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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人生前期的革命歷程 

    中國共產黨是一個由知識分子所締造的革命政黨，帶有濃厚的菁英主義色

彩，並於五四新文化運動中建立組織。而追溯其誕生的時空可以發現，對世界文

化潮流特別敏感、具有多元文化結構的上海，由於蘊含著繁榮的現代文化和相對

自由的社會環境，一方面吸引並形成中國現代陣容最宏大的知識分子群體，另一

方面更是中共最初得以開展革命奪權事業的重要根據地。出生並成長於上海的顧

準，為何會在眾多西方思潮中，義無反顧地投向馬克思主義的懷抱？檢視顧準的

家庭出身背景、上海思想界的革命色彩、馬克思主義的思想魅力以及國家存亡的

時代危機，或能解答顧準在人生前期寧棄大好前程、選擇從事共產革命的種種疑

問。 

 

第一節  家庭背景與成長環境 

    顧準，字哲云，1915 年 7 月 1 日（陰曆 5 月 19 日）出生於上海陸家濱顧家

灣的一所宅院裡，因外家無子嗣，自幼從母姓。1顧準父家原是江蘇蘇州人，他

祖父陳仰峰是個染坊工人，但早年亡故，生有兒女四人，其中長子陳蓉生多才善

賈，經營得法，大約在民國初年，寫信給當時還在蘇州故地的弟弟陳文緯，即顧

準的生父，攜母親、弟妹遷居上海，與大哥陳蓉生生活在一起，並合作棉花生意。

而顧準的外祖父則是在蘇州經營一家扇莊，扇莊的規模不大，僱用夥計最多時，

也不過二三人。每當陳家生計困難，顧準的祖母就到顧氏扇莊領做一些扇子活。

陳顧兩家鄰居就是這樣熟識起來，並且在以後結為親家。 

 

    顧準出生之前，由於外祖父年老體衰，其經營的扇莊日漸式微，難以為繼，

最後只好把多年積蓄的八百元錢交給顧準的父親做棉花買賣，並拿這筆錢去獨立

開了一家棉花行。起初，家道小康，顧準的幼年生活是比較寬裕的，他的父親甚

至還有「包車」（即自備人力車）。然而，顧準一家的家境到了 1924 年卻急轉直

下，顧準父親所經營的棉花行面臨虧損，只得歇業，那時大概還殘留一些餘款，

於是另開一個小花店繼續營業，不過一兩年以後，由於不善於經營，經濟更趨惡

化，花店也維持不下去，並最終倒閉。自 1926 年起，顧準的父親就經常整天不

                                                 
1 顧準父親和母親的結合，是姐夫和小姨的戀愛。其母顧慶蓮在出嫁前，顧家二老與其父陳文緯

提出兩個條件：一、顧家無子嗣，顧慶蓮生下來的男孩子，一律姓顧；二、將來陳文緯要為岳父

母養老。不過關於第一項的約定，由於陳家親戚的異議與反對，顧準的弟弟們就不按原條件姓顧，

而一律姓陳，因此顧準便成為家族中唯一從母姓的孩子。參見：高建國，《拆下肋骨當火把－顧

準全傳》（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0），頁 2-3；顧準，《顧準自述》（北京：中國青年出版社，

2002），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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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門，要他們兄弟幾人拿家裡值錢的東西上當舖典當，然後取錢買酒喝，酒後更

是與妻子吵架。顧準在日後回顧幼年時期的家庭背景，便認定自己是「生活在一

個破產的中等資產階級家庭之中。」2 

 

    由於家道中落，使得顧準從私立留雲小學畢業以後，不得不轉往技職學校繼

續學業，儘早習得一技之長以協助家中的經濟重擔。1925 年，顧準在留雲小學讀

到五年級時，越級考取由黃炎培、蔡元培和馬相伯所共同創辦的中華職業學校初

中商科，該校雖然以收費低廉著稱，一學年的學雜費卻也高達四十餘元（1926

年，上海一個中學教師的月工資為四十元左右），3即使校方在考量其家境後同意

學費減半，顧準最終也只能完成兩年初中課業，無法繼續升上高中就讀。而後就

在中華職業學校校長王志莘的介紹下，1927 年 7 月中旬，年僅 12 歲的顧準進入

了潘序倫創辦的會計事務所擔任練習生。進入潘序倫的會計事務所是顧準一生當

中一個相當重要的事件，因為他從此踏進會計學這一專業的領域，此領域不單單

提供他職業和成就，更重要的是在鑽研會計學的研究過程中，進一步養成了他的

行為方式和思維方法，從而深深地影響他在人生中後期的學術探索生涯。 

 

    顧準初進會計事務所時，由於人手短少，每天除了接待應酬、給來所聯繫業

務的客人讓坐倒茶、到銀行送款等雜差外，還要兼辦一些公司登記和商標註冊的

正式業務。不過當時只有 12 歲的顧準，工作勤奮、甘於吃苦，天資聰穎的他雖

然僅在 1928 年秋進入會計夜校念了半年簿記，卻在自學後很快地掌握了西式簿

記的要義，4於是，之後被潘序倫更名為立信會計師事務所及其會計補習學校，

提供了顧準施展才華的機會和舞台，並由此提高他的智能和辦事能力。在慧眼視

才的潘序倫大膽使用顧準的情況下，從 1928 年到 1929 年，顧準便從練習生陸續

被拔擢為會計員、查帳助理員、立信會計夜校助教，並升任文書科工作（主要代

辦公司登記和商標註冊業務）；1930 年在新成立的立信會計函授學校中，負責函

授行政工作；1932 年下半年則是擔任立信會計夜校的教師，5進而承擔了大專班

銀行會計課程的教學任務，同時還負責立信會計學校主任一職。期間他又擔任了

《高級商業簿記教科書》編輯助理、獨立撰寫一冊《簿記商業習題詳解》、自 1932

年起開始自編《銀行會計》講義，於 1933 年經兩個學期的試教和修改，終在 1934

                                                 
2 顧準，《顧準自述》，頁 7。 
3 高建國，《顧準全傳》，頁 29-30。 
4 1920 年代的中國會計界湧動著一股改革與改良的思潮，而會計革新運動便是這一思潮的直接

產物，因而發生是否以科學的西式會計取代傳統的中式簿記的論爭。其中一派是以徐永祚為代表

的改良中式簿記派，另外則是以潘序倫為旗手的引進西方會計的改革派。顧準在日後即曾撰寫〈評

徐永祚式改良中式簿記〉一文，以西方簿記理論為依據，對改良派所建立的收付簿記進行了批評。

參見：羅銀勝，《顧準傳》（北京：團結出版社，1999），頁 30-35。 
5 其實早在前一年，即 1931 年下半年，立信會計夜校因招收了許多學生，班次得以增加。顧準

此時就已經擔任一個人數較少班級的教師，但因他只有 16 歲，年齡太小，加上稚氣未脫，還不

如有些在座的學生，上課不到一個星期，便被學生轟下台。直到過了一年，他又擔任其中一班的

教師，這回才站住了腳，並受到學生的歡迎。參見：顧準自述，頁 10；羅銀勝，《顧準傳》，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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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 9 月初正式出版《銀行會計》一書，該書的出版，填補了中國國內會計專著的

空白，受到社會的重視，許多大學和高中商科都選作教材，並且應聘到之江大學、

滬江大學商學院等授課，6而當時的顧準不過年僅 19 歲。 

     

    從顧準自學校輟學來到立信會計事務所之後，值得探討的地方有二。首先，

這一段成長歷程和學習經驗無疑地對其鮮明的自信性格產生了決定性的影響，並

且讓他對自己的智識能力抱持著極大的信心，而這種因為少年得志所發展出來的

高傲與自信性格，更是他在日後面對各種政治苦難時，仍得以保持自我品格而不

折節的主要因素。甚至，當顧準身處在 1960 年最為困頓煎熬的商城勞動時期，

他仍舊流露出異於常人的自信，就在他與生產大隊合照時，他這樣寫道：「我站

在全隊高處，還自然表現出一種高傲的神情－不，高傲而深思。」7也正是因為

這種高傲，才能讓顧準在萬馬齊喑的思想環境中，保持並展現自己的獨立批判思

考精神。 

 

    其次，顧準在其歷史交代中把 1927 年到 1932 年這段期間稱為職業向上時

期，因為這段時期他在立信的職業地位確實迅速向上，收入也增加得很快。到

1932 年初，顧準的月收入實際上達到了 60 元以上，而 1934 年更達 100 元以上之

譜；8相較當時 1930 年代初上海職員的月薪水準，在洋行中的中級職員月收入 100

元，普通職員 50 元，練習生 10－20 元；在舊式商店中級職員月薪不超過 30 元，

小職員 10－20 元；新式商店一般售貨員 10－18 元，中級職員 40 元以上；而當

時普通產業工人每月收入則在 15 元左右。9對照年方 20 歲的顧準，則早已名聲在

外，並先後被之江大學、滬江大學和上海法學院等多所大學聘為兼任教授，可見

他在上海會計界和教育界的影響。然而，年紀輕輕但會計專業已備受肯定的顧

準，為何沒有產生對所處社經地位的歸屬感？當經濟陷入危境的眾多家人仍須仰

賴他的薪水過活時，
10
為何沒有更加認同其所投入奉獻的職業領域？卻要選擇踏

上革命的道路呢？ 

 

    基本上，顧準走上革命道路並不是因為家道中落而引起的經濟困境。儘管顧

準早在青少年時期就因家貧而被迫中斷學業，並提早踏入職場以負擔家計，但由

於他的努力和機遇，讓他年紀輕輕就在會計領域中有一定的成就，使得他和一家

                                                 
6 顧準，《顧準自述》，頁 8-10 頁；羅銀勝、梁倩婷，《顧準畫傳》（北京：團結出版社，2005），

頁 21-26。 
7 顧準，《顧準日記》（北京：中國青年出版社，2002），頁 244。 
8 顧準，《顧準自述》，頁 8-10。 
9 張仲禮主編，《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頁 746-748。 
10 顧準一家到 1927 年底取得了分家的協議：（一）大哥、大嫂、二哥、大姐、三哥、四哥住在

一起，由大哥、二哥負擔家用；（二）外祖母、母親、顧準的同母弟兄姐妹五人住在一起，父親

每月津貼 15 元，其餘由顧準的工資、外祖母、母親和二姐的女工活來維持；（三）顧準的父親獨

自在一家慈善機構工作並獨立生活。1927 年前，顧準一家人在撙節開銷下勉強糊口，1928 年後，

顧準的每月工資和實際收入逐漸增加，到 1930 年，大約每月實際收入超過 30 元，於是推卻了父

親的津貼，顧準這一家的收入就主要由他的工資來維持了。參見：顧準，《顧準自述》，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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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可以因為這份收入而維持在一個穩定的生活水平；再者，若以顧準在 1934 年 2

月所號召組織的馬克思主義社團－「進社」為其實際從事革命的里程碑，「進社」

成立之前正是顧準所稱的「職業向上」時期，由此可見，經濟上的貧困不僅不是

他參加革命的原因，相反地，如果他重視自己的生涯發展的話，就更不可能冒險

走上革命了。 

 

    依此而論，撰者以為，因為對家庭糾紛的厭惡所產生的疏離感，才是顧準之

所以走向革命的一個重要心理前提。從顧準的家庭組成來看，顧準父親和母親的

結合是姐夫和小姨的戀愛，而這樣的婚姻關係造成顧準大母（即顧準母親的親姐

姐）及其子女對顧準母親這一房與所屬子女的不諒解，例如顧準的大哥陳懷農說

其生母顧氏，就是因為父親與顧準母親的結合才抑鬱而死，這種涉及兩個妻子名

份與舊倫理的苛刻言語，多少使得顧準的性格增加了敏感、內向與清高的成分。
11且隨著家中經濟每況愈下，貧困更是激化了大家庭的矛盾，到 1924 年後，由於

顧準父親所開的小店倒閉，經濟上的困難使這個已有裂痕的十餘人的大家庭陷入

爭相指責，1926 至 1927 年間，顧準所在的家庭，爭吵之聲此起彼伏。1968 年，

年紀已逾知命的顧準在自述中，就是這樣回憶、描述自己幼年時的家庭情形的： 

這是一個互相埋怨、糾紛無窮的家庭。我的哥哥們指責我母親和父親的婚

姻，說我大母是因為我母親和父親的結合憂鬱而死的，指責外祖母、母親、

母親所生的孩子們「吃窮了」這一家。我母親指責我父親，說大母故世時

父親要她「披麻帶孝」，把她當小老婆看待（我相信，其中還有指責父親

誘惑她的意思）。外祖母理直氣壯地說，她和姓顧的孩子不是白吃這一家

的，父親還用過外家八百元做資本哩。加上姑母、伯母和大哥的岳家對這

一家成員的各種影響，這一家越窮，糾紛和吵架也愈加無窮無盡。12
 

    家庭成員間感情的失和，加上經濟情況不見好轉，顧準一家在 1927 年最終

分成三個家，而這一年顧準才 12 歲，就被迫扛起家中經濟的重擔，到 1930 年，

顧準一人就獨力負擔他所在那個家的所有開銷支出。早熟而世故的顧準，因為家

                                                 
11 高建國，《顧準全傳》，頁 30。 
12 顧準，《顧準自述》，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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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糾紛使他對家裡產生了疏離感，而這樣的疏離感進一步加強他暫時跳脫原生家

庭的衝動和渴望，於是在他進入到潘序倫所經營的會計事務所之後，便讓他有機

會逃離這個動輒得咎並且產生卑微感的家庭。顧準在《自述》中回憶道： 

1927 年 7 月進入潘序倫的事務所，那時家庭糾紛達到頂點，下班後不想

馬上回家，就逗留在所裡。進所不久，夏星壽進所了，很快和他成了知己

朋友，下班後總到他家逗留到深夜而不回家。……週六下午五點以後則是

遠足到勞動大學，找中華職業學校的同學甘績瑞，週六在那裡住宿，星期

天在那裡玩一天，星期天傍晚或星期一凌晨才遠足回來，總之，盡量不回

家。13 

    此時的顧準只是 12、13 歲的青少年，正是處在人生觀和價值觀逐漸成形的

重要時期，而家庭不和睦的因子已使他的思想發展出走向革命的心理動機，正如

顧準後來所言：「因為這個資產階級家庭的腐朽的糾紛，使我在家中處於卑微的

地位，這是促使我走上革命道路的一個因素。」
141927 年，顧準正是懷著這樣源

自於家庭環境的卑微感，展開他的社會職業生活。 

 

第二節  大時代的衝擊：初識革命 

    歷史中的人物研究是歷史研究中的一個重要內容，以中國近代思想史為專長

領域的中研院院士張灝即認為，研究人物要對其情境抱持「了解之同情」的態度，

並且採用馬克斯．韋伯（Max Webber）所提倡的「設想參與」。而為了做到「設

想參與」，還必須把握研究對象的「思想環境」，其中包括兩個部份：一是人物所

處時代的思想風氣和價值取向；二是每個個體所處的「情境」。15因此，接續著上

一節探討顧準的家庭出身，尚須進一步探查顧準所處的 1920－1930 年代上海的

思想環境和社會風氣。 

 

                                                 
13 顧準，《顧準自述》，頁 16-17。 
14 顧準，《顧準自述》，頁 7。 
15 參見本文第壹章第四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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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至 19 世紀中葉以前，上海還是江南的一個普通縣城，但在 1843 年鴉片

戰爭後，西方列強按照《南京條約》迫使清政府將上海闢為通商口岸。從此，帶

著「天朝大國」的屈辱與困惑，上海向太平洋敞開了胸懷，開始現代化的歷程。

正如美國學者墨菲（Rhoads Murphey）在《上海：現代中國的鑰匙》一書中寫道： 

上海，連同它在近百年成長發展的格局，一直是現代中國的縮影。就在這

個城市，勝於其他地方，理性的、重視法規的、科學的、工業發達的、效

率高的、擴張主義的西方和因襲傳統的、全憑直覺的、人文主義的、以農

業為主的、效率低的、閉關自守的中國－兩種文明走到一起來了。兩者接

觸的結果和中國的反響，首先在上海出現，現代中國就在這裡誕生。上海

提供了用以說明中國已經發生和即將發生的事物的鑰匙。16
 

    可以說，近代以降，上海就此佔據著中國經濟的龍頭位置，而在近代中國政

治方面，上海對中國的影響也十分巨大。其中，對中國共產主義運動來說，上海

就是最重要的地方，因為正是在 1921 年 7 月，中國共產黨在上海正式成立。 

 

    上海，在 1920 年代至 1930 年代初期是中國共產黨最主要的活動區域，期間，

中共中央最高領導機構大多時間也都駐留在上海。從 1921 年中共創黨、1923 年

第一次國共合作到 1927 年的四一二清共，中共雖然必須以個人身分加入國民黨

與之合作，卻也在這段期間實際主導許多政治活動，擴大自身的影響勢力，例如：

主導國共合作的上海大學、領導五卅工人運動、發動上海工人三次武裝鬥爭，在

在說明中共於 1930 年代以前在上海地區已具備一定的群眾基礎和影響力量。 

 

    而在這其中，值得一提且與青少年時期的顧準最具關聯性的就是上海大學。

如前所述，中共是一個由知識分子所締造的革命政黨，而中共吸引青年知識分子

的重要途徑之一就是辦理留學和升學，其中辦理升學最重要的例子便是上海大

學。上海大學成立於 1922 年 10 月，是共產黨員和國民黨員合作的產物，其前身

是一所野雞大學，校長乃當時國民黨「左派」的于右任，校務則實際操諸總務長

共產黨員鄧中夏之手。學校只有英國文學、中國文學和社會學三個系。學校在鄧

                                                 
16 墨菲（Rhoads Murphey），《上海：現代中國的鑰匙》（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頁 4-5。

轉引自：魏承思，《中國知識份子的浮沉》（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4），頁 25。 



第貳章 人生前期的革命歷程 

 29

中夏的刻意經營下，面貌一新，擺脫了學店惡名。除英國文學系外，其他兩個系

都聘請了不少共黨人士擔任教授；尤其是社會學系，在瞿秋白的主持之下，幾乎

可以說是中共訓練幹部和黨員的場所。社會學系教的《社會哲學》和《社會科學

概論》就是階級鬥爭和馬列主義，而《社會進化史》則是恩格斯的社會進化理論，

教授不僅帶學生參觀工廠，訪問工人，辦理工人補習學校，而且鼓勵學生半工半

讀，介紹他們實際擔任國民黨的黨務工作。除了教學內容新穎，在徵收學生上，

更是不必通過考試，只要有一定的文化程度，便允許入學，所以上海大學從全國

各地吸收了許多作風新穎的學生，共產黨員的人數也很快超過純粹國民黨員，而

在五卅運動前後，上海大學甚至更是上海學生運動的大本營。
17尤有甚者，上海

大學師生中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中亦占相當比例，如 1924 年 5 月，上海的共產

黨員共有 47 人，上海大學黨員有 16 人，占總數的 34%；1925 年上半年，上海黨

員 220 人，上海大學黨員有 25 人，占總數的 11%，且黨員中任黨內職務的，其

中有中共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中共上海區委委員，以及共青團中央的領導

等。
18綜上所述，上海大學可以說是 1920 年代上海共產運動的重鎮，而顧準之所

以走上革命道路同樣是受到它的影響。1927 年秋天，顧準過去在中華職業學校的

同學甘績瑞進入了上海的勞動大學讀書，當時，顧準與他走得極為密切，每個週

末顧準都要步行相當遠的距離到這所學校去找甘績瑞，討論政治、人生問題，並

時常借住在學校，顧準在自述中這樣回憶： 

勞大前身是上海大學，那時的校長是易培基，學校裡有共產黨，但無政府

主義思潮流行，甘績瑞當時也信從無政府主義。我從甘那裡借讀了李芾甘

（巴金）譯的克魯泡特金的《麵包略取》等書以後，熱烈地信從無政府主

義起來了。那時對於這些書中對「集產主義」（無政府主義者對共產主義

的污衊性的稱謂）的攻擊是不理解的，但我們熱烈吸收的是那裡對資本剝

削勞動的激情的控訴。19
 

    由上觀之，無政府主義在中共誕生過程中所扮演的催生角色值得注意；但與

                                                 
17 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年》，上冊（台北：聯經出版社，2001），頁 135-136。 
18 中共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編，《中國共產黨在上海（1921－1991）》（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頁 46。 
19 顧準，《顧準自述》，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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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更為相關的是，從顧準和甘績瑞的交往過程來看，顧準實已受到當時上海勞

動大學風氣的影響，並且從《麵包略取》一書中，體會到克魯泡特金（Kropotkin）

對理想的自由社會的憧憬和對當時不合理社會制度的憎惡。20因此，儘管政治情

勢的急速變遷，1927 年 4 月國民黨進行清黨，上海的共產黨組織遭受嚴重的打

擊，黨組織被迫轉往「地下」工作，上海黨員從 8000 人驟降至 1220 人。21而被

視為中共革命搖籃的上海大學也遭國民黨宣布關閉，並更名為國立勞動大學。22相

較工人因為對革命失望而脫離中共的情形非常嚴重，帶有理想主義性格的學生與

知識分子卻是無論如何也不願脫黨，23因此，上海大學雖然更名了，但馬克思主

義的思想魅力仍舊不滅，顧準便自承，在與甘績瑞的交往過程中，已有了對革命

生活的憧憬，對於當時的職業生活，認為是在給資本家的走狗當奴才。只是，對

於究竟怎樣革命，革命生活究竟是怎樣的生活，卻仍是十分矇矓。24 

 

    探討顧準何以會走上革命道路，除了前述對原生家庭的疏離感、與舊識甘績

瑞在上海勞動大學的交流等因素外，其他值得注意的因素還有：顧準在小學和中

華職業學校裡所受的革命教育、1925 年五卅運動、1927 年北伐軍克復上海的親

歷體驗。1920 年代是革命風起雲湧的年代，顧準曾回憶說，在小學和中學的教育

歷程中，國文教材所學習的內容，有黃梨洲的《原君》、《原臣》，黃花崗七十二

烈士的故事，林覺民的遺書《與妻訣別書》等等，學習這些文章的目的不外乎是

反對專制君權，並且頌揚革命的價值，而這樣的中小學教育多少增強了顧準肯定

革命的認知；此外，1925 年五卅運動爆發，在這個全民的愛國運動中，中共因為

國民黨提供了合法和半合法的外衣而迅速擴展勢力，在反帝國主義的旗幟下，成

為工人和學生運動的主導力量。而年紀還小的顧準也曾被動員到這一運動當中，

並且「拿著竹筒，打著旗幟，為罷工工人捐款」，25但如果說當時轟轟烈烈的工人

和學生運動對年幼顧準無法留下深刻的印象，那麼，對於 1927 年北伐革命成功

收復上海的記憶就更加鮮明了，例如他曾親眼見過軍閥孫傳芳大肆逮捕殺害國共

黨人；該年 3 月北伐軍已勢如破竹抵達上海近郊，中共又響應發起工人第三次暴

動，於是看到工人糾察隊進佔他家附近一個警察所；以及當收復上海之後，他的

學校隨即換上青天白日滿地紅的新國旗，並且掛上了孫中山的像等等。不僅如

此，顧準此時對於革命就已經有了嚮往，例如他和三哥兩人曾要求北伐軍收留他

們當勤務兵，且同學甘績瑞參加了北伐軍總政治部的宣傳隊，當他看到甘積瑞穿

上背斜皮帶的軍服時，則是十分羨慕。26 

 

                                                 
20 羅銀勝，《顧準傳》，頁 37-38。 
21 中共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編，《中國共產黨在上海（1921－1991）》，頁 91。 
22 黃美真、石源華、張云編，《上海大學史料》（上海：復旦大學出版社，1984），頁 166-167。 
23 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年》，上冊，頁 160。 
24 顧準，《顧準自述》，頁 17。 
25 顧準，《顧準自述》，頁 15。 
26 顧準，《顧準自述》，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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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 1927 年 4 月 12 日所發生的國民黨清共，顧準對於革命的印象也逐漸從

激情中平息下來，如他在日後的歷史交代中所言：「對於當時的政治事變，如最

初成立的以宋慶齡為首的上海市政府，四一二屠殺，強迫解散總工會，張定璠任

市長等等，有的根本不知道，有的聽到了也不了解其意義，也沒有對我的思想發

展投下過什麼波瀾。」27在顧準童年這段「初識革命」的經歷過程中，或許革命

的實踐以及政治的運作對他來說仍太過錯綜複雜，但可以肯定的是，在顧準的家

庭生活和親歷見證政治巨變的推波助瀾下，革命的意涵和價值已逐漸被顧準所認

同了。因此，當 1927 年 7 月顧準進入潘序倫的會計事務所之後，便很快和對當

時國民黨政治失望的地下黨員夏星壽成為知己朋友，即使在夏星壽病故後，仍持

續和其兄長夏增壽有更進一步的來往，並視其為政治上的啟蒙者；28甚至，1928

年當顧準聽說宜興爆發了由中共所領導的暴動，在和事務所的同事談論此事時，

顧準更是熱烈地贊成暴動，並且對同事們說：「我也要扛起紅旗來。」29 

 

 

 

 

第三節  走向革命：準備成為一名職業革命家 

    從前面兩節的敘述，可以推敲出家庭環境和在 1920 年代所受的革命教育以

及初期革命體驗，是顧準何以走上革命道路的重要因素，但這些因素僅能被視為

是其走向革命的帶有歷史性的必然因素；假設，顧準沒有遇見幾個激進的、帶有

革命性的朋友，亦即沒有這樣帶有相當偶然性的因素，顧準是不可能如此迅速的

接受革命思想，進而化為具體的革命行動；相反地，很可能是在一步入社會之後，

就走上完全不同的另一條道路，過著另一種人生。例如，前文所提及在上海勞動

大學就讀的甘績瑞。前身是上海大學的勞動大學，由於它的辦學經費是庚子賠款

退回來的錢所操辦的，非國民黨派系的教員，特別是一些無政府主義者也就進了

學校，使得勞動大學充滿了無政府主義思想和馬克思主義的革命思想。30勞動大

學裡的甘績瑞就是一個無政府主義的信仰者，在這種思想氛圍下，顧準也就得到

不少無政府主義者的書，如巴金所譯的克魯泡特金的《麵包略取》等，進而也就

「熱烈地信從無產革命起來」，31正如他後來在回顧這段思想歷程時曾清楚指出，

                                                 
27 顧準，《顧準自述》，頁 16。 
28 顧準，《顧準自述》，頁 16。 
29 顧準，《顧準自述》，頁 17。 
30 中共上海市委黨史資料徵集委員會主編，《三十年代中國社會性質論戰》（上海：知識出版社，

1987），頁 129。 
31 顧準，《顧準自述》，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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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無政府主義對資本剝削勞動的尖銳批判和激情的控訴深深的吸引了他，從而

使他對革命產生了憧憬。32 

 

    另外，1927 年 7 月當顧準到潘序倫會計事務所擔任練習生時，上節提及的夏

星壽也進入了會計所，他們很快地成為知己好友，下班後總到他家逗留到半夜。

夏星壽在北伐時期是國民黨在上海的地下黨員，國共分裂後，對國民黨的政治感

到不滿，遂不再參加國民黨活動，因此，夏星壽顯然就是帶有相當革命性的人物。

雖然夏星壽不到半年之後就病故了，但通過他，顧準又得以結識他哥哥夏增壽，

他不僅是一個帶有革命性的人物，更重要的是他是一名共產黨員，因所在的南京

黨組織破壞被捕，曾被軍法審判入獄。1932 年夏增壽出獄回到上海後，顧準在已

把中共視為拯救民族存亡的希望之後，就和夏有了密切的來往，就教並討論哲學

問題、黨的組織、民主集中制等等問題，甚至在 1934 年 2 月，顧準更與他共同

成立了一個馬克思主義社團－「進社」，而「進社」也象徵著顧準正式步上了革

命道路。因此，夏增壽對於顧準的人生意義而言，就如顧準所形容的：「他是我

政治上的啟蒙者。」33 

 

    總結前文分別從家庭問題、少年所接受的革命教育、經歷的革命體驗和所結

識的具革命性的朋友等角度，回顧與探究顧準為何會投入革命，但正如顧準在其

《自述》所言：「由於家庭負擔的生活現實，壓下了少年時代的革命激情。1927

－1929 年的革命憧憬是結不了果實的。」
34也就是在 1929－1932 年期間，亦即被

顧準喻為「職業向上」的時期，由於職位的上升、工資的增長和生活的改善，使

得顧準產生安於現狀的想法。但最終促使顧準走向共產黨所領導的革命的因素

是：1931 年九一八事變的爆發。繼 1895 年的甲午戰爭，日本對中國的軍事入侵

使中國近代以來的民族危機再度浮現，而處在民族存亡的危急時刻，對於執政的

國民政府處理危機的政策與態度，顧準是無法認同的。顧準在《自述》中提及自

己的心境轉折： 

「職業向上時期」，當然產生了安於當時國民黨統治的想法。九一八一聲

砲響，打破了這種幻想。東北淪陷，不久上海人又經歷了一二八戰爭，以

後是不斷的南京政府對日屈服，而這是無法忍受的。眼看拯救民族的存

亡，南京政府是不行的了，目光就轉向中國共產黨。1932 年以後，三哥
                                                 
32 顧準，《顧準自述》，頁 17；羅銀勝、梁倩婷，《顧準畫傳》，頁 36。 
33 顧準，《顧準自述》，頁 17-19。 
34 顧準，《顧準自述》，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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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常到當時的別發洋行（發售外國書刊的外商書店）買英文《中國論壇》

－一個猶太人辦的、常有介紹蘇區和紅軍狀況的雜誌來看，留心《讀書月

報》上的中國社會史論戰，搜羅河上肇的《經濟學大綱》和辯證唯物論這

一類理論書來努力研讀，思想再度急劇左傾。35
 

    由上觀之，顧準的思想之所以逐漸左傾，最終更把希望的目光轉向共產黨，

乃因民族存亡的歷史情境使然。然進一步言，或許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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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灝在探究「共產主義在

中國興起時其思想魅力何在」的問題時指出，1895 到 1925 年間是近代中國思想

變遷脈絡中的「歷史轉型時代」，意識形態的形形色色及思想氛圍的瞬息萬變蔚

為此一時期的特色，同時，中國人也逐漸在大難臨頭的危機感當中，形成一種「社

會 政 治 理 想 主 義 」（ socio-political idealism ） 或 「 理 想 主 義 心 態 」（ idealist 

temper/syndrome）。首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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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

者，這種歷史樂觀主義對於未來的社會目標抱持著一個雙重遠景。其一是國家主

義，由於知識分子生逢在帝國主義橫行的時代，他們把希望投注在當時盛行的「富

強」觀念上，這個觀念幾乎代表了當時大家普遍的心聲。但在國家主義之外，他

們又提出了一個超國家的理想秩序，反映了幾世紀以來儒家對大同世界的嚮往，

是故，中國人對未來歷史巔峰盡頭所抱持的社會目標不免就充滿了烏托邦主義的

色彩。36綜上所言，以社會發展五階段論為基礎的馬克思主義史觀，懸置一個至

善的共產主義的理想社會於未來，並以歷史唯物主義理論來論證這一理想的歷史

必然性和不可抗拒性，才使馬克思主義得以征服中國知識分子的心靈。顧準便坦

言：「真正促使我走上革命道路的是九一八以後的民族危機，是挽救中國危亡的

要求和社會主義前途的憧憬兩者的結合。」37另外，蘇聯社會主義和史達林的魅

力對於顧準選擇從事革命也有相當的影響力，顧準在《自述》中便提到：「30 年

代初期我思想開始轉變，走上革命道路的時候，蘇聯的影響，史達林的影響，是

極其重要的因素。」例如，顧準在這段期間曾讀過一本描繪史達林巨大形象的書

《從一個人看一個新世界》，以及相關描寫蘇聯十月革命、內戰、建設的蘇聯小

說，透過這些書籍，顧準自承：「蘇聯和史達林的形象，對於我多少是聖潔的。」

                                                 
35 顧準，《顧準自述》，頁 18-19。 
36 張灝，〈再論中國共產革命思想的起源〉，載於余英時等著，《中國歷史轉型時期的知識分子》

（台北：聯經，1992），頁 55-62。 
37 顧準，《顧準自述》，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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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且這種對於蘇聯模範的仰慕和崇敬之情，一直到 1955 年在黨校進修時仍極為強

烈，例如在 1955 年 11 月 2 日的日記裡，顧準在看了一部彩色蘇聯電影《忠實的

朋友》後，寫下這段文字：「（這部電影）明顯的風格轉變，比捷克電影卡嘉還要

風趣得多，簡直是一個滑稽影片，從頭到尾都是大笑。整個來說，這是歡樂，這

些歡樂應該拿到西歐去，去影響一下歐洲人，讓他們知道他們是快活不出來的。」
39顯然，顧準認為這種歡樂只有社會主義的蘇聯或是社會主義國家才有，西方資

本主義的國家是不可能有的。一方面，可以看出顧準天真浪漫的理想主義一面；

另一方面，則顯示出蘇聯在他心目中的聖潔性，這種聖潔其實多少也反映了共產

主義當中的理想色彩，對於影響顧準走上革命道路是很深刻的。但是，或許也正

因如此，當 1956 年赫魯雪夫秘密報告揭露之後，引起顧準對蘇聯一切事物的看

法從聖潔到嫌惡的巨大變化，更使他對革命發生了某種程度的幻滅之感。 

 

    九一八事變後的民族危機使得顧準將目光轉向共產黨，認為唯有中共才能拯

救步向衰頹的中國，於是開始學習馬克思主義理論，討論共產黨的組織原則，甚

至更與週遭的親友、同事們籌組馬克思主義社團－「進社」。雖然顧準此時正處

在職業向上時期，但由於馬克思主義將個體生存意義和人類民族希望整合為一，

其所建構的理想世界深深吸引著他。於是，顧準最終仍無視於事業和社會地位的

一帆風順，而投入到共產主義的革命道路上，儘管，這樣的抉擇終將導引他走向

命運多舛的人生後期。 

 

 

 

 

 

 

 

 

 

 

 

                                                 
38 顧準，《顧準自述》，頁 241-242。 
39 顧準，《顧準日記》，頁 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