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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挚友、同志李慎之
许良英
(一)
李慎之同志是五年前才开始交往的新朋友，我们只见过两次面，主要是靠文章
和通信交流思想。他先后寄给我近 30 篇文章,43 封信。有的信写得很长，长达 7
页、10 页；谈论的问题很广泛，从科学、民主、传统文化、国家民族和人类命
运，到个人经历和人生感受。我们都是在青年时代提着脑袋干革命并参加共产
党,1957 年都被划为“极右分子”。这样的共同经历，使我们在晚年成为至交，
而且大有相见恨晚之感。他小我三岁，却比我先离开人世。失去了这样一位真正
志同道合的“同志”,留给我的，是无尽的悲怆和无尽的思念。
他今年元旦第二天给我的长信中就预示了不祥之兆。信中说：
“昨天元旦，我们全家是到宣武医院病房里同老伴一起过节的。”
“我今年己整八十，过去虽然口头也说‘老之将至’，而心里总是感觉目前
的日子还可以照老样子过下去。五年半以前中风，对我是一个警告，然而日久玩
生，也好像无所谓了。这次老妻摔跤，住院已两个多月，我一人在家‘苦守寒窑’，
不但孤独寂寞之极，而且也产生了‘死生无常’之感。我从 2001 年起记录我认
识的亲友死亡名录，得 15 人。2002 年就上升到 21 人。自己到底还能活几年，
开始感到没有把握了，而且自己也认为应该对自己敲敲警钟了。”
信中虽然流露出孤独和死生无常的伤感，但依然显示了为中国民主事业奋
斗的坚强意志。
他继续写着：
“我前信曾跟你说过，今生已无从根本上研究‘民主’的发展与历史、理论
与实践的愿望与勇气，只是还想(写)几篇万言长文;一是破，破秦始皇以来的专
制主义和马列毛以来的极权主义；二是立，立一些民主的规范。”
“过去几年，我也写了一些文章，多少也算做了一些工作，只是自己以为远
远不够。今年手头还有四五个题目，希望老天爷能让我做完这个工作。但是我最
想写，而且觉得不能不写的是《民主——中国现代化的目标》一文。”



许良英(1920-2013),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员，科学史家及爱因斯坦研究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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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要现代化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全面的充分的民主。这不但是中国的
必由之路，也是世界各民族的必由之路。”
这些活真是铿锵有力，诚挚感人，可恨“老天爷”太不公道，愣不让他完成
这项意义深远的重要工作。
在这封信中，他接着讨论民主的确切定义问题，要我“用最简单的文字(500
字以内)回答”民主的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是什么，准备把我的答案用在他的文
章里。随后他又说：
“进入新世纪后，我常说两句话：1.对中国之实现民主，我能否及身得见，
比较悲观；2. 对中国能在 21 世纪上半期实现民主 , 我基本乐观。”
信的最后又讨论了中国将来民主化是否会滑向非洲化或拉美化的问题，以及
全民启蒙和公民教育问题。
这封充满激情和饱含深邃理性思考的信，引起我长久的沉思。他的苦守寒窑
和对死生无常的凄凉之感，令人心酸。为了增强他生的信心，我回信告诉他，像
我们目前的健康和医疗条件，继续工作十年该不算是奢望。当然还得注意保重身
体，生活过得合理。因此建议他每天去龙潭公园活动、做操；早餐不要再吃没有
营养的泡饭，改吃牛奶、鸡蛋。

(二)
1 月 23 日他给我写了一封 10 页的长信 , 这是我一生所收到的最长的一封信,
很使我感到意外。信的开头说：“我实在不好意思告诉你,我并没有听你的忠告,
第一是我这里去龙潭公园距离大概有一公里，已在我的步行半径之外”, 而且“自
从 2000 年起就放弃散步了”。至于早餐吃泡饭，“已成习惯，想改也难”。实
在无可奈何。信中又讲到,为老妻开刀创口“未能愈合而不能出院,心中烦躁, 但
也没有办法”。
尽管心中烦躁,他脑子里想的依然是中国的民主化问题。“近十年来,生活没有
什么波动,平常总以为可以无限期地 indefinitely 活下去。老妻骨折后,才悟到
不变中其实一直存在着变的因素。只希望中国沉默的政治也蕴藏着什么表面看不
出的推动力。”
接着他说,前两天读到王若水未完成的遗著—两卷本《新发现的毛泽东》,“这
又使我惭愧，优柔迁延，不肯下决心,下功夫做学问,正如我对你的研究民主问题
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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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想到，我早几年就有中国近代史(自 1840 年到 21 世纪中期民主框架大
体完成之日) 必须改写的想法,但总觉得这不是我老朽的事而寄希望于年轻人。
最近忽然想，整本的专著写不出来，万言长文提出几个主要论点,或者写出一个
大纲来，总还是应当而且可以的吧。现在想把最初步的意向向你请教”。下面用
7 页篇幅告诉我其主要论点。
“首先,我认为一个民族最重要的创造是其政治制度,经济、文化、国民性都
由之决定(与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不同)。1840 年以前的中国,其政治制度、文化
传统就是专制主义，从秦始皇算起已有二千年，不但养成了中国人的深入骨髓的
奴性，而且压制了中国生产力的发展。” 并尖锐指出,“所谓明清之际的‘萌芽’
说(指“资本主义萌芽”——良英注）,不过是硬套五阶段论的文化专制主义的一
种伪理论而已。”
他对 160 年来中国所经历的各个阶段的历史,都有自己独特的看法,且常有惊
人之语。如说 l949 年以后,“是世界上最最最革命的理论与最最最专制的传统相
结合，使中国形成了最最最黑暗的毛泽东思想三十年的统治。中国传统的专制变
成了极权主义。”
这封信非常有价值,可以说是他准备写的中国近代史大纲的一个初步框架,是
他多年思考的结果,处处闪耀着他的思想的光芒。当然,也难免有考虑欠周的地方。
我给他的回信,首先赞同他提出的政治制度决定经济、文化、国民性的大胆论点,
这显然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马克思论断直接对立。我可以用一系列的史实
来支持他,尤其是作为西方文明源泉的 25OO 年雅典民主制最能说明问题。同时我
又提醒他，政治制度的形成还是受制于经济、文化等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对他
一些明显考虑欠周的地方,我也坦诚地讲了自己的看法。例如他提到,1946 年后
“三年战争共产党大获全胜,可称历史奇迹。我是过来人,但除了佩服毛主席英明
伟大之外,到现在还有莫名其妙之感。”对他的这两点感受,我感到意外,在回信
中这样回答他:“毛泽东精于权术,诡计多端,军事指挥上确有高招。但由于军队
士气高昂,各路将领大多身经百战,才艺高强,完全能独立作战,统帅即使换上周
恩来这样的人,战争照样会胜利,充其量不过时间可能拖后一年半载。把功劳主要
归功于毛泽东,我在感情上接受不了,即使在 1949 年我也不会同意。我始终认为,
革命事业只能依靠集体力量。„„1946 年蒋介石发动内战必然失败的主要原因
在于人心向背问题。”

(三)
春节期间,有位朋友告诉我,他去看望过慎之,得知他患尿血,但不想去看医生。
我听了很不放心,因为尿血不是小病,应及时治疗。于是写信敦促他去看医生,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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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句很重的话:“80 岁的人了,有病就得及时医治, 千万不可大意。你的生命
和健康不是仅仅属于你个人的,同时也是属于我们这个民族的!何况你还有许多
文章要写,许多见解要发表!”以后听说他吃了中药,尿血止住了,我们也就放心了。
3 月 28 日他写给我一封短信,说从一个刊物上读到一篇介绍爱因斯坦自由思
想的文章,“深感爱因斯坦关于自由的思想之丰富与深邃”,建议我也可以写这样
的文章,“也可以为你在刊物上露面打开一条路”。他显然是希望我能够冲破 14
年来不让我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的禁锢,我回信告诉他,目前看不出有这个可能性，
而且介绍爱因斯坦的自由观己有更好的渠道,这就是去年秋天我已为浙江文艺出
版杜编了一本 20 万字的《爱因斯坦文录》,其中关于自由、人权的文章就有 6 篇。
此书估计今年 6-7 月间可以出版。
几天后我突患感冒,后又腹泻。4 月 17 日腹泻止住了,但全身乏力,而整个北
京市正被 ARS(非典型肺炎)搞得人心惶惶。晚 10 点,有个带大口罩的青年朋友心
神紧张地进来,说要告诉我一个不好的消息,要我保持镇静。他说李慎之老己病危,
患老年性肺炎。我即给慎之家打电话(这是我第一次给他家打电话,因为 14 年来
我家电话一直被窃听,我们从来不用电话交谈),问慎之的病情。接电话的他的儿
媳告诉我：自 3 月 15 日宿舍停供暖气后,他得了两次感冒,后转为老年性肺炎,
两肺全有阴影,造成缺氧,己不能说话,但神志仍清楚,三天前医院己发了病危通
知。第二天晚我又给他家打电话,由他的女儿接电话,说今天他父亲病情平稳,医
生用了镇静药,整天处于半昏迷状态。21 日晚,他的儿媳电话中告诉我:昨天病情
恶化，出现肾衰竭,不能排尿,用上了透析机；他醒来时要把吸氧管拔掉,医生只
好用镇静剂,使他沉睡。第二天(22 日),他转为肺心病,出现心力衰竭而休克。当
天上午 10:05,一个为国家民族的命运日夜思索的大脑停止了活动,这是我们这
个多灾多难的民族的一个难以弥补的巨大损失！
慎之的病危和去世,使我心灵受到极大打击,一连半个多月脑海里经常浮现着
他的身影。他的渊博的学识,开阔的视野,活跃的思绪,敏锐的洞见,犀利的笔锋和
拳拳赤子之心,都让人永远无法忘怀。晚年能交上这样一位完全可以推心置腹的
知心朋友,是我一生的一大幸事。失去了这样一位挚友,也像五年前失去恩师王淦
昌先生一样使我难以承受。
老天爷真是太不公道,在夺去慎之生命前十三天,己夺去了以仗义执言著称的
剧作家吴祖光的生命。吴祖光长我三岁,1957 年也被定为“极右分子”送北大荒
强迫劳动(我也曾有幸获此殊荣,只是我拒绝了,而选择“自谋生路”回老家当了
二十年农民), 由于专业领域的不同,无缘有个人交往,但在我 1989 年 2 月发起的
呼吁政治民主化的联名信上,以及 1995 年的宽容呼吁书上,他都欣然签上自己的
名字,并向媒体发表自己签名的理由。他和慎之在十三天内相继谢世,使我这个年
龄居他们中间的幸存者倍感凄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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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慎之同我最初交往是在 1998 年 2 月,他托老朋友华贻芳同志(解放前杭州高中
的地下党员)带他的文稿《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技术而无科学》给我,征求我的意见。
在这以前,他给我有两个好印象。第一个是 80 年代中期茅于轼告诉我,他所在的
美国所的所长李慎之说,“现代化就是美国化”。我觉得很有见地。1989 年“6.
4”以后,听人说,李慎之愤辞社科院副院长职务,说“不愿在刺刀下当官”。以后
第一次见面时我提起这两句话,他坦诚地说,这两句话都没有公开说过,而只对一
二个人私下说过,而他是到 1990 年才不当副院长的。可见在 80 年代他是像以后
悼念王若水的文章中所说的,“被连续几十年的运动吓破了胆,因此还是噤若寒
蝉。”
1998 年 2 月 28 日我仔细读了他的文章,即给他写回信，完全同意他的基本论
点,并深有同感。1985 年以来,我国上下把科学与技术混为一谈,己产生严重恶果，
我写过两篇文章予以批驳。慎之的文章是从另一个角度来审视,与我不谋而合。
接着讨论了“科学”的涵义,真理是否中性,以及李约瑟的一些论点。
3 月 4 日他给我写了回信,这是他写给我的第一封信。一开头就说：“我的文
章属于‘冒叫一声',实在憋得太久了,不能不一吐为快”。他对李约瑟的“极端
亲华”情绪和偏见很反感。“可是这话是我们做中国人的几乎不能说,说了就有
卖国之嫌。”“我所以要冒叫一声,是为了要让人注意到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
根本差别,西方(以希腊为代表)从源头上就重视求真,中国从源头上就重视求善，
这个差别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差别实在太大了。这些话其实是老生常谈,不过中国
现在已经成了市侩社会，已经没有多少‘老生’了。”
信最后说：“明年是五四 80 周年了。朋友们在研究怎么‘回到五四,重新启
蒙'”人们“只注意到五四口号之一的‘民主’,而忽视五四的另一个口号——科
学”。“我认为‘科学’在中国根本就没有生根。有些科学家甚至‘院士’有多
少科学精神，我也很怀疑。” 于是要我写一篇阐明科学精神的文章,交他们拟议
中的《中国启蒙文献精选》上发表。
我在回信中告诉他,我从 1985 年开始己把主要精力用于学习、研究民主的历
史和理论,己很少关注科学问题了,而且我认为,要纪念五四,重点还应在民主启
蒙,1989 年我写过这样的文章,现在还可以写。
我的回答大概使他感到意外。他回信中说,民主问题己有十来个青年人“着
意研究”，而科学精神问题,一个也没有。他随信寄给我两篇文章,一篇是叙述他
所以被打成右派的《“大民主”和“小民主”》。他在信中说,被划为右派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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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两年思想不通,59 年底 60 年初“算是彻底觉悟了”, 悟出自己的思想“根本
与毛泽东思想背道而驰,不可能调和。这样一想也就心安理得了”。当时我还在
迷信毛泽东,直至 1974 年才猛醒过来,比他迟了 14 年。不过,对他发明的并被毛
泽东采纳的“大民主”、“小民主”这两个概念,我不赞同。从历史上看,民主只
有有无的问题,不存在大小的问题。所谓倾听群众意见的“小民主”或“民主作
风”根本谈不上什么民主。
他给我第三封信中简单地介绍了自己的经历,使我开始对他有了一个比较全
面的了解。随后我们讨论了他的几篇文章,主要涉及中国传统文化。他家学渊源，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素养令人钦佩,而我没有读过古书,从小就爱上自然科学。他驳
斥朱高正、林毓生、余英时等人反五四的谬论,以及对钱基博、马一浮的批评,
我都十分赞同。但觉得对王国维、陈寅恪的人格的评价偏高,尤其是对殉清自尽
的王国维。陈寅恪一生远离政治,比王国维清高得多,是一位令人尊敬的正直的学
术大师,但他的精神境界不及他的祖父和父亲。对我这一不同意见,他没有回音。
不久有人告诉我,慎之曾在一个座谈会上说自己是“半个新儒家”。我给他
信中说：这表明你还有半个并不是,根据求同存异原则,我们之间还有可以合作的
领域。他回信说：“我的几篇谈论天人合一的文章,其实都是对季羡林和民族主
义分子的批判。所以我们不是一半相同，一半相异,应该说是基本相同。”我认
为他的“半个新儒家”是名不副实的。因为从他的信和文章来看，他的基本立场
与新儒家相去甚远，甚至相反。首先是坚持五四的民主与科学的启蒙精神；其次
是坚决反对民族主义和夜郎自大的心态。因此建议他今后不要再自称“半个新儒
家”。
同时我们也讨论了他写的《哈维尔文集》序。这篇序写得有血有肉,对当前同
样是极权主义的中国会产生巨大冲击,主要论点我完全赞同。但序中也有不妥之
处,如说,“自从 Machiavelli 以来，西方政治学一直把政治定义为权力的游戏”。
事实上,权术崇拜者 Machiavelli 虽然对后人有不小影响(如 Marx,Engels 都大
力吹捧他)，但没有成为西方政治思想的主流。相反,西方主流思想是继承了
Aristotle 的传统,Aristotle 的名言“人是政治动物” 和“人是理性动物 ”,
“人是合群的动物”始终是有识之士的共识。Locke 的名著《政府论》中就把“政
治社会”等同于“公民社会”,而所谓“反政治的政治”,有点近于庸人自扰。

(五)
l999 年 8 月,他从美国回来以后不久,在信中向我诉述了他的一个重要的思
想收获和自己难以忍受的孤独感。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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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三个月读五四之书,最后悟出中国虽无宗教,却有意识形态，其强烈不
下于宗教,没有宗教刺激人求真知、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优点，这个意识形态就
是专制主义,就是外儒内法。二千年来只有五四冲击了一下,但谈不上彻底。因此,
又以革命名义卷土重来,变本加厉,中国至今仍在其统治下,这就是我在介绍哈维
尔的文章中说的‘后期极权主义社会'。最理想的办法是和平进化，但是可能性
几乎没有。国内外现在都没有‘爱国志士', 有的只有利禄之徒。你说我关于哈
维尔的文章，对‘当前的中国会产生冲击力',但是我却看不到会有什么影响。从
中国到外国,再从外国到中国感到的只是极度的孤独。”
这番肺腑之言深深地感动了我,我为他最新的思想收获感到高兴,为他的孤
独感到伤心。但我觉得他对现实过于悲观了。表面上,中国这块几千年来沉积成
的板块是坚不可破的, 但在整个人类文明洪流的不断冲击下, 早已在逐渐溶化
中, 因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人心是不可侮的。我 1976 年清明前每天路过天安
门广场所见的感人场面和 1989 年 4-5 月间更加激动人心的所见所闻,都验证了这
一真理。 1987—88 年间,人们普遍为当时的大学生只关心个人利益、不关心国
家命运而忧心忡忡；可是,1989 年 4 月中旬以后, 他们所表现的政治热情竟如此
高涨,在北京甚至有三千人以绝食这种准备牺牲自己生命的方式为中国的民主事
业而抗争。经过血腥镇压和十年的意识形态严密控制后,是不是人心都死了?普天
之下竟没有一个“爱国志士”了? 完全不是。相反地,倒是处处感到鲁迅所说的
“于无声处听惊雷”!我告诉他,“你每年发表这么多文章,又有这么多人争请你
写序,显然,理解你和仰慕你的人是很多的。„„总之,我觉得你决不是‘孤独'
的,至少我和我的一些朋友都是你的知音。”
这个回音大概是打动了他的心,使他不再感到“极度的孤独”,而是知音遍天
下,使他觉得需要在这个鸦雀无声的年代,用更大的声音“冒叫”把多年憋在心里
的话痛痛快快地吐出来。随后我寄给他一篇我半年前写的《“89”十年感言》,
对惊天地、泣鬼神的悲壮的 1989 年民主运动作了简要的回忆和反思。他回信说：
“有错不敢承认是懦夫，错误己过去十年不敢改正是无能。他要自取败亡，我们
也无能为力。”
一个多月后,他托人送来新作《风雨苍黄五十年——国庆夜独语)。这是一篇
令人拍案叫绝的传世之作。当读到“中国人在被‘解放'几十年以后，不但历史
上传统的精神奴役的创伤远未治愈,而且继续处在被奴役的状态中”；“掩盖历
史,伪造历史，随着这次 50 周年的大庆的到来而登峰造极。50 年间民族的大耻
辱,大灾难统统不见了”；
“历史剩下的只有谎言„„而我们居然生活在谎言中”,
我心潮澎湃,立即给他写了回信,表明读到此文“深受感动”,引起了强烈共鸣。
这是一篇有巨大震撼力和冲击力的杰作,作者的胆识令人钦佩。读了这篇表达当
今中国知识分子心声的精彩杰作,我更想同你见面畅谈,交流思想。“同时我也感
到有几处美中不足。其一,对自封为第二代核心的邓小平的分析评论温情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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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到位。其二,Lord Acton 的名言：‘Power tends to corrupt and absolute
power corrupts absolutely.’宜译为：‘权力趋向腐败,绝对权力绝对腐败。’
其三,‘提高人权’宜改为 ‘尊重人权’。”
这篇文章,象一颗精神原子弹,在中国知识界引起了强烈震荡,连 90 岁的老将
军吕正操也要登门拜见作者。当政者当然恼火,派下属找他谈话。但此人却只问
文章给几个人看过?怎样上网的? 而不敢涉及文章的内容是否触犯党纪国法；即
使手中握有生杀之权也无可奈何。
1999 年 12 月 7 日上午,我们在他家里第一次见面。他看来比我年轻得多,像
60 来岁,头发乌黑, 脸色红润,只是中风过,走路困难。他很健谈,也很坦率。他
说自己以前觉得“高人两等”,因为到过延安,又在党中央机关工作,对自己会被
划为右派,开始时无法接受,1960 年终于醒悟了,认为自己真是右派。80 年代初得
到胡乔木赏识,出任美国研究所所长,事实上他认为自己对美国并无研究,让他做
别的研究所所长也行。他只说胡乔木胆子小,没有看出其人品的卑劣。看来,胡乔
木、邓小平对他都有知遇之恩,他对他们的评价都有失公正。他说今年去美国,
醒悟到中国传统就是专制,要回到五四的启蒙,但他考虑的主要是中小学的公民
教育。他是个思想开放,知识面广,有深厚旧学根底,有才华,有文采,有风趣的人。
他说自己不是学者,他没有做过深入系统的研究工作,缺乏严格的理论训练,治学
不够严谨。在我所认识的老共产党员中,他是比较有反思精神的,思想上同我最接
近,而且志向完全一致,是真正意义上的同志,因此我们相互以“同志”相称,尽管
我 l989 年以后已经不是共产党员了。

( 六 )
2000 年 5 月他托人送来一篇将近二万字的论文稿《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化》,
征询我的意见。这是一篇有很高学术价值的论文,也是对现实有强大冲击力的战
斗檄文。主题思想就是他一年前在美国悟出来的：中国传统文化就是专制主义。
现在他对这一论点进行系统的有充分说服力的论证。这可能是他一生最重要的学
术论文。当时他给我的是一份修改稿,稿中到处有他用红笔改写的字迹,其中有不
少是大段的增补。他把这样一份在修改过程的原稿寄给我,也足见他对我的信任。
这篇论文定稿时改名为《论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化——兼论中国的专制主义》。
2000 年 10 月他又托人送来给舒芜的信,要我“多提意见”。这封信主要是
讨论五四精神,以及鲁迅与胡适的比较。他不同意舒芜把五四精神限于“个人解
放”并把鲁迅作为五四精神的唯一代表人物,我深有同感。但我不同意信的开头
对舒芜的两点评价。其一,对舒芜 1955 年把胡风的信交给《人民日报》，他说,
“世人或有难谅解者,我是有深切的同情”。我则认为这是置胡风于死地的告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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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即使在当时的政治压力下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从人性、良知和道义的准则
来衡量,是应该谴责的。至少在今天不该“有深切的同情”。其二，信中用很大
的篇幅和极其夸张的语言赞扬舒芜的《论主观》，说“在我这一代人当中你是最
有思想,也是最能思想的一个”,说他是“一世之雄”。我告诉慎之,此文刚发表
时我也读过,觉得有唯意志论的味道,谈不上有什么了不起的思想深度。这两点意
见他是采纳了,发表时删去了这些内容。在回信中我还提出,对鲁迅的“拒绝宽容”
不宜苛责,当时他的好友杨杏佛、柔石被杀,他自己的安全也受威胁,有人还从背
后放冷枪。胡适的宽容精神确实值得称赞,但应注意到,在他一生的政治实践中,
宽容往往与他的软弱和脱离现实密不可分。
2001 年 2 月 2 日下午,他约我去他家第二次见面,晚饭他请我们到附近一家餐
馆吃鱼头火锅。我们先议论了当时热门的法轮功问题,转而回到在信上讨论的问
题。首先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评价问题,他说他早已不信马克思主义,但从未公开批
判过。我建议他在给舒芜的信中删去一句与主题无关而令人莫名其妙的话“尼采
与杰弗逊,到底谁对人类文明的贡献更大?”他不接受。我说,尼采是一个反理性、
反民主的唯意志论者,他崇拜超人,崇拜征服者,崇拜拿破仑,而鄙视平民和妇女,
鄙视林肯这样的人, 而杰弗逊则是美国民主制的主要设计者,怎么可把这样两个
人相提并论?这显然有悖我们所崇扬的启蒙精神。我提醒他,要珍惜自己的形象,
不要被人看作是思想混乱的人。关于邓小平的评价问题,我们又进行了争论。我
觉得他对胡耀邦在改革开放时期的思想主导作用以及 80 年代高层内部斗争的情
况并不了解,于是介绍了胡耀邦留给我的印象和当时的直接见闻。整个谈话非常
坦诚,中间虽有争论,但各人都把心里话说了出来。对于一向感到自己孤独的他,
这样直率的交谈恐怕是不多的。

(七)
那次交谈后,我们在信中继续讨论 Marx 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我认为,王若
水说的“马克思主义是唯人主义”是曲解了马克思主义,只看到虚幻的共产主义
天堂的理想,而看不到通向这个天堂的血淋淋的专政之路。
由于他一直在关注所谓“李约瑟问题”, 我寄给他我的老师浙江大学心理学
教授陈立先生 1944 年的一篇重要论文,并详细介绍这位仍在带博士研究生的 99
岁(今年己 101 岁）老人的情况,而这位老先生近几年同我通信很密,对慎之的《风
雨苍黄五十年》十分赞赏。我们一连在几封信中谈论了陈立先生,他对陈立先生
也非常崇敬。
2001 年 11 月,有位青年朋友送我一封从网上下载的上海朱学勤 2 月发表的
《答元化先生》, 信中披露王元化 1 月间在报刊上指责慎之“拉帮结派”,我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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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震惊,也为慎之不平。我原以为王元化与慎之被人称为“南王北李”,关系一定
不错,想不到竟会出现如此严重分歧。我猜测,分歧可能来源于对五四和中国传统
文化的评价。近十年来，王元化恣意否定五四，宣扬杜亚泉甚至辜鸿铭,吹捧新
儒家，有明显的复古倾向,对慎之忌恨,不足为奇,但居然公开造谣中伤,心术未免
太卑劣了。于是我给慎之写信,问他原委。他回信说,这个问题是他最不愿意谈的,
但还是把他能够想得起来的情况原原本本地告诉了我。他一一详述了与王元化见
过几次面, 在什么场合,交谈了什么。他说：“事实上,我跟朱学勤‘拉帮结派'
的可能性与同王元化‘拉帮结派’的可能性一样小，因为见面与联系的机会几乎
一样小。” 他分析,这件事“起因于 1995 年丁东吹捧我们两人为‘南王北李’
一事。”“王一再在公开场合大声否认‘南王北李’之说,我其实也是否认的，
不过不是大声”。随后,我们在信中讨论了王元化的所谓“新启蒙”。接着我们
也讨论了当前风行的“后现代主义”和“新左派”的谬论。2002 年 2 月,读到他
悼念王若水的文章。文章写得亲切动人,点出毛泽东的“朕即国家”的思想,真是
一针见血。文中他又坦诚地剖析了自己,说：80 年代,“像我这样的人心中也不
是没有倾向，不是没有分辨是非的能力,但是被连续几十年的运动吓破了胆,树叶
掉下来都怕打破了脑袋 (以后的修改稿删去了这 12 个字——良英注),因此还是
噤若寒蝉,只能在心底对若水的正确与勇敢叫好、赞叹与敬仰。”美中不足的是,
文中所反映的 1977 年到 1989 年中国思想界的情况并不准确。如说：“历经 30
年的高压,备受荼毒的中国人当时能够想到,敢于想到的只是人道主义与人的异
化的概念”；“80 年代中国思想界的中心议题就是周扬和王若水提出的人道主
义与异化”。于是我写信告诉他,80 年代, 人道主义争论由于胡乔木的卑劣无耻
表演而影响较大,但应知道,此外还有民主与专制(80 年代后期演变为“新权威主
义”）,思想自由与“反自由化”，以及反对意识形态对自然科学的干扰,等等,
都是思想界所关注的问题。如果 80 年代仅有人道主义争论,很难设想 1987 年胡
耀邦会被迫辞职,1989 年会爆发空前规模的学生运动。关于 80 年代中国思想意
识形态领域的斗争,美国 Boston 大学政治学教授 Merle Goldman 和 Johns
Hopkins 大学副教授 H.Lyman Miller 都曾分别写了专著。
2002 年 4 月, 我两次读到他给朱学勤信的复印件,谈的是准备纪念顾
准的问题。要纪念顾准,宣传顾准，使顾准的珍贵思想尽可能成为中国当
代知识分子的共同财富,完全是应该的,我举双手赞成。但他的信中说:“顾
准是中国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思想家。比五四先贤陈独秀、胡适、鲁迅、李
大钊、蔡元培都更伟大。”“他比所有的人都更用功、更执着地追求中国
的出路，从各个角度比较中西文化,学习民主的道理。”我认为这个论断
过于仓促,不符合历史事实。经过反复思考并重新阅读《顾准文集》、《顾
准日记》后,6 月 14 日给他写了一封信,坦呈自己的意见:
顾准的独立思考和不屈不挠的精神令人十分敬佩。我直到 1974 年才摆
脱对毛泽东的迷信, 而他早在 50 年代就己不存在这种迷信,能够独立地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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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地思想。但他 70 年代以前思考的主要是经济问题,基本思路没有越出马
克思主义框框。从他的日记看来,他是 1972 年 10 从干校回北京后, 开始
阅读大量中外历史著作和几本哲学名著,可惜不久就患病,1974 年 12 月就
去世了。他一生中最光辉的思想主要是在这个时期写下的。以带病之身，
在短短两年内迸发出如此众多的令人眩目的思想火花，可以说是一种人间
奇迹。遗憾的是，两年时间太短，他要考虑的问题和要读的书都太多，有
些书不可能读得很仔细和好好消化(如 Aristotle 的《政治学》就如此)。
因此,这两年,他不可能写出一篇完整的文章,而只能留下一些笔记性的文
字,其中有不少显然不是深 思熟虑的结果。例如关于民主问题的许多论断,
与我和老伴王来棣近 20 年来所阅读过的许多关于民主的历史和理论的代
表性著作并不一致。他写过《希腊城邦制度》,对雅典民主制持否定态度,
认为是“贵族政治”，并说 Aristotle 激烈反对民主制。我们两人都通
读过 Aristotle 的名著《政治学》,所得到的印象恰恰相反。Aristotle
虽然对雅典民主制的缺点作过尖锐的批评(他称为“极端民主”),但基本
上是赞赏民主制的,认为民主制的精神是自由,在三种政治制度(寡头、贵
族、民主)中,民主制最佳。顾准完全否定直接民主制,认为一党专政和“文
革”都是直接民主。 这一错误论点被王元化、刘军宁奉为经典,也影响了
当前一些青年政治学者。他还附和毛泽东的民主是手段(方法)不是目的的
错误论断。他虽然反对一党专政,主张多党制,但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多党制,
而是“社会主义的两党制”。看来,他对民主概念的理解还是相当混乱的,
可以说他的探索仅仅开始,还没有彻底摆脱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的影响。
同样,他的哲学思想也很不成熟,主要来源于 Marx,Engels,Lenin 和
Franeis Bacon, 并竭力推崇 F.Bacon,提出一个命题：“一切判断都得自
归纳”。这一体现归纳万能论的命题,无论在日常生活中,还是在科学研究
都站站不住脚。我们在生活和待人处事中,时时都作判断,其根据主要是直
觉和本能,比较复杂的需要进行分析和比较,极少要通过归纳。在科学史
上,Euclid 创建几何学,Newton 创建力学理论,Einstein 创建相对论,都根
本与归纳无关。 F.Bacon 的归纳不过是爬行的经验主义。
相比之下,五四时期几位著名思想家,在思想的深度和成熟程度,以及眼
界方面,显然都不是顾准所能及的。因为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基本上是自由
的,而顾准要挣脱几十年来束缚自己思想的意识形态的禁锢,是极其艰难
而又要冒大风险的。
这封信他没有及时收到。因为 5 月他去了杭州,6 月 1 日回北京后就搬家,从建
国门外的永安南里搬到潘家园的华威西里,可能在忙乱中弄丢了。10 月间他要求
我把信底稿复印给他,并说了他所以对顾准估计很高,是因为这二十多年来，“事
实上顾准已经成为民主派或自由主义者的一面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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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个评价我也不同意。因为顾准的文集 1994 年才出版,在此以前很少有人
知道顾准的思想,而中国现代的民主派和自由主义早在 80 年代就己形成而且顾
准文集中根本没有论述自由的文章；议论民主时,也没有涉及自由、人权。顾准
没有吸收 Aristotle，Locke 这些杰出思想家的思想,却误把反民主、宣扬精英统
治的 Schumpeter(顾准译过他的书)的糟柏当作经典。他收到我这封信和 6 月 14
日信的复印件后,没直接回答我的意见,但希望我写评论顾准民主思想的文章,
说“这不可能有损他的形象与影响,反而是最好的启蒙材料”。

( 八 )
2002 年 5 月,他应邀去杭州中国美术学院讲学,然后又到浙江大学作了一次演
讲。听说这两次讲活反应非常热烈。这不禁使我想起 1985 年 3 月方励之在浙大
演讲的情况。那是方励之第一次公开谈论政治问题,在大学生中产生了巨大影响。
以后读到慎之在杭州的讲稿《全球化和全球价值》,觉得内容非常好,特别着重阐
明民主是全球价值,对官方意识形态有很大冲击力。不过有几处讲到历史的地方,
不够准确,甚至会误导读者。于是我给他写了一封信,坦率地提了几点意见。特别
是对 F.Bacon,显然拔得太高了(顾准也有这个问题)。他在讲稿中说：“培根以
一身而开民主与科学两大价值系统，更是近代启蒙运动的不祧之祖。”事实
上,F.Bacon 决不是民主思想的倡导者,而是专制君主制的代言人。他在宣传科学
技术对人类社会进步的巨大推动作用方面确是有贡献的,但是对于当时科学的重
大成就近于无知,对哥白尼的日心说甚至持否定态度。他在科学上毫无建树,根本
谈不上什么“不祧之祖”。又,说科学是“价值系统”, 也不妥当。价值(value)
是指伦理道德准则,与意识形态有关，科学追求的是“真”, 与伦理道德、意识
形态无关。
此外,说 Adam Smith“开启了近二百年的市场经济”,也欠妥。因为市场经济
是伴随商业活动而产生的,2500 年前的古代希腊商业就已很发达。又,说美国制
定宪法时全国“半数人口是黑人奴隶”, 也不符事实。
10 月 30 日他回给我 7 页长信,态度非常坦率诚恳,感人至深。信中他陈述自
己的思想变化历程。他说：
“不嫌狂妄地说,我的二次觉悟(一次觉悟是马列主义觉悟)大体上与顾准是
同步的(我是 1960 年看穿毛泽东式的社会主义而重新确立民主思想的,也可能比
顾准晚了两三年)。但是我的斗争意志远远比不上顾准，我的心情回到‘他生未
卜此生休’的地步,书倒是不断地看，像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熊彼得的《资
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几乎‘在内部'一出来,我就能看到, 但是我一
来从年青时就没有作学问的训练,二来是根本没有觉得自己还能有著书立说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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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当时对自己的最高要求就是做个明白鬼算了。到‘改正'(指 1979 年错划右
派问题得到改正——良英注)以后也有好几年还是这个心情,只是做官做事大体
倒还能做到按自己的原则行事。近年来才想到还有可能发挥余热，但是又觉得桑
榆晚景干不了多少事了。就一年写几篇文章,最长不过万字,自认为想通一个问题
就写一个问题。其间还有一段时期，因为对毛泽东批儒的反感,觉得中国传统文
化远没有毛的极权主义那么坏,还一度迷醉于新儒家的学说，这就是我曾经对你
自称也可以算‘半个新儒家'的原因。”
“我过去几年的‘工作'进度是很慢的,自己觉得虽然效率不高,但是还能‘赶
趟',不过最近以来,我突然直觉地感到中国应当有一批‘战斗的民主主义者'，然
而全社会好像都没有这样的准备。我有三个小圈子，一个都是 80 以上的人,一个
是大约 60 到 70 的人，另一个大约 50 上下的人,每一两个月聚会一次。我近来一
再呼吁他们研究民主的理论和制度,但是除了年轻的一批外，反应都很冷淡”。
“我自认为我思想的‘大方向'还是正确的,但用作论据的许多事实和材料都不
准确，这是因为我不但学力不足而且从头就没有决心潜心治学的缘故。”
信中还议论了新出版的《大学人文读本》。我觉得这套书立意很好，会有助
于青年学生扩大眼界,提高思想境界；但所选的文章基本上是近年国内出版的书
刊上的,有些质量不高,而且缺乏真正有价值的经典性著作。他完全同意我的意见，
并建议我把有价值的经典原文编一本《民主读本》。这是个好主意,做起来并不
难,问题是是否有合适的出版社愿意出版。
信的最后讲到比他大 3 岁的老伴 10 月 17 日在家门口摔了一下,摔成大腿骨折,
一个多星期后才住进医院,生活不能自理,四个儿女轮流去服侍她,“真是紧张之
至。我心里也忙忙乱乱,做不出什么事来。”

(九)
虽然家逢厄难,但他忧国忧民的情思依然未停,反而迸发出更加灿烂明亮的光
芒,这反映在他今年 1 月 2 日和 l 月 23 日给我的两封长信中。在生命结束前 3
个月,他的生命力竟如此旺盛,思想成果又如此丰硕,真是一个奇迹。我们正期待
着他把想写的惊世宏文部写出来,他尽心呼唤的民主能在中国大地上成为现实,
他却猝然倒下了。慎之,你安息吧!只要我们一息尚存,我们都会坚定不移地在你
已经走过的道路上继续前进,尽力为实现我们的共同理想而抗争!

2003 年 5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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