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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由于西方各国风土人情尧生活习俗等不同袁导致自由主义在不同国家有不同的理路袁这使叶新民丛报曳学人

在学习时显得有些手忙脚乱袁因为他们必须从繁杂的自由主义中梳理出一条适合自己的道路遥 叶新民丛报曳学人虽然努

力从思想文化上着手袁试图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国民的世界观和价值体系袁但是效果甚微袁因而也就不能建立起像西方

发达国家那样的自由秩序遥
关键词院改良派曰叶新民丛报曳曰自由主义曰自由思想曰自由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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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初叶袁以叶新民丛极曳学人梁启超尧张君

励等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追求自由尧民主袁积极

向西方学习袁进行了不懈的探索与努力袁但最终没

能解决自由秩序在近代中国实现的困扰问题遥 自由

主义最初产生于西方袁 是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产

物遥 它在不同的国家有多种风格遥 英国思想家哈耶

克认为主要有两种袁一种是英美式自生自发的自由

秩序袁一种是欧陆式人为的自由秩序遥 在此基础上袁
阿米窑斯特基斯把欧陆式自由主义分出两种袁 从而

形成自由主义的三种风格袁即讲求现实主义的法律

传统的英美式尧理性主义的人文主义传统的法国式

以及有机的个人主义传统的德国式遥 格雷与之有相

似的论点袁 其认为英国主要追求思想的独立性袁法
国主要追求自我的统治渊Self-rule冤袁德国主要追求

自我实现渊Self-realization冤遥 [1]从这种自由主义的划

分方式出发袁可以衍生出三种不同的自由秩序遥 本

文拟以叶新民学报曳学人梁启超尧张君励为代表的中

国知识分子为考察对象袁从三种不同的自由秩序入

手分析在近代中国实现的困扰问题遥

一尧英美式自生自发的自由秩序在中国实施的

困扰

叶新民丛报曳学人有强烈效法英吉利的意识袁主
张学习英国的自由精神袁 在传统基础上进行渐进式

改革遥 表面上看来袁这种学习方式非常好袁但从实际

来看英国的自由秩序最难学习袁 即使学习西方经验

成功的日本也不敢全力模仿英国遥
按照哈耶克的理解袁 英国的自由秩序是一种自

生自发式秩序遥这并不是说它是自然而然生成的袁而
是说它与其他国家的革命与改革有所区别遥 英国虽

然也发生过暴动或革命袁 但它只是在旧有机构上增

加一种新的机构袁在旧有特权上增加一种新的特权袁
从而达到一种新的平衡遥 英国的暴动或革命对上层

的影响要远远大于对下层的影响遥 英国贵族经常假

借民权与国王争自由袁并能与资产阶级进行联合袁国
会则是他们的重要工具遥 这当然主要归结于他们自

身的自由文化传统遥 康有为说英国人可以从别的国

家中引入国王袁他们关心的并不是谁来当国王袁而是

自由与幸福问题遥 英国人向世人表明了一个国家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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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产生的自由因子可以通过改革突破专制主义的

束缚袁从而过渡到一种稳步发展的自由秩序遥 就连

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也不得不感叹野17 世纪的英国

已经完全是一个现代国家袁在它内部仅仅保留着中

世纪的某些遗迹袁犹如供奉品冶遥 [2]自生自发的自由

秩序是一种最好的自由秩序袁因为它引起的暴乱较

少遥 这种秩序的宝贵之处在于它具有很大的包容

性袁能够很好地进行自我调解遥
英国尧日本尧中国三国都有君主的存在袁表面上

具有相似性袁实际上却相差悬殊遥 日本学者内山完

造比较英国尧日本尧中国三种民族的特性袁认为英国

人是大洋特性袁日本人是岛国特性袁中国人则是大

陆特性遥 他指出袁英国的大洋特性导致了他们视野

宽广尧精神自由曰日本人过的是大洋中的孤岛生活袁
不知不觉地养成了直线生活的习惯和异常的洁癖曰
而中国人过的是一种大陆生活袁 在茫茫大陆之上袁
任何事物不能明晰地加以区别划分袁不能有绝对的

安全袁只能有相对的完整遥 因此袁内山完造认为袁中
国人和日本人的两种不同特性导致他们在学习西

方文化时的表现极为不同袁即日本输入西方文化时

全盘接收袁如普拉东尧康德尧笛卡尔尧叔本华尧柏格

森尧孔德尧托尔斯泰等人的著作的日译本袁是自有名

文开始袁一直不停地翻译下来袁到把其著作全部译

完袁流行才算告一段落袁而中国却是部分地吸取袁不
论谁的著作袁只作部分的翻译袁而绝不译其全集遥 [3]

内山完造之言很有道理袁因为即使到现在袁我们也

见不到黑格尔全集尧康德全集尧孟德斯鸠全集等等遥
这解释了叶新民丛报曳学人学习英国自由秩序困难

的一个重要原因遥
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指出袁风俗是共和国的基

础遥 [4]英国自由秩序多由习惯尧风俗而来袁叶新民丛

报曳学人对此有深刻的认识遥 梁启超说袁野天下称人

之力袁未有大于习惯者冶遥 淤蒋智由认为凡生于家族

于社会袁 莫亟于养成一种好习惯于不言不语之中袁
而自能遵此轨辙而行遥 于张君劢从习惯上分析英美

与法德意匈等国争自由有差距的原因袁指出英美由

于习惯尧常识尧历史尧个人自由之发达袁因此既反抗

而能继之以自治袁而其他国家则由于感情尧鼓吹尧外
缘尧专制之反动袁因此既反抗而全赖大力者之统率遥
张君劢由此认定中国国民性质只能是第二种袁 盂中
国不宜学习英国式自由秩序袁主张用法德式的方法

实现英国式的君主立宪遥

法国通过理性和革命建立起来的自由秩序袁其
结构性能上要比英美的自由秩序差得多遥 梁启超将

此归于国民性问题显然有些简单化遥 在梁启超看

来袁法人之能力劣于英人之能力袁因而不能成完全

立宪政体遥 榆梁启超还指出袁拉丁人能建伟大的罗马

帝国袁能统一欧陆袁能制完备的罗马民法袁垂型千

年袁但是其思想太大而不能实施袁欲统制宇内而地

方自治之制被破坏袁个人权利被蹂躏袁及罗马之末

叶袁拉丁人腐败卑劣闻于天下曰现在拉丁人沿袭旧

质袁好虚荣袁少沉实袁时则倾于保守袁抱陈腐而不肯

稍变袁时则驰于急激袁变之不以次第遥 在梁启超看

来袁法兰西人是拉丁人的代表袁因而法国在百年内

变政体者六袁易宪法者十四袁至今名为民主袁而地方

自治与个人权利袁毫不能扩充遥 虞

张君劢在介绍英国自由主义者穆勒的叶代议制

政府曳时袁引用利恺氏渊Lecky冤之语来说明盎格鲁人

种与拉丁人种的不同特性导致两种不同结果遥 利恺

氏认为袁法国大革命时野国之大患莫如其人民取往

昔亲密之关系一旦裁而断之冶袁 而英国人取得成功

在于 野英人种政治之天才在善通旧制以适新需袁故
虽无赫赫之名而善举幸福之实冶遥 愚因此袁当梁启超尧
张君劢等人认为中国国民性还不如法国时袁他们把

中国人的自由放到遥远的未来也就可以理解了遥
叶新民丛报曳学人虽然认识到中国效法法英吉

利难以发生自生自发式的自由秩序袁但是他们并不

以此作为反对效法英国的原因袁而是作为反对革命

的借口遥 黄遵宪在劝说梁启超不要对宣传自由矫枉

过正时袁说野以中国麻木不仁尧痛痒不知之世界袁其
风俗之敝袁政体之坏袁学说之陋袁积渐之久袁至于三

四千年袁绝不知民义民权之为何物袁无论何事袁皆低

首下心忍受而不辞袁 虽十卢骚百卢骚千万卢骚袁至
口瘏手疲袁亦断不能立之立导之行冶遥 这并不是说黄

遵宪否定自由民权袁而是一种无奈遥 野吾辈何不幸居

于专制之国袁遭此革命之祸冶遥 舆

美国人很好地继承英国人的自由精神袁并将其

发挥得淋漓尽致袁 从而建立了一个高度自由的国

家遥 梁启超认为美国与英国一样袁都是野世界中最重

人权尧尊自由之国冶遥 余梁启超认为野美国人之自由袁
以独立后而始巩固则可袁谓美国人之自由以独立后

而始发生则不可冶袁因为美国野断不能以一次之革命

战争而得此完全无上之自由冶袁然而他又指出野谁谓

美国为全体人民自由建立之国袁吾见其由数伟人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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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而成耳袁以久惯自治之美民犹且如是袁其他亦可

以戒矣冶遥 [5]这表明梁启超在肯定美国式自由的传统

时又认定美国式自由不是自发产生而是伟人强制

而成的一种无奈遥
在争取自由的过程中袁从内部产生自由的民族

所遇阻力较少遥 在英国袁新贵族与资产阶级联手向

君主专制挑战袁而美国一开始就没有君主袁并且他

们的领导者都具有一种古典自由主义的精神袁还能

够领导人民进行争取自由的独立战争遥 美国人向世

人表明院一个国家自生自发的自由因子可以通过革

命摆脱外来束缚袁从而建立起一种自生自发式的自

由秩序遥 然而袁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与此完全不同袁
不仅要反对君主专制袁 而且连贵族阶层一并反对遥
中国争取自由亦是如此遥 英国式自由可以在中国找

到根源袁但只能是一种暗合遥 不管康有为尧梁启超多

么肯定地认为中国文化中有自由袁中国文化中的自

由因子在二千多年来不但没有自发成为一种自由

秩序袁反而越来越走向专制主义遥 自生自发的自由

秩序在中国的环境中很难茁壮成长遥
二尧高呼理性的法国式人为自由秩序在中国实

施的困扰

既然中国学习英美式自生自发的自由秩序很

难成功袁那么中国能否学习法国式人为的自由秩序

呢钥 这并不是说英国的自由秩序就不是人为的袁而
是说法国的自由秩序很大程度上是法国通过理性

改造的结果遥 法国民族本来有自由精神袁但是它处

在欧洲大陆袁被专制国家包围着袁为了自保或扩展

实力袁只好采取专制统治遥 长期的专制统治使法国

人忘记自由袁习惯了专制袁他们的自由精神与自由

能力不断下降袁就像中国人在春秋战国时期非常自

由却走向专制一样遥 法国只能走与英国不同的自由

之路袁 其方式就是通过革命实现民主建立共和国遥
法国人向世人表明院一个曾经有过自由而后来缺乏

强大自由因子的专制国家可以通过不断革命的方

式完成民主对自由的保障袁从而建立起一种与传统

既相反又相连的自由秩序遥
叶新民丛报曳学人看到英国社会进步的渐进性袁

逐渐认识到英国的成功难以学习袁而法国自由秩序

则有可能在中国实现遥 因为后进国家为了追赶先进

国家袁 很难等待社会内部自发形成一种自由秩序袁
中国已经等待几千年都没有自发产生这种秩序遥 当

时几乎世界上所有的后进国家都在努力学习法国

式自由秩序袁于是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和卢梭的自

由学说成为叶新民丛报曳学人实践自由的重要方面遥
萨孟武指出袁野吾国宪政运动袁与英法的革命不

同袁不是由内而发袁而有似于普日的改革袁是受了外

部的刺激袁 而其目的则在于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袁
以免瓜分之祸冶袁野不是因为民权而作立宪运动袁而
是因为民族而作立宪运动冶遥 [6]萨孟武的话只说对了

一部分袁即中国的宪政运动不是由内而发袁但是他

认为英法革命一致袁便是犯了一个特大错误袁虽然

法国大革命的自由思想正是从英国输入的袁但是英

国和法国不一样之处太多遥 萨托利指出袁野英国的谱

系不同于法国谱系冶袁野假如是前一种情况袁 那就是

洛克式自由主义袁它被传播到新世界并在那里产生

了第一个近代民主制度冶袁野但是我们看看法国发生

的事情(及其对邻国的影响)袁这个谱系就可能颠倒

过来袁因为那里的自由要素是外来的袁而当地的要

素却是卢梭式的民主理性主义冶遥 [7]中国则与法国有

一致之处遥 然而袁这样做还必须有一个根本关键袁即
改革或革命的领导者必须能准确无误地把握自由

精神袁否则只能引导人们走向专制独裁遥
革命党人沿着法国式自由秩序之路最终推翻

了满清的专制统治袁但是如法国一样并没有消除专

制的影响袁还必须进行再次革命袁即有野革命尚未成

功袁同志仍需努力冶之意遥 这里的野革命冶根据孙中山

叶国事遗嘱曳的理解袁是革专制之命袁是求中国之自

由平等遥 这句话被引次数极高袁但是往往被人简单

地误读为暴力革命遥 当然袁这也正如康有为所说的袁
建立共和后中国不能实现民权被野不幸而言中冶遥 然

而袁列宁从另一个角度高度评价了辛亥革命袁认为

野四万万落后的亚洲人得到自由了袁 对于政治生活

已经有觉悟了冶袁野地球上全人口四分之一已经由沉

睡转到光明尧活动尧奋斗的路上冶遥 [8]这显然是列宁为

了给中国人鼓舞追求自由的勇气和信心遥
三尧与国家主义紧密结合的德国式自由秩序在

中国实施的困扰

西方除了个人主义的传统之外袁 还有一个传

统袁即从古希腊开始的野城邦正义大于个人正义冶到
近代培根直至社会主义者提倡的集体主义遥 [9]当自

由主义的弊端日益明显时袁西方的集体主义传统发

展成为一种注重国家的自由主义尧社会主义及国家

主义遥 这些思想在德国完美地结合在一起遥 西方这

种传统与中国儒家思想中注重个人行为到治国尧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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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的思想有一致性袁所以叶新民丛报曳学人从认为

中国人可以实现自由到不能迅速实现自由的转向

明显是受到西方与中国集体主义传统的影响遥
叶新民丛报曳学人在处理个人与国家的关系时

经常处于矛盾之中遥 他们学习英美自由秩序时强调

个人自由的重要性袁但是当他们认为难以实现自由

时又倾向于国家的作用袁德国的自由主义为他们提

供了一个思想基础遥 德国自由主义者洪堡的叶论国

家的作用曳一书被誉为德国自由主义的宪章遥 1356
年黄金诏书的颁布确立了七大选帝侯制度袁同时也

确立了德意志各邦的分裂性遥 这使德国自由主义与

英法明显不同袁意大利人拉吉罗描述说袁德意志民

族是一个相对于国家民族的文化民族袁他们的自由

存在于思想之中袁在有教养的圈子和学校里繁荣起

来袁逐渐偏离法国与英国更先进的国家民族遥 [10]德国

自由主义一开始就与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袁既争取

个人自由袁又争取国家统一遥 这与当时中国的社会

情况颇有相似之处袁按照梁启超的话说袁就是中国

既要争取公民参政袁又要争取民族建国遥 因此袁梁启

超等人发现德国的迅速强大正是借助国家的力量

时袁很快接受了德国学者伯伦知理尧波伦哈克等人

的国家主义遥 随着国家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兴起袁德
国自由主义的光辉日渐暗淡遥

马克思主义也是来源于西方的集体主义传统袁
虽然也承认野要不是每一个人都得到解放袁社会也

不能得到解放冶袁人要成为一个野自由的人冶袁不仅要

野成为自然界的主人冶袁而且要成为野自己的社会结

合的主人冶尧野自身的主人冶袁但是他们强调野只有在

共同体中袁 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袁
也就是说袁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冶遥 [11]

马克思尧恩格斯主张个人自由要借助集体尧国家的

力量去发展袁他们的理论虽然是为了完成德国统一

大业袁与其他德国自由主义者洪堡尧康德等人有一

致性袁却与强调集体利益的中国文化相暗合袁因而

叶新民丛报曳学人注意到野社会主义的自由冶遥 叶新民

丛报曳 学人介绍社会主义并不是要在中国实现它袁
而是想通过社会主义迫使清政府尽快实施立宪遥 这

是他们对中国社会不平等以及与西方社会实力悬

殊的一种不满反映遥
西方的集体主义传统袁特别是德国思想家的观

点袁在叶新民丛报曳中后期的影响越来越大袁以至于

叶新民丛报曳学人逐渐忽视了德国的个人主义传统袁

日益强调国家的利益袁对伯伦知理关于自由宪政的

论述视而不见袁而把个人自由放于国家之中袁甚至

称 20 世纪是干涉主义的世纪袁 即帝国主义和社会

主义的世纪遥 讁訛

取其精华袁弃其糟粕袁在理论上正确无误袁但在

实践行动中则是一句模棱两可之语袁因为在区分精

华与糟粕时袁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看法遥 作为中国

人袁必须要明辨西方各国的理论袁从而建立一种适

合自己国度的自由秩序袁正如梁启超所说院野苟不审

吾之历史若何钥 习惯若何?而曰是物者现时各国行

之而最优者也袁吾攫而取之袁夫如是袁则吾亦可以自

厕于优胜之林袁岂知一切事物袁固有在彼为优袁而在

我反为劣者耶钥 乃知不健全之理想袁非徒无益袁而又

害之袁 吾愿我政论家平心静气以一听前贤之遗训

也遥 冶輥輮訛中国知识分子努力朝自由方向努力袁却没有

确立一种西方意义上的自由之路遥 黄克武总结了中

外学者研究的三个方面来说明其原因院一是以史华

慈等人为代表袁认为中国知识分子一意追求国家的

富强袁在他们理解西方自由民主传统时袁忽略了民

主作为保障个人自由的终极目的曰二是中国知识分

子在引介西方自由民主传统时袁没有强调野民间社

会渊Civil Society冤冶或野公共领域渊Public Sphere冤冶观
念曰 三是中国知识分子在引介西方民主思想时袁有
意无意地忽略了自由民主传统中的一些适应与实

际的倾向袁即对政治经济方面的可行性的考虑遥 [12]实
际上袁 中国知识分子已经认识到黄克武所说的问

题袁只是他们没有能力去实现袁而不得不在一次次

遭受挫败后进行一次次无奈的选择遥 当然袁从世界

各国实践来看袁真正有能力实现西方式自由秩序的

民族确实不多遥
意大利人葛兰西认为袁如果要重建一个崭新的

政治社会秩序袁必须从思想文化上着手袁从根本上

改变一般国民的世界观和价值体系袁倚仗民间社会

的力量来建立一套新的野文化霸权冶袁而民间社会中

传播新观念尧新思想的则是野知识分子冶遥 在葛兰西

看来袁 这种知识分子分为传统知识分子渊Traditional
Intellectuals冤和有机知识分子渊Organic Intellectuals冤袁
前者指那些不一定非由统治阶层的观点来看问题袁
但最后或基于现实经济利益的考量袁或因制度的压

力袁往往有意或无意地传播统治者服膺的世界观及

价值体系曰后者则是随着世界的改变而产生出的新

阶级袁这个阶级不能独立于经济尧政治结构而存在袁

周福振：改良路向下的自由秩序在中国实施的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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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estern countries had various conditions and social customs, so freedom had the different roads in the dif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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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tain very big achievement, and did not establish free order of the western developed countries' sty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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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随着这些结构的转变袁 如有机体般的依傍而

生遥 [13]简言之袁就是现在中国人所说的体制内知识分

子与体制外知识分子遥 叶新民丛报曳学人并没有在国

家和政府中掌握权力袁属于有机知识分子袁但是他

们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袁又是具有传统性的知

识分子遥 这使他们很难改造中国人的世界观和价值

体系袁很难实现自由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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