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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案： 

“怀⽕”是⼀个致⼒于交汇思想与运动书写的平台。

在五四运动⼀百周年之际，“怀⽕”的青年作者在重新

阅读五四历史、思想史研究的基础上，⽴⾜于当下的

思考与社会运动，通过回看五四来重思中国⼤陆政治、

社会、⽂化与精神现状。我们试图把五四从官⽅宣讲、

历史教科书和纯思想史与历史论辩中“拯救”出来，让

更多读书从五四的不同⾯向获得对当下的启发。 

“五四⼀百周年×当下思考与运动专辑”将在接下

来的⼏天陆续推出： 

#爱国主义：从五四时期“爱国主义”作为回应被问题化

的西⽅现代性的产物，探讨彼时“爱国主义”的丰富意

涵及其当下的扭曲； 

#新儒家：在剖析新儒家对五四、中西⽂化、民主与政

治的论述基础上，批评当下由国家主导的儒学复兴；

#青年：从五四时期青年成为重要历史⾓⾊的脉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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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以五四青年精神状态的“背⾯”为资源，寻找今⽇

“不激进青年”政治化的契机； 

#民主：从五四⾄今关于民主的思考与实践，讨论今天

我们如何继续未完成的民主； 

#⼯学联盟：学⽣在⾯对⼯⼈时，逐步透过实践与理论

的辩证，与⼯⼈相结合 

 

在“五⽑”与“美分”之间，我们好像退回了五四之

前的情境：不是⼤清国的天朝幻象，就是以西⽅为师

的单向度视野。我们要像五四⼀代那样⼤声喊出：“两

个都更糟！”⼆元对⽴的选项永远在表⾯的你死我活之

下，隐含了共同的假设与前提。⾮此即彼，是意识形

态强加给我们的滤镜，使我们看不见真正的选择：第

三世界、国际主义的视野，现代资本主义之外的⽂明

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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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重返五四现场 

 

让我们穿过历史教科书的陈词滥调，重访⼀百年

前那段燃情岁⽉。那是 1918 年 11 ⽉，第⼀次世界⼤

战刚刚结束，中国所属的协约国集团获胜了！胜利的

电报传到国内，政府宣布放假三天，你是游⾏庆祝的

市民，相信中国将从此站起来了。你是新上任的北⼤

校长蔡元培，在天安门对⼈群演讲道：协约国战胜同

盟国意味着西⽅民主（英、法、美）战胜了专制（德、

奥匈），意味着⼈类的光明终将战胜⿊暗。 

1919 年，巴黎和会即将召开，中国最优秀、最现

代化的精英们将代表这个国家前去谈判。你是外交团

的领导陆征祥，受西式教育长⼤，在欧洲许多国家做

过外交官，还娶了⼀个⽐利时⽼婆，觉得美国总统威

尔逊说的“民族⾃决”可以帮你在外交场上赢回中国被

剥夺的⼟地。你是顾维钧，哥伦⽐亚⼤学的杰出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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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的⼤学辩论队成员；你在 1 ⽉ 27 ⽇下午的会议上

就⼭东问题回应⽇本，不时引⽤国际法、拉丁语的⼀

席雄辩惊艳了会上各国的代表。 

然⽽，时势急转直下：⽇本威胁退出国联，除⾮

⼭东归他们；美国为了⽇本，最终放弃了中国。1919

年 5 ⽉，外交失败的电报传到国内，你是在北京读书

的⼤学⽣，得知消息的瞬间震惊⽆⽐；你彻夜难眠，

通宵和朋友们在⼀起，痛斥政府的⽆能、列强的⽆耻。

两天以后，你跟随⼤家⾛上天安门⼴场，并不知道这

⼀天将会被永久铭刻进民族的记忆。6 ⽉，你是上海

的纱⼚⼯⼈，为⽀持被捕的北京学⽣，你同成千上万

的⼯⼈们⼀道罢⼯。你是全国各个省份的普通男⼥，

你从报纸上、布告栏上读到了刚发⽣的事，或是听那

些识字的⼈说起。你恍惚了⽚刻，⼀个新的未来似乎

正在你眼前展开。 

你是⼀百年前那段⽇⼦⾥，⼀个个有名或⽆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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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观者、失望者、参与者、幻灭者、⾏动者。你就是

中国，被侮辱的、被损害的中国，必须涅槃重⽣的中

国。 

 

⼆、五四中国：反现代的现代性 

1. 开启现代中国 

 

五四新⽂化运动是现代中国的真正起点。近⼏⼗

年来，学术精英们不再愿意谈论五四的“爱国”⾯向，

隐隐认为爱国并⾮什么⾼级情感：夏志清将五四开启

的中国现代⽂学传统直斥为“感时忧国”——英⽂原⽂

“obsession with China”，直译为“对中国的过度迷恋”；

⽽李泽厚则以“救亡压倒启蒙”的著名论断，将启蒙事

业的未竟归罪于“救亡”——⼀个替换“爱国”的中⽴修

辞。 

随着“爱国”维度的直线贬值，五四的开创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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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受到越来越多质疑。⽐如，⼀种极为流⾏的现代化

史观，将五四作为“思想⽂化的现代化”，放置在“器物

的现代化”（洋务运动）、“制度的现代化”（戊戌变法、

⾟亥⾰命）这⼀序列之末尾，仿佛五四只是中国现代

化路途的另⼀处驿站。此种现代化史观是如此地主导

了当下的话语，已经成为⽬前⾼考历史学科简答题的

必备考点（⾼中读⽂科的朋友想必深有体会）。 

这种说法着眼于五四对晚清以降现代化进程的延

续，也不⽆道理。但是，五四确实造成了某种历史的

断裂，这深刻的断裂使此后的中国历史再不能恍若⽆

事般延续过往的轨迹。这断裂就在于：五四之所以是

“现代中国”的真正起点，关键不在于“现代”，⽽在于“中

国”——是五四，让“中国”成为了我们重新思考“现代”

的坐标。于是，五四以来的“现代中国”就表现出汪晖

所说的⼀种“反现代的现代性”、对现代性本⾝怀有疑

虑的的现代性。⽽这⼀特点，确乎与五四“爱国”的基



 7 

本命题有关。 

 

2. 现代性的塌落 

 

何谓“反现代的现代性”？回到本⽂开篇的那个历

史时刻：⼀战胜利后的中国，浸染着乐观乃⾄狂欢的

情绪；这乐观根本上是对西⽅现代性的信⼼，是对⼈

类⽂明在西⽅带领下“向着光明去”（蔡元培演讲⽤语）

的信⼼。中国在⼀战中为协约国贡献不少，尤其在⼈

⼒⽅⾯（⼗五万中国劳⼯被送往法国），因此相信⾃⼰

会被西⽅给予⼀个平等的机会，特别是威尔逊提出了

“⼗四点和平原则”。巴黎和会上的外交也并⾮失败，

相反地，外交官们⼤多是中国在⼏⼗年教育现代化后

培养出的⼀代西式精英；西⽅外交官有的素养，他们

也有。对于许多国⼈⽽⾔，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中国可能从此在“世界（西⽅）民族之林”中享有⼀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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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地。 

况且，此时的中国已经是⼀个按照西⽅框架建⽴

的共和国，还效仿美国采取了最先进的三权分⽴体制；

纵然共和国有名⽆实，权⽃不断，在外交的意义上毕

竟不同于以往，因为中国不再代表⼀个前现代帝国。

此前近代史上的历次外交屈辱，⼈们尽可以归罪于愚

昧落后的清政府，或是在⼤汉中⼼主义、“⾮我族类”

的传统偏见下归罪于满族。通过种种归罪、转移视线，

忙于向西⽅学习器物、制度、思想的晚清时⼈⽆法直

⾯这个问题：“很奇怪，为什么先⽣⽼是侵略学⽣呢？”

（⽑泽东语）。现在是民国了，⼤家想：我们可算学成

出⼭了，先⽣不会再打我们⽿光了吧！ 

可以说，此前的中国现代化遵从着“落后就要挨打”

的逻辑：为了不挨打，必须按照西⽅标准改变⾃⼰。

更不必提保守派的天朝⼤国⼼态，在与西⽅不断的、

偏执狂式的对⽐中，维持着“嗯，还是我最强”的幻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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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论改⾰派还是保守派，晚清的中国必须通过

西⽅——强者之镜——来观照⾃我。中国给⾃⼰设定

了任务，要由世界体系的边缘位置奋⼒向中⼼处——

强者的位置——攀爬。在五四⼀代的眼中，这个强者

的位置，那曾经不证⾃明的中⼼处，现在却突然显得

可疑。 

其实，对西⽅现代性的疑虑冰冻三尺，⾮⼀⽇之

寒。⼀战所显现的欧洲危机，从其爆发的 1914 年开始

便刺激着中国知识界的讨论：欧洲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这场战争是民主 vs. 专制吗，抑或是资本主义民族国

家的内部竞争所致？⽽中华民国⾃建⽴以来的共和危

机——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等乱象——也活⽣⽣

展⽰着代议制民主是如何沦为政党政治权⽃⼯具的。

⼈们慢慢意识到，这是中国的问题，却也不仅是中国

的问题：代议制民主与绝⼤多数的国民有什么关系，

这个体制真的能代表国民的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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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 前，更为⾚裸裸地向中国⼈展⽰了现代性之

暴⼒的，是⽇本。同样是被殖民主义敲开国门的国家，

⽇本成功地现代化，实现了“脱亚⼊欧”；所以⾃ 1894

年甲午战争以来，⽇本就被视为中国“⾃强于世界民族

之林”的楷模。彼时，⽇本的⼤东亚主义在中国也颇有

市场：全亚洲联合为新的强者，从⽽对抗欧洲的想象，

怎能不激动⼈⼼？直到 1905 年的⽇俄战争，⽇本和俄

国在中国的⼟地上打了⼀仗，国⼈才如梦⽅醒：原来

⼤东亚主义只是换了⼀张脸的帝国主义，⽽⽇本的现

代性也只是换了⼀张⽪的西⽅现代性。当年，正是⽇

俄战争中⽇军处决中国⼈的影⽚、⾝旁⽇本同学的喝

彩和影⽚⾥中国⼈的⿇⽊神情，让鲁迅从⽇本医学校

的教室⾛出来，⾛向了另外的道路。再经由 1915 年《⼆

⼗⼀条》的风波，到五四之时，对⽇本和西⽅的深刻

幻灭汇成⼀股巨流。这巨流将扭转历史的逻辑，造就

历史的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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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被损害者的洞察 

 

强权崇拜的逻辑——边缘变中⼼、“彼可取⽽代之”

的逻辑——现在塌落了。中⼼、强者、不⾔⾃明的梦

想，现在垮台了。于是，五四⼀代说：我们要新的逻

辑，我们要新的⽂明。新的逻辑将是不同于天朝中⼼

主义、西⽅中⼼主义，或东亚中⼼主义的逻辑。新的

⽂明将是不同于传统中国，亦不同于现代资本主义的

⽂明。 

五四⼀代各⾃的主张千差万别，但分享着相同的

前提、相似的觉悟。“世界”是他们的关键词：“我们要

想在世界上当⼀个庶民，应该在世界上当⼀个⼯⼈”

（李⼤钊）；“世界⼈之世界主义”（杜亚泉）；“此后的

世界，全是劳⼯的世界”（蔡元培）。这个“世界”，不再

是伪装成“世界”的西⽅；五四⼀代开始在⼀个国际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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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全球⼈民的视野中，摸索着创造⼀个新的中国。

这⼀视野的获得，来⾃⾎与⽕的残酷，来⾃被侮辱、

被损害者的洞察。 

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有“短⼆⼗世纪”之说，

他将⼆⼗世纪的起点划在了 1914 年，⼀战开始的⽇⼦。

之所以如此划分，是因为他将 “⼆⼗世纪”视为与“⼗

九世纪”相断裂的时段。⼗九世纪，现代资本主义在欧

美发展成熟、所向披靡；⽽⼆⼗世纪的两⼤基本主题

——战争与⾰命——让世界告别了⼗九世纪模式。这

⼀“告别⼗九世纪”的觉悟，被时任《东⽅杂志》主编杜

亚泉表述为⼗九世纪的“旧⽂明”将被“新⽂明”终结的

必然：“今⼤战终结，实为旧⽂明死灭，新⽂明产⽣之

时期。”所谓“旧⽂明”，就是现代⽂明：“旧⽂明者，即

以权利竞争为基础之现代⽂明，⽽新⽂明者，即以公

义公道为基础之⽅来⽂明也。”以此⽽论，五四开启了

现代中国，也与全球发⽣的种种事件共同开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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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的世界。 

 

三、创造新⽂明：既是现代的，又是中国的 

1. 直⾯中国传统 

 

如何在中国创造⼀个新⽂明，当⼀向的引领者—

—西⽅资本主义⽂明已经破产？正如张旭东指出的，

五四成功地把晚清以来讨论不断的“中西”问题转换成

了“古今”问题；即是说，把“向西⽅学习”的单向命题，

转换成了⾯对传统与历史的复杂命题。 

于是，五四新⽂化运动的爱国⾸先是⼀种“现代”

精神：⾃我批判的清醒、直⾯民族丑陋的勇⽓。五四

从不是那种右翼民粹主义政治——虚构⼀个神圣化、

本质化的民族主体，以重返“过去失落的好⽇⼦”为⼰

任。五四⼀代把理想中国的乌托邦寄予未来，于是便

对⾃⼰的过去施以最严厉的省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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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五四的爱国是⼀种重新创造“中国”的⽓概：

发掘中国⽂化资源的努⼒、更新民族精神的创造⼒。

常有⼀种关于五四的迷思，认为五四“全盘西化”、摧

毁传统，此种说法忽略了⼀件事：每⼀次解构都是⼀

次建构。事实上，主张“全盘西化”的只是极个别，⽽⼤

部分五四⼈认为民族主体既然并⾮本质化的，便有流

动、更新、改变的⽆穷可能。 

五四时期及其后形成了中国现代思想的各个流派：

激进的左翼（如鲁迅）、谨慎的⾃由主义者（如胡适）、

新儒家（如梁漱溟）等等。他们千差万别，但都致⼒

于为中国创造⼀种新⽂明：既是现代的，又是中国的。 

⽐如新儒家，顾名思义，是从儒家思想中寻找资

源，以补充现代性的弊病：冰冷的⼯具理性、社会的

原⼦化、竞争⾄上的原则……新儒家往往被视为⽂化

保守主义者，甚或应被开除出“五四”队伍。但我们不

应忘记，梁漱溟、杜亚泉们⼤多曾在早年醉⼼于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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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制度、⾃然科学，直到⼀战期间才产⽣思想的

转折；转向新儒家的同时，他们也⼤致接受了社会主

义思想（即使对共产主义终极⽬标有所保留）。他们实

实在在地分享着五四⼀代的问题意识。 

对儒学道统怀有更多疑虑的思想者，则试图在儒

家之外挖掘民族⽂化的闪光点。胡适主张的“整理国故”

就将范围扩展了许多。胡适的名⾔：“‘国故’包含‘国粹’；

但他又包含‘国渣’。我们若不了解‘国渣’，如何懂得‘国

粹’？”其实，“国故”这⼀命名本⾝就饶有意味：“故”字

暗⽰整理者⾃⼰是新时代的新⼈，⽽⾮什么⼤清国的

遗⽼遗少。 

作为左翼的鲁迅曾对“整理国故”运动嗤之以⿐，

也有“把线装书扔到茅坑”的著名宣⾔。然⽽，如众多

研究者所⾔，鲁迅与传统的关系远为复杂，⽐如他为

中国古典⼩说的研究整理花了不少功夫；余英时也曾

论证鲁迅多么酷爱魏晋思想。此外，鲁迅的最后⼀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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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篇⼩说集《故事新编》中，《呐喊》、《彷徨》式的现

实批判消隐了，整本书是重写的上古历史传说：⼥娲、

⼤禹、墨⼦、眉间尺，都被书写成鲁迅式的、可笑可

悲可敬的中国英雄。鲁迅的激进内核也正在于此：他

回到两千年前的历史，探寻民族⽂化尚未被扭曲、污

染的源头所在。 

 

2. 乡⼟中国的浮现 

 

在五四⼀代对过往历史的整理与重读中，⽇渐凸

显的中国关键词是“乡⼟”与“农村”。现代资本主义是

以城市为基础的⼯业⽂明，⽽古代中国则是以乡村为

基础的农业⽂明。从鲁迅的《故乡》（1921）到周作⼈

的散⽂如《乌篷船》（1926），我们看到绍兴农村的形

象在周⽒兄弟的笔下悄然改变了：农村不再仅仅是愚

昧落后所在，也拥有现代性⽆法提供的美好。如果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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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的“新村主义”还太过⽂化精英、太多古代⼠⼤

夫的⽓味，那么中国新兴的社会科学将会延续对乡⼟

的关注，在⼗余年后诞⽣《乡⼟中国》（1947）这样的

重量级著作。 

五四⼀代对乡⼟中国的重视，并未停留在⽂化、

学术的层⾯上。农村的“现代化”或“反现代的现代化”

任务，驱使着五四⼀代投⾝于实地调查以及乡村改造。

梁漱溟试图重建农村伦理的“乡村建设运动”是其中⼀

例；⽽⽑泽东以农民动员为标志的⼟地⾰命路线，则

与梁漱溟理念构成了参差的对照。梁与⽑的巨⼤差异

不可忽视，但如沟⼜雄三所说：“他们两⼈在把农村的

变⾰当成⾰命的主线这⼀点上是⼤致相同的”。梁漱溟

开始“乡建”探索的 1927 年，恰恰也是⽑泽东发表《湖

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年份；三⼗年代，两⼈在延

安亦有过密切的交流与辩论。因此，沟⼜雄三把梁漱

溟传统称作“另⼀个五四”便不⾜为奇了，这⼀传统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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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李⼤钊、⽑泽东代表的“五四正统”形成了微

妙的复沓。 

总之，五四并⾮社会主义、⾃由主义、⽆政府主

义等等现代西⽅思想来中国划分地盘的过程。五四⼀

代批判并拯救中国传统；他们也在中国历史和现实的

坐标系下，批判并拯救西⽅理论。 

 

四、超越“五⽑”和“美分”——五四爱国精神之今读 

1. “五⽑”与“美分”的虚假对⽴ 

 

今天，当“爱国”⼆字⼀出，⼈们即刻联想到⽹络

“五⽑党”：狭隘、⾃⼤、沙⽂主义的“爱国”群体。与之

对垒的，则是“美分”：欧美崇拜的⾃由主义群体，时⽽

伪装成世界公民、普世价值持有者。⾯对⼤⼤⼩⼩的

社会议题（近两年如《战狼》、《流浪地球》、巴黎圣母

院 vs. 圆明园……），“五⽑”和“美分”的⽃争持续撕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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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络公共空间。⽆论这两个群体被赋予何种新名称

（“⼩粉红”、“⾃⼲五”等等），“五⽑”与“美分”的⼆元对

⽴已然构成了主导性的思维模式：⾯对特定的社会事

件，我们不是站“五⽑”——把中国说得完美⽆瑕，就是

站“美分”——把欧美说得完美⽆瑕。 

稍加细察便可发现，两种叙述都建⽴在⼀系列的

谎⾔和神话之上。“美分”的谎⾔是对欧美帝国主义历

史的抹除，对当今世界仍活跃的新殖民、侵略⾏为视

⽽不见，对全球化中的种种暴⼒不置⼀词。同时，“美

分”也往往患有重度民族失忆症：绝⼜不提中国遭欧美

侵略的⾎泪历史，或将其描绘为美好的“现代化进程”

的必要代价。对他们⽽⾔，五四⼀代因⼀战、巴黎和

会⽽获取的历史洞察似乎从未发⽣过。 

⽽“五⽑”的致命缺陷，我们以五四的爱国精神为

镜，更可照得⼀清⼆楚。今天，每当国⼈有质疑的声

⾳、反抗的⾏动，⽆论是来⾃⼯⼈、学⽣、⽩领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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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或族裔⽅⾯的少数群体，必⽴刻遭受排⼭倒海的

质疑：你不爱国么？你是被“境外势⼒”渗透吧？“五⽑”

对“境外势⼒”的恐惧早已脱离合理怀疑范畴，发展为

⽆可救药的偏执狂。他们对民族⾃我批判的极低耐受

⼒、对稳定现状的极⼒维护，不禁让我们感叹五四⼀

代“越批判越爱国”、“越改变越爱国”的奇迹。或许姜⽂

的⼀个说法⽐“五⽑”这个名字更合适此群体：他们不

是卖国贼，却是“爱国贼”。 

⽹络民族主义的⼀⽀——“⼯业党”，更加与五四

爱国精神背道⽽驰。“⼯业党”崇拜技术、⼯业、发展等

等现代迷思，⽽五四⼀代所关⼼的乡村、农民等中国

议题，他们统统不屑⼀顾。“⼯业党”的民族主义理想

是让中国成为⾼仿欧美现代性的复制品，⼀幅强⼤到

超越了欧美“原画”的赝品。不必奇怪，狭隘的民族主

义必然以⽬前世界的强权——西⽅——作为⾃⼰的范

本与镜像。荒诞的是，“⼯业党”崇拜现代迷思的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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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主义、环保主义等思潮又被他们拒于门外，理由

是“来⾃西⽅，不适⽤于中国”。 

在“五⽑”与“美分”之间，我们好像退回了五四之

前的情境：不是⼤清国的天朝幻象，就是以西⽅为师

的单向度视野。我们要像五四⼀代那样⼤声喊出：“两

个都更糟！”⼆元对⽴的选项永远在表⾯的你死我活之

下，隐含了共同的假设与前提。⾮此即彼，是意识形

态强加给我们的滤镜，使我们看不见真正的选择：第

三世界、国际主义的视野，现代资本主义之外的⽂明

构想。 

 

2. 另⼀种爱国主义 

 

我们知道，⼀种特定的意识形态总是有它特定的

政治经济基础。那么，是今⽇世界怎样的政治经济基

础，造就了五⽑／美分的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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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1919 到 2019 年，⼀百年过去了。百年后的中

国已经天翻地覆，摆脱了受⼈欺侮的命运，成为了世

界的资本中⼼之⼀。并且，随着“⼀带⼀路”等跨国计

划的施⾏，中国也许正在成为区域性的霸权⼒量。但

百年后的世界呢，是否也变得截然不同了？冷战结束、

“历史终结”近三⼗年，⼆⼗⼀世纪的全球化资本主义

却⽇益倒退回⼀战前的状态：原始、不公、弱⾁强⾷、

贫富分化越发严重，这正是⽪凯蒂（Thomas Piketty）

《21 世纪资本论》向我们揭⽰的今⽇经济现实。作为

全球化的回应，是近年来的右翼民粹主义浪潮，在世

界范围内⼀浪⾼过⼀浪。民粹主义⽤种种排外主义、

种族主义捕获了⼤众的焦虑情绪；⽤形形⾊⾊的神话

转移了⼈们的视线；⽤狭隘的⾝份认同，搁置了⼈类

对现有世界体系的思考、质询和批判。 

⼆⼗⼀世纪向⼗九世纪的倒退，已是我们时代的

集体潜意识——事实上，许多⼈已经将今⽇局势，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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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战前的世界。由此看来，⼆⼗世纪的命题还远

远没有结束，“短⼆⼗世纪”的挣扎将继续延伸、继续

引领我们。只要这个世界⼀天不能告别⼗九世纪，五

四对我们⽽⾔就依然是重要的。今天，重提五四的爱

国精神，就是要铭记五四⼀代⼈的历史选择，重新激

活他们曾分享的爱国信念：隐含了国际主义视野的爱

国主义、被损害者的爱国主义、去中⼼的爱国主义、

反“爱国贼”的爱国主义。五四⼀百年，是时候了：夺回

先辈“爱国”的旗帜，共同想象别样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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