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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明报」专辟园地讨论中、港、台的左翼思想学术和运动，很有意义。但讨论大

陆左翼思想必须首先了解一个基本前提：大陆曾长期是一个「极左」的社会，中

国的改革更是以「反左」为出发点，因此，在大陆「左」是绝对的贬义词，「反

左」则具有最高的道德正当性。 

正因为如此，所谓大陆出现「新左派」，首先是一件令人吃惊的事。这些新左派

是从哪里冒出来的？他们意欲何为？他们想颠覆改革，回到计划经济吗？他们宁

要专制不要自由吗？宁要闭关锁国不要对外开放吗？这些都是人们听到「新左派」

首先就会想到的问题。 

「新左派」这个说法就我所知最早于九四年同时见于北京和香港的报刊。当时之

所以称为「新」左派，是相对于「老」左派而言。二者的区别一般认为是，第 一，

老左派主要是党内保守派，新左派则是年青知识分子；第二，老左派用的是传统

马列主义语言，新左派则用西方人文社会科学语言。但这当然更使人感到奇怪： 

为什么这些年青又受过西方教育的人会成为所谓新左派？大约九七年以前，一个

比较流行的看法是，原因在于部分留学美国的人「食洋不化」，洋面包吃了太多

而忘 了中国国情。但这种解释很快就不攻自破，因为九七年以后，许多长期留

在大陆非常了解国情的人也成了新左派。尤其最近两年，据说连一向是自由知识

分子阵地的 北京《读书》杂志都成了「新左派 」喉舌。这就不能不使人认真思

索：新左派的「左」是什么意思？新左派是如何形成的？他们的基本主张是什么？ 

笔者一年前在香港大学一个研讨会上曾经提出，所谓中国新左派的主流可以称为

「中国自由左派」。理由主要是两点：第一，新左派是九十年代中国自由派知 识

分子分化的产物。自由派分化的结果形成两个阵营：自由左派和自由右派，也可

称为新左派和新右派；第二，自由左派的主要倾向实际比较接近当代美国所谓的 

「自由派」，而自由右派的主要倾向其实更接近美国今日所谓「保守派」（此地

用「保守派」不含贬义）。 



这里特别提出美国的「自由派」和「保守派」两大阵营作为参照，并不是简单的

比附，而是要强调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中国的改革以及知识分子的思考，本 身

就是以西方为参照系的。九十年代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分化，在相当程度上表

现为他们对当代西方的历史经验和意识形态作出了非常不同的判断、选择和取舍。 

九十年代的辩论，并不是传统马列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的辩论，也不是传统社会

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辩论，而是更多涉及当代西方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之间的

辩 论。 

遗憾的是，当代西方的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之争在中国被极大地忽视，以致许多

自称「自由派」的人往往意识不到，他们的倾向其实更多属于当代西方保守主义，

而他们大力批判的「新左派」恰恰秉承当代西方自由主义。 

这里因此需要特别指出，中国开始改革的时候，事实上也正是西方本身发生政治

巨变之时，这就是七十年代末开始的所谓里根－撒切尔保守主义革命，其结果 是

西方主流意识形态以保守主义取代了自由主义。这种意识形态的大变在美国尤其

惊人，不像英国历来有保守主义传统，美国从前一直以自由主义为正宗，甚至认

为 美国既没有保守主义传统也没有社会主义传统，而是以自由主义来包容各种

思想。但八十年代以来，保守主义成为美国的正宗意识形态，自由主义则成为被

批判被攻 击的弱势意识形态。到一九八八年，美国六十五位著名自由派知识分

子领袖──包括诺贝尔经济奖得主阿罗（Arrow ）和托宾（Tobin ），以及加尔

布雷斯（Galbraith）、墨顿（Merton）和史家小施莱辛格等，不得不在《纽约时

报》以整版篇幅发表联合声明为自由主义辩护，强烈 批评里根政府把「自由派」

和「自由主义」等美国传统的褒义词说成是「脏字眼」（dirty word）。但是自由

派领袖们的努力完全无济于事，因为自那以来「自由派」和「自由主义」等字眼

（所谓 L-word）在保守派百般嘲弄挖苦下已大为贬值，以致今天在美国政坛已

经极少有政治家愿意给自己贴上「自由派」和「自由主义」的标签。这种情况即

使在克 林顿的民主党执政以后仍然没有能根本改变。 

当代西方这一保守主义兴起、自由主义衰微的消长不仅对西方本身影响至巨，而

且对中国等改革国家的改革道路有直接的影响，它事实上构成中国自由左派形 

成的重要背景。确切地说，九十年代初中国自由左派形成的第一个基本看法就是：

以里根保守主义革命的经济思想（所谓里根经济学）来设计原社会主义国家的经

济 改革（例如东欧「震荡疗法」），将导致灾难性的结果；相反，如果更多重

视罗斯福以来美国「新政自由主义传统」来理解市场与国家的关系，将更有助于

把握市场 转型的问题。中国自由左派是以这一基本问题为起点，逐渐形成自己

对当代西方保守主义的怀疑和批判态度，也是从这一问题出发，日益注重研究与

保守主义相对立 的当代西方自由派学者的主张及其自由主义理论。简言之，中

国「新左派」之所以是「自由左派」，即在于他们基本是以当代西方自由主义思

想和理论为自己的主要 理论参照，而对当代西方保守主义则持比较保留的态度。



从自由左派的立场看，中国新右派事实上主要认同的是里根革命以来的西方保守

主义思潮和理论。 

自由左派尊重自由右派的这种选择，事实上自由左派并不否认西方保守派和保守

主义有其合理价值，只不过自由左派在总体上更倾向当代西方的自由派和自由 

主义。但近年中国的一个突出问题是，许多自由右派为了垄断「自由主义」这个

符号，不惜把自由主义打造得极端狭隘甚至僵化，从而不但不能正视当代西方自

由主 义远为宽阔的内涵，甚至根本无视当代西方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对垒这

一基本事实。 

例如自由右派人物秦晖最近为了指控中国新左派是斯大林主义而与当代西方思

潮没有关系，信口断言「西方的自由主义在美国叫保守主义」。这种说法是 

nonsense，因为美国今天并非只有保守主义，也并非只有自由主义，而是以保守

主义与自由主义之争为基本格局。如果美国的保守主义就是自由主义，那美 国

今天的自由主义又是什么？民主党与共和党的区别又是什么？罗斯福以来的美

国新政自由主义与里根以来的美国保守主义的区别又在哪里？把所有这些都搅

成一团 浆糊，只能把所有讨论都引入泥塘中。 

中国自由左派愿意把中国新右派称为自由右派，因为自由左派并无意垄断「自由

主义」，而是更愿意强调自由主义的复杂性，歧义性，含混性 （ambiguity ），

从而更注意自由主义的内在矛盾和张力。事实上所谓「自由主义」往往被用来指

称极不相同甚至相反的主张和倾向。在美国，自由主义在十九世纪后期主要指 

「自由放任的自由主义」（laissez-faire liberalism），即自由放任资本主义；但在

罗斯福新政以后，自由主义的含义恰好倒转，亦即恰恰意指对这种「自由放任自

由主义」的批判颠覆，从而形 成二十世纪美国自由主义主流即「新政自由主义」

（New Deal Liberalism ），其核心主张是强调市场必须由国家和社会力量来规范

和调节，不能任其「自由放任」。而从七十年代以来，自由主义在美国的另一重

大发展，则是超越新政自由 主义基本限于经济政治领域的局限，深入扩展到以

往自由主义比较忽视的文化领域，其核心问题是对「现代性」的重新反省，因为

民权运动以来日益突出的种族差 异、性别差异、文化差异等问题，深刻暴露出

历史形成的「西方现代性」具有以抽像普遍性来抹煞和压迫具体差异性的严重问

题，同时，以「西方中心主义」为基础 的这种现代性也越来越无法适应「文化

杂多时代」（Multicultural age ）。 

由此，所谓「差异」问题和「杂多文化」问题开始成为自由主义的中心关切。 

当代自由主义理论宗师罗尔斯的两本代表作，最为明显地反映出当代西方自由主

义的主要关切：他的《正义论》（1971）被普遍看成是欲为「新政自由主 义」

提供一个更充分的理论基础，他的《政治的自由主义》（1993）则力图使自由主



义能最大程度地包含差异、包含不同的文化传统。这当然不是说，罗尔斯解 决

了所有这些问题，而是说，他的思考非常反映当代自由主义的关切和论域。 

中国自由左派与当代自由主义的关系现在可以明确表述如下：自由左派高度重视

美国新政自由主义的传统，强调市场经济必须受国家和社会力量的制约和调 节；

自由左派高度重视当代自由主义对「差异」问题和「杂多文化」问题的讨论，从

而在中国语境中明确提出对「现代性」批判反省的课题。 

与此同时，中国自由左派明确拒绝「自由放任的自由主义」，因为他们认为这种

近年来在东欧俄国大行其道的所谓「自由主义」，实际是以剥夺大多数人为代 价

来造成少数人的自由。中国自由左派在实践上的首要关切，是避免中国的改革走

上俄国东欧式的「掠夺性资本主义」道路。我们下面就来看自由左派的具体主张。 

（二） 

中国自由左派的形成到现在事实上已经有将近十年的历史。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以一九九一年初王绍光发表「建立强有力的民主国家」为标志，集 中

提出了「国家」在市场转型中的作用问题。这是自由左派拒绝里根保守主义经济

学，着重借鉴美国新政自由主义经验和理论来考察中国改革的开端。这一阶段提

出 的中心问题是破除「市场神话」，批判「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强调扩大

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对于改革的重要性；第二阶段以一九九七年汪晖发表「当代

中国的思 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为标志，初步提出了现代性反省的问题。这方

面的讨论事实上才刚刚开始，大量问题都只是初步提出，有待进一步的理论分梳。

不过就所涉及 的问题而言，基本从中国语境出发提出了差异问题，杂多文化问

题，以及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中国处境等问题。 

以上两个阶段的问题重心有所不同，第一阶段的问题主要着眼于中国国内的政治

经济过程，第二阶段的问题则更多关乎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两个阶段的问 题

合起来正对应当代中国的基本主题即「改革」与「开放」。可以说，中国自由左

派在九十年代提出的一系列主张，事实上是提出了要在新的理论基础上更深入地

重 新认识和重新界定「改革」与 「开放」的目标和内涵。具体而言，自由左派

认为，「改革」的目标并不是要走向「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更必须避免走向

俄国式的寡头暴富资本主义，相反，改 革的目标应该以扩大政治和经济民主的

方式来达成市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相对均衡机制，以保证社会分配的相对公

平，避免贫富差异的无限扩大。自由左派同时 认为，「开放」的含义并不意味

着无条件地接受资本的逻辑和仅仅寻求被纳入国际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依从位置，

相反，「开放」更意味着应该特别注重西方思想界本 身近年来对「西方现代性」

的批判反省，对「西方中心论」的批判反省，以及对差异问题、杂多文化问题的



深入思考，从而为思考中国文明的未来敞开更大的理论空 间。在自由左派看来，

历史不但没有终结，事实上才刚刚开始。 

这里有必要指出，所谓「自由左派」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思想学术阵营，而是包含

着许多观点各异，甚至在思想学术上相互分歧甚大的学者。目前被新右派点名批

判攻击最多的自由左派或以四人为主要代表：王绍光、崔之元、汪晖，以及甘阳。 

以下即在有限的篇幅内最简略地说明一下他们的部分论点。 

1 、王绍光 

王绍光的早期力作「建立强有力的民主国家」（1991）是中国自由左派的开山之

作。这篇长文引起的激烈辩论曾延续数年之久，直到他与胡鞍钢合作发表 《中

国国家能力报告》（1994）以后才逐渐平息。这篇早期文献首先强调了要区分「政

权形式」与「国家能力」，指出中国在「政权形式」上的目标必须实现从 非民

主到民主的转型，但这一转型过程并不是要削弱而是要加强「国家能力」，特别

是国家的公共财政能力，因为如果国家财政能力过弱，将无力为公民提供基本的 

「公共财」 （public goods），无力实行必要的收入再分配以缩小贫富差异，也

无力在控制失业和通膨等方面稳定宏观经济。这一基本论点今天大概已经不会引

起太大的争议，但当 时却引发长时期激烈辩论，其原因在于邓小平时代的改革

本以「分权让利」开辟道路，王绍光却提出「分权的底线」问题，亦即底线在于

不能导致国家财政能力的崩 溃；他同时以大量数据证明「分权让利」事实上已

经导致中国国家能力的急剧下降，从而提出应尽快建立现代财政税收制度，以确

保国家具有基本的财政能力，这些 论点在《中国国家能力报告》中得到了更具

体的论证。王绍光的这些主张明显秉承美国新政自由主义的传统，亦即强调国家

具有市场无法取代的诸多重要功能。他同 时也强调，国家能力的有效使用有赖

于国家的民主化，亦即以普选制等手段取得最大多数民众的支持。 

2 、崔之元 

崔之元与王绍光的共同点是都致力于破除「市场神话」，强调市场必须受国家和

社会力量的调控。但两人的工作重心不同。王绍光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国家对市 场

的宏观调节机制，崔之元则更关注社会底层力量特别是劳工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我们知道，美国新政自由主义乃以国家与劳工组织的紧密合作为基石。崔之元的 

根本关切实际上是中国改革的长期社会基础问题，亦即最大多数的劳动者是否能

在改革中长期得益从而长期支持改革。他因此特别强调以扩大政治民主和经济民

主来 保证普通劳动者在宏观和微观经济过程中都有发言权，反对使少数人和特

殊利益集团操纵经济制度安排和经济政策。他的观点一方面有「新政自由主义」



的立场，即 强调劳工大众的利益应是制定国家经济政策的基础，但另一方面，

他并不满足于美国新政的结果，因为他更强调他所谓「微观经济民主」即企业内

部的经济民主，认 为「后福特生产方式」提供了让劳动者更大程度地参与企业

管理并提高经济效率的可能性。 

3 、甘阳 

甘阳按理与自由右派方面本有颇多共同点，事实上不久前一位自由右派朋友在一

篇批评新左派的文章中仍然承认，在大陆「第一个公开呼吁自由主义的是甘 阳。

他在五四运动八十周年的时候重新诠释五四，颠覆了『民主与科学』，代之以『自

由与秩序』，这篇文章引起了广泛的注意，成为 90 年代全面反省政治激进主 义

的起点之一。」惜乎近年来我与一些老朋友们似乎已越走越远。分歧主要是在自

由主义与民主的关系上。尽管我在早期的「自由的理念」（1989）中首先强调 了

「自由的优先性」，并曾提出以「自由与秩序」取代「民主与科学」，但在九十

年代以后，我以为在中国贫富差距日益悬殊、社会不平等不公正日益突出而又缺

乏 矫正的政治机制情势下，大谈「自由的优先性」而贬低民主与平等，实有为

不平等不公正辩护之嫌；而在工人大量下岗失业、上亿民工居无定所的情势下，

大谈「多 数的暴政」 和「暴民政治」的危险等等，更让人怀疑这到底是自由主

义还是「新权威主义」？ 

正是由此出发，我在「自由主义：贵族的还是平民的？」等文章中强调自由主义

必须是「民主的自由主义」，强调自由主义的「自由」不是要伸张「富人的自 由、

强人的自由、能人的自由」，而是要保障所有人的权利，尤其是弱者的权利。在

「公民个体为本、统一宪政立国」等讨论中国政治改革的文章中，我因此特别强 

调以大众民主奠定宪政国家。 

可以说，近年的辩论中基本出现一个趋势，即自由左派着重谈民主与平等，自由

右派则着重谈自由。应该指出，「自由右派」现在已经与从前的一些「非自由 派」

学者开始合流，例如以鼓吹「新权威主义」闻名的萧功秦和吴稼祥等，现在都表

示与自由右派完全一致，要连手批判自由左派。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确实 

已经完全重新组合。 

4 、汪晖 

汪晖九七年以来的许多论述，可以说相当反映了全球化问题在中国引起的思考。

他的问题意识因此与前述三人都有所不同，亦即他关注的主要是中国与外部世 

界的关系。也是因为如此，汪晖的思考更多触及到自由主义理论最薄弱和最困难



的地方。因为自由主义作为政治实践基本是民族国家内的宪政安排；越出民族国

家的 范围，自由主义迄今难有作为。 

例如西方国际政治理论的主流至今仍是所谓「实力主义」（realism ），而不是

自由主义。而在有关西方世界与非西方世界、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关系上，

更是自由主义至今仍在摸索的问题。汪晖把所有这些问题都从中国语境中 提了

出来，并特别强调，国际关系中的不平等结构，事实上会在民族国家内的社会结

构上复制出来，从而进一步增加不发达国家内部政治经济民主化的困难。正是在 

这里，汪晖提出的问题事实上恰恰又回到王绍光九十年代初提出的问题，即如何

「建立强有力的民主国家」，但这里的「强有力」已经不仅指狭义的国家财政能

力， 而是首先指国家的正当性基础：惟有立足于大众民主基础上的宪政民主国

家，方可能达成内尊人权、外抗霸权。就此而言，中国自由左派的基本诉求实际

仍可归结为 上世纪初严复在《宪法大义》提出的「两种自由」：「外对于邻敌，

为独立之民群，此全体之自由也；内对于法律，为平等之民庶，此政令之自由也」。 

以上所述，挂一漏万。中国自由左派尚远未达到成熟，他们不但在目前中国语境

中处于绝对的少数派地位，而且自身在理论上和表述上都有待完善，更有待自由

右派的善意批评。 

惜乎近年来「诛心之论」日益盛行，许多人动辄质疑自由左派的个人动机甚至政

治背景，正常的思想理论讨论几乎已经不可能。笔者个人因此在这篇文章后将 退

出所有争论，这里仅对自由左派的朋友提出三点建议：坚持温和稳健的立场，防

止过度激进的立场；坚持知识场域的理论工作，避免过多诉诸社会情绪的煽情之 

作；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自由左派必须始终坚持自由主义立场，谨防滑向「非自

由」左派。 

2000 年 9 月 28－29 于香港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