中国在巴黎和会上

的待遇，终于清醒地认识到“现在还是强盗世

界！现在还是公理不敌强权时代！”所以“非

改造人类的思想，从根本上取消这蔑弃公理的

强权不可” 。总之，国内外的政治现实让陈

独秀终于发现 ：“立宪政治在十九世纪总算是

个顶时髦的名词，在二十世纪的人看起来，这

种敷衍不彻底的政制，无论在君主国民主国，

都不能够将人民的信仰、集会、言论出版三大

自由完全保全住，不过做了一班政客先生们争

夺政权的武器。现在人人都要觉悟起来，立宪

政治和政党，马上都要成为历史上过去的名词

了，我们从此不要迷信他罢。什么是政治？大

家吃饭要紧。”

认识到政治的关键在于“大家吃饭要紧”，

很大程度上转变了陈独秀一直以来思考国家问

题的视角，提供了一个认真探讨中国社会内部

真实且复杂的情形之契机。从“吃饭问题”入

手，便可具体分析列强压迫中国的方法与动机，

特别是其经济上的手段 ；并可追问为什么会有

“国内纷争”，其背后是否凸显出政治与经济的

严重不平等。陈独秀通过对现实的敏锐观察以

及反思自己的理论基础与价值倾向，遂能逐渐

认识到相关问题之严重性。

胡绳认为，五四运动前后的中国知识分子

之于社会主义，“对这个理论虽然还不明究竟，

但接受了它，就明确了在中国要反对帝国主义，

打倒军阀。而且使人有了一个远大的理想，要

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自辛亥革命以来，

政治家们都是为小集团、为个人利益而奋斗，

社会主义者则有一个超乎这些狭隘目的的伟大

目标。这个目标使社会主义者有了高尚的追求

和无私的奉献精神，使他们生气勃勃” 。早

期的社会主义者能够从自己生活的知识分子圈

里走出来，能够超越本阶层的利益诉求，将视

野投射到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在话语权上处

于“失语”状态、不少沦于赤贫境遇的无产者

身上，分析改变他们现状的可能性。这较之时

人眼中的民初官僚与依附于军阀的无良士人，

在道德形象上已有天壤之别。而这种超越一己

之狭隘目标的眼光，必须建立在对中国社会现

实矛盾的深刻揭示以及对西方文明大致客观的

认识基础上。

陈独秀无疑在不断趋近这一点 ：“十八世

纪以来的‘德莫克拉西’是那被征服的新兴财

产工商阶级，因为自身的共同利害，对于征服

阶级的帝王贵族要求权利的旗帜……如今二十

世纪的‘德莫克拉西’，乃是被征服的新兴无

产劳动阶级，因为自身的共同利害，对于征服

阶级的财产工商界要求权利的旗帜。” 这段话

堪称陈独秀转向社会主义之后对近代西方历史

发展的新认识。这一认识较先前也更接近西方

学者从现代学理回溯自身文明发展过程而得出

的相关结论。在 19 世纪西方历史编撰学的谱

系里，基佐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位置。他在史

学领域的主要特点之一，便是强调社会活动的

发展对文明史的巨大影响。基佐通过阶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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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视角，将法国大革命中登上历史舞台的那群

人，从历史上追溯至中世纪的“自治市民”，

赋予其一以贯之的传统荣光，为他们“管理、

复兴全世界”提供历史的合法性。 而到马克

思那里，这套理论成为他解剖资本主义体制

病理、思考革命可能性的“武器”。他指出 19

世纪欧洲的问题“不是争论‘共和国还是君主

国’”，而是“资产阶级共和国在这里是表示一

个阶级对其他阶级实行无限制的专制统治” 。

初步了解马克思学说后，陈独秀便能渐渐使用

这一套理论分析框架，从历史演变的角度去认

识西方，并在此基础上思考中国的国家问题。

陈独秀开始将中国的国家问题置于一种新的历

史观与内外视野之下进行分析。他强调 ：“我

们不是忽略了政治问题，是因为十八世纪以来

旧的政治已经破产，中国政治界所演的丑态，

就是破产时代应有的现象，我们正要站在社会

的基础上，造成新的政治，新的政治理想。不

是不要宪法，是要合乎二十世纪的时代精神

能解决社会经济问题的新式宪法，而且要先在

社会上造成自然需要新宪法的实质。” 所谓

“十八世纪以来”的政治，其要义不在于从宪

法条文与政府组织模式去观察，而是分析在这

种国家形态中由哪个阶级、群体来执政。陈独

秀认为，相比于由“君主、贵族、僧侣、大地主”

掌权的古代政治，“十八世纪以来”的政治实践

主体乃“工商业资本家的官僚政客” ，即伴

随近代经济生产方式变迁而出现的掌握大量经

济资源的那个群体。其政治诉求在表面上以“自

由”等为号召，“他们全都以为各民族应当是

一个在独立立宪政府统治下的政治单位，这个

政府将消灭专制贵族和教会的势力，使各个国

民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切实运用政治上、经济上、

宗教上和教育上的个人自由权。”但他们之中

大多数人的真实想法其实是 ：“政府应当是有

产者的政府，因为其他的人民不知道他们自身

的利益。” 透过政治口号的表象，去探究真正

的获益者，陈独秀正在逐渐掌握这一点。

因此，陈独秀认为“新的政治”应该祛除“游

民政治”——“贵族、军人、官僚、政客”对

政权的掌控。 “游民政治”这一概念或许借

用了当时作为他论战对手的杜亚泉之说法。在

后者那里，“游民”除了地痞流氓之外，还包

括“过剩的知识阶级”，他们依附于官僚、武

人这样的“游民首领之贵族化者”，成为后者

的文化帮凶。杜氏呼吁 ：“若今后之智识阶级，

犹不肯断绝其政治生活之希望，不置身于产业

阶级、劳动阶级中与之结合，而惟与贵族化之

游民为伍，则贵族势力与游民势力，将日益膨

胀而不知制，何政治革命、社会革命之可言？”

此论无疑补充了陈独秀的观点。如果说当时关

于国家问题的思考多由知识分子进行，那么这

一群体能否与“劳动阶级”结合，从后者的立

场出发思考如何建设一个好的国家，就显得尤

为重要。如果站在“贵族势力与游民势力”一

边，那么“政治革命”很难名实相副。

一般认为，陈独秀 1920 年 9 月发表的《谈

政治》一文，是他转向马克思主义后的代表作。

相比于民初一度质疑国家存在是否必要，这时

的陈独秀显得成熟多了。在他看来，“你谈政治

也罢，不谈政治也罢，除非逃在深山人迹绝对

不到的地方，政治总会寻着你的 ；但我们要认

真了解政治底价值是什么，决不是争权夺利的

勾当可以冒牌的” 。从思想脉络上看，新文化

运动之所以能引起强烈的反应，与时人对现实

政治的极度失望相关，因此，尽管在言说上有

暂时不谈政治、专注于文化建设的表达，但这

种新文化的形塑，本身就带有极强的政治色彩，

是借助探索新的“文化”来构建新的“政治”。

谈到政治，则不能不涉及权力问题。对此陈独

秀指出 ：“从事实上说起来，第一我们要明白世

界各国里面最不平最痛苦的事，不是别的，就

是少数游惰的消费的资产阶级，利用国家、政治、

法律等机关，把多数极苦的生产的劳动阶级压

在资本势力底下，当做牛马机器还不如。要扫

除这种不平这种痛苦，只有被压迫的生产的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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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阶级自己造成新的强力，自己站在国家地位，

利用政治、法律等机关，把那压迫的资产阶级

完全征服，然后才可望将财产私有、工银劳动

等制度废去，将过于不平等的经济状况除去。”

陈独秀很清楚，当一个阶级利用国家机器进行

统治、制定各种有利于自身的法律、维护其社

会经济利益时，被压迫阶级要想改变这种状况，

必须从政治角度展开分析，建设一个更为平等、

公平的新政权。他敏锐地观察到 ：“劳动者自来

没有国家没有政权，正因为过去及现在的国家、

政权，都在资产阶级底手里，所以他们才能够

施行他们的生产和分配方法来压迫劳动阶级 ；

若劳动阶级自己宣言永远不要国家、不要政权，

资产阶级自然不胜感谢之至……”

在此基础上，陈独秀重新思考国家问题，

认为现代社会中处于支配地位的政治形态，其

演变过程不外乎“新兴的资本家利用自由主义，

大家自由贸易起来，自由办起实业来，自由虐

待劳动者，自由把社会的资本集中到少数私人

手里，于是渐渐自由造成了自由的资本阶级，

渐渐自由造成了近代资本主义自由的国家”。所

以处于被压迫地位的人们必须明白，“枷锁镣铰

分明是自由主义将他带上的 ；现在理想的将来

的社会，若仍旧妄想否认政治是彻底的改造，

迷信自由主义万能，岂不是睁着眼睛走错路

吗？”置诸历史背景，陈独秀此论绝非无的放矢。

杜威观察到，“中国把其刚起步的工业看作不受

约束的社会开拓者的天堂”，在经济模式上“盲

目地重复西方工业革命中最糟糕的一幕” 。而

被今人归入所谓自由主义阵营者，“很少有人严

肃地考虑通过经济组织和实践，在中国实现民

主主义的问题。对经济问题的忽略是自由主义

的公众影响力日益衰微的主要原因之一” 。

陈独秀当时在国家问题上的辩论对象，除

了对被压迫阶级生计漠然视之的“自由主义者”

外，还包括初衷极佳、理想高远的无政府主义

者。他希望后者明白，“我们无论如何反对我

们所生存的社会制度，在我们未曾用我们的力

量把现存的制度推翻以前，我们仍旧必然为现

存的我们所反对的社会制度所支配，除非自杀

或是单独一人逃到深山穷谷没人迹的地方，绝

对没有方法可以自由逃出 ；所以就是对于资本

制度深恶痛绝的无政府党或社会党，在社会革

命未成功以前，仍然是资本制度支配他们的生

活，没有方法可以退出” 。因此，关键问题

在于如何改变背后为强权的“资本制度”，释

放出探讨国家问题的更多可能性。

施米特认为，政治的概念包含“敌对性”，

即特定的对立面，如果人们无法从阶级、主权、

国家、社会等术语里“确切地知道要侵袭、战

斗、反驳或否定的对象，那么，它们便根本无

从把握”。陈独秀正是在对“十八世纪旧政治”

的不断质疑、对“新的政治”的不断深入了解

的过程中，一步步认清如何建设理想的政权以

及新政权之阶级基础。他明确宣称，“所以我

们主张救济中国，首在铲除这种割据的恶势力，

断然不可怀苟且的心理，以为他是已成的势力，

来承认他助长他。铲除这种恶势力的方法，是

集中全国爱国家而不为私利私图的有力分子，

统率新兴的大群众，用革命的手段，铲除各方

面的恶势力，统一军权政权，建设一个民主政

治的全国统一政府 ；这样政府实现了，才有政

治可言，才有从容制宪的余地” 。总之，国

家问题解决的唯一办法，“是在用政治战争的

手段创造一个真正独立的中华民国” 。如何

锻造新政治、新政党、新人、新文化，便成了

陈独秀之后理解中国现代历史进程的主要切入

点。“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

将一事无成。” 20 世纪那场波澜壮阔、改变

了中国与世界面貌的革命运动，也就在这样的

逻辑之下展开了。

结语

陈独秀关于国家问题的论述，一方面与他

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认识息息相关，另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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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他如何理解近代西方相联系。对后者的基本

认知，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如何思考前者的各种

状况。陈独秀的可贵之处在于对现实有极为敏

锐的观察，犹有进者，在思考政治问题时，能

够超越自己所处阶层之眼界与立场，剖析各种

十分迫切的时代真问题。遗憾的是，在近代西

学日渐压倒中学的背景下，陈独秀出于救国救

民的急迫感，很难有条件全面深入认识近代西

方历史流变的复杂性。正当陈独秀反复提及中

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比较下相形见绌之时，按照

施特劳斯的说法，西方其实已经开始陷入危机，

即“西方渐渐不再确信自己的目标” ，其内

部发生了巨大歧异，过去所拥有的普遍目的不

再具有效力。如果陈独秀早先能够较为冷静地

分析西方，那么对于中国国家建设的思考，也

一定会减少许多不切实际的偏激之论与一厢情

愿的幻想，进而可能提出更“接地气”的政治

与文化论述。也正因如此，对中国现代史上的

革命者而言，重要的是实事求是地熟悉中国的

现实状况，将远西之学内化为贴近中国问题的思

想资源。陈独秀的国家观，包括他对中国政治问

题的其他思考，正应在这里得到继承与扬弃。

注释 ：

① 哈尔西 ：《追寻富强 ：中国现代国家的建构，1850—

1949》，赵莹译，北京 ：中信出版社，2018 年，“序言”，

第 1 页。

② 张灏 ：《重访五四 ：论五四思想的两歧性》，《时代的探

索》，台北 ：联经出版公司，2004 年，第 132—136 页。

③ 罗志田 ：《理想与现实 ：清季民初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

的关联互动》，许纪霖、宋宏编 ：《现代中国思想的核心观

念》，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年，第 366、353 页。

④ 汪荣祖 ：《士绅与民国肇建》，黄兴涛、朱浒主编 ：《清

帝逊位与民国肇建》上卷，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 年，第 128 页。

⑤⑫ 陈独秀 ：《〈双枰记〉叙》，任建树主编 ：《陈独秀著

作选编》第 1 卷，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144、145 页，第 145 页。

⑥⑦⑧⑩⑪⑭⑮ 陈独秀 ：《爱国心与自觉心》，任建树主编 ：

《陈独秀著作选编》第 1 卷，第 146 页，第 147 页，第 147 页，

第 148 页，第 150 页，第 150 页，第 149 页。

⑨ 章永乐 ：《万国竞争 ：康有为与维也纳体系的衰变》，

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7 年，第 153—158 页。

⑬ 章太炎 ：《齐物论释》，《章太炎全集》第 5 册，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年，第 46、47 页。

⑯ 陈独秀 ：《瓜分中国》，任建树主编 ：《陈独秀著作选编》

第 1 卷，第 22 页。

⑰ 梁启超 ：《痛定罪言》，吴松等点校 ：《饮冰室文集点校》

第 4 集，第 2406—2407 页。

⑱ 高波 ：《追寻新共和 ：张东荪早期思想与活动研究

（1886—1932）》， 北 京 ：生 活· 读 书· 新 知 三 联 书 店，

2018 年，第 136 页。

⑲ 陈独秀 ：《敬告青年》，任建树主编 ：《陈独秀著作选编》

第 1 卷，第 158 页。

⑳㉑ 陈独秀 ：《偶像破坏论》，任建树主编 ：《陈独秀著作

选编》第 1 卷，第 423 页。

㉒ 陈独秀 ：《答李大魁（佛教）》，任建树主编 ：《陈独秀

著作选编》第 1 卷，第 188 页。

㉓㉔ 章太炎 ：《国家论》，《章太炎全集》第 4 册，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年，第 484—485、486 页，第 491 页。

㉕㉙ 陈独秀 ：《今日之教育方针》，任建树主编 ：《陈独秀

著作选编》第 1 卷，第 173 页。

㉖ 陈独秀 ：《答孔昭铭（介绍西学）》，任建树主编 ：《陈

独秀著作选编》第 1 卷，第 276 页。

㉗㉝ 陈独秀 ：《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任建树主编 ：《陈

独秀著作选编》第 1 卷，第 164 页。

㉘㉚㊳ 陈独秀 ：《吾人最后之觉悟》，任建树主编 ：《陈独

秀著作选编》第 1 卷，第 203 页。

㉛㉜ 陈独秀 ：《答汪叔潜（政党政治）》，任建树主编 ：《陈

独秀著作选编》第 1 卷，第 222 页。

㉞㉟ 马克思、恩格斯 ：《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马

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2 年，

第 178 页，第 180 页。

㊱ 拉斯基 ：《欧洲自由主义的兴起》，林冈、郑忠义译，北京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年，第 173 页。

㊲ 陈独秀 ：《抵抗力》，任建树主编 ：《陈独秀著作选编》



74     总第三五五期

第 1 卷，第 180 页。

㊴ 陈独秀 ：《答顾克刚（政治思想）》，任建树主编 ：《陈

独秀著作选编》第 1 卷，第 364 页。

㊵㊶ 陈独秀 ：《时局杂感》，任建树主编 ：《陈独秀著作选

编》第 1 卷，第 353 页。

㊷ 杜威 ：《在中国进行的国际对决》，马迅译，顾红亮编 ：

《中国心灵的转化——杜威论中国》，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

出版社，2017 年，第 16 页。

㊸ 陈独秀 ：《〈每周评论〉发刊词》，任建树主编 ：《陈独

秀著作选编》第 1 卷，第 453 页。

㊹ 科勒 ：《20 世纪的世界 ：1900 年以来的国家关系与世

界格局》，王宝泉译，北京 ：群言出版社，2010 年，第

24—25 页。

㊺ 陈独秀 ：《随感录·威大炮》，任建树主编 ：《陈独秀著

作选编》第 2 卷，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37 页。

㊻ 陈独秀 ：《随感录·理想家那里去了？》，任建树主编 ：

《陈独秀著作选编》第 2 卷，第 49 页。

㊼ 凯恩斯 ：《〈凡尔赛条约〉的经济后果》，李井奎译，北京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 年，第 29 页。

㊽㊾ 陈独秀 ：《〈新青年〉宣言》，任建树主编 ：《陈独秀

著作选编》第 2 卷，第 130 页，第 131 页。

㊿ 李大钊 ：《Bolshevism 的胜利》，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 ：

《李大钊全集》第 2 卷，第 367 页。

 汪晖 ：《文化与政治的变奏——战争、革命与 1910 年

代的“思想战”》，《短 20 世纪 ：中国革命与政治的逻辑》，

香港 ：牛津大学出版社，2015 年，第 97—102 页。

 吴玉章 ：《回忆“五四”前后我的思想转变》，中国社

科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主编 ：《五四运

动回忆录》，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 年，第 10 页。

 陈独秀 ：《答褚葆衡（社会主义）》，任建树主编 ：《陈

独秀著作选编》第 1 卷，第 283 页。

 陈独秀 ：《答卓鲁（革命问题）》，任建树主编 ：《陈独

秀著作选编》第 1 卷，第 366 页。

 陈独秀 ：《为山东问题敬告各方面》，任建树主编 ：《陈

独秀著作选编》第 2 卷，第 98 页。

 陈独秀 ：《随感录·立宪政治与政党》，任建树主编 ：《陈

独秀著作选编》第 2 卷，第 111 页。

 “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课题组 ：《胡绳论“从

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2001 年，第 22 页。

 陈独秀 ：《告北京劳动界》，任建树主编 ：《陈独秀著作

选编》第 2 卷，第 139 页。

 基佐 ：《欧洲文明史》，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5 年，

第 133 页。

 马克思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共中央马

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5 年，

第 17 页。

 陈独秀 ：《我的解决中国政治方针》，任建树主编 ：

《陈独秀著作选编》第 2 卷，第 237 页，第 237 页，第 239 页。

 海斯 ：《现代民族主义演进史》，帕米尔等译，上海 ：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年，第 124—125 页。

 杜亚泉 ：《中国政治革命不成就及社会革命不发生之原

因》，《杜亚泉文选》，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年，

第 401 页。

 陈独秀 ：《谈政治》，任建树主编 ：《陈独秀著作

选编》第 2 卷，第 249 页，第 252 页，第 252 页，第 253 页。

 杜威 ：《工业中国》，郑玉国译，顾红亮编 ：《中国心灵

的转化——杜威论中国》，第 189 页。

 周策纵 ：《五四运动史》，陈永明等译，北京 ：世界图

书出版公司，2017 年，第 228 页。

 陈独秀 ：《讨论无政府主义·答区声白的信》，任建树

主编 ：《陈独秀著作选编》第 2 卷，第 394 页。

 施米特 ：《政治的概念》，刘宗坤等译，上海 ：上海人

民出版社，2015 年，第 37 页。

 陈独秀 ：《联省自治与中国政象》，任建树主编 ：《陈独

秀著作选编》第 2 卷，第 476 页。

 陈独秀 ：《造国论》，任建树主编 ：《陈独秀著作选编》

第 2 卷，第 480 页。

 毛泽东 ：《五四运动》，《毛泽东选集》第 2 卷，北京 ：

人民出版社，1966 年，第 523 页。

 施特劳斯 ：《我们时代的危机》，李永晶译，刘小枫选

编 ：《西方民主与文明危机》，北京 ：华夏出版社，2018 年，

第 7 页。

编辑　杨义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