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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五四100周年

主持人语：一百年前，伟大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应运而生，开创了现代中国的新纪元。今天，我们 

重提五四新文化的话题，一方面是为了纪念五四，向五四致敬；另一方面则是为了反思五四，从 

而更好地继承发扬五四的传统与精神。本期刊发三篇反思五四新文化的文章：许祖华的《五 

四民主观的前世今生》从学理层面梳理了五四民主观的来源及其在中国的变异发展，揭示出 

它们在中国的不同命运与影响；倪婷婷的《再论五四文学中性爱意识的局限》对五四文学中的 

“人的文学”进行反思，在肯定五四文学人性解放的同时，发现了五四作家在显意识和潜意识 

层面所隐含的现代与传统的矛盾冲突，指出了五四文学中性爱意识所存在的局限；耿传明的 

《五四新文化运动、后传统时代与百年中国的文化壇变》对百年来现代与传统的关系进行深刻 

反思，拟设一个超越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的具有超在性的“第三方立场”，寻求传统与现代的 

对话与融合。三篇文章从百年前的五四新文化语境出发，对“民主”“性爱”“现代与传统”等 

话题进行思辨，不仅具有重要的文化理论价值，而且对当下乃至未来的文化发展也具有重要的 

历史借鉴意义。（呂周聚）

五四民主观的前世今生

许祖华

摘要：民主作为一个政治与思想系统的概念发源于西方，其在近代被引入中国之 
时，人们首先关注的是这一概念所指称的民主制度及这种制度的具体机构——议会。］ 

i之后才逐步开始介绍和关注这一概念所包含的观念，如直接民主观、间接民主观。其

间，改良派的梁启超和革命派的孙中山，为民主观念的传播与建构作出了最重要的贡. 

献。五四时期，在国内爱国主义运动和国际上十月革命的胜利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结

束的时代背景下，各种民主观念开始出现，其中，陈独秀与李大钊的革命民主主义观念 

i是这一时期主导性的民主观念，这种民主观念也成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展开之初的第

一个理论成果。同时，也出现了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本主义的民主观”和以胡适为代〔

表的“自由主义民主”观，但后两种民主观由于其学理问题或不符合中国当时的国情而

I昙花-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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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高张的两面旗帜之一（另一面是科学），在观念的层面，不仅是整个新文 

化的有机而重要的构成部分，对新文化其它内容的构造发挥了重要的核心作用，而且在中国社会从传统 

向现代的转型过程中也发挥了其它观念所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成为了推动中国社会摆脱几千年封建 

传统的巨大惯性和引力的强大动力。不过，作为一种观念，民主这面旗帜并非是中国固有的旗帜，而是 

从国外尤其是西方引入的旗帜，所以，理清民主这面旗帜的前世今生，不仅有助于我们认识这面观念性 

的旗帜对于新文化的建设及在中国社会走向现代过程中的重要价值，而且有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这面 

观念性的旗帜从引进到接受的历史线索以及其建构的状况。

一、“民主”的含义及民主观的引进

“民主”作为一个汉语词汇，在中国古典文献中早已被使用过，中国先秦“书经”之一的《尚书•多 

方》中，就使用了这一词汇：“惟天时求民主，乃大降显休命于成汤，刑殄有夏。”①不过，这里“民主”的含 

义，据中国的另一文化典籍《释诂》的诠释是“为民求主”的意思，即寻找能为黎民百姓作主的、有德行的 

君主。也就是说，在汉语中，虽然早已存在“民主”这一词汇，先哲们也曾使用过这一词汇，但这一词汇 

却并非我们今天所熟悉的指称一种政治观念或社会制度的概念，而是指一种人或一个人，即具有大众情 

怀的君主。我们今天所熟悉的、作为一个政治学或社会学的术语或概念的“民主”，来自于西方，其起源 

则是古希腊。

古希腊文明，不仅是欧洲文明，特别是西方文明的源泉与宝库，而且也是世界现代文明的基础。目 

前,世界范围内“民主”所指称的观念和实践，都是在古希腊文明中孕育与发生的。“民主”作为一个观 

念性的术语，它来源于古希腊语demokratiao,这一术语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demo,即人民，一部分是 

kratia。，即统治权或权力，两部分内容合起来的意思就是“人民的统治或人民的权力”。“民主”作为描 

述一种实践成果的术语，也来源于古希腊,或者说，这一术语是对古希腊国家形态——民主政体特征的 

概括。尽管，人类早在原始社会时期，就已经出现了“人民统治”的社会政体形式，但进入阶级社会之 

后，当其他民族的国家形态是以专制为特征的奴隶社会形式的时候，古希腊就出现了人民统治的“公民 

大会”这种体现“直接民主”的社会形式——民主政体，尤其是古希腊的首府雅典，不仅所有的国家机 

关，如五百人会议、陪审法庭、贵族会议、十将军委员会等隶属于公民大会，而且所有执政官、公职人员等 

也一律由民主政体——公民大会选举或任命。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在《政治学》一书 

中概括过这一“民主政体”的三大特征：以自由为宗旨；人人轮番当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政事裁决于大多 

数人的意志，大多数人的意志就是正义。后来，这种政体形式及社会形式，又在古罗马共和国的文明中 

得以衍生、发展、完善。虽然，这种民主政体的形式，在实践的层面还存在很多问题，如“大多数人的意 

志就是正义”等，但与当时以专制为特征的奴隶社会的政体形式相比，其优越性则是十分明显的。

古希腊城邦国家和古罗马共和国灭亡之后，欧洲进入了由皇权与教权凌驾于一切法律和机构之上 

的黑暗时代，不仅“人民的统治”这种直接的民主政体被彻底颠覆，而且“民主”概念所指称和包含的“自 

由、平等”的观念也被硬生生地抹杀了，古希腊人曾经创造的美好社会形式和优秀的思想观念都化为了 

乌有。随着文艺复兴的兴起，古希腊人创造的民主观念又从历史的深处被一批又一批思想家挖出并根 

据社会和时代的发展进行了丰富多彩的阐释，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多种观念。特别是随着工业革命的发 

生，当英国社会建立了代议制政体形式，美国人通过“独立战争”建立了 “选举制”政体形式之后，西方思 

想界关于民主的学说更为丰富多彩。不过，西方思想界关于民主的学说虽然丰富多彩，但概括起来无非 

两大学说,一为“直接民主”说，一为“间接民主”说。直接民主说，主要关涉大众民主；间接民主说，主要

①转引自金兆梓 ：《尚书诠译》，北京冲华书局，2010年版，第2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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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涉精英民主。洛克、卢梭等，是直接民主说的代表；韦伯、熊彼特等，是精英民主说的代表。西方社会 

后起的其它关于民主的学说，几乎都是在这两大民主说基础上的或完善，或拓展，或深化。

在西方众说纷纭的民主学说的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后来的列宁，基于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 

物主义的原理和阶级论，批判并有效地汲取了西方思想家民主观的合理内容，建立了具有实践性品格的 

科学的民主观——马列主义民主观。这种民主观，不仅具有鲜明的辩证法和阶级论色彩，而且在对几千 

年西方民主观进行革命性改造的同时，既系统化了“民主”这一概念的含义，又勾连起了“民主”这一概 

念的原初所指。就系统化来看，这种民主观认为，“民主”这一概念至少应该包含三重相互联系的含义： 

首先，民主是一种阶级统治。“民主”的基本含义是“人民的权力”，而在阶级社会中，“人民”自然就是 

统治阶级。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经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 

治阶级，争得民主。”①因此，这种民主观认为，不存在所谓“纯粹民主”或“绝对民主”，人类自从进入阶 

级社会之后，就只有阶级的民主。其次，民主是一种国家形式或国家形态。这种民主观认为，国家形态 

不同，民主也自然不同，资本主义国家形态的民主，当然是资产阶级的民主；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的民 

主，当然是无产阶级的民主。不仅如此，这种民主观还认为，随着国家的消亡，民主也自然消亡。第三， 

民主意味着公民的平等和参政的权利。由此可见，在马列主义思想体系中，“民主”概念的基本内涵，与 

其他思想家，尤其是文艺复兴之后西方思想家关于民主的观念有着显然的区别，特别是其中的“阶级的 

民主观”，更是对既往“直接民主”观和“精英民主”观的革命性改造的具有科学性的结果，它在人类思想 

史上第一次科学地解说了在阶级社会中民主的本质属性。从联系来看，马列主义的民主观固然有着革 

命性的创新，但在其创新中也有着鲜明的继承性，尤其在“民主”概念的含义及其所指方面，马列主义 

“民主”概念的含义与古希腊“民主”概念的含义基本上一脉相承：依然是指“人民的权力”和“人民的统 

治”，列宁就曾指出：“民主制是人民掌握权力”，他还特意解释说：“民主制一词按希腊文直译过来，意思 

是人民掌握权力。”②列宁的解说不仅是学术上一种溯源似的概念的诠释，更是一种观念上继承既往优 

秀学说的印证。

民主观虽然在西方思想发展史上早已存在并流派纷呈，但民主观引起中国人的注意并引入中国，则 

还是近代才发生的。不过，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具有独立发展的悠久历史并创造了灿烂的精神文化的民 

族来说，要接受一种外来的学说与观念，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即使是到了近代，当我们长期关闭的国门 

被西方资本主义的坚船利炮强行打开后，面对如洪水一样涌入中国的西方观念，包括民主的观念，近代 

的中国人不仅没有发现新大陆一样的兴奋，反而视这些新的观念为“异端学说”。但面对西方优越的政 

治、经济、科技、军事等文化，近代中国人又切身地感受到了学习西方各种文化的必要性。正是在这种想 

拒不能，欲学还羞的情况下，一种接受西方乃至于所有外来文化的原则被提出来了，这就是“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这样一种接受外来文化的原则虽然有很多局限甚至弊端，但却也在客观上为近代中国人 

引进、接受西方文化，特别是科技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等提供了一个很有“面子”又合理合法的依 

据。在这样的一种原则之下，我们看到，近代民主观念的引进也经历了一个从“用”到“体”的过程，这个 

过程的基本路径就是从“民主”概念的翻译，到民主的可见的实体——议会的介绍，然后是民主学说介 

绍的过程。

西语的“民主”概念，由于在古代汉语中没有对应的概念，而发展得十分完备的中国封建社会，从春 

秋战国时代开始，即使是在局部地方，也没有滋生过相应的制度形式，因此，当“民主”这一概念引入中 

国之初，不仅译名五花八门，且解说也歧义纷呈甚至褒贬不一。即使是由外国人编撰的“双语”（外语与 

汉语）辞书，鸦片战争前后，在解释“民主”的所指时，也是“各说各话”：如罗伯特•马礼逊在1822年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3页。

② 《列宁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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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车韵府》中，将“民主”解释为“既不可无人统率亦不可多人乱管”；麦都思在1847年的《英汉字典》 

中将“民主”解释为“众人的国统，众人的治理，多人乱管，小民弄权”；罗存德在1866年的《英华字典》中 

则解释为“民政，众人管辖，百姓弄权”①,等等。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1864年一本名为《万国公法》的 

书问世了，该书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惠顿撰写，由精通中文的美国传教士马丁（中文名丁謎良）翻译，由 

清朝的恭亲王奕欣拨专款印刷。“在近代中国民主史上，《万国公法》的刊行标志着中国传统话语中的 

'民主’（’民之主宰'）一词开始向现代’民主'（民为主人）转变”②，而英文的democracy 一词，也首次被 

翻译为了“民主”。

不过，民主一词虽然被翻译过来了，也开始较为频繁地出现在中国人出版的一些书籍或刊物上，但 

恪守着“天无二日，民无二王”③这种一元主义社会政治观念的近代中国人除了认可西方物质文明之外， 

依然无法认同“民为主人”这种多元主义的“民主”观念，加之文化观念上“体”“用”价值判断的顽固作 

用，因此，近代中国人，包括那些亲身接触过西方人士和西方文化的知识者，都几乎是较为一致地将目光 

投向了西方民主观念的具体而直观的实体形式——议会，王韬就是这样一类知识者的代表性人物。在 

近代中国知识者通过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华帝国失败于西方世界的事实而将眼光投向西方物质文明 

的时候，王韬则已经将眼光从西方物质文明的层面，投向了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的制度文明。1874 
年，王韬在香港创办了第一份由中国人独立经营的《循环日报》，在这份报纸上，他发表了一系列鼓吹变 

法自强的文章，1893年，王韬将这些文章收集起来，以《铁园文录外编》的书名出版。在这些文章中，他 

一方面对当时流行的一种观点，即世界头号强国英国之所以强大在于其物质丰富和科技领先的观点进 

行了批评；另一方面则一针见血地指出，英国之所以强大，主要在于其独特的制度政体一一选举制及这 

种政体的具体形式一议会。并由此对近代中国人所强调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观点中的“体”与 

“用”的所指进行了一种全新的解说,认为西方也有“体”，其“体”即其制度，而其制度之“体”正是其物 

质财富与科学技术之“用”的基础。他还具体地阐释了英国制度之“体”的构成与运作形式：“官吏行举 

荐之法……如官吏擅作威福，行一不义，杀一无辜，则必为通国之所不许，非独不能保其爵禄而已也”， 

“国家有大事则集议于上下议院，必众论佥同，然后举行。如有军旅之政，则必遍询于国中，众欲战则 

战，众欲止则止，故兵非妄动，而众心成城也”。④

王韬的观点面世后，即得到了很多有识之士的认可，郑观应、两广总督张树声等都不仅与王韬一样 

批评了中国近代过于重视物器之用的倾向，也纷纷阐述了西方的“体”与“用”的所指：“西人立国具有本 

末，虽礼乐教化远逊中华，然其驯致富强亦具有体用。育才于学校，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务 

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火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求其 

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足恃欤？”⑤晚清重臣张之洞更是根据自己的 

考察认为：“考外洋民权之说所由来，其间不过曰：’国有议院，民间可以发表公论、达众情而已。'”⑥直 

接将西方“民权”（民主）学说的由来归于“议会”这种实体的存在。他们的这些观点虽依然还流露出西 

方“礼乐教化远逊中华”的偏颇之见和将西方“民主”简单化的倾向，但由于是从最实际而又有形的层 

面——议会谈论西方民主的优越性的，因此，不仅得到了广泛的应和，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为民主思想 

的传播打开了一扇窗。正是在这样的氛围和背景之下，作为观念形态的西方的民主观，开始被近代先进

① 方维规：《“议会”、“民主”与“共和”概念在西方与中国的嫗变》，《二十一世纪》（香港）,2000年4月号。

② 转引自闾小波：《近代中国民主观念之生成与流变----- 项观念史的考察》，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

出版社,2011年版，第122页。

③ 《孟子》，《四书五经》，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12年版，第122页。

④ 王韬：《製园文录外编》（近代文献丛刊），上海：上海书店，2002年版，第89-90页。

⑤ 何嗣焜编：《张靖达公奏议》卷八，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第559页。

⑥ 张之洞：《劝学篇•政权》，上海：上海书店,2002年版，第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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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国人引进了中国。其中，两个人物的作用最为巨大，一个是梁启超，一个是孙中山。

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梁启超最大的贡献莫过于用知识叙事的方式为读者构建了一个民主的知 

识库”①。戊戌变法时期，梁启超创办《时务报》，开始宣传“变法”与“民权”思想，戊戌变法失败之后，他 

流亡日本，一边如饥似渴地汲取各种“西学”知识，一边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等宣传民主主义思 

想，他所建构的“民主的知识库”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与民主；民族国家与民 

主；权利义务与民主；宪政与民主②。尽管梁启超民主的知识库中的这四个方面的内容较为驳杂，甚至 

还留存着生吞活剥西方民主学说且尚未“消化”的内容，但其根据自己的经验和理解对西方民主学说的 

阐发，不仅吸引了近代中国知识者的注意并引起了人们关注民主学说、探讨民主问题的热情，更为民主 

思想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具有资料性与知识性的参考。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虽然登上中国历史舞台的时间较晚，关注民主问题的时间也晚于梁启 

超，但当他们登上中国历史舞台之后，为了实现“驱除戦虏，恢复中华，建立合众政府”的革命理想，一方 

面，以暴力革命的形式开展了推翻封建统治的斗争，另一方面也进行了理论建设。尽管革命派并不赞同 

梁启超通过改良在中国实现民主的主张，甚至与梁启超展开了激烈的论争，但也正是在其论争中，不断 

地完善了他们的以革命为手段在中国实现民主的“革命民主”学说，邹容、陈天华、胡汉民等，是这种民 

主学说的主要建构者，孙中山则是他们的领袖。辛亥革命前，孙中山的民主思想主要倾向于西方的“间 

接民主”观，特别关注与赞赏体现间接民主的英国的“代议制”政体；辛亥革命后，孙中山的民主思想则 

更倾向于西方的“直接民主”观,其关注的目光也从英国转向了美国。但无论是辛亥革命前还是辛亥革 

命后的民主观，孙中山都强调，要在中国实现民主，建立民主政体，“革命”是基本的“方略”，1905年，孙 

中山在东京向中国留日学生发表演说时就曾经指出：“世界立宪，亦必以流血得之，方能称为真立宪。”③ 

而中国要实现真正的民主立宪政体，也必须经过流血的革命。尽管由于各种复杂的主客观原因，孙中山 

在中国实现民主共和的崇高理想始终都未能如愿，其民主观中脱离中国社会复杂历史和现实的因素比 

比皆是，但作为近代中国革命的最伟大先驱，他以及他的同志们留存下的民主思想，却为一个崭新的时 

代——五四时代的民主观的传播与建构提供了借鉴。胡绳武先生曾经指出：“新文化运动提倡科学民 

主、反专制、愚昧，主张个性解放、养成国民独立的精神等等，早在辛亥革命准备时期的最初阶段就都已 

粗见端倪了。”④这虽然是一家之言和一己之见，但也经受得起事实的验证。更何况，一种观念的引进与 

建构，本身不仅存在着必要的革新，也存在着必须的继承。

二、五四时期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的民主观

五四作为一个时间概念，它指称的是20世纪初期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这个历史 

阶段的标志性事件是1919年5月4日在北京天安门地区爆发的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一场声势浩大的 

反帝爱国运动；五四作为一个符号化的概念，在政治的层面，它指称的是旧民主主义革命与新民主主义 

革命的界线，在文化的层面，它指称的则是现代中国文化建设的第一个成果——五四新文化，这是学界 

的共识。五四时期的民主观，虽然依旧具有多种形态，如自由民主观、精英民主观、大众民主观，但在这 

些多样的民主观中，既具有新文化的性质，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兴起之初的一种新的理论的民主观.则

① 闾小波：《近代中国民主观念之生成与流变----- 项观念史的考察》，南京：凤凰岀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1年版，第168页。
② 参见闾小波：《近代中国民主观念之生成与流变----- 项观念史的考察》，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

版社,2011年版，第168-182页。

③ 过庭（陈天华）：《记东京留学生欢迎孙君逸仙事》，载《民报》第1号，1905年11月26日。
④ 胡绳武、金冲及：《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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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陈独秀、李大钊等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倡导的民主观。这群知识分子，既是最早师法 

苏俄从事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先驱，又是积极从事新文化运动的先锋，因此，他们所倡导的民主观，不仅是 

五四时期最新颖且占主导地位的民主观，也不仅是五四时期影响最大的民主观，而且还是五四时期最先 

出现的民主观。

陈独秀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先驱和后来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他是五四时期第一个高张起民主大旗 

的人物（他也是五四时期第一个高张起科学大旗的人物）①。1915年，陈独秀在自己创办的《青年杂志》 

第一卷第一期的《警告青年》一文中，在号召青年们要做“自主的而非奴隶”之人的时候，就分别从政治、 

宗教、经济、女权四个方面介绍了西方“人权平等之说”影响之下的“解放运动”：“世称近世欧洲历史为 

'解放历史’——破坏君权，求政治之解放也；否认教权，求宗教之解放也；均产说兴，求经济之解放也； 

女子参政运动，求男权之解放也。”②并坚定地认为中国要摆脱愚昧的时代，打破专制统治的牢笼，建设 

现代国家，则“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③。这一个时期，在关涉“民主”问题的时候，陈独秀往往使用的是 

“人权”的概念。1919年1月，随着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的蓬勃发展，在回击封建复古派攻讦新文化与 

新文学同人“破坏礼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贞洁，破坏旧伦理，破坏旧艺术，破坏旧宗教，破坏旧 

文学，破坏旧政治”的过程中，陈独秀又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一文中，更为坚定地高张起了科学与人 

权两面大旗，而且对英文的Democracy进行了音译并赋予了“民主”一个亲切的称谓——“德先生”：“本 

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 

滔天的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礼教，贞洁，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 

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④陈独秀在五四时 

期之所以高张民主的大旗并不惜以决断的态度如此地表白：“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切政府的迫 

压，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⑤，不仅是因为他较为敏锐地看到了 “民主”这面旗帜对 

于西方社会实现现代化的重要意义，更在于他看到了“民主”这面旗帜对于中国社会与文化变革的重要 

价值：“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 

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先生，可以救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 

暗。”⑥陈独秀关于民主的价值观，虽然存在着过于夸大“民主”作用的弊端，具有显然的理想化与简单化 

的倾向，但却为五四时期中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进行反封建的思想革命与社会革命，提供了一个十分 

有力的思想武器，其功劳依然是不可否认的。

五四时期，陈独秀的民主观，在本体论上属于直接民主观的范畴。1919年底，他曾在一篇文章中十 

分明快说：“我们的政治民治主义的解释:是由人民直接议定宪法，用宪法规定权限，用代表制照宪法的 

规定执行民意；换一句话说：就是打破治者与被治者的阶级，人民自身同时是治者又是被治者。”⑦陈独 

秀的这种直接民主观的外来影响，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的“社群主义 

民主观”的影响，上面陈独秀所阐释的自己所认可的“政治民治主义”观，就是对杜威观点的进一步论 

说;另一个方面则是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前者的影响赋予陈独秀的直接民主观以“法治”的色彩，即 

主张“人民直接议定宪法”；后者的影响则赋予了陈独秀的直接民主观以“革命”的色彩。所以，也是在 

1919年底，在基于杜威的民主学说阐释了自己所认可的具有“法治”色彩的直接民主观后，陈独秀又激

① 参见拙文《五四新文化中的科学信念》，《中文论坛＞,2017年第2辑。

② 陈独秀：《警告青年》，《五四运动文选》，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3页。

③ 陈独秀：《警告青年》，《五四运动文选》，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7页。

④ 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新青年）,1919年1月15号第6卷第1号。

⑤ 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新青年）,1919年1月15号第6卷第1号。

⑥ 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新青年＞,1919年1月15号第6卷第1号。

⑦ 陈独秀：《实现民治的基础》，《新青年）,1919年12月1号第7卷第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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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昂扬地阐释了自己具有革命和阶级色彩的“真的民主政治”观：“我们主张的是民众运动、社会改造， 

和过去及现在各派政党，绝对断绝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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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认是运用政治应有的方法；但对于一切拥护少数人私利一阶级利益，眼中没有全社会幸福的政党，永 

远不忍加入。”①不可否认，陈独秀直接民主观的“法治”色彩，与其关于民主的价值观一样，依然存在着 

较为明显的理想化的色彩，但是，陈独秀直接民主观的“革命”与“阶级”的色彩，则无疑为现代中国人走 

俄国人的路，追求彻底的革命民主主义，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也为现代中国人追求彻底的革命民主主义 

指明了切实的方式：民众运动、社会改造。

与陈独秀相比，五四时期的另外一位先驱李大钊的民主观，虽然在本体论上也属于直接的民主观， 

但却是形态更为完整的“庶民的民主观”。

李大钊不仅是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也不仅是五四时期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社会 

的代表性人物，而且，他还是这一个时期为数不多的受过系统的政法教育的学者。1907年他进入天津 

北洋法政专门学校读书,1913年又赴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科留学。五四之前，李大钊的民主观，属于间 

接民主观,且是以英国政治模式——代议制为依据的民主观。1914年，在日本留学的李大钊曾在刊物 

上撰文称赞英国的民主模式：“抑知英格兰绝美之政治，未尝极杀人流血之惨。迄今三岛宏规，苟为立 

宪国家，孰不宗为模式。”②此时的李大钊与其说是特别青睐间接民主政治的代表英国的政体，不如说是 

更青睐英国民主政体获得的和平方式，因为，在他赞赏英国“立宪国家”模式的同时，他特别将英国通过 

和平的方式建立的民主政体与法国通过暴力革命建立的民主政体进行了比较：“即以英、法相较，英无 

法之惨剧，而获得之政治，什倍于法。法以百年之血历史，易得者仅勉为共和，而其所以能勉为共和者， 

尤非纯为杀人流血之制造，实赖一二明敏稳健之政治家。”③在这段话中，李大钊不仅十分清楚地表达了 

自己褒英贬法的思想倾向，而且也于此将自己所青睐的实现民主政治的理想方式——和平的方式以及 

反对暴力革命的倾向表露无遗了。然而，当李大钊亲身经历了中国近代袁世凯以独裁手段肆意践踏所 

谓民国的“宪法”并力图复辟帝制的表演以及张勋复辟等一系列事件之后，他所青睐的以和平方式在中 

国实现民主的理想彻底地被击毁了。与此同时，国际上的两个重要政治事件的出现，即第一次世界大战 

的结束和1917年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的成功，更加速了李大钊民主观的转变。正是在国内混乱政治形 

势的刺激与国际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建立的事实的教育下，李大钊逐渐抛 

弃了自己所青睐的英国似的民主模式，开始关注十月革命及这场伟大革命的指导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 

开始关注民主与专制、民主与大众等问题。1918年，李大钊接连发表了三篇文章，一篇是《Pan……ism 

之失败与Democracy之胜利》，一篇是《庶民的胜利》，一篇是《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在前一篇文章中， 

他集中阐述了 Pan ism与Democracy本质上的不同："与'大 主义'适居反对者，则为Democracyo 
是语也，或译为民主，或译为民治，实则欧美最近行用是语,乃以当’平权主义’之义。前者尚力，后者尚 

理;前者专制，后者重自由；前者谋一力之独行，后者谋各个之并立，此其大较也。”④在第二篇文章中，他 

不仅继续探讨了专制与民主的问题，而且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是民主主义的胜利，而“民主主 

义战胜，就是庶民的胜利”⑤，将“民主”与“庶民”结合在了一起。在第三篇文章中，李大钊向国人介绍

① 陈独秀：《新青年宣言》，《新青年＞,1919年12月1号第7卷第1号。

② 李大钊：《政治对抗力之养成》，《中华杂志＞,1914年11月1号第1卷第11号。

③ 李大钊：《政治对抗力之养成》，《中华杂志＞,1914年II月1号第1卷第11号。

④ 李大钊：《Pan……ism之失败与Democracy之胜利》，《五四运动文选》，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 

版，第152页。

⑤ 李大钊：《庶民的胜利》，《五㈣运动文选》，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1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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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俄国十月革命的性质及伟大意义：“俄罗斯之革命是二十世纪初期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 

命，是社会的革命而并著世界的革命之彩色者也。”①1919年李大钊发表了长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 

物主义哲学。也就是在这一时期，李大钊也开始了自己新的民主观的建构，这个新的民主观就是“庶民 

的民主观”。

李大钊“庶民的民主观”得以建立的基础有两个，一个是十月革命的胜利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 

政权性质。他曾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中指出：“今俄人因革命之风云，冲决’神’与'独裁君主’之势 

力范围，而以人道、自由为基础，将统制一切之权力，全收于民众之手。”②在李大钊看来，俄国革命“将统 

制一切之权力，全收于民众之手”，不仅是这场史无前例的革命的成果，更是民主的本义。一个则是第 

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及胜利后的世界的形势。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李大钊认为：“这回战胜 

的，不是联合国的武力，是世界人类的新精神。不是那一国的军阀或资本家的政府，是全世界的庶 

民。”③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形势，他曾在1919年发表的《劳动教育问题》一文中激情昂扬地 

说：“现代生活的种种方面都带着Democracy的颜色，都沿着Democracy的轨辙。政治上有他，经济上也 

有他，社会上有他，伦理上也有他；教育上有他，宗教上也有他，乃至文学上、艺术上，凡在人类生活中占 

一部位的东西，靡有不受他支配的。简单一句话,Democracy就是现代唯一的权威，现代的时代就是 

Democracy的时代。战后世界上新起的劳工问题，也是Democracy的表现。”④在李大钊看来，正因为第 

一次世界大战后“现代生活”的各个领域都与民主有关系，“现代生活”的所有问题都可以归为民主的问 

题,而现代生活的主体又不是那些官僚、不劳而获者，而是最广大的民众。这些最广大的民众，他们创造 

了人间的财富，却并没有能够按照“民主”的原则享受自己应该享受的财富，尤其是在中国，更是如此， 

所以，他认为：“应该要求一种Democracy的产业组织，使这些劳苦工作的人，也得一种均等机会去分配 

那生产的结果。”⑤李大钊的“庶民的民主”观就这样被导引出来了。

李大钊“庶民的民主”观的基本内容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是政治层面的民主观，其内容就是上 

面已经引用了的，李大钊所认可的，在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开始实行的“将统制一切之权力， 

全收于民众之手”；一个则是社会经济层面的民主观，其内容主要是社会劳动成果和社会福利的“机会 

均等”。李大钊在解释民主意义的时候曾说：“Democracy的意义就是人类生活上一切福利的机会均等。 

劳工们辛辛苦苦生产的结果，都为少数资本家所垄断,所掠夺，以至合理工作的生产者，反不得均当的分 

配，断断非Democracy所许的。应该要求一种Democracy的产业组织，使这些劳苦工作的人，也得一种 

均等机会去分配那生产的结果。”⑥李大钊“庶民的民主”观中的这两个方面的内容都直接地与其建构的 

基础，也就是时代背景有密切的关系，其政治层面的民主观，直接来源于十月革命的胜利成果——世界 

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及其政权性质与特征，这是十分显然的；其社会经济层面的民主观，则直接 

受到上面所引用的李大钊专门指出的“战后世界上新起的劳工问题”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正是因 

为有着如此坚实的基础和鲜明的背景，所以，李大钊五四时期所提倡的“庶民的民主”观，在当时就产生 

了很大的影响。与李大钊同在北京大学任职的陈启修，由于十分赞赏李大钊的“庶民的民主”观，他撰 

文一方面列举了中日知识界对Democracy的八种翻译，另一方面则利用自己懂英语、德语、法语、日语的

① 李大钊：《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五四运动文选》，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147页。

② 李大钊：《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五四运动文选》，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149页。

③ 李大钊：《庶民的胜利》，《五四运动文选》，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175页。

④ 李大钊：《劳动教育问题》，《五四运动文选》，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204页。

⑤ 李大钊：《劳动教育问题》，《五四运动文选》，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204页。

⑥ 李大钊：《劳动教育问题》，《五四运动文选》，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2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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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认为.Democracy确切的译名应该是“庶民主义”①。北京大学的学生谭平山，更是根据李大钊“庶 

民的民主”观，撰写了《“德谟克拉西”之四面观》《现代民治主义的精神》等文章，认为，现代民主不仅是 

一种不可抗拒的时代潮流，而且还是“劳动阶级对非劳动阶级争自由平等发生的，这是现代民治主义的 

出发点”，等等。

不过，李大钊“庶民的民主”观中的“庶民”，并不是泛指人民大众，而是专指体力劳动者，尤其是中 

国的农民大众，他曾说：“我们中国是一个农国，大多数的劳工阶级就是那些农民。”②所以，李大钊的“庶 

民的民主”观，也可以称为是“农民的民主”观。有学者认为，正因为李大钊的庶民的民主观主要是针对 

中国农民的民主观，所以，这种民主观不仅是农民平均主义观的翻版，而且还带着俄国民粹主义的色彩。 

在我看来，这种观点是有偏颇的。的确，李大钊十分重视中国的农民问题，特别是在民主问题上，1919 
年2月他曾经表达过这样一种观点：“民主政治的精神进展的结果，扩张选举的声音逐渐增高起来。战 

后各立宪国，苟想把民主主义做到比前更加充实的地步，至少也要施行普通选举。我们中国将来的选举 

法，也不能漠视这种趋势，无论所行的是限制选举，抑是普通选举，那选民的生活本据，大多数都在农村。 

若想扩清选举，使这轴新制度不作高等流氓们藏污纳垢的巢穴，发财作官的捷径，非开发农村不可，非使 

一般农民有自由判别的知能不可。”并对“民国”以来几次所谓选举的失败进行了总结：“人民国，名义上 

也算行过几次选举，可是弄得污七八糟，几乎把这个制度糟蹋的没有一点本来面目了。根本的原因，就 

在农村中没有真是农民伴侣的青年，告知他们那选举的道理，备他们选出的人物。”③同时，李大钊也的 

确总结过俄国十月革命成功的经验，认为，十月革命的成功，除了别的原因之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 

“许多文人志士，把自己家庭的幸福全抛弃了，不惮跋涉艰难的辛苦，都跑到乡下的农村里去，宣传人道 

主义、社会主义的道理”④。而如果据此就认为，李大钊的庶民的民主观就是农民的平均主义，甚至带着 

俄国民粹主义的色彩，很显然是经受不起检验的。因为，其一，李大钊认为在中国实现民主，必须要动员 

农民，这并非是由于什么理论（更不是所谓的民粹主义的理论）的启发，而是从中国的国情出发而得出 

的，也是完全符合中国当时国情的，他对民国几次打着民主的旗号进行的所谓选举的失败的总结，也是 

切中要害的。同时，李大钊在号召中国青年到农村去的时候，李大钊固然清醒地认识到了中国农民与农 

村对于中国革命的重要性甚至是决定性的意义，但他并没有如各种民粹主义者一样，将自己的对象一 

中国农民理想化，更没有将中国的乡村“乌托邦”化，而恰恰相反，他清醒地看到了中国农民的愚昧、保 

守、落后，所以，他强调的是对农民的“启蒙”，特别是政治启蒙，他更清醒地看到了中国农村的闭塞、黑 

暗、荒凉，所以，他特别强调“开发农村”，改造由于长期的封建统治所导致的中国农村的凄惨面貌。其 

二，他对俄国革命胜利经验的总结，固然较为简单，但也同样是符合事实的，更何况，他这里提及俄国仁 

人志士不辞辛苦动员农民之事，其目的主要是给中国青年鼓劲和提供借鉴，并非是为了从事什么“民粹 

运动”。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说，李大钊五四时期的“庶民的民主”观，虽然不能说是最科学的民主观，但 

却是十分符合当时中国国情的民主观。

三、五四时期的其它民主观

民主观自从近代被引进中国，就没有停止过论争，也当然没有停止过发展。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一 

方面,西方的民主观从其诞生之日起就歧义纷呈，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更是见仁见智；另一方面，则是中

① 陈启修：《庶民主义之研究》，《北京大学月刊）,1919年1月第1卷第1号。

② 李大钊：《青年与农村》，《五四运动文选》，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207页。

③ 李大钊：《青年与农村》，《五四运动文选》，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209页。

④ 李大钊：《青年与农村》，《五四运动文选》，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2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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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知识分子出于不同的立场与价值观，在接受的过程中不仅关注点不同，而且理解也不相同。正因为 

如此，所以，五四时期不仅出现了以陈独秀和李大钊为代表的革命的民主观、庶民的民主观，而且也岀现 

了其它一些民主观。

五四时期,虽然陈独秀与李大钊，尤其是李大钊对民主问题充满激情的阐发在知识分子中间，尤其 

是青年知识分子中间产生了迅速的反响，但这些反响的结果，更多的是对“民主”概念的梳理或对李大 

钊民主观的认同、赞赏、阐述，如上面列举的李大钊的追随者谭平山，他虽然写了一些谈论民主问题的文 

章，但这些文章基本是对李大钊民主观的具体解释，如李大钊认为“现代生活的种种方面都带着 

Democracy的颜色”，谭平山提出了民主的几面观:“政治的’德谟克拉西’者，以法国巴黎为中心”，“经 

济的’德谟克拉西’者，当以英国本邦最具此特征”，“精神的’德谟克拉西’者，今日当以美国现任大总 

统威尔逊氏所高唱之人道主义为代表”①等等;李大钊认为民主应该是“庶民”的民主，谭平山则进一步 

对“庶民的民主”的“精神特质”进行了归纳:一是“以反对资本的托拉斯做出发点,故以劳动中心主义做 

中坚，而要求真正的自由、真正的平等、真正的解放”，二是“一定要抱着个除恶务尽，万死不辞的大决 

心，冲入社会上、产业上，而要求人间精神的满足”。②还有其它一些反响的结果。这些反响的结果虽然 

也有一定的思想和学术的意义,但由于并没有产生新形态的民主观，因此，从严格的意义上讲，这些反响 

的结果，不属于五四时期的“其它民主观”。

五四时期的其它民主观,形态最为明显的主要有两大民主观，一个是“民本主义的民主”观,一个是 

“自由主义的民主”观。前者的代表性人物是孙中山，后者的代表性人物是胡适。

民主观虽然诞生于西方，有自己特殊的语境与社会实践的依据,但其关注“民”的社会作用和社会 

地位的基本价值取向则又与源远流长的中国的“民本”思想在很多方面有着交叉。也许正因为如此，所 

以,孙中山认为:“两千多年前的孔子、孟子便主张民权。孔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便是主张民 

权的大同世界。又’言必称尧舜'，就是因为尧舜不是家天下。尧舜的政治,名义上虽然是用君权，实际 

上是行民权，所以孔子总是宗仰他们。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又说：’天视自我民视，天 

听自我民听。’又说：’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他在那个时代已经知道君主不必一定是要的。”于 

是，孙中山得出结论:“由此可见，中国人对于民权的见解，二千多年以前已经早想到了。”③孙中山作为 

“三民主义”的创始人，他的“民权主义”是否有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根”，我没有研究，但从其坚定地 

认可先秦时代的中国，不仅在思想文化领域早就有“民权的见解”，而且在社会实践中早就有尧舜“行民 

权”的历史来看，他所创建的“三民主义”中的“民权主义”，应该是有中国传统的思想与社会历史资源 

的，起码可以说，是参考了中国传统的“民本主义”的。不过，孙中山虽然力图要将“民本主义”与“民权 

主义”组合在一起，但由于忽略了两种思想体系及其两个核心概念“民本”与“民主”的区别，而使自己的 

学说出现了明显的偏颇，其偏颇首先就是混淆了“民本”与“民权”两个概念的所指，没有区别两个概念 

的根本不同，即所谓“民本”即以人民为本位、为基础;所谓“民权”即权力在人民。关于两者的区别，五 

四时期的陈独秀早就有明确的表达：“夫西洋之民主主义(Democracy)乃以人民为主体，林肯所谓’由 

民’(by people)而非’为民’(for people)者是也。所谓民视民听，民贵君轻,所谓民为邦本，皆以君主之 

社稷(即君主祖遗之家产)为本位。此等仁民爱民为民之民本主义，……皆自根本上取消国民之人格， 

而与以人民为主体，由民主主义之民主政治，绝非一物。……以古时之民本主义为现代之民主主义，是 

所谓蒙马以虎皮耳，换汤不换药耳。”④陈独秀在这里质问的是《东方杂志》的记者，本来并不是针对孙中 

山先生的发言，但从其关涉的内容上看,则是完完全全地驳斥了孙中山认为中国古代就有民权思想的所

① 转引自胡绳武、金冲及:《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0页。

② 谭鸣谦(谭平山)：《现代民治主义的精神》,《新潮),1920年4月1日第2卷第2号。③ 《孙中山全集》，第9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62页。

④ 陈独秀:《再质问〈东方杂志〉记者》，《新青年),1919年2月15日第6卷第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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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论据，即孔孟的观点。同时，陈独秀也从两个重要的方面区别了“民本”与“民主”（民权）的所指。第 

一个方面是国家权力由谁掌握。陈独秀认为，按照民主主义的思想，国家权力应该“由民”掌握，人民是 

国家的主人，作为主人，人民不仅有权选择为自己行使权力的官员，包括最高官员，如总统，而且也有权 

力监督为自己行使权力的这些官员，包括最高官员，人民一旦不满意现行的政府官员，则可以对其进行 

罢免另选择新的官员，包括最高官员。关于民主的这一特点，孙中山自己也是有清醒认识的，辛亥革命 

后，当他转向信奉“直接民主”之后，就曾发表过这样的观点：“直接民权，一是’选举权’。人民既得直接 

民权底选举权，尤必有’罢官权’。选之在民，罢之亦民。”①而民本主义虽然也强调人民是国家存在的最 

基本的要素，但“皆以君主之社稷为本位”，即国家的权力不是由人民来掌握，而是由君王来掌握，人民 

既不是赋予君王以权力的主体，也当然无权来监督君王。不仅如此，当某个君王掌握了国家权力之后， 

他的权力不仅不受人民的监督，而且，他的权力，即所谓“社稷”，还往往直接由他采用“世袭”的方式传 

给与自己有着直接血缘关系的后代，也就是陈独秀所说的“君主祖遗之家产”。第二个方面是“民”的地 

位。按照民主主义的思想，人民不仅是国家的主人，而且有独立的“人格”，因此，在国家中，普通百姓与 

政府官员，人人平等。而在民本主义的思想中，“民”不仅不是国家的主人，更没有独立的人格，仅仅只 

是“被”统治的对象，正因为“民”是“被治”的对象，所以，民本主义强调统治者要注意民众，其基本的思 

想逻辑是：只有注意民众，才能治理好民众，治理好了民众，自己的统治地位才能稳固。这也正是中国 

“历史上几乎所有关于民本主义的言说，都是对为官者（特别是最高统治者君王——引者加）谈论’官 

德’，提醒他们应该如何恤民、重民、教民、养民、牧民、驭民等”②的重要原因。

事实上，在现代中国，不仅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前驱如陈独秀认为中国的民本主义与从西方引进的民 

主主义存在着根本性的区别，而且，即使如梁启超这样学富五车的“国学大师”，在20世纪20年代初也 

认为西方民主主义的“所谓by people（由民）的原则，中国不惟事实上没有出现过，简直连学说上也没有 

发挥过”。所以，他得出结论：“民权之说，中国古无有也。”③

正因为孙中山所认可的中国古代先贤早就“主张民权”，而且在事实上还曾经“行民权”的观点以及 

所列举的证据——民本说，不仅被同时期的陈独秀、梁启超等人所否定，也在学理上经受不起推敲，所 

以，他生硬地将“民本主义”与“民主主义”拉扯到一块的“民本主义民主”观，几乎还没成型就夭折了， 

在五四时期也没有产生真正的影响。

五四时期，形态最为完整，也产生了一定影响且具有理想色彩的“其它民主观”，则应该是“自由主 

义的民主”观。持这种民主观的人物，主要是一批有着英美教育背景或受到自由主义影响颇深的青年 

知识分子，如胡适、蒋梦麟、张祖训I、陶孟和、丁文江等。这股民主主义的思潮，主要出现在五四运动之后 

的1920年至1922年间，其兴起的标志则是1920年8月1日发表于北京《晨报》上的《争自由的宣言》一 

文，同年8月25日，《东方杂志》全文转载了该《宣言》。该文的署名者共七人，其中就包括了胡适、蒋梦 

麟、张祖训、陶孟和等。该“宣言”首先阐明了“争自由”的社会政治背景及“争自由”的理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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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辛亥革命直到现在，已经有九个 

年头。这九年在假共和政治之下，经验了种种不自由的痛苦；便是政局变迁，这党把那党赶掉，然全国不 

自由的痛苦仍同从前一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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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则谈到了“自由”对于人民、对于社会的重要性和 

必要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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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精神的空气。”最

① 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本部设粤办事处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5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76页。

② 闾小波：《近代中国民主观念之生成与流变------项观念史的考察》，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1年版，第52页。

③ 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在北京法政专门学校五四讲演》，《改造＞,1922年4月15日第4卷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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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特别强调了“我们现在认定，有几种基本的最小限度的自由”①，这就是：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结 

社自由、书信秘密自由，并特别指出，不得在宪法外再设立限制这些“最小限度的自由”的法律。该《宣 

言》发表后，《东方杂志》不仅全文进行了转载，而且还同时发表了一些响应此《宣言》的文章，这些文章 

大多赞同其所提出的“最小限度的自由”。

正是基于这种“自由”的主张，1922年，他们又提出了“好人政府”的主张，由此，将他们所坚守的 

“自由主义”与“民主政治”结合在了一起，形成了较为完整的“自由主义的民主”观。他们认为，“好人 

政府”的基本要求主要有两点：一是“充分运用政治的机关为社会全体谋充分的福利”；二是“充分容纳 

个人的自由，爱好个性的发展”。②对于当时实行的“选举制度”，他们也提出了改良的三项举措：首先， 

废除现行的“复选制”，采用“直接选举制”；其次，参考西方各国的选举法，严惩选举舞弊的行为；第三， 

减少国会与省议会的议员名额。“透过好政府主义者的这些简约的政治主张，不难发现字里行间充溢 

着自由主义的民主的气息，试图循着法制、秩序、公开、和平的路径，将中国一步步地推向宪政民主的轨 

道，以免滑入’大众时代③。他们的这种“好人政府”的主张提出后，很快就在社会上引起了较为强烈 

的反响，北京七所高等学校的校长联署在《努力周报》上公开发表声明，支持他们的主张。也正因为胡 

适等人所倡导的“自由主义民主”观，在当时就产生了相对大的影响，所以，后来的研究者将胡适等人掀 

起的这股浪潮称为是中国历史上一次“稍微像样的自由主义运动”④。

的确，胡适等人的“自由主义民主”观，不仅有着良好的愿望，而且也有着较为严谨的学理性。就良 

好的愿望来看，他们希图通过向当权者“争自由”、进良言，使中国能在较短的时间内，用“民主”的方式， 

并且是“和平的民主”方式，不似法国与俄国的“革命”方式推动中国的民主化进程，这种愿望，无论从什 

么层面看，都是良好的；从学理层面看，民主的基础就是自由，而且是“个人的自由”，没有每个人的自 

由，也就没有所谓的民主，他们在倡导民主的时候,首先倡导自由，将民主的实现，建立在自由保障的基 

础上，这是完全符合民主的逻辑的。不过，他们倡导“自由主义民主”，固然“看起来很美好”，但却有着 

致命的弱点，这就是完全不符合当时中国的国情。1926年，当五四时代的激情浪潮过后，五四新文学运 

动的杰出代表鲁迅曾经说过一段话：“中国现在有许多二重道德，主与奴，男与女，都有不同的道德，还 

没有划一。要是对’落水狗’和’落水人’独独一视同仁，实在未免太偏，太早，正如绅士们之所谓自由平 

等并非不好，在中国却微嫌太早一样。”⑤鲁迅也认为：“自由平等并非不好”，但他也中肯地指出了在当 

时的中国要实现这种“并非不好”的自由平等的理想，还是“太早”了，因为，当时的中国并没有为这种看 

起来很美的“自由主义民主”提供任何可能实现的政治的、社会的、大众的条件。所以，胡适等人所倡 

导，或者说所坚守的这种美好的信念，也很快被后起的人民革命的历史的浪潮淹没了，只留下了一个美 

好的历史遗物：自由主义民主观。

（责任编辑：素微）

① 胡适等：《争自由的宣言》，《东方杂志）,1920年8月25日第17卷第16号。

② 胡适等：《我们的政治主张》，《努力周报＞,1922年5月14日第2期。
③ 闾小波：《近代中国民主观念之生成与流变----- 项观念史的考察》，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岀版社,

2011年版，第269页。

④ 傅国涌：《笔底生澜一百年中国言论史的一种读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28页。

⑤ 鲁迅：《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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