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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力东亚的 1919 ：作为革命起点
的“五四”与“三一”

【内容摘要】　五四运动与三一运动如镜子般互相映照。从全球化历史中的“同时性”的视角出发，可重新

定位两者在世界史上的意义。在关注“五四”与“三一”的同时性时，也应注重对两者的个别

性进行比较，从“连动的东亚”视角重新审视这两个事件。随着纷纷被卷入世界体系，帝国日

本、半殖民地中国、殖民地韩国这三者在世界体系的等级结构中处于各自不同的地位。关注分

处不同地位却又相互作用的东亚的状况，是为了透视（半）殖民地现代的复杂性，从中找出超

克现代的契机，也意味着同时进行“现代适应与现代超克”的“双重课题论”的有效性。这两

个事件从 20 世纪 20 年代开始在社会历史的变化中被不断重新诠释，如何（再）记忆两者不

只是历史问题，也是现实问题。现在正是需要探索重新解读两者方法的转折点。可以尝试将两

者分别称为“五四革命”与“三一革命”来挑战这个课题。“五四”与“三一”中出现的民众

集结样貌，为以革命来概括理解这两个事件的历史意义提供了根据。“五四”与“三一”虽然

是两个国家国别史的一部分，但同时也与东亚区域史、全球史相互作用。

【关  键  词】　现代性　半殖民　东亚　区域史　共和　全球本土学

【作　　者】　白永瑞，韩国延世大学荣誉教授。

白永瑞

问题意识之所在

一百年前的 1919 年，韩国发生了三一运动（以下称“三一”），中国发生了五四运动（以

下称“五四”）。①这两个事件如镜子般互相映照。因此，这两个运动的关系很早就受到关注，

主要焦点在于前者对后者的影响或两者的关连性。笔者期待可以从全球化历史中的“同时性”

（simultaneity）观点上重新定位两者在世界史上的意义，同时也关注在比较“五四”及“三一”

的同时性时所显现的个别性。

·专辑三：全球文明视野下的“五四”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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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本文首先拟从“连动的东亚”视角重新解读这两个事件。所谓的连动是“互相深具关

连性的东亚在叙述以多方向相互作用的空间（即结构）的同时，指称主体性连带活动的用语”②。

连动意指结构上的关连性及行为主体的互相参照，后者除了运动之外，也包括思想、制度等领域。

随着被卷入世界体系，作为“帝国”的日本、作为半殖民地的中国、作为殖民地的韩国，这三者在

世界体系的等级结构中处于各自不同的地位却又相互作用。作为西欧列强代理角色的日本帝国扮演了

规范两国（半）殖民性③的角色。通过对照半殖民地中国的反日民族运动——五四运动，与殖民地朝

鲜的反日民族运动——三一运动，可进一步探讨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差异所具有的意义。重视这一点

是为了透视打着“文明化”旗帜的帝国主义造成的（半）殖民地现代的复杂性，找出存在于其内部的

超克现代的契机。这意味着同时完成“现代适应及现代超克”的“双重课题论”是非常有效的方 

法。④由此来看，中国虽然在 1911 年共和革命成功，但时隔八年才发生“五四”；韩国则在 1910 年遭

日本强制合并后，过了九年才发生“三一”，这种过程上的异同所具有的结构性意义可以变得更加清晰。

这两个事件从 20 世纪 20 年代开始，在社会历史的变化中被不断地重新诠释，并于今年（2019

年）一百周年之际迎来重新思考的契机。如何（再）记忆两者不只是历史问题，更是现实问题。

有趣的是，两国学界的研究方式最近呈现共通的倾向。韩国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就脱离了过去

从民众史观来解读“三一”的方式，经历“文化史的转型”，使其成为多元化的研究题材。中国大

陆也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出现对“五四”多元的解读方式，尤其是在社会文化领域的研究，取得

很大的进展。笔者想要提醒的是，尽管这样的潮流在解读“五四”和“三一”方面创造出多元成果，

在活用这些成果时，对于以（半）殖民性为媒介的世界体系的规范性、固有的运动及思想经验的重构，

以及对现在性反应迟钝的结构性认识的不足，也应加以批判。现在正是需要重新探索两者解读方法

的转折点，因此本文拟以将两事件称为“五四革命”和“三一革命”的方式来尝试挑战这个课题。

这个新的记忆化方式当然也反映在社会、政治的情况变化上。笔者参与了由韩国的“烛光革

命”⑤所引发重新解读三一运动的一系列潮流，⑥对于 1919 年与 2019 年的对话有着浓厚的兴趣，

问题是这个新的记忆化能对共有领域（commons）起到多大的作用。将这一新的记忆化（不卷入

特定政权的合法性争论）转化为共有领域，这是通过烛光革命重新“看见天”⑦的普通市民和历

史研究者作为共同主体需要在文明转型期共同付诸实践的世界史课题。

活力东亚 ：1919 年，新时代的到来

第 一 次 世 界 大 战 作 为 开 启“ 漫 长 的 20 世 纪 ” ⑧ 的 标 志 性 事 件， 引 发 全 球 对 于 互 连

（interconnection）的意识，其结果是得以在世界的层次上共享“全球性瞬间”（global moment）⑨。

通过报纸或电报等近代媒体，“近乎即时‘经验’的世界大战是让人自觉到‘世界的世界性’，并

且形成‘同时代性’感觉的事件”⑩。这一点也清楚地展现在韩中日对待为处理战后问题而举行

的巴黎和会的态度差异上。当时的殖民地朝鲜揭露了日本的和平论⑪所内含的矛盾——一面批判

维持现状国的“英美本位的和平主义”，一面却主张以日本为中心改组东亚秩序 ；并且指出，处

于“双重周边”的朝鲜的独立既是“世界和平所必须的”，也是“作为世界和平重要组成的东洋

和平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独立宣言书》）。朝鲜没有独立外交权，无法派遣官方代表参加巴黎

和会，主要依赖“由下而上的和平”。相较而言，作为半殖民地的中国，政府虽然派遣代表团参

加凡尔赛会议，但因为在会议上无法贯彻中国的要求，民间也出现了对于新的国际秩序与“由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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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上的和平”（非依列强政府之间协定而来的和平）的要求。

让我们再深入分析这里的差异。首先，日本成为一战亚太地区最大的受惠国，以战胜国的资

格接收了战败国德国过去在这个区域所享有的权利，尤其确保了在中国山东的权利，打下了全面

侵略中国的基础。⑫中国方面，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是使中国全面卷入世界体系的第一件世界

性事件。中国期待能通过参与战争获取重新定位对外关系的机会。因此，为了直接参加世界大战，

中国政府派遣劳工到法国，协助当时饱受人力不足之苦的协约国。战争一结束，中国的政府和民

间就以战胜国自居，举办官民同欢的胜战庆祝活动（1918 年）。⑬但众所周知，在巴黎和会的过程中，

中国的权利遭到漠视，群情激愤的中国民众展开民族运动，要求罢免三位有关官员，并且拒绝签

定协议，这就是五四运动。若走出中国的外交失败而从更大的脉络上看，中国至少参与了战后和

平协商，在打造新的战后世界秩序上，拥有了可以注入自己想法的平台，此点也是有意义的。⑭

但是中国人基于希望国家富强的愿望，想要改变帝国主义的秩序 ；与此同时，中国人目睹了战争

期间表现出的西欧现代性的破坏可能性，加上对巴黎和会感到失望，当然也会期待另一种文明及

另一种世界秩序。⑮“五四”时期爆发的“由下而上的和平”为此提供了推动力，俄国革命当然

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一言以蔽之，在半殖民地中国，是通过“由上而下的和平”与“由下而上

的和平”的双轨（track）并行，⑯展现了完成双重课题的可能性。

不同于中国，朝鲜在 1910 年就已经被日本强制合并，殖民当局强制推行武断统治，即以宪兵、

警察、官吏为媒介，将总督府暴力的支配秩序贯彻到民众全部生活的殖民地现代化方式。到 1919

年，民众的不满已达到了“内含爆发力”的境地。然而强制合并才九年就发生了“三一”这个全

民族的抵抗运动，是无法仅以仇恨心和反抗心来说明的。在此首先有必要探讨将 1919 年解读为“人

类的新纪元、解放的新气象”的时代氛围。让人们如此解读 1919 年的事件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

尽管一战本身是一场悲剧，但其结果导致以正义和人道为中心的“建设新社会”的认知扩散到全

世界，“改造”几乎成为流行语。朝鲜人通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某种程度上克服了开港以来对

西欧文明及文明开化的自卑感，对包含日本在内的当时世界秩序的根本性改组和改造怀有憧憬，

同时也在这种世界秩序改组的过程中梦想民族的未来，⑰可以说，朝鲜人通过共享“全球性瞬间”，

第一次有了迎接文明转型的新时代的感觉。

然而与中国可以派官方代表参加巴黎和会不同，殖民地朝鲜能否有机会参与世界史上的转型，

这种焦虑感对当时朝鲜人的思维和实践起了作用，成为重要的变数。⑱对于当时对威尔逊提出的

民族自决论持乐观态度的风潮，部分精英心存警戒，同时也预料到朝鲜问题根本不会被提到巴黎

和会上讨论，也没有参与“三一”运动。但作出行动的并不是基于正确知识而悲观的人，而是仰

赖意志乐观且挺身而出的人们。他们（并未误解国际秩序变动的意义）利用国际秩序变动的缝隙，

共同参与了“全球性瞬间”，希望让本国的社会变革也能呼应全球变革。如同《独立宣言书》上

所集中体现的，对现在“新天地将在眼前展开”怀抱着期待的时代认识及对国际情势的理解，再

加上殖民当局压迫的强度，共同构成引发“三一”这个集团性抗争的原因。

综上所述，第一次世界大战让全世界产生密切关联并使革命气氛高涨，东亚的 1919 年成为

活力变化的起点。当年发生的“五四”及“三一”是受压迫民族对帝国主义列强主导的世界秩序

提出异议、在世界史上具有“同时性”的事件，在东亚层次上彼此的相关性非常明显。“三一”

对“五四”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自 20 世纪 20 年代以来，朝鲜不仅对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有所共鸣，

同时中韩连带运动也很活跃，如这些事实所呈现的，两国间存在密切的连动。⑲但殖民地的“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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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巴黎和会举行之际，以向巴黎和会表明韩民族独立意志为目的而发生的民族运动，而半殖民

地的五四运动则是以战胜国身份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的要求遭到背弃而引发的民族运动。这些世

界体系内结构上条件的异同也对“五四”与“三一”的主体、目的和意义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五四”及“三一”体现的民众集结样貌 ：新的主体及民主共和

一般而言，“五四”在狭义上是指 1919 年 5 月 4 日开始到 6 月 28 日为止的爱国运动（五四运动）；

广义上是从 1915 年《新青年》杂志创刊、新文化运动开始展开，到 1923 年或 1924 年第一次国

共合作前为止。事实上，在狭义和广义的关系设定上，“五四”究竟是提出“外抗强权、内除国贼”

口号的爱国运动，还是以“民主与科学”为目标的新文化运动？这是持续论战的争议点。由于这

个争议点是了解“五四”性质和历史意义的关键，也与本文主要的关注对象即主体的问题有直接

关连，因此有必要进行深入探讨。

在此一个事实值得重视，那就是以经过“五四”在青年学生间急增的杂志和社团为主轴来

扩大“新文化”的“运动”，跨出北京和上海，在全国主要都市展开，“新文化运动”这个用

语也开始流行。⑳“运动”这个从日本输入的词语有如表现民众心愿的“魔术咒语”（magical 

incantation）般被学生指导层活用，㉑文化运动和民族运动也结合在一起。如德里克（Arif Dirlik）

所指出的，新文化与“五四”之间通过以学生组织为主轴所进行的实践过程展现了辩证法方式的

结合。㉒笔者想要在其强调组织重要性的观点之上再补充一个事实，那就是当时学生们所感受到

的成就感也为两者的结合提供了动力。

是爱国运动还是新文化运动？或者（借用李泽厚的用语）“救亡和启蒙的双重变奏”？这种二

分法式的构图是无法完整捕捉当时全貌的，尤其是“五四”的新主体的形成过程。五四运动以后，

国家主义思想衰退，“社会改造”思潮成为时代潮流，“个人解放”逐渐弱化。㉓中国知识分子和

青年学生们并非否定国家或政党政治，而是想要改造新文化运动的社会基础（家庭、个人、阶级、

劳动、教育等），实现新的政治。既非个人也非国家的自发组织连带的经验特别受到重视。“五四”

时期期待个人（当时的用语为“小我”）融入社会及世界、人类（“大我”）的新人生观风靡一时，

这是很有趣的现象。笔者曾根据学生们的日常生活分析，得出他们是想借由“社会改革的自我” 

（the selfhood for social reformation）的形成来克服认同危机的结论。也就是说，以个人融入社会

为媒介，找出“社会改革的自我”㉔。自由主义派认为五四运动是以“个人的觉醒”为骨干，新

左派则将重点放在“社会的发现”，笔者提出的这个事实可以成为超越两者间观点差异（或偏向）

的线索。同样，在朝鲜“三一”时期，由“文化”引领“运动”的理念扩散，创造了民族（运动）—

社会（运动）—文化（运动）的概念连结网，这具有很强的启发意义。㉕这种变化的趋势展现出，

“五四”时期形成的所谓民众的小组织（“小联合”）这种新潮流，如何与既有的大组织（“法团”）合流，

发展成中国民众的“大联合”，其可能性和必要性是当时众人关注的焦点。㉖在笔者看来，这两个潮

流在民族危机状况下，合流产生了自发性的民意代表机构。“五四”时期出现了“各界联合会”，

并且从 1923 年开始推动国民会议运动。所谓国民会议运动是 20 世纪 20 年代的职业集团在基于

各自日常生活的利害关系组织化的同时，与共产党及国民党互相合作、有时也互相竞争的竞技场

（arena），换言之，是新的民意代表机构的组成及实践。㉗这种“代表”的正当性因为一连串的民

众示威而在事后获得追认，并且在拒绝（日本）帝国的支配且为国民的理解发声时得到认同。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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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的三一运动过程中也有相似的发展，这个事实将在下面提出来讨论。

在这种民众的“大联合”即新的民意代表机构的实验中，也有一部分是从（“五四”以前）

长久以来的民众自治及集结经验中继承而来的。首先值得注意的是辛亥革命的连续性。闵斗基认

为，从 1911 年前后的第一次共和革命开始呈现的许多特性仅止于形式，是经由“第二次共和革命”

即五四运动才确保其实质性，达成共和革命的名与实融合的过程。㉘尽管辛亥革命作为亚洲第一

次共和革命成功了，共和政治却未能启动，对此感到失望的中国人转而讨论国民心理改造和对抗

势力的组织化，以此作为落实共和之路。㉙在此过程中，通过对共和制度（现存的政体或政党）甚

至对其理念本身的批判性认识，迈向通往新的政治、扩大民众直接参与这一复合且渐进的发展过程。

其次，民间力量的上升及分权化面向的重构也受到关注。沟口雄三关注十六、十七世纪以后

民间力量的上升导致王朝“制度”崩溃的过程，也就是从“中央集权制到地方分权化”的长期历

史过程。㉚明末清初以县级规模存在的“乡里空间”到清末成长为省级规模，他所说的“民间”

力量指的就是这个历史脉络。再加上清末以来推动分权化趋势的动力正是既有的大组织（“法团”）

的变化，其结果是有了 20 世纪初省单位共和国的建设构想，并且也出现了通过省单位共和国联

合的联邦国家的构想（联省自治运动）。当然同时也有对于中央集权式的国民革命的构想，但若

思考地方分权化这个漫长的历史脉络，“联邦共和国的构想也许是最具现实性的构想”㉛。然而众

所周知，帝国主义侵略所带来的民族危机意识在其后日益加重，由于担心军阀们勾结外来势力将

中国分割统治，对于联邦的构想没能实现。但 20 世纪 20 年代之际，由来已久的分权化潮流与民

众的小组织（“小联合”）这种新潮流所汇聚而成的国民会议构想，是非西欧代议制的新型民主主

义的探索，同时作为超克现代的契机值得重视。

若将上述“五四”新主体的形成过程和目标与“三一”进行比较，两者的特征将会更为清楚。

“五四”的主体是以主要都市为中心的各阶层民众联合，尤其是学生、劳工和商人（罢市、罢工、

罢课的“三罢”斗争）为中心的运动，其中“新青年”即学生在五四运动及新文化运动中担任主

导角色。与此相比，“三一”中虽然学生无疑是催化剂，但它是具有更多层次主体的（泛阶级、

泛民族的），尤其是以宗教团体和农民为直接原动力的全国性运动。中国在半殖民地状态下，政

府的自律性相对受到制约，但以自己的力量适应现代，同时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西欧列强专注于

自身问题、相对地在中国产生缝隙的时机，民族产业也达到盛况，大都市有所发展，商人或劳工

基于自身的利益积极地参与运动。但是，“五四”不仅没有扩散到农村，也未扩散到中小都市。㉜

相反，在殖民地朝鲜，总督府采取将暴力支配秩序贯彻到民众全部生活的殖民地现代化方式，对

此怀抱不满的多层主体，以包括都市和农村在内的全国性规模参与了民族运动。

参与“三一”的多层主体的目标集中体现在现场高呼的“万岁”中。“万岁”的口号包含了

个人和民族获得解放的愿望，以及对新国家的期待。那么，他们向往的新国家是共和政治吗？尽

管存在爱国就是忠君的惯性，夸示大众力量的“三一”示威者们利用朝鲜高宗的葬礼这个传统的

仪礼（ritual），“算是为高宗和王朝秩序的历史举办了葬礼”，这个解释值得注意。㉝朝鲜在 1919 年

前后虽然并非没有复辟运动，但因为被强制合并，君主制事实上已形同被废。在一个空白上与过去

的断绝，很容易把对共和政治的向往扩散成为不可回头的展望，在此辛亥革命也起了一定影响。这

一点与中国通过辛亥革命在形式上终结皇帝制度、再历经“五四”追求共和实质，是不一样的。

关于共和主义这个争议点，笔者要对“三一”展开过程出现的“国民代表”口号的使用赋予

特别的意义。在构想新国民国家的过程中，国民拥有主权并将主权委任给代表的思想，清楚地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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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国民代表”这个认识上。4 月 23 日以钟路普信阁为中心盛大展开的示威是“国民大会”，

在这里出现了“地区的代表组成国民代表”的设想。由国民代表组成共和国的理想，迅速地扩散

到民众当中。“三一”过程中，也出现了许多没有组成团体或组织而自任民族代表或国民代表的

个人。在无法通过选举顺利选出地区代表的当时，这被当作实现民主主义的方式。这里内含的代

表性及直接性的意义，值得再三思索。在“三一”及（如上述的）“五四”中，这些代表并没有

经过正式且合法的选举过程，“代表”的正当性因随之而来的民众示威在事后获得了追认，在他们

抗拒（日本）帝国主义的支配且为国民的意愿代言时得到了认同。㉞在殖民地朝鲜，后者变得更为

明显，这可以解读为超越由地区代表组成的代议制民主主义，是一种更为新式的民主主义实验。㉟

内含着“三一”所表现出的对共和制的渴望，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于 1919 年 4 月 11 日在上海

成立，“三一”的精神也反映在当天宣布的由十个条款组成的“大韩民国临时宪章”上。应该铭记，

包含临时政府的面向在内，主张“三一”独立正当性的内在逻辑，是在追求立足于自决而实现民

主与平等的实质，换言之，应该重视其作为重新构思民主主义的原则所具有的意义。㊱从其目标

超越代议制民主主义且追求平等这点看，其“表面上看似追求现代政治模型，但内容上却可以当

作是包含着超克现代意志的”㊲资产。

对此，笔者想强调，绝不能将对于新国家的渴望缩小理解为单纯在制度上是否实现共和政治。

应该关注的是，出现在“三一”的对于可称为“宗教的渴望”的乌托邦的期盼，也就是融合个人利益、

民族独立、世界解放的“现世的乌托邦主义”㊳，或者被压抑而潜藏的民众变革意识一举爆发的“解

放主体意识”㊴。以东学为首的许多民间信仰所传承下来的开辟“后天”的愿望与大同思想，㊵为

对新世界的渴望注入力量，持续至三四月间的“三一”成为涵盖阶级和阶层、都市和乡村的全民

族性抗争，把部分地区变成“人民自治的解放区”㊶。不同于经历过 1911 年和 1919 年两阶段共

和革命的中国，在朝鲜，被压缩的能量一次性释放出来，因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

由“三一”获得的解放体验也呈现在对时间观念的影响上。当时“己未以后”成为惯用语，“三一”

成为区分当代民族运动或“社会运动”时期的重要单位，担当了测量个人时间的尺度、“时间上的”

基准点的角色，㊷共享这一体验的人们成为“三一运动世代”。他们中一部分自 20 世纪 20 年代以来，

除各地青年会之外，还主导了全国规模的农民、劳工和女性团体的组成，另外也参与了许多迁往

中国的移民建立的跨境团体（尤其是抗日武装组织）。

在追求另一种文明的文化运动中也可找到“三一”的影响。处于殖民地地位的朝鲜人，对世

界时间和朝鲜时间之间的不一致反应敏锐，㊸进而认识到“后进者”朝鲜不会为适应现代所埋没，

反而能找出到达另一种文明的捷径。他们所提倡的文化运动，其特点是“一次就飞跃起来，结合社

会革命论，呈现后现代的、后资本主义的面向”。另外，因为在殖民地的现实上无法介入或动员自己

国家的权力或政治领域，与其将“文化”与“社会”分离，不如在文化上赋予其革命的意义，并且将“文

化”政治化。㊹这个认知扩散到结合作为世界史潮流的文明批判论（尤其是批判资本主义弊病的改造

论）的天道教的开辟思想（意指“开辟新天地”），也就是文明转型运动上。宣传该内容的综合杂志《开

辟》非常符合当时朝鲜民族在穷困日常生活中的感受，因此成为 20 世纪 20 年代“时代的宠儿”㊺。

将“五四”与“三一”视为革命的意义

上述“五四”与“三一”中出现的民众集结样貌，是支持笔者以“革命”来概括理解这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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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历史意义的问题意识的根据。事实上，狭义的五四运动要求罢免三名官员和拒绝签订凡尔赛

条约，运动主体并未付出重大牺牲就达成了目的。相反，“三一”不仅造成人员伤亡，㊻也未达成

建设独立国家的目标。那么，“五四”成功而“三一”失败了吗？实际上，从长期时间分别来看，

两者都获得了堪称“革命”的成就。这里所谓革命的意涵并非古典意义或教科书、字典上的意思，

所指的不止于颠覆政权，而是思想、文化的颠覆性变化与民众主体力量的增强（西欧的“六八革命”

即为其例）。

将上述革命概念适用到“三一”时，被称为“三一运动世代”的新主体的形成，还有君主制

的急剧断裂与对共和制的追求，以及文明转型的认知，这些都是革命层次的重大变化，因此也充

分具备革命的条件。而从其结果展现为“渐进的、累积性的成就”（incremental achievement）的

意义上，可以称之为“持续学习的革命”或“现在进行中的革命”，这是因为在韩国起始于“三一”

的根源性动向，能够一直追求其实质至今之故。自从东学农民起义（1894）内含对新世界变革的

努力结下三一运动这个成果以来，继续延续到四一九革命（1960）、五一八民主化运动（1980）、

六月抗争（1987）以及烛光革命（2017），但是，由于在殖民地的条件下，其制度化道路受到制约，

无法像中国一样历经国民革命的阶段，因此只能将重心更多放在运动和思想上，承受重复反转、

曲折递增的过程。一系列“渐进的、累积性的成就”延续了韩国近现代史的活力（dynamic）。㊼

那么，可以将这一“革命”概念适用到“五四”上吗？笔者认为，“五四”时期已实现思想、

文化的颠覆性变化及民众主体力量的增强，因此将五四运动称为“五四革命”是恰当的。“五四世代”

的形成是广受认同的事实，不仅如此，如众所周知，在中国将五四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伟大的

开端”是主流意见，其他观点至少也承认存在“五四”文学革命。因此，“五四”时期以来在思想、

文化上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这是很容易得到认同的事实。当然也有观点认为革命并非一定意指一

次性的政治革命，而是在时间上历经许多阶段、完成根源性变革的持续性“大革命”（其核心是广

义的文化）的系谱。㊽总之，称其为“五四革命”应该是不陌生的。

然而“五四”可以像“三一”那样被称为“持续学习的革命吗”？曾是半殖民地的中国（和

曾为殖民地的朝鲜不同），通过自己的政府，特别是在制度层次上，部分成就了各个阶段中华民

族的自主和民主。尤其是对于一面基于民众的自治和集结看穿国民国家解放与压抑的两面性、一

面想要重新建构国家的中国人而言，接续辛亥革命的“五四”就是他们在理论和实践上努力的根源。

在这种意义上，“五四”是维持想要同时履行“双重课题”的张力的阶段，正因如此，“五四”得

以成为在“中国现代思想史开辟了一个全新的时代”㊾的重要运动。当然，“五四”之后，因为在

半殖民地条件下无法维持这种张力而发生了文化和政治（或革命）的分离，即所谓启蒙和救亡的

分离，乃至前者被解释为从属于后者的现象。但是，如果认为“五四”的历史意义是从“一个层

累地叠加和扩展的过程”㊿中显现出来的，那么，它是可以和“三一”一样被称为“持续学习的革命”

的。不过，笔者认为“五四”的历史意义不单单是因为具有“多层次性”（multidimensionality）和“多

方向性”（multidirectionality）， 而在于以“社会改革的自我”为媒介，使融合个人和社会这种辩

证法的结合，成为社会改革的实践过程所成就的主体的经验，尤其是在共和的扩充实质化这种新

型民主主义的实验运动上。超越狭义的政治，将朝向根本变革的社会与文化相连结，将文化（再）

政治化，这就是“五四”的“运动”。正因如此，其后一百年来，“五四”一直在中国现代史上占

有“价值高地”的位置，至今仍被一再召唤并与现实相比较。这也正是它被称为“持续学习的革命”

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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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论 ：连动的东亚与全球本土学

在中国学界，当前对清末的改革比较关注，“五四”的热度似乎一度冷却不少。当然，从辛

亥革命的连续线上来重探“五四”也是重要的工作， 本文也指出“五四”所传承的民间力量或

分权化面向的历史脉络。但是（作为辛亥革命连续体的）“五四”所呈现的民治（民众自治）的

经验，即共和扩充的实质化所具有的革命意义，是不能被遮盖的。在这种知识氛围中，充满活力

的 1919 年的东亚呈现出五四运动和三一运动的世界史“同时性”，笔者称其为“革命”，期待能

在方法论上开启一条重探五四现代意义的出路。

笔者想要提醒的是，“五四”与“三一”虽然是两个国家国别史的一部分，但同时也是与东

亚区域史及全球史产生相互作用的一部分，应该关注“五四”和“三一”的世界史的“同时性”

（simultaneity）。将“全球性瞬间”挪用到东亚地区，憧憬着民众自治和由下而上争取和平的“新

世界”，中国人和韩国人这种对于重层性世界空间的集团经验，具有区域史（超越国别史）意义，

也呈现在与日本连动的样貌中。如何应对五四运动及三一运动是决定日本的“运动与体制双方未

来的试金石” 。当时由于（由本国和殖民地组成的）重层的日本帝国圈内，存在内部矛盾及相

互作用的条件，“三一”为日本原敬内阁利用权力层内部的派系、改革殖民地经营战略提供了契机。

另外，也存在像吉野作造（或像他所领导的黎明会这种启蒙团体）那样，努力想要理解两个运动且

具有主张帝国改造必要性的“容忍他者的国际感觉”的运动势力，对这种事实的历史意义 也应该

在某种程度上给予认同。然而在大正民主时代（1905— 1932），不论是运动方或体制方都无法积

极地加以应对，日本的大势终于发展为“对外帝国主义，对内立宪主义” 。结果，日本于 1910

年强制合并朝鲜，经过三一运动，对朝鲜的支配有所让步，在适应现代上似乎是成功了，但忽略

了其应该克服的课题，长远来看在国家利益上非全体日本人之福，这种局限性是很清楚的。相较

于此，中国受三一运动影响，发起了五四运动，参与了引发历史变革的“全球性瞬间”。因此殖民

地韩国的某报纸比较“日本国会的丑态”，认为在中国发生的“政治改革”动态是“社会改革”的一部

分而表示欢迎，将中国文化运动的社会革命性面向视为可以颠覆东亚历史发展路线的新希望。

如此，“五四”与“三一”具有令人重思连动的东亚过去百年史的颠覆性意义。为了完整掌

握这个历史意义，笔者想要提倡坚持全球本土学（Glocalogy，全球在地学或全球本土学）的视

角。全球本土学是将在地的、区域的、全球的事物的重层性集结在一个层次上加以分析的学问，

意味着对于重层的世界体制和区域秩序的批判性认知。尤其是在东亚殖民与冷战重叠的影响下，

有必要强调空间上大幅分裂、纠葛凝聚的场所即“核心现场”的经验。我们所居住的生活现场不

论何处都可能成为核心现场，但前提是清楚认识到历史矛盾凝聚的事实并且坚持克服的实践性姿

态。如果说那里是“世界体制的微弱环节”，那么涉足这个部分的全球本土学的完成，将更具有

变革性的意义。 作为核心现场之一的韩国烛光革命引发重新诠释“三一”，本文在其延长线上比

较“五四”，可说是应用全球本土学观点的一例。 由此，一方面批判西欧中心的普遍主义，另一

方面期待能在赋予日本、韩国和中国各自脉络上互相理解可能性的个别性沟通过程中产生改变，

开启一条创造（另类）普遍性的道路。完成朝向这个新的普遍性的全球本土学的过程，坚持从不

偏重于“现代适应”或“现代超克”任何一边的“双重课题”的视角，并应伴随不断进行评价和

省察的紧张，才会更有效果。承担这种高度紧张时，可以在历史中确认从“五四”和“三一”开

始的根源性变革的动态是否完整确保其实质至今，也可以获得在今日现实中实现其面向的满足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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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向未来更美丽东亚的发展动力，也将由此衍生而出。

注释 ：

① 以下称为“五四”与“三一”。这既是作为简称，同时也是为了强调，与“运动”相比，笔者更想将“五四”和“三一”

称为“革命”的问题意识。

② 白永瑞 ：《横观东亚 ：从核心现场重思东亚历史》，台北 ：联经出版社，2016 年，第 45 页。

③ 如果说殖民地是指受到某个国家的直接支配而丧失主权，半殖民地则是指虽然未受到直接支配，但列强通过不平等条

约及势力圈的分割发挥其影响力，主权也受到列强制约。然而近代中国社会结构的“半殖民地”之“半”并不是单纯的

中间型态，而是意指世界资本主义的规范性，并且意指帝国主义带有结合封建残留物进行支配的资本主义性质的过渡阶段。

④ “双重课题论”是想要超越将现代的特性视为必须成就的正向价值（例如现代主义）或必须扬弃的老旧遗产（后现代主义）

这种二分法圈套的创意理论，期待由此克服“侵略和抵抗”这种单向式的历史理解。参见 Nak-chung Paik, “The Double 

Project of Modernity,” New Left Review, Septmeber/October（2015）。

⑤ 白乐晴 ：《创造“烛光”的新世界与南北关系》，《创作与批评》（韩国）2017 年春季号。英语圈读者参考 Nak-ch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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