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第柒章 結論 

 147

第柒章  結論 

    每一時代的知識分子都面臨他們的歷史使命，並且都以不同的方式對待、處

理與完成各自的歷史任務。然而，沒有任何的文化像當代中國這樣面目不清，在

表象與內涵之間，在動機與效果之間，在目的與結果之間……都發生多重變異。

當今的中國知識分子總是被多重歷史力量所支配，不得不處在一種移位的狀態之

中，他們一方面是激起巨變的一股原動力，另一方面又毫無例外地被巨變的浪潮

所一一吞沒。而在探究過往歷史的種種變化和最內在的涵義時，透過觀照那些具

有歷史敏感性的人們，亦即中國知識分子這一橫遭牽連的群體，考察其獨特的生

命風貌和生命力量，或許是理解當代中國複雜文化情勢的一個有意味的切入點。

正如大陸學者陳平原所說的那樣：「由於特殊思想背景所造成的學者落寞的神色

徘徊的身影以及一代學術語言的困惑與失落，同樣也值得研究。這種研究，不乏

思想史意義。」1本研究將視線投向顧準的人生境遇和學術探索，發現其後半生

的思想活動主要即在反省二十世紀中國知識分子的文化立場和政治行動，並由此

抽繹出「反激進主義」的命題。由此觀之，之所以對顧準的思想展開探究，其背

後並不僅只具有學理的意義，同時也有更廣泛的文化象徵意義。藉由勾勒顧準的

人生和解讀其思想內涵，或許可以重現當代中國複雜而意味深長的歷史情境。 

 

第一節  顧準的思想脈絡與理論資源 

1955 年 9 月進入中共中央黨校沉潛學習，象徵著顧準立志從事探索研究的開

始。在這 18 年的探索研究與反思過程中，顧準所涉及的知識領域相當廣泛，包

含經濟、政治、哲學、歷史、文化等等。儘管大致看來，顧準的思想內容顯得龐

雜而略無邊際，但其背後仍是有一條清晰的發展脈絡。 

 

若以顧準所設定的研究命題和運用的理論資源做為劃分的依據，則可以將他

的學術探索分成兩個階段：第一階段是以馬克思經典著作做為分析工具，並針對

社會主義經濟實踐中浮現的問題所進行的研究，而其研究內容則以經濟問題為主

軸；第二階段起始於顧準告別建立於理性主義之上的理想主義，形成了經驗主義

世界觀，他將現代民主制度與現代化作為標準，以中／西方的比較研究為方法

論，針對兩者間的政治、文化與歷史等進行比較研究和探索，以求解決「娜拉出

走後怎樣？」的命題，即中國（人類社會）該如何才能獲得真正的解放與幸福。 

 

                                                 
1 《學人》（北京），創刊號，頁 5。轉引自：陳曉明，〈反激進與當代知識分子的歷史境遇〉，載

於李世濤主編，《知識分子立場－激進與保守之間的動蕩》（長春：時代文藝，1999），頁 309-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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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階段，始於顧準因三反運動落馬轉而申請進入中共中央黨校學習。在這

段沉潛修業期間，對於顧準思想產生重大衝擊的主要有兩個方面：第一，蘇共二

十大上赫魯雪夫所揭露的秘密報告促使顧準對蘇聯和史達林產生幻滅感，但也為

顧準在對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的研究與探索打開一扇門，而蘇聯的經濟實踐情

況和史達林的理論遂被顧準在其研究中視為教訓的參照，或者說是馬克思原著中

所闡述理論思想的對立面。 

 

第二，顧準在這段期間的理論思想資源主要來自他對以《資本論》為代表的

馬克思主義經典原著的閱讀和理解，從而形成對馬克思理論有整體的把握。其

中，由於對馬克思理論中關於價值規律、貨幣、商品生產、剩餘價值、經濟生產

等主題有較為深入的研究，對顧準在之後所從事的經濟理論構思有莫大的助益。

由《顧準日記》中所顯示的，從 1955 年 11 月底起，顧準便極為投入地開始對《資

本論》的閱讀和學習；2與此同時，顧準也自覺地去尋找相關經濟學家的著作來

輔助閱讀，包括與馬克思經濟理論密切相關的亞當．斯密（Adam Smith）、李嘉

圖（David Ricardo）、考茨基（Karl Kautsky）的著作，以及在二十世紀初期質疑自

由放任的資本主義經濟原理，從而主張需求管理的資本主義現代經濟理論代表人

物－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的著作。透過閱讀上述著名經濟學家的經典

著作，使顧準更深入的了解西方經濟學的基本理論，尤其是貨幣、商品生產、價

值規律、剩餘價值等概念和理論。 

 

在這一階段，顧準所思考的中心問題是，進入社會主義的中國應該按照什麼

樣的規律來進行經濟建設，而這一問題意識的產生也是與蘇共二十大後蘇聯經濟

建設所浮現出來的種種弊端，以及 1950 年代初中國經濟理論界所展開的「過渡

時期的基本經濟規律」學術討論有密切相關。透過對馬克思理論的了解之後，使

得顧準認為，蘇聯之所以會產生經濟問題，是由於史達林違背了馬克思的經濟理

論；3而涉獵了凱恩斯的經濟理論後，使顧準在思考社會主義經濟問題時有更廣

闊的視野。因此，顧準以馬克思原著的經濟論點為依據，以史達林的社會主義經

濟政策和蘇聯社會主義建設中的經濟問題為參照，寫出他在第一階段當中（1956

年）理論研究和反思探索的最高成果－〈試論社會主義制度下的商品經濟和價值

規律〉。4惟自此之後，經濟學領域的研究就不再是他理論探索的重心所在。 

 

在〈試論〉一文發表不到半年後，顧準就在反右運動中被劃為右派，相較在

三反運動中落馬時的激動難寧，顧準說這次他心裡和思想上是平靜的。5也或許

是因為這一平靜的心態，顧準在理論方面的深入反思更使得他開始有哲學基礎上

                                                 
2 顧準，《顧準日記》（北京：中國青年出版社，2002），頁 22-23。 
3 顧準在日記中便提到史達林的社會主義經濟理論是「反馬克思的」。參見：顧準，《顧準日記》，

頁 71。 
4 相關內容參見本文第伍章第一節，頁 77-87。 
5 顧準，《顧準自述》（北京：中國青年出版社，2002），頁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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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突破。在第一階段，顧準的理論反思探索，是以回歸到馬克思主義的原典理論

為果，他突破的是把蘇聯模式和史達林主義視為教條的理論束縛。而這次的思想

變化與突破則是揚棄過去所依循的一元真理觀，擺脫基於理性主義至上的歷史主

義進步觀，從而形成多元真理觀和經驗主義進步觀；而馬克思主義不再被視為唯

一的真理，只能是多元真理之一。至於顧準走向經驗主義的理論資源為何？以下

這幾本書對顧準走向經驗主義無疑起了重要的支援作用：康福斯（Maurice 

Cornforth）的《科學與唯心主義的對立》、杜威（John Dowey）的《哲學的改造》、

羅素（Bertrand Russell）的《哲學中的科學方法》和《自由與組織》。從《顧準日

記》中看，這四本書是顧準在 1959 年 3 月間所閱讀的，此時的他已突破了把馬

克思理論視為唯一的絕對真理的觀念，但建立起新的理論架構則成為他思想觀念

上所要解決的問題。6康福斯的書儘管是對經驗主義的批判，但書中對理性主義

和經驗主義的概念的梳理，使顧準在理解經驗主義上有了知識理論的了解。英美

自由主義大師羅素和杜威兩人的著作，則使已經質疑理性主義的顧準在思想上轉

而擁抱經驗主義。只不過，由於時間和條件等原因，顧準告別支撐理想主義的理

性主義，走向經驗主義，並未能用文字清晰地表達出來，而是要到 1970 年代初

期，他才在與陳敏之的通信中表達他的心境轉折與經驗主義立場。7 

 

    顧準在其第二階段探索的基礎來自他對當時中國現狀的不滿和對當時主流

意識形態設計中國未來發展前途的不認同，這一基礎並不僅僅是他個體的感受，

更是他理性的認知。對現狀的不滿促使他反思革命，對未來前途發展的不認同則

促使他去探索中國向前發展的去向。因此，首先顧準展開對共產革命的反思，他

認為革命是促進人類社會進步的必要手段，雖然在這過程中帶來了暴力恐怖，但

這是歷史的必然，是無可避免的，這就是歷史的演進。8顧準認為，更重要的並

不是「中國要不要革命」的問題，而是「革命後怎麼辦？」的問題，即「娜拉出

走後怎樣」的問題。 

 

    在共產革命成功之後，該怎樣才能使出走後群體「娜拉」（即國家或社會）

有一個較好實現的可能？這就是顧準提出「娜拉出走後怎樣」命題所要探索的問

題。而這一命題可以分成兩個內容來探討，一是方向問題，即「娜拉」出走後向

何處去的問題；二是如何才能使較好的去向得以實現，也就是該具備什麼樣的條

件？顧準經過探索後所得出的答案是，現代化是現今社會該致力達成的方向，而

這一目標若要實現，則必須具備現代民主制度的保障。 

 

    從顧準對方向問題的探索研究來看，這一問題對 1958 年之前的顧準來說自

然不是一個問題，但隨著對絕對真理觀的放棄，建構在理性邏輯之上的「天國」

                                                 
6 顧準，《顧準日記》，頁 118-120。 
7 參見本文第肆章第一、二節，頁 51-62。 
8 參見本文第肆章第四節，頁 6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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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不復存在。憑藉著對進步的信仰，顧準深信人類是不斷進步的，人類「改善的

程度是沒有止境的」。9可是，進步、改善的目標與方向為何？它們的參照標準是

什麼？換句話說，當顧準拒斥蘇聯社會主義模式、否定文革式的社會主義，卻也

深知資本主義的罪惡與弊端，那麼，出走的方向在哪裡？正是在這種思想的緊張

對立下，顧準開始使用「現代化」的概念。10顧準是在 1968 年初閱讀過羅斯托（Walt 

Whitman Rostow）的《經濟成長的階段》，開始接受並使用「現代化」這一概念，

同時嘗試以此為指標來敘述中／西方自近代以降的歷史。雖然基於研究動機與目

的，顧準並沒有對現代化理論進行深入探討，但把現代化作為方向的意念已十分

明顯，他於是主張：「到本世紀以後，就不再純粹是接受資本主義的問題，而成

為一個更廣泛的『現代化』問題，可以有資本主義道路的現代化，也可以有社會

主義道路的現代化，還有 50 年代以後『新興國家』的特殊樣式等等。」11在顧準

看來，現代化的概念不僅超越了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意識對抗而更趨合理，同

時，現代化歷史敘事也是一種進步觀，這也符合對進步仍持有信念的顧準的思想

趨向。 

 

    從某種意義來看，現代化與資本主義可說是近代人類發展史中一體兩面的概

念意涵，現代化的研究就代表著要對資本主義進行歷史研究，而這也是顧準在第

二階段當中的研究工作之一。顧準對資本主義的研究是通過馬克思的《資本論》

而進入的，同時也是對當時中國學術界對「資本主義萌芽」問題討論的一個回應。
12但是，由於顧準在其研究中是抱著現代化的視角以及「娜拉出走後怎樣」的問

題意識出發，因而，他總是在中西方對比中來討論資本主義產生的此一問題，無

論是他把資本主義定義為「產業革命以後那種現代化的生產方式和生產關係」；13

抑或強調資本主義的產生是與西方以法權體系、民族國家為內容的制度因素和帶

有理性主義與個人主義特徵的宇宙文化性質具有直接的關聯。顧準透過中西方政

治體制、歷史傳統、精神文化等各方面的對比，來探討資本主義的誕生，其目的

並不只是為了指出資本主義產生於西方的特殊性，同時也是為了突顯中國落後差

距之所在，因此，視「現代化」為終極目標，反映出他希望中國發展現代化的意

圖。但客觀而論，顧準對於近代資本主義的研究並不成為完整的理論系統，而僅

散見於〈資本的原始積累和資本主義發展〉、〈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歐洲中世

紀的騎士文明〉、〈《馬鐙和封建主義－技術造就歷史嗎？》譯文及評注〉、〈希臘

思想、基督教和中國的史官文化〉等文章中。 

 

    同樣在第二階段當中，顧準研究探索的重點還有民主問題。思考民主問題固

然是與顧準提出「娜拉出走後怎樣」的命題有關，不過，若從顧準個人的直接動

                                                 
9 顧準，〈科學與民主〉，載於顧準著，《顧準文集》（北京：中國市場出版社，2006），頁 235。 
10 參見本文第肆章第四節，頁 68-76。 
11 顧準，〈資本的原始積累和資本主義發展〉，載於顧準著，《顧準文集》，頁 218。 
12 參見本文第伍章第二節，頁 87-98。 
13 顧準，〈資本的原始積累和資本主義發展〉，頁 215-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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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來看，它既是與其人生經歷有緊密相關的，也與他親眼目睹文革「大民主」運

動亂象相關。14由於中共無所畏懼地讓群眾運用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論、

大串聯的民粹式民主，在全中國引發了失序的混亂，更使得顧準深感有必要釐清

在現代民族國家的格局裡，實施何種形式的民主才是適當、合理的。 

 

    受到五四崇尚民主的風尚，以及在立信會計所受「照民主程序辦事」風格的

影響，顧準在參加革命之前即對民主有著基本的認知與信念，15但針對民主進行

理論研究，則是他在三反被撤職後才從事的，而反右運動中被劃為右派更促使他

深入地思考民主問題，在 1959 年，顧準就針對民主問題寫下〈社會主義民主主

義〉一文。16到了文革時期，由毛澤東所發動的「大民主」運動帶給中國社會與

政治更多的混亂與災難，同時也更加突顯出民主問題。1970 年代初，顧準在與其

胞弟陳敏之的〈科學與民主〉、〈要確立科學與民主，必須徹底批判中國的傳統思

想〉、〈直接民主與「議會清談館」〉、〈民主與「終極目的」〉等信件中，以文革的

大民主運動為背景，通過考察近代以降中國民主的歷史實踐，詳細論述在現代民

族國家中只能實行代議制的間接民主的制度。 

 

    由顧準的間接民主思想觀之，其理論資源主要來自西方政治理論，其中影響

最大的莫過於熊彼得（Joseph A. Schumpeter）的民主思想。1963 年底，顧準翻譯

了美國著名學者熊彼得的《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一書，民主是此書討論

的主要內容，這部譯作對於他在之後有關民主的思想與理論認識有極大的影響。

根據熊彼得所提出的「精英民主論」觀點，其認為所謂的民主並不是也不可能是

指人民進行統治之意，民主只能是一種方法，是由人民選出精英進行統治。實際

上，這種「精英民主」所指向的就是以政黨競逐、議會制度為核心的間接民主。

不容否認，顧準的思想成果明顯帶有熊彼得以「精英民主論」為核心的西方議會

式民主的鑿痕，就思想的獨創性來說顯得不足為奇，但在當時中國所處的時代背

景之下，顧準引用現代民主理論，結合中國近代民主實踐與理念，點出中國在主

觀上對民主強烈的期盼與客觀上實踐民主的可能性之間，確實存在著巨大的矛

盾，其價值亦不可低估。 

 

    對現代民主理論的研究自然使顧準產生這樣的問題：民主何以產生於西方？

隨著對這一問題的探討，顧準就進入了以古希臘民主為核心內容的古希臘城邦的

研究。從《顧準日記》所顯示的，顧準是在 1974 年 2 月 12 日開始寫《希臘城邦

制度－讀希臘史筆記》。17而早在 1973 年 6 月 13－18 日顧準讀《希臘史》和喬治．

                                                 
14 參見本文第伍章第三節，頁 98-105。 
15 顧準，《顧準自述》，頁 323-324。 
16 可惜的是此文到後來並沒有妥善保存而佚失了，故無從得知顧準在此文中表達怎樣的民主觀

念，當然也無法釐清他在此時的民主觀念和其後來所主張的「間接民主」理念有何變化。參見：

羅銀勝，〈顧準著作的流布〉，《二十一世紀》網路版（香港），總第 41 期，2005 年 8 月。 
17 顧準，《顧準日記》，頁 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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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羅特（George Grote）的《格羅特《希臘史》選》起，到他開始寫作《希臘城

邦制度》時止，與古希臘相關的書籍便成了顧準閱讀的主要內容：亞里斯多德

（Aristotle）的《政治學》、希羅多德（Herodotus）的《歷史：希臘波斯戰爭史》、

《希羅多德《歷史》選》、修昔底德（Thucydides）的《伯羅奔尼撒戰爭史》、湯

恩比（Arnold J. Toynbee）的《歷史研究》、伊倫伯格（Ehrenberg）的《希臘和羅

馬的社會和文明》、劍橋（Cambridge）的《古代東方史》、吉本（Edward Gibbon）

的《羅馬帝國史》、阿里斯托芬（Aristophanes）的《阿里斯托芬喜劇集》、歐里庇

得斯（Euripides）的《歐里庇得斯悲劇集》、荷馬（Homeros）的《奧德塞》、《伊

利亞特》等等。易言之，在從事希臘史的筆記工作之前，顧準已讀了將近八個月

的與古希臘相關的書籍。甚且，在《希臘城邦制度》的注釋中表明，顧準還參考

了梅根（R. W. Macan）的《希羅多德和修昔底德》、阿德科克（Adcock）的《希

臘城邦的興起》、塞爾格耶夫（В.С.Сергеев）的《古希臘史》、瓦斯（J. B. Wace）

的《早期愛琴文明》、伯里（J. B. Bury）的《亞該亞人和特洛伊戰爭》、杜丹的《古

代世界經濟生活》、荷格斯（D. G. Hogarth）的《小亞細亞的希臘殖民地》、梅因

（Sir Henry Maine）的《古代法》、格爾頓乃爾（Gardener）的《早期雅典》、瓦德

－吉里（H. J. Wade－gery）的《多里安城邦的興起》、亞里斯多德（Aristotle）的

《雅典政制》、貝爾克爾（Barker）的《公元四世紀的偉大政治思想和理論》、普

魯塔克（Plutarchus）的《梭倫傳》等等。顯然，正是憑藉如此廣泛而認真的閱讀，

顧準方能寫出被視為是研究古希臘歷史的拓荒性著作，並引起後來中國世界史學

界的評論與關注。18 

 

    尤有甚者，正如學者何新所指出的，顧準寫作《希臘城邦制度》的目的是從

政治制度的視角上揭示古代希臘與古代中國的差異，通過對希臘城邦民主制度的

重新認識，高度評價歐洲的民主政治傳統，以激發缺乏這種傳統的中國人反省和

思考。
19
是故，該書也是以中西比較歷史的研究方法著手動筆而成，顧準即在讀

古希臘史之前，也同樣大量閱讀過中國古代經典及相關研究著作，以求加強對中

國古代的了解程度。從 1972 年底到 1973 年 6 月的日記中顯示，《論語》、《詩經》、

《左傳》、《大學》、《中庸》、《孟子》、《史記》、《周易》、《戰國策》、《漢書》、《荀

子》、《鹽鐵論》以及《青銅時代》、《十批判書》、《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銅器

銘文研究》、《兩漢文學選》等書成為他在這段期間的主要閱讀內容。20由於對中

國古代社會有相當的學術性了解，顧準才能在其寫作中熟練地對中西文明加以比

較，並從中釐出古希臘－西方文明源頭的特質所在。 

 

    儘管顧準對古希臘的研究筆記被定名為《希臘城邦制度》，但其探索的主題

則是古希臘民主的產生與演變，而在這寫作過程中，其終極的思想關懷則是對民

                                                 
18 羅銀勝，〈顧準著作的流布〉。 
19 何新，〈古代社會史的重新認識－從近年出版的兩部史書看當代中國史學理論的危機〉，《讀書》

(北京)，1986 年第 11 期，頁 40-51。 
20 顧準，《顧準日記》，頁 414-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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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抱持肯定態度的現代政治訴求。因而，當寫到民主的雅典在希波戰爭中取得勝

利時，他的筆調是充滿讚賞與欣羨的；而當寫到民主的希臘城邦被外族打敗而逐

漸消亡時，他則陷入寫作的「迷惘」當中。21可以說，在撰寫古希臘史筆記時，

顧準不僅用豐富的資料來輔助其寫作，更是帶著情感和信念投入在其中。 

 

    在顧準的歷史思想中，資本主義（或廣義的現代化）和民主政治是兩個最重

要的議題，他在進行古希臘城邦制度研究之時，除了透過批判的角度來檢視專制

主義對中國文明發展所造成的遺害，而在探索古希臘民主的產生與演變之際，最

終更導引出對民主肯定的現代政治訴求。遺憾的是，在顧準針對「娜拉出走後怎

樣」命題所構思的宏大研究計畫中，《希臘城邦制度》不過是他一個階段性的小

結成果，在尚未能進一步清晰的闡釋之前，最終仍因罹患肺癌而與世長辭。 

 

第二節  顧準在思想史上的意義與價值 

    1994 年，離顧準去世已近二十周年，當中國思想界的人們讀到《顧準文集》

時，便意識到這是中國當代思想史的一個重大事件。由於文集中體現出顧準深邃

思想和獨立精神，且隨著其大量學術筆記、日記等文獻資料問世，各種書評、回

憶錄、傳記相繼出版，人們開始爭說顧準，並成為當時中國社會文化的一個熱門

公共話題。 

 

    雖然從學術規範的角度看，顧準的非會計類的學術論著只有〈試論社會主義

制度下的商品經濟和價值規律〉和《希臘城邦制度－讀希臘史筆記》。而收錄在

《顧準文集》（或《顧準文稿》）中的其他文章大多都是以信函或筆記的方式呈現

出來，但是，這並不能否定《顧準文集》所具備的學理性。回顧顧準自 1955 年

進入中共中央黨校後所開始的探索研究，無論是對社會主義制度下的價值規律探

討進而提出社會主義制度下的市場經濟取向，還是對民主問題、對古希臘民主政

治與城邦制度的探索進而提出間接民主的現代民主理念，抑或是對資本主義產生

問題的思考進而強調法權體系等制度因素，提出發展中國家如何展開現代化工程

的命題等等，顧準所提出的問題、論證及觀點，無不是建立在學術的論證之上。

正是基於此，大陸學者許紀霖說：「顧準思想是『有學術的思想』的代表。」22 

 

    顧準探索、研究「娜拉出走後怎樣」所得出的答案－現代民主的建立與現代

化道路，時至今日似乎已成為自明的觀點，而且也沒有脫離五四新文化運動所倡

導的「民主與科學」的方向主軸。然而，如果把顧準的反思探索放在中國近代思

想史的曲折演進的脈絡中來看，其代表的意義和價值便顯得十分重大。 

                                                 
21 參見本文第伍章第三節，頁 106-115。 
22 許紀霖，〈知識分子是否已經死亡？〉，載於陶東風主編，《知識分子與社會轉型》（開封：河

南大學出版社，2003），頁 2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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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末以降，「追求富強」一直是在西方船堅炮利衝擊下的中國人所追尋的目

標，而且時至今日仍是中國人努力的方向。大體而言，對於這種追求，亦即在近

代中國社會變革的價值取向上，如借助卡爾．波普（Karl Popper）的兩種社會改

造工程分析模型來看，可以分為：烏托邦社會工程（utopia social engineering）和

漸進社會工程（piecemeal social engineering）。23前者主張以革命、激進的方式來實

現目標；而後者則主張以溫和改革的手段來進行。這兩種截然不同的價值取向不

僅反映在政治上，也反映在文化和經濟方面。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激進思想在國

內外諸多因素的促成下，一躍成為中國二十世紀最主要的思想傾向，而二十世紀

中國的癥結恰恰在於，這種整體主義的烏托邦改造工程太強大了，主宰了整個中

國思想界和社會政治實踐，以致於自由主義的漸進改造工程完全失去了對它的制

衡能力，使得中國的變革就如同走馬燈一般，方式一個比一個更極端、更激進，

目標一個比一個更浪漫、更空渺，最典型的災難便是經濟上的大躍進和政治、文

化上的文化大革命。24 

 

    是故，顧準遂開始對自己於青年時代就信奉且無畏投入的革命進行自覺反

思，更重要的是，他進一步把中國革命放在世界革命的範圍內進行反思，並且把

指導革命的理論作為反思的重要對象。據此，他最後所得出的結論並非「否定革

命」或「告別革命」，而是提出一個新的命題－「革命後應該怎樣」的問題，即

「娜拉出走後怎樣」的命題。關於顧準所提出的這一命題，學者俞可平將之稱為

「後革命」思想，其相對於「反革命」和「繼續革命」兩者而言，把革命當作社

會發展的非常態，而把改良或改革當作社會發展的常態，主張革命成功後必須把

重點放在建設上，因此，這一思想對未來中國的政治發展顯然更具建設性。25顧

準思想在政治上的建設性，具體表現在其所提出的以議會民主、兩黨制為內容的

間接民主，這是顧準通過對直接民主與間接民主兩種不同民主概念的考察與梳

理，並參照中國近代以來實行各種民主形式的實踐，進而認定在民族國家中所應

該實行的民主思想。顧準對間接民主的肯定，不單是回歸到五四時期思想家所高

舉的民主旗幟，並且從歷史經驗上，從現代民主理論上對民主與國家政治關係的

重新認定，可以說，其內在的思想理路以及歷史經驗的支撐遠遠超過了五四時期

人們對民主的理解。26 

 

    顧準探索「娜拉出走後怎樣」命題所得出的另一個結論是，革命成功後應進

行現代化建設。顧準這一結論雖然是他對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以及工業革命演進進

                                                 
23 許紀霖，〈激進與保守之間的動蕩〉，載於李世濤主編，《知識分子立場－激進與保守之間的動

蕩》（長春：時代文藝，1999），頁 37-41。 
24 余英時，〈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激進與保守〉、張灝，〈中國近百年來的革命思想道路〉，載於

李世濤主編，《知識分子立場－激進與保守之間的動蕩》，頁 1-29、42-56。 
25 俞可平，〈後革命與傳統中國政治－再讀《顧準文集》〉，《天津社會科學》（天津），1998 年第

3 期，頁 80-84。 
26 蔣賢斌，〈把顧準還給歷史－顧準的誕生與爭論〉，《二十一世紀》網路版（香港），總第 41 期，

2005 年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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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研究後所提出來的，但它同樣是顧準通過對共產革命實踐經驗的反思而來的。

藉由反思親身所參與的革命歷程，顧準體認到：「人世間的基調是進化，革命則

是進化受到壅塞時的潰決。100 年中可以有那麼幾天，一天等於 20 年。要求每天

都等於 20 年，是要鬧笑話的，這種笑話我們經歷得夠了。」27顧準重新回顧、審

視近代以來中國的文化傳統，這樣的傳統使得近代中國歷史進程中存在一股強烈

的激進主義潮流，它左右著歷史進程總是在某些轉折關頭把歷史推向災難的境

地，因此，顧準所做的這種反省顯然具有歷史批判和學理探求的雙重意義，而他

所提出的觀念，若放在中國現代以激進、崇尚革命觀念為主線的思想史上便具有

重大的意義，其顯示中國現代思想史上的一次重大轉向。 

 

    顧準的反思與探索，在中國現代思想史上所呈現的另一重大意義是，他從一

元真理觀向多元真理觀的突破，而這在中國現代思想史上，是思想觀念上「祛魅」

的開始，以及迎接多元時代來臨的象徵。檢視近代中國人、尤其是知識分子群體

所普遍抱持的思想狀態，就如學者張灝所指出的，中國人在大難臨頭的危機感當

中，形成一種「理想主義心態」（idealist temper/syndrome）。此一心態是基於對現

實的悲觀失望和對未來的樂觀期待雙重衝擊下而產生，以群體意識的形態表現出

來，一方面，這時期日益高漲的危機，帶來了一種迫切的危亡情緒；另一方面，

由於相信歷史是朝向一個光明美好的未來發展，所以從歷史目的論所得到的新信

仰又使人對未來充滿了樂觀。而這樣新形成的真理觀又是一元絕對主義的和整體

主義的，易言之，他們普遍認為真理是唯一性，而這個唯一真理又是普遍真理、

全能真理，能夠整體性地解決人類社會中的所有問題，正所謂「畢其功於一役」。

當這種真理觀一旦與近代唯科學主義相結合，便形成所謂的科學真理觀，而這種

思想魅力對人的思想觀念和行動意識的驅使力就更為無遠弗屆。然而這樣具有一

種如宗教信仰的唯一真理觀，最終所導引出的歷史教訓，就如同英國哲學家卡

爾．波普（Karl R. Popper）所描述的： 

唯美主義和激進主義必然引導我們放棄理性，而代之以對政治奇蹟的孤注

一擲的希望。這種非理性的態度源於迷戀建立一個美好世界的夢想……但

它總是訴諸我們的情感而不是理性。即使懷抱著建立人間天堂的最美好的

                                                 
27 顧準，〈直接民主與「議會清談館」〉，載於顧準著，《顧準文集》，頁 251-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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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望，但它只是成功地製造了人間地獄－人以其自身的力量為自己的同胞

們準備的地獄。28 

    無庸置疑，顧準原先也是一元真理觀的信仰者，從他在革命隊伍當中受到多

次處分和撤職後，他雖自認問心無愧，但卻也沒有懷疑過指導革命的理論，且對

於革命事業和理念，他仍抱持著樂觀的信念和期待。而在中共中央黨校進修期

間，由於他對反教條主義的信念，開啟他挑戰當時位居主流的一元主義框架，進

而產生對辯證法的質疑。但當他再次確認馬克思主義是「徹底的歷史的科學的真

理觀」時，29他在日記中寫道：「情緒興奮、愉快，並很快進入了夢鄉。」30一直

到 1957 年被錯劃為右派分子的外在衝擊後，才促使顧準重新反思革命理論，這

次在以歷史事實和經驗主義認識論的論證下，顧準看到絕對真理的背後隱藏的是

宗教神學的「幽靈」，且這樣的宗教性的理論是一元的、排它的。因此，顧準不

再相信世界上有絕對真理的存在，轉而正視多元主義的價值，並相信任何理論知

識在人類的歷史中都曾起過作用甚至進步作用。31顧準由一元真理觀到多元真理

觀的突破，雖然象徵他個人觀念上的「祛魅」活動，但置放在中國思想史的脈絡

裡，卻也代表信奉一元絕對真理觀念的時代即將告終，多元價值的信念將成為人

們所抱持的價值觀；象徵原有的一個由絕對真理所構築起來的思想論域將會消

解，而一個多元紛爭、共存的符合現代社會的思想界即將來臨，其具體反映在

1990 年代中後期中國思想界所吹起的「顧準熱」，這不僅反映知識分子在知識領

域中，對教條的極權主義的全面對抗，也代表著知識分子伴隨著顧準的思想方

法、學術價值和人格精神之再生。 

 

    檢視文革結束後的 1980 年代中國思想界，從在馬克思主義內部反教條主義

的思想解放運動，再到試圖在西方古典和現代的知識背景上重新建構中國的現代

化方案的新啟蒙運動，其中思想觀念和理論視角的演變與突破，正好與顧準在

1950－1970 年代的思想轉折有著極為相似的軌跡，而他們所運用的資源，其一是

繼承五四運動的遺產，即以「人的發現」作為主題；其二，更重要的是，試圖擺

脫正統馬克思主義的理論框架，直接從西方現代性中尋找思想資源，尤其是歐洲

18 世紀啟蒙運動所體現的各種價值：對理性的信念，對傳統教條及其價值的質

疑，崇尚個人主義，強調普遍的人類進步，以及科學領域中的經驗主義方法。32上

述思想資源大致上與顧準所使用的相同。至於當時思想界所討論的主題，例如從

                                                 
28 卡爾．波普（Karl R. Popper），陸衡等譯，《開放社會及其敵人》（北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9），頁 314-315。 
29 參見本文第肆章第一節，頁 51-58。 
30 顧準，《顧準日記》，頁 9。 
31 參見本文第肆章第一節，頁 51-58。 
32 林同奇，〈三角張力與人文尋求－中國大陸 25 年來思想論域之演變（1978-2003）〉，載於林同

奇著，《人文尋求錄：當代中美著名學者思想辨析》（北京：新星出版社，2006），頁 339-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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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理問題到馬克思人道主義，從現代化到民主政治等等，大多也是在顧準所探索

的命題範圍之內。或許正是因為如此，當「思想顧準」誕生之際，無論是其所顯

示的人格精神力量或是有「學術」的思想，無不受到中國知識界極高的評價。 

 

    然而，到了 1997 年，隨著中國思想界出現了自由主義與新左派的公開對峙

與分化，對顧準也產生了不同的判定和認識。自由主義者視顧準為以自由主義為

核心價值的道統主鏈－「梁啟超－胡適－顧準─李慎之」之重要一環，並且是當

代中國走向自由主義的先行者；反之，新左派則持不同意見。33雖然分化的各方

對顧準的定位不一，但似乎各方都把顧準視為有價值的思想資源來支援自己的觀

點。這一現象無疑說明顧準對文革後思想界的影響是巨大的，而這當然是顧準及

其思想在中國現代思想史上的另一重意義。 

 

    1990 年代中後期所引發的「顧準熱」，在各方爭說之中當然也有爭論。對於

顧準思想的價值抱持著全盤否定態度的個別華人學者，雖然對於當時中國學界逐

漸生成一股「神化」顧準的風氣，確實可以起到理性批評與匡正的作用，但若將

顧準完全地抽離出時代的脈絡，所進行的是一種沒有「歷史感」的評述，並且忽

略了顧準思想的價值即是他的「超前性」，而這樣的「超前性」源自於他在文革

艱困處境下堅持學術研究與獨立思考的結果，更是不能用西方的學術標準來輕易

地做出評斷。而針對有關《顧準日記》中「兩個顧準」的爭論，如果從日記所呈

現出的極大反差來就此研判有「兩個顧準」，則是脫離了顧準意志和所處時空的

言說。因此，撰者以為，顧準之所以塑造一個「新生的顧準」，應是為了因應社

會失序的文革所採取的權宜之計，從而為自己的探索研究儘可能製造有利條件。

至於顧準是否是一個自由主義者，本文已在第柒章第三節當中進行探討與說明，

但撰者在此仍須強調的是，從顧準的相關著作來看，顧準很少論及個人權利和自

由問題等自由主義的核心價值，甚至對於私有財產權亦不表認同。34
如果說自由

主義的核心就是對個人價值和尊嚴的肯定，對個人權利和利益的尊重與保護的

話，由此審視當代自由主義者急切地想要將顧準思想定位為自由主義，很顯然地

帶有過度簡化的危險。基於此，考慮到顧準思想的演進路徑，撰者以為，把顧準

定位為一個社會民主主義者應該更符合學理。35 

 

第三節  從革命到反思之路 

    每一個人都在寫自己的歷史。每個人的歷史都有幸、有不幸。而幸與不幸，

常常是各種偶然因素和偶然事件湊合的結果，不由自主。回顧顧準不到六十年的

人生歷程，他的一生中有兩次選擇－走上革命道路和探索反思之路，這兩次選擇

                                                 
33 參見本文第壹章第三節，頁 14-15；第柒章第二節，頁 156-162。 
34 顧準，〈科學與民主〉，載於顧準，《顧準文集》，頁 233-236。 
35 參見本文第柒章第三節，頁 162-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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便構成他不斷「出走」的人生。在他的前半段人生，儘管立信會計事務所裡帶給

他的是事業和社會地位的一帆風順，但或許是馬克思主義當中的理想主義元素深

深地吸引了他，驅使他走上共產革命的道路。而在革命成功後的他，照理來說，

義無反顧投身革命且又具備專業知識技能的他，在中共建政之後應能躋身上層領

導機構，成為位高權重的高級黨政幹部，但敢於獨立思考、敢於結合自己的實踐

而提出有創見的意見的顧準，這樣的人並不是手中掌握決策權的上級都能表示歡

迎的。因此，身處在那個人迷信的年代，一切拂逆領導者的言論、意志的言行，

常被視作異端邪說，因而受到打壓是並不奇怪的。顧準在 1952 年被認為「目無

組織、自以為是、違反黨的政策，與黨對抗」等等，自此以後，接二連三受到不

應有的錯誤的處分，也不難理解了。 

 

    在兩次「出走」的人生路途中，顧準雖然也曾享有過革命成功或思想突破的

興奮心情和成功愉悅，但與之相伴的卻是更加深刻的磨難和孤寂，尤其是他後半

段的人生，更是遭受到常人難以忍受的苦難。為了求得生存以作為一個時代的見

證者，他既曾卑躬屈膝、唾面自乾，亦曾「坦白交代」、「爭取新生」，或許這些

言行可能消解人們心中所想像的一個具有凜然風骨的形象，但卻更加突顯出顧準

在獨自思想探索時的危難處境。從這個意義上說，顧準的求真的思想探索正是彰

顯出知識分子或思想家的尊嚴與價值，同時也為後來的中國知識分子樹立了一個

典範，提供了精神資源。而這或許就是為什麼從 1990 年代中期至今，中國思想

界「爭說顧準」的重要原因。 

 

    古希臘哲人柏拉圖（Plato）的「洞穴之喻」（the allegory of the cave）可以說

是人類智者的讖語，在這寓言中，洞穴內的世界可以看作是現實的世界，而外面

的世界就是理念世界。雖然現實世界並非如影子般灰暗，但是和完美而鮮明的理

念世界相比就顯得格外平淡。而為了達到理念世界就必須擺脫感覺的束縛，運用

理性，這時也許會被理性的光芒刺痛眼睛，但如果不退縮，就能夠看到完美的理

念世界。對一生不斷處在「出走」路途上的顧準，就像為了走出洞穴困境的智者

一樣，當他走出一個洞穴後，在興奮之情還沒完全消退之際，卻又發現自己處在

一個更大的洞穴之中，於是，他又開始新的走出洞穴的征程，歷經了無數次肉體

和精神的苦難之後，顧準仍不放棄地選擇「出走」去思考探索。雖然顧準終其一

生在當時的中國社會以及知識界都沒沒無聞，但作為一個真正而有良知的思想

者，其所留下的自由思想的精神遺產，終將在其身後更為人所景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