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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评传  后叙 !

蒋广学
(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江苏 南京 ∀ 210093 )

∀ ∀ [关键词 ] ∀ 梁启超; 梁启超评传!; 学术与思想

[摘 ∀ 要 ] ∀ 撰写 梁启超评传!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系统、深入学习与感悟梁启超学术与思想的过程。

梁启超以救亡和 #新民∃为己任, 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学术与思想成就曾受到了不应有的冷漠甚至否定。回

顾百年来我国社会曲折发展的历史进程,更会觉得梁启超学术与思想具有久远的时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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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我读大学的时候 ( 1960- 1965) ,梁启超是

作为反面教员的身份出现的。他不仅是位保皇党

首领, 同时还因为在 20世纪 20年代之后反对社

会主义革命和攻击共产党而声名狼藉。改革开放

后,戊戌变法的历史地位得到了学术界的正面肯

定,康有为、梁启超的名誉也有所恢复, 但我对梁

启超仍停留在 #抽象的 ∃认识上;真正地在学问上

与他打交道,是 1990年进入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

之后的事。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 !主编匡亚明
教授要求我对 #评传∃的书稿在审稿人、分管副主

编审稿的基础上进行 #拾遗补阙 ∃的工作,而当我

读到杨俊光先生的 惠施公孙龙评传 !和邢兆良
先生的 墨子评传 !以及其他书稿时, 才逐步地认

识到梁启超这位政治家对先秦名学、墨子乃至整

个中国的传统学术都有很精深的研究。那时, 我

买来 12大本的 饮冰室合集 !, 核对杨著、邢书和

其他 #评传∃的引文,无意间却发现了我与梁先生

在社会主义的观念上竟然大致相合。他在 1921

年初发表的 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 !一文
中宣称: #今日之中国而言社会主义运动,有一公

例当严守焉,曰:在奖励生产的范围内, 为分配平

均之运动,若专注分配而忘却生产,则其运动可谓

毫无意义。∃ [ 1] ( P3)
这就等于说: 社会主义是资本

主义生产力高度发展的产物, 不顾及生产力发展

的水平,以行政的力量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经济

制度不仅是无法巩固的, 同时也不可能给广大人

民群众带来实际的好处。 1980年我与孙辉共同

撰写的 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后期的几个理论

问题!一文, 不也是宣传了这一观点吗! 这样, 我

便对梁启超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我甚至认为:在我

这个普通人与他这位大人物之间,不仅心灵相通,

同时亦 #同病相怜∃:他在 1926年 54岁时因肾病

而切除了右肾, 而我在 1991年 3月 51岁时也将

右肾切除! 匡老同意我来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工

作,莫非是在冥冥之中,由命运安排我来承继他未

竟的事业, 探讨中国未来发展的道路? 这样, 在

1994年我 54岁时就正式接下了撰写 梁启超评

传 !的任务。十多年来, 我总是结合着 #评传 ∃的

阅稿、访问各地作者以及教学工作, 从事梁启超思

想与学术的研究。开始是写单篇论文,继而撰写

梁启超和中国古代学术的终结 !, 现在终于完成
了 梁启超评传!的撰写和校对的任务, 将我对梁

启超以及中国社会未来发展的认识打了一个

#结∃。
或问:小子之言与先哲时贤有无不同者? 答

曰:无故意标新立异者,却有因时、因地、因作者之

性而与他人有异者也。我生在赤贫之家,在共产

党解救以及长期教育和培养之下, 才成为一名研

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学教师, 因而,自 198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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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问题!, 自觉地进入 #著作者之林 ∃以来,我便

把 #为百姓争平等、为国家求富强、为社会主正

义、为 '马列 '谱华章 ∃作为治学的出发点,并以解决

社会的现实问题和自己心头的困惑作为突破口,

努力向未知的领域进发。有以考实辨析原本、阐

发研究对象的原义为学问者, 这种 #为学术而学

术 ∃的精神虽然十分可贵, 但与我的性格不合; 也

有跟从风气而玩学问者,这种人云亦云、专门排泄

思想和文化垃圾,只求眼前的口福而到头来空空

如也的人,连自己都觉得难见江东父老,我怎能与

之为伍呢! 自记事以来,儿时的苦难、新中国的成

立、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农村合作化

运动以及城乡人民公社化运动、反右倾机会主义、

四清、文化大革命,以及 20世纪 80年代之后的拨

乱反正、改革开放运动, 这一切的一切, 我都历历

在目。由这些切身经历所培育起来的思想与情

怀,在我研究梁启超的时候,怎能不与他相激、相

荡、相因、相成,而形成时而激昂、时而婉约的思想

之流呢! 更何况,梁启超是一位热烈的爱国者,笔

锋常有惊雷滚动, 与他相激,常常是夜不安寐、日

不甘食。

如果仅仅从理性上来看梁启超, 随时而更新

的他, 其思想变化实是 1890年 - 1930年 40年间

中国思想史之缩影。是康有为今文经学的经世致

用的传统和变易思想将这位农家子弟带进了注定

要失败的维新变法的政治运动之中; 亡命日本后,

基于对西方自由思想 #人本的∃、现实的和历史的

考察, 让他认同了近代西方的文化价值,在此基础

上提出了通过中西学 #结婚 ∃的方式, 造就一种民

族民主主义的新文化, 用以塑造新的 #民族之
魂 ∃,故有 #新民之父 ∃之誉。其后,因主张 #政体

进化∃而与 #国体革命论者 ∃发生冲突; 又因主张

通过奖励生产的道路渐进地迈向社会主义的目标

而遭到民生主义者和马列主义者的共同声讨; 第

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当一代青年高举西方科学

与民主的旗帜, 打倒 #孔家店 ∃、声讨 #玄学鬼 ∃之

时,他却一改往日之面目, 竟要人们以 #吾先哲 ∃
的人生哲学特别是佛家、儒家与道家的学术,来拯

救被万能的科学 #异化了 ∃的或可能 #被异化 ∃的

世界, 以便让人进入 #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

为一∃的至公、至大、至诚、至乐的精神境界。哦!

现在看来,这些思想似乎不应该被全然否定。但

是,当时光回到 1905年孙中山举起民族、民主、民

生三民主义革命的旗帜之时, 以及回到 1921年,

中国共产党人举起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其后举起社

会主义革命的旗帜之时,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特

别是压在 #三座大山∃最低层的劳苦大众,为了子

子孙孙的幸福生活,怎能不紧跟着孙中山以及共

产党人, 以自己的血肉之躯,推倒旧世界、翻身求

解放呢。这层含义,如果用理论家的语言来说,就

是要打碎数千年来硕大无比的、盘根错节的、#超

稳定结构∃的、失去人性的封建专制主义制度, 以

及要赶走争先恐后地将中国变成自己掠夺对象的

国际帝国主义势力,争得民族解放, 必须经过残酷

的、长久的、反复的、强大的、群众性的革命暴力才

能完成。前不久,我读到几位历史学家的文章,提

醒人们不能对这一革命过程采取历史虚无主义的

态度, 对此, 我十分赞成。我确实经常提醒自己:

如果没有共产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和 #一化三改造∃的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食不果腹、衣不蔽体而死无葬身之地的我,其尸骨

早被野狐嚼尽了,哪还会挂着大学教授的头衔,人

模人样地生活在世上呢!

不过,我要补充的是, 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

改造基本完成后的半个世纪同样是 #历史∃,对这

段历史我们同样不能采取 #历史虚无主义 ∃。

1956年之后的中国仍然按照上半世纪历史的惯

性,以激进的方式割资本主义的尾巴,以激进的方

式打倒不同意见者,分别将他们称为阶级异己分

子、变节分子、右派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三反

分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修正主义的苗子、

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等等, 统统打翻在地;

把中国传统文化、西方的科学与民主思想、原本的

马克思主义,当作 #封资修∃,而统统扔进垃圾堆,

从而使怀疑主义、破坏主义、打倒一切的主义, 在

中国的大地上横行无阻。政治混乱、经济凋敝、人

心大坏,这是我们每个亲身经历过这段历史的人

所无法忘记的;在这些运动中, 我本人也像许多知

识分子一样,曾经历过盲从、积极参加、动摇怀疑、

逍遥疏远、消极抵制的复杂过程, 因而, 更是不会

忘记的。而正当中华民族处在万分危难之时, 中

国共产党实行了 #自我革命 ∃,在粉碎了 #四人帮∃
之后, 中国开始了 #拨乱返正∃的历史进程。

#拨乱返正∃就是重新 #反刍 ∃近百年的中国

历史, 在相对的 #回复 ∃中开掘社会主义发展的新

局面。这是多么伟大的历史转折啊。而这一转折

过程, 同时是长久的、复杂的和曲折的。记得在邓

小平同志刚刚提出这一口号时, 有人查出它出自

公羊传 哀公十四年!中,孔子在谈为何作 春

秋 !时 说: #拨 乱 世、返 诸正, 莫 近 诸 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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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 !∃ [ 2] ( P2355)
。这个 #辞源 ∃, 把一些胆小鬼吓得

丧魂落魄:邓小平莫非真是走资派? 而另外一些

站在极 #左 ∃的立场上不能自拔的政治家和理论

家,真的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拨乱返正 ∃

的思想解放和社会改革运动视为 #开倒车 ∃的复
辟运动, 随着包产到户、引进外资、改革开放运动

的全面展开,他们心灵深处的憎恶和恐惧与日俱

增。这也是历史啊, 我在理论界、学术界的老师

们、同事们和青年朋友们, 大家千万不能对这 50

年的历史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

而当我们将这一百年曲折发展的历史作一个

总体的回顾后,再来研究梁启超的上述思想过程,

便可发现,当初被我们扔进历史垃圾堆里的梁启

超及其思想学术成果, 对今天这个时代有着极大

的启迪意义。如果说 #超稳定的社会结构 ∃必须

靠革命的暴力方能打碎的话, 那么, 无论是 #反
制 ∃激进主义的历史惯性, 以保育方式医治 #革

命 ∃的后遗症, 还是以稳健的步伐建造新的社会

主义的巍峨大厦,我们都可以在他那里获得有益

的启示。本 后叙 !无须重复全书的内容。我只

强调一点:梁启超是一位改良主义者,而不是一位

守旧主义者,更不是开历史倒车的人,他终生都以

自己的心血和智慧教导人们向着民主、富强、文明

和自由的方向前进。他反对激进的革命,主张以

渐进的方式提高全民公德水平和全社会的科学文

化水平, 以此构建起政治上的民主主义; 然而, 这

个民主主义绝不是一个空壳,而是以法制为基础,

以每位社会成员充分享有各项自由权利的生气勃

勃的政治制度。他反对超阶段的社会主义, 主张

通过发展生产和奖励生产,并且鼓励以 #劳资合
作 ∃的方式, 逐步建立起经济上的社会主义; 然

而,这个社会主义更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以物质财

富相对丰富 %为基础, 无贫富悬殊、#人人均安与
和谐∃的经济制度。他多次宣称: #吾不患西学之

传入而患中学之将亡 ∃, 因而在其前期将先秦诸

子学作为通向西方科学与民主思想的坚实桥梁,

后期则更提倡以 #吾先哲 ∃的人生哲学来拯救被
物欲俘虏了的心灵; 然而, 他始终怀着开放的心

态,将西方各种学说介绍给国人,希冀在中西学的

相互交融中,建立和发展以 #至性主义 ∃即自由主

义为基础的文化多元主义。他不是一位宗教徒,

特别反对奴化主义和各种迷信邪说,但他同时坚

信,在人们物质及社会生活之外,应该有一片只属

于 #人类自己 ∃的伊甸园或涅槃圣地, 因而, 始终

怀着强烈的宗教情怀,且以现代进化论重新解释

佛学、儒学、墨学和道家学说, 努力在自己的精神

世界中建立起一片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至公、至

大、至诚、至乐的人间乐园。当我们重新请出这位

思想家的时候,万万不能离开他为之大声疾呼、为

之呕心沥血、为之奋斗终生、为之梦绕魂牵的伟大

目标啊! 梁启超博大精深的学问, 无疑是让人仰

慕不已的崇山峻岭,而我的书只是从这崇山峻岭

中流出的一条河流而已。当然,我这样说,并不意

味着我就是他的信徒。说到底, 我是一位马克思

主义者。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在其产生之时,是吸

收了那个时代世界文明最优秀成果的话, 那么,它

每前进一步,都与世界文明的发展相激、相荡、相

因、相成,从而开辟自己发展的新局面。今天, 我

正是以此胸怀评论和吸纳梁启超的思想和学术成

果,以敬献给我所热爱的广大读者。

在这里,我还要顺便说一下 谭嗣同评传 !。
谭嗣同是一位 #遍遭纲伦之厄∃的世家公子,自幼

深爱船山天人、道器之学, 在中日甲午战争惨遭败

局的刺激下,神速地走上了维新变法的道路。他

主张, 中国惟 #尽变西法 ∃方能新生, 而每一个中

国人, 只有以仁爱之精神,贯通儒、佛、耶三教, 力

挽狂澜而救世, 才能真正进入 #大同世界 ∃。 #百

日维新 ∃失败后, 其殉道精神是这位 #典型 ∃的改
良主义政治家的典型写照。对于这样一位伟大的

人物, 我同样怀有极大的尊敬。由于原作者深圳

大学黄卫平教授百事缠身,无法完成撰写任务,于

是他就将自己发表过的两三篇论谭文章交给我,

让我转交给后来的作者作为参考。我请了青年朋

友何卫东同志来承担撰写任务, 黄文为他研究谭

嗣同提供了预备知识,而一旦进入谭嗣同的研究

后,他便在李喜所、徐义君、周振甫、张灏、王越等

先生以及我本人观点的影响下形成了自己的思

路,独自完成了写作任务; 书稿经过审稿人提出意

见后又由我来修改定稿, 现已难以分清哪些是黄

先生的痕迹了。但无论如何, 何卫东和我都要表

达对他的敬意。

其实,我应该表示感谢的人有很多很多。我

对梁启超的研究,深受马洪林、李喜所、董方奎、耿

云志、张朋园、张灏、列文森、狭间直树等大家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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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丁文江、赵丰田、李国俊、李兴华诸先生的梁氏

年谱或著作谱系, 同样给我极大的帮助。我对他

们成果的引用,已随文一一列出,现公开致谢。也

感谢弥补我佛学知识欠缺的洪修平教授、黄先炳

博士和傅新毅博士,感谢弥补我经学知识缺欠的

申屠炉明博士,感谢全书审稿人朱庆葆博士,没有

他们的帮助,我的书无论如何都不能以此面貌与

读者见面。还要感谢我的中学老师张玉芝先生、

大学老师李华钰先生等前辈,他们的关怀和教导,

是我成长的重要条件。最后,更感谢我的妻子、儿

子、孙子, 他们给予我的天伦之乐, 是医治我日益

衰老和疲惫身心的灵丹妙药。

著述不存名山心 % , 祈望来者有知音。斗转

参横&春神州,可念长夜写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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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A CriticalB iography of Liang Q icao Epilogue
JIANG Guang xue

(The Institute of Ch in ese Thinkers, N anjing Un iv ersity, N anjing 210093, Ch ina )

K eyW ords: L iang Q icao; A C ritica l B iog raphy of L iang Q icao; academ y and th ink ing

Abstrac t: The process of w r iting A Cr itical B iography o f L iang Q icao is the process o fm y system atic study and profound unde r

stand ing of L iang Q icao s' academy and thinking. L iangQ icao takes the na tiona l sa lva tion and "X inm in" as his own task, but h is

academ y and think ing w hich have epoch- m ak ing sign ificance receives un just ind ifference and negation. Retrospecting the to rtu

ous h istor ica l development o f our country, w e further rea lize the significance of L iang Q icao s' academ y and thin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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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读到一本论梁启超的书,以梁氏年轻时 #著论求为百世师 ∃的诗句为题, 来论述梁启超的学术成就。这是对梁启超写书宗

旨的误解。他在 墨子学案 !的自叙中说: #吾尝以为著书而作名山之思者,皆我慢耳。学问之道,进化靡有止诣。欲以一人一时之精力

智慧完成一种学问,万无是处。然则无论若何矜慎刻苦,其所得者亦必仅一部分而止,而疏漏误谬,仍终不得免。人人各贡其所得之一

部分,以唤起社会研究之兴味,其疏漏谬误,则自必有人焉补苴而匡正之。斯学术之所以见其进未见其止也。∃ ( 饮冰室合集 专集 !卷

39,第 1页 )

#斗转参 ( shen )横∃,即斗转星移。典出 宋史 乐志 鼓吹 !下: #斗转参横将旦,天开地辟如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