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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析五四的独立自由精神和陈寅恪的
独立自由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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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辨析五四的独立自由精神和陈寅恪、王国维的独立自由理念。 同样标举

独立,倡扬自由,陈寅恪、王国维与五四新文化发难者、五四新青年做出向度相悖的文化

选择,其认知指涉、价值立场、观念内核皆不同,二者不能接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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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李泽厚:《与陈明的对谈》,《世纪新梦》,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29 页。
②　

 

骆玉明:《陈寅恪的意义》,《近二十年文化热点人物述评》,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256-257 页。

曾经,“独立”“自由”与五四相联系。 而 20 世纪 90 年代之后,陈寅恪所作《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

念碑铭》中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被铸成图腾。
使用同样的词语“独立”“自由”,认知和指涉的向度并不相同。

一

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剧烈的社会转型过程中,文化变异诡谲微妙、扑朔迷离。
李泽厚曾做概括:“九十年代学术风尚特征之一,是‘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 鲁迅、胡适、陈独

秀退居二线,王国维、陈寅恪、吴宓则被抬上了天。” ①

一些人物冷了些,另一些人物热起来,是因为“思想家”与“学问家”的身份吗? 骆玉明认为不是。
他辨析:“李氏所提及的两类人,根本上还不是‘思想家’与‘学问家’之别;在现代史上,鲁迅、胡适、陈独

秀是反传统的代表,王国维、陈寅恪、吴宓则是维护传统的代表。 一方‘淡出’,一方‘凸显’,是老问题在

新形势下的重提,是中国文化寻求思想资源的再度彷徨。” ②

王国维、陈寅恪、吴宓等人物中,最“热”的是陈寅恪。 很有名的易中天在 2002 年发表了很有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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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劝君免谈陈寅恪》,开头便说:“已故历史学家陈寅恪在辞世多年后忽然成了文化新闻的热点人

物,似乎是一件没什么道理的事情。”①某个逝去的人突然热起来,是应和了此时情势中的某种需要。 陈

寅恪热与“国学热”、反激进的保守主义思潮相关。
同时,反思五四、问责五四成为 20 世纪 90 年代思想史、文学史研究的重要趋向。 在数十年的历史

叙述中,五四被界定为历史的转折点,被各派势力、各类人物不断刻镂烙痕,收获过无与伦比的光荣。 20
世纪 90 年代,仿佛到了总体反思和总清算的时候。

现代新儒家的传承、海外新儒家的影响和大陆新儒家的“高调出场”②,都以谋求中国文化本位的立

场诘责五四;从西方借来的解构主义、东方主义以及其他一些主义,被用做重审五四的理论武器;当中国

学者也发出“谁的现代性”的质疑,五四以来的文化变革便蒙上了西方霸权主义侵入的阴影;为政治学

家、经济学家们所关注的全球化趋势中的“亚洲价值”问题,启迪中国学者从“本土”角度反思五四以来

中国文化的发展道路。 反思者追究并问责五四人物对其后历史进程的影响。
有些诡异的是:也在 20 世纪 90 年代,陈寅恪的十字箴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被与五四新文

化相对接。
1998 年,王元化出版《清园近思录》③,发表《我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再认识》④,“痛定思痛”地反

思五四人物提倡的“庸俗进化”“激进主义”等观念对此后中国文化建设的“不良影响”。 而他于 1999 年

五四 80 周年时又阐说“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表现五四文化精神的重要遗产之一”:

我们要继承“五四”的什么精神? 过去写五四思想史很少涉及“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句

话。 这是陈寅恪为王国维写的纪念碑铭中提出的,很少被人注意,我认为这句话是表现五四文化精

神的重要遗产之一。 王、陈等一向被视为旧营垒中人,被划在“五四”范围之外。 我觉得这是一种

偏颇。 问题在于这句话是不是可以体现五四时期出现的一种具有时代特色的精神,它是不是具有

普遍性? 如果不仅仅于用文白之争来概括“五四”,那么它是否在以不同形式写作的人物身上都存

在着? 近年来这句话渐渐获得了许多人的认同,比较容易被理解了。 我特别重视“独立精神、自由

思想”,是因为倘从这方面去衡量五四人物,那么褒贬的标准会有很大不同。⑤

也是在 1999 年,李慎之论证“作为思想家”的陈寅恪时写道:“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自由’在

全国知识界得到广泛的讨论,也得到广泛的拥护,然而以干脆的语言标举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这个原则的,则不能不首推陈寅恪先生。”⑥

置身于 20 世纪 90 年代的特定情势下,作为当时中国文化界有影响力的人物,王、李两先生对五四

所持看法并不相同,却都将陈寅恪的独立自由理念与五四独立自由精神相黏合,并将陈寅恪的十字箴言

作为对五四新文化精神遗产的概括。
那么,设问一下:陈寅恪、王国维会认为“被划在五四范围之外”是偏颇吗? 他们希冀在五四范围之

内找到身份认同吗?
难道须由与五四新文化不相干的陈寅恪在五四落潮之后的 1929 年,借王国维自沉两周年总结出五

四精神?
“独立”“自由”曾被五四文化先驱竭力标举,曾被五四新青年舍命追求。 五四人物讲到“独立”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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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的言论很多。 例如,陈独秀自 1915 年创办《青年杂志》,即不断倡扬“独立自主之人格”。 他所作《一
九一六年》,阐说“个人独立自主之人格”的段落仅 500 余字,竟将这短语重复八次,另有一处说的是“自

由自尊之人格”。① 再例如,胡适 1918 年介绍易卜生主义,寄望中国青年造就“自由独立之人格”②。 虽

然陈、胡的表述不如陈寅恪所撰碑文中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齐整顿挫,但如果将“独立” “自

由”作为五四文化精神的遗产,不应径直征引五四人物以此为关键词的言论吗?
适逢 20 世纪 90 年代的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五四遇“冷”,陈寅恪、王国维遇“热”,异质性凸显,同

时又微妙地出现了将其差异抹平的趋向———以“独立”“自由”的名义。

二

阿克顿勋爵在 19 世纪末估算:“自由是个具有两百种定义的概念。”他指出:“人们给自由所下的定

义多种多样———这表明:在对自由的认识上,无论是在热爱自由的人们当中,还是在厌恶自由的人们之

中,持有相同理念的人微乎其微。”③又经历了争说自由的一个多世纪,自由的定义该会猛增若干倍。
乔万尼·萨托利将自由称之为“变色龙一般的术语”,缘于“自由这个字眼和‘我有……的自由’这

种宣言,体现了人类生活本身千变万化的范围和种类”。④

借用叶尔姆斯列夫提出,经罗兰·巴特张皇的“含蓄意指”概念,词语的意义流动着、分散着、播撒

着、开放着,同时,词语意义在向不同方向延伸时,又携带着特定语境中的所指和能指,并牵连着日后屡

屡被使用时叠加的意指———陈寅恪和五四人物使用同样的词语“独立”“自由”,而人们从中读出不同的

意指并勾连出不同的联想。
陈寅恪的十字箴言会使我们联想些什么? 想到王国维:他的自杀和他的遗言“经此世变,义无再

辱”;他的“南书房行走”身份和他的辫子;他精湛的学问和对生命本质的探索;他自沉前一日,以逊帝师

傅陈宝琛所作《落花诗》书扇赠门人;以及人们回忆中他忠厚而古板的样态。 想到陈寅恪本人:他被尊

为“教授中的教授”、他所做《王观堂先生挽词》中的句子“汉家之厄今十世,不见中兴伤老至。 一死从容

殉大伦,千秋怅望悲遗志”;他的气节与操守、孤傲与倔犟,以及雕塑般的嶙峋身影。
 

五四人物倡扬的“独立自主之人格”会使我们联想些什么? 新式白话、游行演讲、结社办刊、个性解

放、娜拉出走、恋爱自由、浪漫青春……这些,都可以归因于新文化发难者“反传统”的启蒙。
1919 年 1 月,陈独秀代表“本社同人”作《〈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⑤,“直言不讳” “几条滔天的大

罪”:“无非是破坏礼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贞节,破坏旧伦理(忠孝节),破坏旧艺术(中国戏),
破坏旧宗教(鬼神),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特权人治),这几条罪案。”陈独秀一一排列出的“破坏”
对象,涵盖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

“激烈的反传统主义”和“全盘性的反传统主义”的概括性结论出自林毓生的著作《中国意识的危

机》,其副标题即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 该书中译本 1986 年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给
大陆学者带来新鲜感。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之后,林毓生的论断成为问责五四者的共识:“这种反传统

主义是非常激烈的,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把它说成是全盘性的反传统主义。”⑥———这其实也是怀恋五

四者的共识,而且,是当年五四人物坦然承认过的。
数十年来,不断有人为五四新文化人物的“反传统”做辩解。 比如考辨五四当时并未明确提出“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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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孔家店”的口号;比如强调五四人物做过“整理国故”的工作。 还有人分辩:五四人物将攻击矛头指向

儒家,而儒家只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家,并非“全盘”。
五四人物并不需要后世人们的辩解:他们确曾激烈地“反传统”。
“传统”二字,涵盖面极大。 《新青年》倡新思潮,将伦理道德作为突破口。 陈独秀否定“儒者三纲之

说”,断言“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①他接连写多篇文章抨击礼教:“孔教之精华曰

礼教,为吾国伦理政治之根本”,“盖伦理问题不解决,则政治学术,皆枝节问题”。② 陈独秀等五四人物

欲做“拔本”“治本”的努力。③

站在五四之外的青年梁漱溟也看到了五四人物“拔本”的锋芒所向:“《新青年》陈独秀他们几位先

生,他们的意思要想将种种枝叶抛开,直截了当去求最后的根本。 ……中国不单火炮、铁甲、声、光、电,
政治制度不及西方,乃至道德都是不对的!”④

孟德斯鸠在他最重要的著作《论法的精神》中批判中国专制政体,并且指出道德礼教对于维持专制

政体的重要作用:“把宗教、法律、风俗、礼仪都混合在一起。 所有这些东西都是道德。 所有这些东西都

是品德。 这四者的箴规,就是所谓礼教。 中国统治者就是因为严格遵守这种礼教而获得了成功。 中国

人把整个青春时代用在学习这种礼教上,并把整个一生用在实践这种礼教上。 文人用以施教,官吏用以

宣传,生活上的一切细微行动都包罗在这些礼教之内。”⑤虽然孟德斯鸠终生未到过中国,他对中国的看

法有片面偏颇之处,而《论法的精神》最早的中文译者严复,就孟德斯鸠关于道德礼教的论述,在“按语”
中写道:“其于吾治,可谓能见其大者矣。”⑥

陈寅恪、王国维也是将道德礼教视为中国传统文化之本,而五四新文化欲“拔”欲“治”之本,正是

陈、王持守的。
王国维投水自杀四个月后,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序》中写下一段经常被人引征的文字:“吾

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 Eidos 者。
若以君臣之纲言之,君为李煜亦期之以刘秀;以朋友之纪言之,友为郦寄亦待之以鲍叔。 其所殉之道,与
所成之仁,均为抽象理想之通性,而非一人一事。”⑦将纲常礼教抽象化、形而上化,正是宋儒所作之事。
陈寅恪终生推崇宋代文化,晚年仍认定“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⑧。

陈寅恪还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序》中写道:

或问观堂先生所以死以故。 应之曰:近人有东西文化之说,其区域分划之当否,固不必论,即所

谓异同优劣,亦姑不具言;然而可得一假定之义焉。 其义曰: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

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

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 ……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劫齐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

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

者也。⑨

陈寅恪所言“东西文化之说”“所谓异同优劣”,正是五四新文化发难者挑起的议题。 陈独秀专文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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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列出三项对比,粗率简略地试图说明“东西洋民族不同,而根本思想亦各

成一系,若南北之不相并,水火之不相容也”,旨在批判民族性:“民族而具如斯卑劣无耻之根性,尚有何

等颜面,高谈礼教文明而不羞愧!”①

由此引发东西方文化问题论战,争来争去不过三种看法:中西文化是各具特色的平行关系,还是中

优西劣或者西优中劣,还是近以来出现时间差(中国落后了)? 三种看法推导出三种方案:全盘西化,复
兴中国固有文化,以及调和说(包括中体西用和西体中用)。 陈寅恪以“固不必论” “姑不具言”表达对

东西文化论战的不屑。
陈寅恪以“殉文化”拔高王国维之死的价值和意义。 是什么文化的“衰落”使得王国维“苦痛”以至

“极深之度”? 以至“与之共命而同尽”? ———是中国传统文化,即五四新思潮激烈地反对与抨击的中国

传统文化。 而且,如果传统文化当真趋向“衰落”,那正是令五四人物欢欣鼓舞的事。
王国维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衰落痛苦之极,得到陈寅恪深沉的共情。 陈本人也承受着同样的痛苦。

蔡仲德的《陈寅恪论》详辨王国维和陈寅恪的文化取向,指出:“这种文化取向,就是一种无限眷恋中国

旧文化的情结,也就是一种中国文化本位主义。”②刘浦江很有影响的文章《正视陈寅恪》中也有令人信

服的辨析:“所谓保守,大概是指陈寅恪的遗民情调而言,也有人称陈寅恪为广义的文化遗民。 不管怎

么说,他一生以遗民自居,这一点是不能不承认的。 早在清华国学院时,胡适就说他颇有‘遗少’的气

味,他之所以与王国维交谊极笃,情感上的共鸣恐怕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在《王观堂先生挽词》中,陈寅

恪有‘依稀廿载忆光宣,犹是开元全盛年’的诗句。”③

“陈寅恪热”持续之际,不断有人为陈寅恪辩解,说他并非“中国文化本位”论者,并非“中体西用”
论者,并非“文化遗民”。

陈寅恪不需要这类辩解。
同样标举“独立”、倡扬“自由”,陈寅恪与五四人物做出向度相悖的文化选择。

三

陈寅恪未曾将他对五四新文化的态度形诸文字。 1919 年 9 月 8 日,吴宓在日记中记下陈寅恪对国

内时政的看法:“今日插标卖首,盛服目眩‘ Advertisement’ (广告、宣传),事攘权位,本自无才,徒以偾

事。 甚且假爱国利群、急公好义之美名,以行贪图倾轧之实,而遂功名利禄之私。 举世风靡,茫茫一

慨。”④陈寅恪拷问动机,对政界人物和各路引潮流的人物都很不屑。
也是在同一天日记里,吴宓记载陈寅恪斥责“妄倡邪说,徒言破坏,煽惑众志,教猿升木,卒至颠危

宗社,贻害邦家”⑤。 陈寅恪未明说这斥责针对五四人物,记录者吴宓也未说明,但一些研究者从中读出

陈寅恪对五四新文化的态度———这态度与当年王国维对激进“自由”思潮的态度很是一致。
王国维曾指斥 20 世纪初激进知识分子中的自由思潮。 他说:“人间自由意志论,虽为今日最有力

之进取的学说,但失之极端,亦非无弊也。 其弊则以意志能自由,为善亦能自由,为恶亦自由。 故至争名

趋势以陷于变诈虚妄,而不能安于吾之素位,龌龊卑鄙,遂世之潮流以为浮沉,是洵不知自己之力欲造运

命而却漂没于世之潮流者。”⑥在王国维写下这些批判性文字的 1907 年前后,在当时激进知识分子集中

的中国留日学界,“人人皆心醉自由平等、天赋人权之学说,各以卢骚、福禄特尔、华盛顿、丹顿、罗伯斯

501

刘　 纳　 辨析五四的独立自由精神和陈寅恪的独立自由理念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青年杂志》第 1 卷第 4 号,1915 年 12 月 15 日。
蔡仲德:《陈寅恪论》(上),《东方文化》2003 年第 1 期。
刘浦江:《正视陈寅恪》,《读书》2004 年第 2 期。
《吴宓日记》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8 年版,第 67 页、第 22 页、第 35 页。
《吴宓日记》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8 年版,第 67 页、第 22 页、第 35 页。
王国维:《孔子之学说》,《王国维哲学美学论文辑佚》,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49 页。



比诸伟人相期许”①。 ———被王国维指斥的“自由”,正与五四新文化的自由思潮相通相连。
五四时期的王国维更是预感着“大乱将至”,他对五四新思潮的影响有更深的担忧:“惟新思潮之祸

必有勃发之日,彼辈恐尚未有此,又可惜世界与国家却无运命可算,二三年中正未知有何变态也。”②

早在 1905 年,王国维就倡扬学术的独立自由:“欲学术之发达,必视学术为目的,而不视为手段而后

可。 未有不视学术为目的而能发达者,学术之发达,存于其独立而已。”③他针对的是“近年之留学界,或
抱政治之野心,或怀实利之目的”。 王国维不但将自己的立场与同时代的变革思潮相区隔,而且挑战着

中国学术和中国文学的道统。 他在强调哲学与美术的“无用”性质及“神圣之位置” “独立之价值”时,
将“杜子美之抱负”“韩退之之忠告”“陆务观之悲愤”一并否了,④学术由独立通向自由。 王国维以“必

视学术为目的”体认学术独立于政治、独立于功利的自足性和纯粹性。
陈寅恪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颂扬王国维,指向是学术,即在学术研究中,以“独立” “自由”

自外于以至对峙于激进流派。
1919 年 3 月,王国维在《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中写道:“窃闻之:国家与学术为存亡,天而未厌中国

也,必不亡其学术;天不欲亡中国,则于学术所寄之人,必因此而笃之。 世变愈亟,则所笃之者愈至。”⑤

王国维在文中首先回顾“我朝三百年间,学术三变”,须知写此文时,王国维所称“我朝”的清皇室退位已

七年。 当他将学术视为国运所系,他分明将沈曾植的学术坚守与“国初”“离丧孔之后”遗老们的明道经

世之学相衔接。 王国维理解沈曾植的“忧世之深”,“知天而不任天,遗世而不忘世”也是他本人的处世

态度。
王国维高估了学术与国运的关系。
陈寅恪《挽王国维先生》诗中有句“文化神州丧一身”,他又在《〈王国维先生遗书〉序》中写道:“自

昔大师巨子,其关系民族盛衰学术兴废者,不仅在能承续先哲将坠之业,为其托命之人,而尤在能开拓学

术之区宇,补前修所未逮。”⑥

陈寅恪奉王国维为文化“托命之人”。 20 世纪 90 年代,陈寅恪在“国学热”中被命名为“中国文化

托命之人”。
“托命”的说法似庄重却玄虚。 “文化”能作为主体托命给谁吗? 那使命感或是自我赋予,或是后人

抬举。
处什么样的情势才须“托命人”? 王国维、陈寅恪等持守中国文化本位的学人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秩

序的“将坠”。 王国维自沉昆明湖前一日,以逊帝师傅陈宝琛 1919 年所作《落花诗》书扇赠门人。 王国

维投湖一周年之际,吴宓“读王静安先生临殁书扇诗,由是兴感”,于是也成《落花诗》八首,并在诗前小

序中写道:“古今人所为落花诗,盖皆感伤身世。 其所怀抱之理想,爱好之事物,以时衰俗变,番为潮流

卷荡以去,不可复睹。 乃假春残花落,致其依恋之情。”其第一首有句:“江流世变心难转,衣染尘香素易

缁。 婉婉真情惜独抱,绵绵至道系微丝。”诗后有注:“此首总起,言世变俗易。 我所爱之理想事物,均被

潮流淘汰以去,甘为时代之落伍者也。”⑦

在五四过去 10 年之后,郭沫若依然热情地称五四是“旧时代的人所痛心疾首的洪猛时代,新时代

的人所讴歌鼓舞的黄金时代”⑧。 茅盾写道:“即使是善忘的人们,想亦不会忘记了 10 年前的今日曾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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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发了划时代的五四运动,谁也还能够想象出,或是清晰地回忆到,那时候的初觉醒的人心的热力!”①

陈寅恪、王国维等对五四新文化造就的“人心的热力”很不以为然。 五四人物和新青年们“讴歌鼓

舞”的时势变化及伦理观的变动正是陈、王等人“痛心疾首”的。 “痛心疾首”却也无奈,他们能够持守的

只有学术。 他们未必料到,数十年后他们被树为“独立” “自由”的标杆,甚至被人划在五四新文化范畴

之内。

四

五四这个时间概念具有多重指代:一次事件、一些人物、一个时代、归属于“新”的若干种思潮。 如

果把五四称为“运动”,它包括两场或多场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五四青年运动等。
《新青年》自 1915 年开始的文化批判被与 1919 年 5 月 4 日发生的学生抗议事件胶结在一起,陈独

秀、胡适、鲁迅等被冠以“五四人物”的命名,包含着偶然、微妙和错位。 近年来研究者考辨学潮背后的

政潮,更增加了错位的复杂性。 学生群体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体现着中国古代“士”之传统的遗泽。
胡适以东汉末年的党锢之祸和北宋末年的太学生请愿为例,认为五月四日事件证明了“历史上的一大

原则”,一个“古今中外、莫能例外”的“最正确的公式”:“凡在变态的社会与国家内,政治太腐败了。 而

无代表民意机关存在着;那么,干涉政治的责任,必定落在青年学生身上了。”②罗家伦回忆五四时说:
“中国历史上汉朝和宋朝太学生抗议朝政的举动,也给大家不少的暗示。”③当家国危难之际,以激进方

式做集体性、干预性表达,本是中国“士”之传统中忠君正脉的变格。 “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情怀、“以天

下为己任”的担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信念,为五月四日学生的行为选择提供着参照和指引。
前面说过,五四人物确曾激烈地反传统,而他们的批判也正出于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忧虑和担当。 陈

独秀沉痛道出反传统的动因:“吾宁忍过去国粹之消亡,而不忍现在及将来之民族,不适世界之生存而

归消灭也。”④———这同样体现着中国古代“士”之传统的遗泽。
在王国维、陈寅恪那里,也能看到古代“士”之传统的遗泽。
王国维 1917 年发表《殷周制度论》,研究周制与殷制的区别以及周改制的意义,尊崇君主政体的合

理性与正统性,是他最重要的著述之一。 王国维自称:“此文于考据之中,寓经世之意。”⑤

陈寅恪本人终身不介入政治,而他晚年歌颂的柳如是曾介入政治。 “《柳传》第三章《河东君与‘吴

江故相’及‘云间孝廉’之关系》探讨了柳如是加入‘可视为政治小集团’的前后,继经几社名士政治之

薰习,其平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观念,因成熟于此时也”⑥。 陈寅恪在《柳如是别传》第一章《缘起》中

说明该书之旨:“夫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辞,即发自当日士大夫,犹应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

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⑦有不少研究者从《柳如是别传》中读出了不认同现实环境的寄托之意,有
些学者将《柳如是别传》中的“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等同于《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

铭》里的十字箴言。 不就多三个字吗? 然而,多三字和少三字大不一样。 多了“我民族”三字,陈寅恪分

明指的是由“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辞”传承下来的士大夫的家国情怀。
同样承继着中国传统士大夫的家国情怀和担当精神,五四新文化人物与王国维、陈寅恪所担当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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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担当方式不同。
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文化界参照西方的界定,区分知识分子(intellectual)、文人(literate)和专业人

士(professional),并以此区分强调知识分子的公共性和批判性。 当陈独秀以文化作为突破口,期望由文

化变革推动社会变革,他把法国知识分子视为榜样。 在《青年杂志》的创刊号上,陈独秀发表《法兰西人

与近代文明》,将近代文明概括为“一曰人权说,一曰生物进化论,一曰社会主义”,断然称“此近世三大

文明,皆法兰西人之赐。 世界而无法兰西,今日之黑暗不识仍居何等”。① 陈独秀称颂法国人时,托克维

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已经在半个世纪前出版,陈独秀的设想与托克维尔描述的“文学政治”很相近。
托克维尔写道:“作家完成了伟大人民的政治教育,确实是一件新鲜事,也许正是这种情况最有力

地决定了法国革命本身的特性,甚至决定了法国在革命后所呈现出的容貌”②,“这些作家缺乏地位、荣
誉、财富,也没有职务、权力,如何摇身一变成为事实上的首要政治家,而且是独一无二的?”③“文学不得

不与政治生活交融,作家控制了舆论,一度占据在自由国家里政党领袖所应该占有的位置”④。 这样的

文学政治景象,正是五四新文化发难者所向往的。
五四新文化发难者期望以文化变革做社会变革的先导,实现“文学政治”。 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

中国激进的文化人物仍承袭着这一期望。 由此也能印证,陈寅恪在 1919 年与友人谈论中法两国人“性

习”及“政治风俗”的相近⑤,其眼光多么犀利、敏锐。 而文学政治不是几个人办办刊物,再获得两位数或

者三位数的支持者就能实现的。
五四新文化倡扬个性解放、个人自由。 “五四运动的最大的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见”⑥。 在

五四过去 10 年之后,胡适做总结性文章《介绍我自己的思想》,张扬易卜生剧作《国民公敌》中斯铎曼医

生的“大胆的宣言”:“世界上最强有力的人就是那最孤立的人!”并且阐释他所理解的自由:

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

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 争取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 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

建造得起来的。”⑦

胡适这样讲解自由,很像是以三民主义中的自由理念作为批评靶标。 孙中山在《三民主义·民权

主义》中说:“在今天,自由这个名词,究竟要怎么样应用呢? 如果用到个人,就成一片散沙,万不可再用

到个人上去,要用到国家上去。 个人不可太过自由,国家要得完全自由,到了国家能够行动自由,中国便

是强盛的国家。 要这样做去,便要大家牺牲自由。”⑧

不同于政治领袖孙中山要求国民牺牲个人自由以实现国家自由,五四新文化人物张扬个体自由。
同时,在现实中,实现个体自由始终与争取社会自由即复数的自由相胶合。 研究者常提到,1917 年胡适

回国时,曾决定“20 年不谈政治”,但 1920 年他起草的《争自由的宣言》 (李大钊、陶孟和、蒋梦麟等联

署)⑨开头即说:“我们本不愿意谈实际的政治,但实际的政治,却没有一时一刻不来妨害我们。”宣言指

出:“政治逼迫我们到这样无路可走的时候,我们便不得不起一种彻底觉悟,认定政治如果不由人民发

动,断不会有真共和实现。 但是如果想使政治由人民发动,不得不先有养成国人自由思想、自由评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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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精神的空气。”
五四新文化发难者、助阵者对社会自由的设想并不一致,日后必然分化,但他们大多怀有“文学政

治”的理想,他们在文化方面的努力通向社会变革的宏大目标。 一部分五四新文化中人由此走向激进。
持守中国文化本位的王国维、陈寅恪有自己的政治态度,其政治态度在学术研究中有迹可循,但是,

政治态度并未转化为参与并改变现实的政治使命。 陈寅恪的十字箴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指向

不屈从于潮流、不屈从于权威、不屈从于权力的学术,与“文学政治”无关。
1916 年,孙中山观钱塘潮后书写条幅:“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五四新文化发

难者将自己界定为引领中国新潮流的人物,五四新青年热情追逐新潮流。 而王国维、陈寅恪持守的独

立、自由在不为潮流所左右的选择中得以彰显。①

五

陈寅恪 1953 年对《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

梏,真理得以发扬”一句做说明:“‘俗谛’在当时即指三民主义而言。”王国维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

想”即体现于不合时流,不尊俗谛。 正如卞僧慧所洞析的:“根本原因为观堂生今之世而行古之道,遂与

古道同命而共尽。”②

试做假设:倘若“行古之道”的王国维生适其世,生逢其时,未曾像他在《遗子贞明书》中所说“经此

世变”,他或许会是合时流、尊俗谛者,那很可能也出于“独立” “自由”的选择,但其勇气、其坦荡、其风

骨,将因时俗的遮蔽而难以彰显。
显然,在清朝像所有人一样梳辫子与在 20 世纪 20 年代脑后仍然挂着辫子,不可等同视之。 而当年

八旗骑兵“铁蹄铮铮,踏遍万里河山”③,号令“留发不留头”,无数汉族人因拒绝接受“金钱鼠尾”的异族

发型而被杀戮,宁肯死也不梳辫子昭示着独立(相对于顺从的大多数)、自由(反抗“剃发令”)。 时势不

同,境遇各异,“独立”“自由”在与时俗,更在与强权的强争中体现。
在王国维自沉、陈寅恪做《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的 1927 年和他写下《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

铭》的 1929 年,“‘俗谛’在当时即指三民主义而言”。 倒退 20 多年,孙中山于 1906 年提出“民族、民权、
民生”三民主义,服膺这主义的青年不惜付出生命,也是出于对自由的向往。 一个须以鲜红热血浇灌的

主义,仅在 20 年后即被陈寅恪视为“俗谛”,我们只能慨叹时势变化的迅疾。
王国维是以死“争自由”吗? 事实是:王国维尚可以自由地研究学术,尚可以自由地效忠清废帝。

他作为大学问家得到持不同政见学者一致的尊敬。
对于王国维之死的因由,有“罗振玉逼死说” “时局悲观说” “殉清说”等。 对他人自杀动机的分析

通常包含揣测,而一个人决定结束自己的生命,往往多因一果。 鲁迅很尊敬王国维的学问,在王国维生

前即说:“要谈国学,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④王国维投湖半年后,鲁迅借谈所谓“大内档

案”事写道:“独有王国维已经在水里将遗老生活结束,是老实人”,“所以他被弄成夹广告的 Sandwich,
是常有的事,因为他老实到火腿一般”。⑤ ———“老实”,并且“老实到火腿一般”,该算是鲁迅对王国维

人品很高的评价。
陈寅恪以“殉文化说”拔高王国维之死的价值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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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研究者引陈独秀“不容他人之匡正”①等言论,指认五四新文化发难者的霸气,甚至解读为对言论

自由的扼杀。
胡适后来评说陈独秀“这样武断的态度,真是一个老革命党的口气”②。 胡适还回忆,当时钱玄同

“极端赞成”陈独秀的“悍”,胡适本人“受了他们的‘悍’化,也更自信了”,于是也“武断”起来。③ 新青

年这几个人武断着、悍着,但他们并没有掌控舆论、封杀反对者的权力,而且他们自己正须面对被扼杀的

可能。
五四新文化发难时是安福系执政。 至 1919 年 4 月,《申报》还在散布谣言:“北京大学有教员陈独

秀、胡适等四人,驱逐出校,闻与出版物有关。”④鸣不平者皆以“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为陈胡辩。 北京

《晨报》发表署名“渊泉”的文章《警告守旧党》,指陈:“报载有参议员张元奇其人者,谒傅增湘,请干涉

北京大学之新潮运动,否则参议院将提出弹劾案云云。 兹事非北京大学二三教员去就问题,实吾中华民

国国民有无拥护学问独立、思想自由之能力问题。”⑤有研究考证,“渊泉”是五四时期译介马克思主义理

论的著名报人陈溥贤。⑥ 在《警告守旧党》文中,作者以斗争姿态宣示:

学问独立,思想自由,为吾人类社会最有权威之两大信条,有敢蹂躏之者,吾侪认为学术界之大

敌、思想界之蟊贼,必尽吾侪之力与之奋战苦斗,以拥护之。⑦

这一段表态携带着五四时期激进者特有的“悍”气。 对比陈寅恪写于 1929 年的《纪念碑铭》和 1953
年《对科学院的答复》:“学问独立,思想自由”与“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用语相似;其坚定自信的态

度也与陈寅恪表达的“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相近。
独立自由的实现很难吗? 在五四新文化的发难者、追随者看来是很难的,因而须“奋战苦斗”;在陈

寅恪看来也是很难的,因而必须“争”,还须“力争”,还须“以生死”力争。 那么,与谁“苦斗”? 向谁“力

争”? ———针对外部环境中压制独立自由的势力。
五四过去 30 年后,已是北京大学校长的胡适发表《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⑧向国民政府进言,

要求大幅度增加高等教育经费,支持“学术独立”。 然而,仅一年零三个月之后,他乘专机离开北平,离
开了北大校长的岗位———他的计划成为梦想。

胡适做“争取学术独立”的整体计划,是期望建设中国独立的学术教育体系,造就学术独立的自由

环境。 他 1946 年 10 月 10 日在北京大学复员后的开学典礼上讲话,着重区分“自由”与“独立”:“独立

和‘自由思想,自由研究’不同”,“自由是对外界束缚的,北大三十年的传统,并没有限制先生的思想和

学生的研究,自由当作当然的信守。 什么是独立呢? ‘独立’是你们自己的事,给你自由而不独立这是

奴隶,独立要不盲从,不受欺骗,不依傍门户,不依赖别人”。⑨

胡适认为自由须外部环境提供,独立由个体决定。 然而,倘若身处比较自由的小环境、大环境中,个
体的“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反而不易显出那份个人崇敬的铮铮。

“自由之精神”凸显于不自由的环境中;“独立之思想”凸显于难以独立的处境下。
要自由、要独立,是须付出风险成本的。 因而,疏离现实政治的陈寅恪借用了来自西方的政治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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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自由,毋宁死”。
作为政治口号的“不自由,毋宁死”,据说出自《独立宣言》的执笔者之一帕特里克·亨利

 

1775 年 3
月 23 日于弗吉利亚州议会的演讲,用以号召殖民地人民武装战斗,实现地区独立。 也有人考证此口号

早在 2000 年前就由策划谋杀独裁者恺撒的罗马政治家马可斯·布鲁图斯喊出。 这口号在 20 世纪初年

传到中国渴求变革的知识人中,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里的人物说:“哥哥岂不闻欧美人嘴唇皮挂着的

话,不自由,毋宁死。”
“不自由,毋宁死”的口号昭示着自由重于生命的价值观,曾鼓舞无数人为群体自由或个体自由慷

慨赴死。
“不自由,毋宁死”包含强烈、决绝的对抗性———或对抗殖民者、侵略者,或对抗社会规训,或对抗时

俗、潮流,或对抗别的什么。
五四新文化高张自由的旗帜。 日后研究者常引陈独秀《〈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中总结性的段落,

做不同的解读。 陈独秀写道:“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若因为拥护

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①———这也是“不自由,毋宁

死”的宣言。

六

五四新文化人物自我赋予了启蒙的使命。
将“enlighten”译成“启蒙”易造成歧解。 中文的“启蒙”本指启迪最初的蒙昧,教给初学者入门知

识。 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创刊号郑重宣布启蒙宗旨:“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

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②陈独秀等欲启“国人”“浅化之民”的“蒙”,但当时的“国人”中,农民占绝

大多数,而农民的绝大多数是文盲。 “浅化之民”们,如闰土们、祥林嫂们,几乎没有可能得知有一些人

物正急迫地欲向他们启蒙。
被启蒙的主要是青年,是就学于新式学校的知识青年。
五四新思潮的中心议题是伦理和文学,道德革命与文学革命成为五四新文化并立着的旗帜。 五四

启蒙了知识青年的文学思维和个性解放的追求。 茅盾后来回忆:“新文学的提倡差不多成为‘五四’的

重要口号。”③胡适后来回忆:“《新青年》的一班朋友在当年提倡这种淡薄平实的‘个人主义的人间本

位’,也颇能引起一班青年男女向上的热情,造成一个可以称为‘个人解放’的时代。”④那时代的知识青

年被个性解放的可能性吸引着,被自由表达的渴望推促着,涌向文学。
从五四新文学中走出了追求独立自由的新青年、新女性。
新青年、新女性接受了什么新思想? 他们和她们的精神世界由怎样的新知识筑就? 茅盾在 1929 年

写道:“现在我们回头看去,高高地堆在那里的这个伟大的‘五四’的骸骨是些什么呢? 几本翻译的哲学

书;几卷‘新’字排行的杂志,其中并列着而且同样热心鼓吹着各种冲突的‘新思想’;几本翻译的法国俄

国文学作品。”⑤

以浅而简而薄的新思想新知识做支撑,新青年们尚未思考自由的向度和限度,更未厘清自由与责

任、自由与权利的关系,就迫不及待地追求自由独立了。
就即时影响力来说,《新青年》最能拨动男女新青年心弦的,是胡适编辑的“易卜生专号”。 《玩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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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被误读为号召女性解放的文本,“娜拉出走”为男女新青年提供着行为榜样。 不同于剧中的娜拉离

开丈夫的家,新青年们“不再为父母而存在”①,要去做一个独立的“人”。
《玩偶之家》中的娜拉说:“首先我是一个人……至少我要学做一个人。”
鲁迅小说《伤逝》中的子君说:“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
不满 20 岁的汪静之做题为《自由》的诗:

我只是我底我,
我要怎样就怎样,
谁能范围我呢?

多么简单、直白,又多么幼稚的表达! “要怎样”呢? 首先是恋爱。
鲁迅在 1919 年宣告:“人之子醒了;他知道了人类间应有爱情;知道了从前一班少的老的所犯的罪

恶;于是起了苦闷,张口发出这叫声。”②

1919 年 11 月 16 日,长沙女子赵五贞自杀于出嫁的花轿内,毛泽东连发 10 篇文章抨击旧礼教迫害

了“一个殉自由殉恋爱的女青年”③,呼喊:“呜呼呜呼,不自由,毋宁死!”④

赵女士未必是“殉自由殉恋爱的女青年”。 而在五四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段,确有不少皈依新潮的知

识青年将“不自由,毋宁死”中的自由指向设定为恋爱婚姻。
冯沅君以“淦女士”笔名在小说《隔绝》中发出新女性的誓言:“生命可以牺牲,意志自由不可以牺

牲,不得自由我宁死。”⑤

鲁迅 1936 年为《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作“导言”,仅以《隔绝》中的一段描写评说:“这一

段,实在是五四运动之后,将毅然和传统战斗,而又怕毅然和传统战斗,逆不得不复活其‘缠绵悱恻之

情’的青年们的真实的写照。”⑥鲁迅的阐释已成经典定评———只因出自鲁迅。 然而,同一小说中的另一

些段落表明着,作为五四之后“青年们的真实的写照”,女主人公还拥有“毅然”的坚定:

人们要不知道争恋爱自由,则所有的一切都不必提了。
我们开了为要求恋爱自由而死的血路。
在新旧交替的时期,与其作已经宣告破产的礼法的降服者,不如作个方生的主义真理的牺

牲者。

只是在五四这个时段,中国知识青年把爱情作为值得用生命去追求去“殉”的“主义真理”。
据《吴宓日记》记载,在中国知识青年追求恋爱自由的 1919 年,游学海外的陈寅恪很理性地将两性

关系分为五等次⑦,又说:“娶妻仅生涯中之一事,小之又小者耳。 轻描淡写,得便了之可也。 不志于学

之大,而兢兢惟求得美妻,是谓愚谬。 今之留学生,其立言行事,皆动失其平也。”⑧陈寅恪只说“娶妻”,
不涉爱情。 他对立言立事“失之平”者不以为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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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失之平”,与浪漫相通,
 

即是选择风险成本高的感情和不平稳、不节制、不靠谱的人生。 而很

多五四新青年正热情地“浪漫”着,践行着“失之平”。
就在王国维自沉,陈寅恪写下挽王国维七律《挽王静安先生》《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的 1927 年,冯

友兰想把陈寅恪作为婚恋对象介绍给妹妹冯沅君。
冯沅君指责冯友兰的做媒“太荒谬” “决意谢绝”①。 有理由推测:陈寅恪如果得知冯友兰的想法,

也会认为“太荒谬”,他不会愿意接受一个把恋爱自由视作“主义真理”的新女性做自己的配偶。 且不说

冯沅君当时有男友(冯友兰想拆散他们),写过《隔绝》 《隔绝之后》 《旅行》的新女性冯沅君与陈寅恪不

是一路人———虽然他们都向往独立自由,都斩绝地表达“不自由,毋宁死”。 然而,自由的指向不同。
我曾比较五四新青年对新文化发难者发难初衷的偏离以及他们之间的精神差异②,而无论是五四

新文化发难者还是五四新青年,他们所向往所追求的自由精神与陈寅恪(以及陈寅恪所赞颂的王国维)
的自由理念不在一个频道上。

本文比较五四新文化的独立自由精神和陈寅恪、王国维的独立自由理念,只辨析其异质性,而非做

价值判断。
很多学者研讨过五四的复杂性、多层面性。 例如,张灏以“两歧性”讨论五四,指出:“五四思想的一

大特征就在于这两种趋向相反的思想,同时并存而互相纠缠、互相激荡,造成当时思想风云中最诡谲歧

异的一面。”他列出的两歧性包括:理性主义与浪漫主义、怀疑精神与“新宗教”、个人主义与群体意识、
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③ 我们还可以接着寻找五四的“两歧性”以及多歧性,但无论五四是怎样复杂的

历史存在,它具有多少面相,新文化的自由精神与陈寅恪、王国维的自由理念只有很少的交叉(比如前

面说过的“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所体现的家国情怀),其认知向度、价值立场、观念内核皆不

同,二者不能接榫。

(责任编辑:素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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