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野千年未有之变局冶的特定时代袁近代中国知

识人的思想观念虽然呈现多岐且多变的复杂面相袁
但是在这一看似纷繁而矛盾的思想潮流中仍然贯

串着一条思想的主脉遥 这就是他们对于现代性价值

的追寻遥 舶于西方的自由主义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

建构中国的现代性提供了一份颇值珍视的思想资

源遥 然而袁近年来学界对于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评

价似乎并不高遥 学者多将其定性为野一朵不结果实

的精神之花冶遥 如果仅限于中国近代史上百余年间

的特定时段袁此论似无可疑袁但置于长时段的中国

现代性建构问题的考察袁 却颇值商榷遥 淤在笔者看

来袁欲深究近代中国自由主义衍变之情实袁首先对

其进行追本溯源式的检讨是十分必要的遥 而以往学

界基于此的讨论虽不在少数袁但仍难于摆脱近代以

来激进主义思维的拘囿袁最终对是时中国自由主义

思想谱系的估价落于悲观袁抑或嘲讽之地遥 有鉴于

此袁笔者拟从严复思想入手袁对近代中国自由主义

之曲折与前景略作探讨遥
一尧严复与近代中国自由主义思想的接引

严复渊1854要1921 年冤袁福建侯官渊今福州冤人袁
字又陵袁又字几道遥 近代著名翻译家尧思想家遥 19 世

纪末袁严复因激于时愤而大量翻译西学著作遥 其中

叶天演论曳尧叶群己权界论曳尧叶原富曳 等译作多为是时

国人所推崇遥 梁启超称其为输入欧化之第一人袁蔡
元培亦认为袁野五十年来介绍西洋哲学的袁要推侯官

严复为第一冶遥 在他接引自西方的诸多思想中袁影响

最为深远的当属进化论与自由主义思想遥 于也难怪

后世学者将之视为 野中国自由主义之父冶尧野中国近

代自由主义运动的真正开创者遥 冶[1]

自由主义流派众多袁概念多歧袁并无某一确切

之定义袁诚如同样是近代中国自由主义之重要代表

人物的胡适在叶自由主义曳一文中所说袁孙中山先生

曾说社会主义有 57 种袁不知哪一种是真的袁自由主

义也可以有种种说法遥 这也像国内外学界对于文化

的定义一样遥 尽管如此袁归纳自由主义的核心性价

值内涵还是可以做到的遥 约翰窑格雷在叶自由主义曳
一书中正式提出自由主义的四个特征院个体主义的

渊Individualist冤曰平等主义的渊Egalitarian冤曰普同主义

的渊Universalist冤曰淑世主义的渊Meliorist冤遥 其中野个体

主义冶是整个自由主义思想的核心遥 自由主义就是

一种以个体主义为根本特征的社会价值观及与此

相适应的一套社会政治思想遥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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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原本是西方近代中产阶级对封建贵

族进行挑战与革命的思想武器遥 在西方社会影响力

极大遥 1877 年袁严复曾作为清政府派遣的留学生到

英国学习海军遥 其间袁他接触了大量的西方政治尧社
会哲学理论袁如赫胥黎尧斯宾塞等人的社会进化论

以及穆勒等人的自由主义理论遥 但在 1879 年毕业

回国之后的那几年袁他并没有从事上述社会理论著

作的翻译工作遥 洋务派的野中体西用冶观念在当时还

是颇具效用的遥但是袁1895 年中国甲午战败之后袁知
识界顿然掀起巨大波澜遥 有识之士纷纷反思三十年

的洋务运动及其背后的野中体西用冶观念的历史合

理性遥 人们认为袁哲学中的体用是一贯尧互为契合尧
不可分割的遥 所以野以中学为其体袁以西学为其用冶
的说法无疑是荒谬的袁并且实践证明企图以此构建

中国现代性价值以富强国家的行动失败了遥 针对这

一点袁 严复曾比喻说院野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袁有
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袁未闻以牛为体袁以马为用者

也遥 中西学之为异也袁如其种人之面目然袁不可强谓

似也遥 冶他认为袁野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袁西学有西学之

体用袁分之则并立袁合之则两亡遥 议者必欲合之而以

为一物遥且一体而一用之袁斯其文义违舛遥固已名之

不可言矣袁乌望言之而可行乎钥 冶[3]

严复基于对野中体西用冶观念的批评袁提出了

野以自由为体袁以民主为用冶的命题遥 在 19 世纪末袁
这一在西方已见诸成功实践的观念对近代中国知

识人来说无异于石破天惊遥 严复相继发表的叶论世

变之亟曳尧叶原强曳尧叶辟韩曳等文章引来是时热心国事

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纷纷侧目遥 严复认为院野今之称西

人者袁曰彼善会计而已袁又曰彼擅技巧而已遥 不知吾

今兹之所见闻袁如汽机兵械之伦袁皆其行下之粗迹袁
即所谓天算格致之最精袁亦其能事之见端袁而非命

脉之所在遥其命脉云何钥苟扼要而谈袁不外于学术则

黜伪而崇真袁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而已遥 斯二者袁与
中国理道初无异也遥 顾彼行之而常通袁吾行之而常

病者袁则自由不自由异耳遥 冶[4]渊P2冤由此可见袁严复批评

以往野中体西用冶论中对待西学之明显功利的心态袁
认为西用必有其独特之西体作为支撑袁而这一体之

精妙之处则在于野自由冶遥 他接着说院野夫自由一言袁
真中国历古圣贤之所深畏袁 而从未尝立以为教者

也遥 彼西人之言曰院唯天生民袁各具赋畀袁得自由者

乃为全受遥 故人人各得自由袁第务令毋相侵损而已遥
侵人自由者袁斯为逆天理袁贼人道遥 其杀人伤人及盗

蚀人财物袁皆侵人自由之极致也遥 故侵人自由袁虽国

君不能袁而其刑禁章条袁要皆为此设耳遥 冶[4]渊P2-3冤严复

野人生而自由冶的观念无疑来自西方袁其认为政治制

度的改革成功必基于人的自由遥 只有保障个体的自

由才能将每个人的潜能充分发挥出来袁从而最终有

益于国家的富强遥 正如他说院野及今而图自强袁非标

本并治焉袁固不可也遥 不为其标袁则无以救目前之溃

败曰不为其本袁则虽治其标袁而不久亦将自废遥 标者

何钥收大权尧练军实袁如俄国所为是已遥至于其本袁则
亦于民智尧民力尧民德三者加之意而已遥 果使民智日

开袁民力日奋袁民德日和袁则上虽不治其标袁而标将

自立遥 噎噎夫所谓富强云者袁质而言之袁不外利民云

尔袁然政欲利民袁必自民各能自利始遥 民各能自利袁
又必自皆得自由始遥 冶[4]渊P14冤

自此而后袁严复的自由主义思想与进化论成为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时风所趋袁为戊戌变法尧辛亥

革命以及五四新文化运动甚至社会主义运动等改

造近代中国社会的行动提供了极大的思想源动力遥
二尧严复是否歪曲了西方自由主义的思想

对于严复将西方自由主义思想译介到中国来

的学术贡献袁恐怕没有人质疑遥 但是袁国内外学界对

于严复是否歪曲了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原旨问题

有着诸多不同的讨论遥 这一问题意识的产生可能基

于某种后设解释的需要院 中国自进入近代以来袁自
由主义逐渐形成一股强大的社会思潮袁缘何在现代

性社会重建中屡次被边缘化袁一再不敌于激进主义

甚或文化保守主义钥 是否从一开始接引过来的自由

主义思想本身就是被误读抑或歪曲的呢钥 随着人们

对西方近代文化的深入了解袁这种思想分判似乎具

有明显的合理性遥 因此袁在国内学界进行重新启蒙袁
再造中国的反思起点不仅是野救亡压倒启蒙冶的近

代社会现实袁而且与近代中国自由主义传统的误入

歧途有关遥 然而对此责任的追究自然不得不落在严

复身上遥
最能明显体现严复自由主义思想特质的是其

翻译的穆勒的叶群己权界论曳袁该书集中论述自由主

义见解的文献较少袁仅留下如叶群己权界论曳自序与

译凡例等短篇小文遥 严复在该书译凡例中明确指

出院野斯宾塞叶伦理学说公曳一篇袁言人道所以必得自

由者袁盖不自由则善恶功罪袁皆非己出袁而仅有幸不

幸可言袁民德亦无由演进遥 故惟与以自由袁而天择为

用袁斯郅治有必成之一日遥 冶[4]渊P133冤严复认为袁在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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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则通行的生物界尧人类界袁民族国家强大的关键

在于自由倡导遥 针对上述问题袁美国思想史家本杰

明窑史华慈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就有非常深入的研

究遥 他认为袁严复译介叶群己权界论曳所体现出来的

自由主义思想虽然带有工具理性的考量袁但大体没

有歪曲穆勒之原意袁而是把斯宾塞的达尔文主义的

进化论思想加以融通而已遥 他说院野既然严复的自由

观中包含了个人作为道德选择的本源概念袁 那么袁
他的自由观与穆勒的自由观就不是毫不相干的了遥
因此袁穆勒关于自由的内容就立即被严复以斯宾塞要
达尔文主义的语言塞进那些含有适者生存意思的

领域袁即把自由作为提高社会功效的工具袁并因此

作为获得富强的最终手段遥 噎噎自由所以有价值袁
又一次是因为它对先前所解释过的著名人的德尧智尧
体三结合所作的贡献遥 冶[5]渊P91冤换言之袁穆勒与严复在阐

论自由时的分野在于院野假如说穆勒常以个人自由

作为目的本身袁那么严复则把个人自由变成一个促

进耶民智民德爷以及达到国家目的的手段遥 冶[5]渊P96冤

值得注意的是袁严复认为这种对野自由冶的提倡

由于中西文化背景的差异导致引介过来后造成国

人在一定程度上的思想异动遥 所以袁他试图纠正此

一思想之弊遥 他说院野十稔之间袁吾国考西政者日益

众袁于是自由之说袁常闻于士大夫遥 顾竺旧者既惊怖

其言袁目为洪水猛兽之邪说遥 喜新者又恣肆泛滥袁荡
然不得其义之所归遥 以二者之皆讥袁则取旧译英人

穆勒氏书袁颜曰叶群己权界论曳袁畀手民印板以行于

世遥 冶[4]渊P131-132冤从严复这段心迹的表白可以发现袁他关

于个体自由与集体渊公冤利益的界限的强调袁缘于对

近代中国社会思想境况的把握与洞悉遥 他没有因拘

囿于工具理性袁强调社会权力袁反对个体自由而歪

曲西方自由主义之本源意涵遥 严复更多的是关注个

体在群体中袁必须定位其自由的边界而已袁诚如他

所说袁野自入群而后袁我自由者人亦自由袁使无限制

约束袁便入强权世界袁而相冲突遥 故曰人得自由袁而
必以他人之自由为界遥 冶[4]渊P132冤有此边界袁个体自由才

有保障袁才能得以实现遥 由此可见袁严复对于自由主

义的核心性特质的把握不仅非常准确袁而且十分理

性尧到位遥 因此袁把严复之后的近现代社会中出现的

过于重视集体权力袁漠视个人自由的社会运动与现

象的缘由归咎于严复是不公平的遥
此外袁 按照现代社会理论突出主体性的观点袁

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遥 不管是诠释者还是翻译者必

定带着自己的主观兴趣去处理作品遥 然而袁上述野严
复标准冶的出现袁在美国学者路易斯窑哈茨看来袁决
不是对自由主义的歪曲遥 他说院野我们不要以为这种

说法本身是一种歪曲袁当一种思想体系的潜在内容

被揭示出来时袁表面上总要引起一些骚动或一些重

新组合遥 要是严复没有以这种方式把我们搞糊涂袁
那么袁他对于我们也就没有独到的意义了遥冶[5](P2)哈茨

认为袁严复的译著倒是激发了西方自由主义本有的

潜在思想袁给西方学者以启示遥 这也就是说袁严复是

在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大熔炉里挑选适合近代中

国社会的学术资源袁这种各取所需的学术行为怎么

就歪曲了自由主义的精神呢钥 然而袁为什么会造成

上述歪曲的假象呢钥 哈茨给出了一个颇为中肯的答

案院野严复提出的西方精神与思想的表现问题袁是我

们曾经提出过而在当前已不再提的问题遥 这不是因

为问题已有答案袁而是因为使这些问题鲜明生动地

反映出来的中世纪参照物已退居遥远的背景了遥 冶[5]渊P3冤

他肯定了严复对自由主义观念阐发的合理性遥 西方

自由主义思想原本流派纷呈袁内蕴丰富遥 严复之所

强调社会权力的必要与个体自由的限度袁并不是否

认后者的重要性袁而是突出在近代中国特定条件下

的自由主义思想的适应性维度遥 因为一个处于危亡

在即的民族过多谈论个体自由犹如水中月镜中花

般的虚幻遥 因此袁与其说严复有所偏重袁不如说两者

存在先后之必要遥 野己轻群重冶实际上是人们长期以

来对严复自由主义思想的误读遥
三尧严复之思想昭示中国自由主义之应然路径

与前景

以往大陆学界惯于贴标签的手法袁用野进步抑

或落后冶等颇为简单的二元对立思维对人物进行评

判遥 有学者将这种原因归之于学界自身认识的不自

觉的误区袁具体而言袁有如下三点院野一尧以近代物质

文明的发展程度为标准袁判定认同西方文化就是先

进袁恪守中国文化就是落后曰二尧在社会变革发展的

形式问题上袁以为越激进越正确袁温和就是保守甚

至倒退曰三尧在分析历史人物自身思想的演进过程

时袁往往简单地要求其与所谓时代步伐同步袁一旦

革命思潮出现袁 那么一切与之不相一致的社会理

想尧文化诉求尧道德指向统统失去积极的尧建设性的

思想史意义遥 主张此类社会理想尧文化诉求尧道德伦

理的历史人物袁统统成为批判的对象遥 冶[6]此论颇为

切中肯棨遥 在近代思想史上最初的几十年中袁许多

杨肇中：严复与近代中国自由主义之再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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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学者的思想观念大多经历了剧烈的变化袁甚至

呈现出看似相互矛盾的变动遥 但他们这些观念转换

的合理性长期以来都没有得到后人的 野同情之理

解冶袁而是被传统与现代尧革命与保守尧先进与落后

等二元对立思维所撕裂遥 严复是近代中国学习西方

文化的先锋人物袁将西方近代文化中最为重要的思

想资源要要要自由主义思想接引来中国遥 他所提出的

野以自由为体袁以民主为用冶的观念袁迅速蔚成风靡

一时的思潮遥 不过袁辛亥革命之后袁严复向后来遭遇

举世讨伐的袁大总统靠拢袁 成为筹安会主要成员遥
严复此举使得他自己的崇高声望急剧下降遥 因此袁
野思想倒退冶 似乎成为时人甚至是今人对严复的盖

棺定论遥 细细想来袁原因皆在于近代以降中国激进

主义思维的泛滥袁以至于人们丧失了应有的文化理

性遥 正如余英时先生所说院野在近代中国袁因为政治

现实太混乱袁得不到大家的认同袁思想的激进化也

停不下来遥 思想与现实完全分了家袁便只有在激进

的轨道上向前飞驰遥 冶[7]因此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袁对
于饱受激进主义情绪熏染的学界来说袁要静下心来

分析与反省严复思想的内在学术理路便成为一种

奢望遥 由此而观袁严复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得不到正

确的评价也是时势使然遥
20 世纪 60尧70 年代以来袁人们基于对西方经典

现代化理论的反思袁在东方的传统中逐渐找到契合

于现代社会发展的价值所在袁从而破解了传统与现

代对立的思想迷雾遥 另外袁中国大陆学界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袁受这股西风所浸染袁以现代化叙述荡

涤革命叙事遥 因此袁革命话语中的进步与落后的评

判模式也逐渐失去了所谓的昔日辉煌遥 时至今日袁
虽然现代化理论已经得到修正袁但在学界仍然具有

较大的探讨空间遥 而这一理论的核心概念即是现代

性遥 现代性是现代化过程中本质性的规定遥 它可不

是一种静态的显而易见的东西袁而是在历时性与共

时性中不断摇弋着朦胧身姿的魅物遥 正是这一特性

导致人们对它的认知呈现多歧且多变遥 其实袁严复

思想中在进化论思维支撑下强调个体自由的重要

性的思想旨趣并未改变遥 只是随着历史时空的变

迁袁发生了从执著于西方自由主义的原旨向将之与

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转变袁不变的是他自始至终

重视自由主义思想之于中国现代性重建的意义遥
继严复之后袁接过自由主义旗帜且影响较大的

当属胡适遥 不过袁严复传承的是英国古典自由主义袁

而胡适则是秉承他的美国老师杜威的实用主义与

功利自由主义遥 野功利自由主义是跟其民主政治的

理想联系在一起的冶遥 它认为野民主首先是一种生活

方式袁自由应是个人能力的最大限度的发挥袁竭力

提倡个人对公众事务与社会福利的关心与参与遥 冶[2]

胡适除了短暂地出任驻美大使一职外袁一生大多时

间都在学界倡导自由尧民主精神遥 但是他的自由主

义思想也仅仅停留在理念之上袁得不到真正实践的

社会土壤遥 1949 年之后袁胡适带着他的自由主义理

念穿梭于美国与台湾之间遥 最后袁坚守思想尧言论自

由精神的他抱着一丝遗憾终老于台湾遥 不过袁胡适

留下的自由主义火种在台湾已成燎原之势袁直接或

间接地促成了台湾现在的民主政治遥
纵观中国近代思想史袁 自由主义思潮来势猛

烈袁影响极广袁但却运命多舛袁成为了野一朵不结果

实的精神之花冶遥 湖北大学何晓明教授曾对近代中

国自由主义的遭际有一段较为精辟的言说院野在西

方是社会运动孕育思想袁思想反哺社会曰而在近代

中国则是社会运动寻找思想袁思想干预社会遥 孕育袁
则生命机理自然流畅曰寻找袁则带有强烈的功用方

面的考虑袁无暇也无须顾及理论的圆熟与平允遥 冶[8]

自由主义理论的圆熟与平允问题在野社会运动寻找

思想袁思想干预社会冶的近代中国遭遇了一种难于

逃遁的困厄袁这确乎是不争的事实遥 它在近代中国

这一特定时空维度中也不免无果之花的遗憾与讥

评遥 但这朵极具人文主义气息与普世品格的精神之

花袁在日益远离近代激进主义喧嚣的中国现代性构

建的途程中袁其贡献与前途或许仍是未可限量之事遥
注 释院
淤 自由主义思想的缺位对迄今仍处于探索何为现代性价值

过程之中的中国来说袁是不可想象的遥 就思想史的视野而

言袁自由主义在中国现代性重建的视域中袁仍是一股不可

忽视的强大力量遥 这朵精神之花的结果或许会在不久的

未来遥
于 也就是因为人们对于作为自由主义思想传播家的严复的

印象异常深刻袁 在某种意义上导致了学界对他的研究与

评价时常发生一定程度的偏差甚或误解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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