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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革命 :瞿秋白文化思想之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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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文化革命 思想连接了作为革命家和作为 文学家 的瞿秋白, 是其 士 之文化情怀与现代知识分子

批判精神和马克思主义革命品格相嫁接的产物, 是当时思想界对文化革命问题最为深入的探索。 文化革命 思

想不仅体现了瞿秋白的丰富性与独特性, 也是中国现代思想史和知识分子心态史上的生动案例, 给我们提供了

一个研究瞿秋白文化思想, 乃至思考现代中国的国家、革命、文化、知识分子等诸多重大问题的崭新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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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 在中共党史、中国现代文学史乃至

中国现代思想史上, 瞿秋白都是一个毋庸置疑的重

要文化存在,而如何更深入细致地把握瞿秋白文化

思想的内在理路、历史语境和时代意义, 这一直是

瞿秋白研究界特别是现代文学研究界的一个热点

和难点。本文在深耕瞿秋白文本的基础上,重塑性

地提出瞿秋白 文化革命 思想研究问题,它有助于

我们破解以往瞿秋白文化思想研究中的若干难题,

期望能够为研究瞿秋白文化思想提供新的视角。

一、丰富的瞿秋白

瞿秋白具有多重身份和复杂面相:绅士、革命

家、知识分子、文人 、翻译家、马克思主义理论

家、宣传家、编辑家、杂文家、文学批评家、语言改革

家 这些身份都已得到学界承认, 并有深入研

究。但比之这种复杂身份更为 复杂 的则是:定义

瞿秋白人生的三个关键词 先行者 、领导者

和 翻译者 非但没能尽到关键词应有的提纲

挈领之责,反倒增加了这种复杂性。

曾有学者考证,瞿秋白在中共党史上有 八个

第一 ,即作为记者第一个报道苏俄,最早译介列宁

著作,最先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 首创党报 热

血日报 ,开创以 北拉 为代表的汉字改革新路, 最

早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经典理论,创作党的

第一首革命歌曲 赤潮曲 , 最早翻译 国际歌 1 。

其实,如果我们愿意追溯的话, 这个名单还可以延

长: 最早用 现实主义 取代 写实主义 ,最早把 普

通话 发展成为系统的理论(这两个名称都流传至

今) ,率先发起日后影响深远的 第二次文艺大众化

讨论 ,开创党的档案管理工作 先行者 的身

份使得瞿秋白处在时代前沿,能够对时代提出的重

大问题做出思考和解答。但是, 说到 先行者 , 我

们往往会想起柏拉图那著名的 洞穴 隐喻,那个最

早走向光明的人, 一定有对他不利的嘲笑,一定有

人说他跑出去一次的唯一的收获就是反而把他的

眼睛毁了。 2 ( P276) 先行者 要比常人承受更多的

孤独,经历更多次 试错 的艰难历练。多重身份显

然增加了瞿秋白的复杂性。

瞿秋白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中共的实际领导

人之一。即便在被排斥出领导岗位后,他的资历和

威望也仍使其被 尊 为领导 ,而且在转战文化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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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说明的是,在本文中 文人 这一概念有广狭两义。广义 文人 是指文化人,而狭义 文人 则是瞿秋白在 多余的话 中提出的

一个用于自我批判的专有名词,指落魄的百无一用的 高等游民 。除特别注明外,本文均在广义 文化人 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

王观泉认为,因为独特的革命资历和深厚的理论素养,瞿秋白被 左联 尊 为领导,而非组织上的正式任命。参见王观泉: 是领

导,还是被尊为领导? 引自 鲁迅研究月刊 , 1988年第 4期。



线后,瞿秋白又成为 左联 不挂名的实际领导人之

一。从党史角度看, 八七会议 后, 直接的政治和

军事斗争在客观上要求加强党的领导, 强化组织性

纪律性。20世纪 30 年代初的中国共产党已确立

党指挥枪 原则,党的建设也大为加强。从政治学

角度看,作为最富斗争精神的现代政党, 共产党的

建党原则具有强烈的纪律性色调。 政治是件用力

而缓慢穿透硬木板的工作, 它同时需要激情和眼

光。 3 ( P117)如果我们借用韦伯的概念来分析一个

合格的中国革命领导人应有的品质的话,那他不仅

需要 价值理性 ( value r eason)层面的坚定信念、

顽强斗志、非凡勇气, 还需要 工具理性 ( inst ru-

m ental reason)层面的领导技术(艺术) : 精于 计

算 、讲求 实际 。这些领导者品质有的瞿秋白具

有,比如 价值理性 ; 有的缺乏甚至抵触, 如 工

具理性 。因此, 领导者 身份显然强化了瞿秋

白思想深处的张力结构, 使其思想呈现出更为复杂

的面相。

在隐喻意义上, 瞿秋白的人生就是 翻译人

生 , 就是 欧化 人生。无论是作为政治学、文学和

文学理论领域内的翻译家,还是作为中国共产党与

苏共中央之间的 同声传译 , 瞿秋白都是两国、两

党、两种文化之间的最重要的 阐释者 。这一身份

一方面把瞿秋白送到了 欧化 的风口浪尖,使其更

为直接地体会到发生在外来理论与中国本土经验

之间的,包括影响与抵抗、吸收与创造在内的生动

的互动关系,这无疑提升了瞿秋白的理论水平,增

强了其思想的丰富性。但另一方面,瞿秋白也更为

强烈地感受到 新 马克思主义革命者与

旧 绅士之间的文化冲突。所以至死,他都说

自己是 脆弱的二元人物 4 。

正是这种独特的文化复杂性,使瞿秋白成为中

国现代革命史、现代思想史、中共党史,乃至中国现

代文学(文艺学)史上备受瞩目、争议颇多的人物。

拨去那些投向瞿秋白的传奇经历和政治际遇的探

秘目光, 研究者真正关注的焦点恰在于 如中共

中央的评价那样, 作为 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的

奠基人 的瞿秋白。的确,革命与文学的纷乱纠葛,

知识分子与革命家身份的双重叠加,文人气质与铁

血革命的激烈碰撞,文化启蒙与暴力革命的艰难联

姻 这些充满张力的话语 星丛 ( Constella-

t ion) , 不仅是瞿秋白个人的认同( Ident ity)难题,也

是插在中国近代以降的革命路途上的纷乱 路标 ,

更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思想史上的普遍症候。

二、包袱说 与 文人说 :瞿秋白研究的两难

目前为止,国内学界的瞿秋白研究在党史研究

和文学研究领域都有很大成绩,但其局限也恰在于

对瞿秋白思想的复杂性发掘得不够。这一缺失体

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技术层面缺乏对瞿秋白复

杂性的深入研究。这既表现在对瞿秋白思想中的

苏联经验 与 中国问题 的关系缺乏广阔的宏观

审视,也表现为对其 苏联经验 与苏联原文文本之

间的关系缺乏细致的微观比对。正因为没有真正

识辨清楚哪些话是瞿秋白 照着说 的, 哪些话是

接着说 的, 所以也就无从把握其在马克思主义理

论中国化过程中的真正贡献,这也直接导致了大量

评语式的瞿秋白研究出现。

另一缺陷则体现在更为重要的理念层面。国

内研究者普遍注意到了瞿秋白的复杂性和独特

性 。但是对此的理解却存在重大分歧。我们暂

且将其归纳为 包袱说 和 文人 说 。前者把瞿

秋白思想中的这种复杂性理解为 芜杂性 ,认为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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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生命尽头,瞿秋白也没有动摇共产主义理想,他反思的是中国要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国走什么样革命道路的问题,而非

怀疑马克思主义本身。如其所言, 我的思路已经在青年时期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初步,无从改变 。(参见瞿秋白: 多余的话 , 见 瞿秋白

文集 政治理论编第 7卷,人民出版社, 1991年,第 708页。)

瞿秋白评价自己 根本不是政治动物 ,他自我剖析道: 我有许多标本的弱者的道德 忍耐、躲避,讲和气,希望大家安静些仁慈

些等等。固然从[少]年时候起,我就憎恨贪污、卑鄙 以至于一切恶浊的社会现象, 但我从来没有想做侠客。 我的根本性格,我想,

不但不足以锻炼成布尔塞维克的战士,甚至不配做一个起码的革命者。(参见瞿秋白: 多余的话 ,第 715页。)另据胡乔木回忆, 毛主席批

评瞿秋白在党内没有多大经验,是书生。王明、博古在党内没有什么地位,当时连中央委员也不是, 结果让他们夺了权。这一批评切中要

害。(参见胡乔木: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 (增订本) ,人民出版社, 2003年,第 46页- 47页。)

刘福勤较早细致论述了作为 文学家瞿秋白 和 革命政治家瞿秋白 的复杂性,认为 尽管有政治工作和文学活动的矛盾和转换,

有显隐意识的不同,有心智反应上的区别,但事实上瞿秋白既成就了一位伟大革命家,又成就了贡献卓著的文学家。(参见刘福勤: 文学家

瞿秋白和革命政治家瞿秋白 , 文学评论 , 1991年第 3期。)



是其从 知识分子到共产主义中来 的艰苦路程上

的不可避免的 杂质 5 , 是一个有待克服的历史

包袱。瞿秋白思想中的最大问题也正 在于他没有

彻底改造非无产阶级世界观, 以适应革命的需要,

因而造成了这个 历史的误会 6 ( P173- 175 )。与

此相联,瞿秋白思想中那些被毛泽东思想承继和发

扬的部分则是其优点所在,这是其在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方面做出的奠基性贡献。因此,瞿秋白在文化

方面的思考也被整合到党的革命文化事业的范围

中。这种 包袱说 最大缺陷在于, 它完全以毛泽东

新民主主义论 为准绳, 把中国革命道路和革命中

的知识分子的思想发展解读为直奔马克思主义终

点而去的线性叙述, 不仅遮蔽了其应有的丰富性,

也没能看到马克思主义起源语境的生动现实。

作为对这种 包袱说 的反动, 文人 说 则强

调瞿秋白思想在 革命 视域之外的独特性,注重发

掘其 文人 的一面。着力发掘瞿秋白对自身知识

分子身份的反思及其思想深处的张力结构, 这是

新时期 以来瞿秋白研究的一个热点和优点 ,但

它也存在矫枉过正之处: 即夸大了瞿秋白 文人 面

相,出现了 去政治化 的偏颇。曾有研究者以审美

主义来分析瞿秋白,认为 多余的话 是他以审美

的人生态度写下的回家之歌 7 。有些研究者甚

至把对瞿秋白文化身份的解释变成了对瞿秋白个

人隐私的探秘, 甚至将其庸俗化为饱含小资产阶级

思想苦闷的落魄文人。因此, 中共中央把瞿秋白最

终评定为 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的奠基人之一 8 ,

而非通常意义上的 文学家 , 其中自有深意存焉。

这种 文人 说 最大的理论缺陷在于,它把瞿

秋白思想的丰富性片面理解为迥异于 革命 的异

质性,将其割裂为文学与政治两端, 忽视了作为革

命家的瞿秋白。离开革命,何谈秋白? 这种割裂对

瞿秋白研究来说同样是致命伤。针对上述问题,杨

胜群提请研究者注意两点:一, 要科学地考察和把

握瞿秋白与同时代人之间的思想关系 , 不要简单

化地形成 从瞿秋白到毛泽东 的模式。二, 要把

马克思主义者 和 无产阶级革命家 的定位放在

第一位, 避免将瞿秋白文人化(瞿秋白是文人,但不

能将其文人化)。文章还特别强调: 我们研究和宣

传瞿秋白, 不能在他身上把文人与革命家对立起

来。如果把他在党内遭受 左 倾领导者的打击, 看

成文人与政治的矛盾并加以渲染,如果把他最后在

特殊环境中流露出来的一些悲凉心境,看成文人与

革命的矛盾并加以渲染,就不是唯物主义的态度和

方法。 9 ( P1)

杨胜群的上述分析很有见地。要 革命 ,也要

文人 ; 要 复杂 ,也要 丰富 ; 要 独特 , 但不要

异端 , 这些的确是我们在瞿秋白研究中必须解决

的难题。那么如何才能找到一个既能统领瞿秋白

思想全局又能体现其思想特质的核心问题域,并以

此来进入其丰富复杂的思想世界呢? 通过对瞿秋

白文本的深度犁耕,笔者认为 文化革命 是切入瞿

秋白思想的绝佳视角。笔者认为, 只有紧紧抓住

文化革命 这一瞿秋白最重要的思想特征,并通过

对其思想构造的认真考辨,才能揭示瞿秋白的思想

轨迹,进而考察现代知识分子的命运,展现中国马

克思主义 文化革命 的起源语境。

三、文化革命 :瞿秋白文化思想之匙

众所周知,瞿秋白是党的早期领导人, 有过很

多革命政治斗争实践。但其最突出的贡献则体现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和文化战线方面。瞿秋

白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武器,吸收国际无产阶级特

别是苏俄文化斗争的经验,结合中国社会现实, 形

成了自己的 文化革命 思想。

文化革命 是瞿秋白文化思想的核心。瞿秋

白的 文化革命 是一个完整的战略部署, 涵盖了

他论及的文艺大众化、文腔革命、文字革命、翻译与

欧化等所有文化和文艺问题。 文化革命 更是一

种系统的革命理论, 它有自己的指导思想、战略部

署和具体战术,它贯穿在上述文化领域中, 指导文

化实践。因为题旨所在,本文的论述对象是瞿秋白

的 文化革命 思想,即指其关于 文化革命 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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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热点集中体现在对 多余的话 的研究上。截至目前,仅据中国期刊网的统计,关于 多余的话 的研究就近百篇。另有专著一

部:刘福勤: 心忧书 多余的话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3年。其中,陈铁健的研究是开创性的。他考辨了瞿文真伪,还原了很多历史

细节,也扫除了笼罩其上的 叛徒 谬见。(参见陈铁健: 重读 多余的话 , 历史研究 , 1979 年第 3期。)钱理群则以 多余人 形象为切入

点,从文化心理角度分析了瞿秋白思想深处的文化矛盾。(参见: 钱理群: 瞿秋白:从 多余的人 到 多余的话 , 海南师范学院学报 社

科版 , 1993年第 1期。)



思考,而非具体的领导、组织、实施工作。瞿秋白的

文化革命 思想主要有三方面内容,一是 文字革

命 ;二是文艺大众化; 三是文艺理论建设。 文字

革命 是基本前提,文艺大众化是根本方针、根本方

法和根本任务, 文艺理论建设是理论武器。由这三

者组成的 文化革命 是瞿秋白文化思想的核心,它

连接了作为 文学家 与 革命家 的瞿秋白。瞿秋

白认为,随着 五四 运动的失败, 无产阶级需要发

动一场新的 文化革命 , 通过这场革命涤荡统治阶

级布下的意识形态迷障,形成无产阶级革命新人,

配合无产阶级革命斗争, 并最终实现大众的文化自

由。在他看来, 文化革命 是其全部文化活动正当

性的来源,也是文化与革命的完美结合。

瞿秋白 文化革命 思想中有明显的 苏联经

验 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并没有遮蔽其独创性。瞿

秋白的 文化革命 是对 中国问题 的深入思考,并

且具有强烈的自我反思精神, 体现了其文化思想的

特质。瞿秋白是一个热心 文化革命 的革命家。

正是这种 文化情怀 使其在 枪杆子出政权 的革

命斗争中有 犬耕 之感。同样作为 普罗文学 的

鼓吹者,瞿秋白也不同于成仿吾、蒋光慈等 革命文

学家 。瞿秋白明显继承了 五四 式的断裂与否定

的思维方式,主张以 革命 的姿态除旧布新, 但他

始终没有忘怀 主张科学和民权 的 五四 遗产

10 ,终其一生都在坚持以理性精神和主体意识为

核心的启蒙理想。因此, 反对 启蒙 五四后的

新文化的革命者瞿秋白, 恰恰是一个主张 革命 的

启蒙者。

问题是时代的格言, 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

态的最实际的呼声 11 ( P204 )。瞿秋白的 文化革

命 思想正是对中国现代性转型过程那些具有 范

式 ( Paradigm )转换意义的重大问题的追问。瞿秋

白对 文化 的理论地基展开清理, 第一次在马克思

主义视域下追问 文化 (文学)的正当性,在中国

近代以降的文学(文化)现代性的路径上,竖立了马

克思主义的路标。正是这些 时代的格言 使其成

为那个时代最深刻的思想者之一。如果放宽视野,

文化革命 也是具有世界意义的时代格言。 文化

革命 是 20世纪思想家关注的焦点之一,其中既有

正统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官方阐释,也有自由主义

思想家的激烈批判,更有 西马 思想家对其内在可

能性的深刻思考。深入考察瞿秋白在 30年代的中

国形成的 文化革命 思想,可以使我们能够回到这

一问题的起源语境, 对这一理论所包含的众多 世

界性 问题以及瞿秋白的中国式解答再次做出思

考。

四、文化革命 视域中的瞿秋白: 在路上 的

伟大提问者

在中共党史和中国现代文学(文艺学)史上, 常

见对于瞿秋白 左 倾错误的批评 。他也的确有

过很多我们今天看来非常可笑的激进主张,比如废

除汉字, 创造方言文等。但指出其缺点相对容易,

回到其理论地基和问题框架本身则相对困难。瞿

秋白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提问者之一,其 文化革

命 思想的真正意义不仅在于说了什么, 更在于为

什么这样说。30年代的瞿秋白、中国共产党、中国

知识分子,乃至整个中国都在路上,我们不能以今

天的眼光遮蔽甚至嘲笑瞿秋白那些艰难而坚定、踌

躇又急促的探索足迹。

当然,我们不得不承认,由于时代及其自身思

想的限制,瞿秋白的 文化革命 思想远没有真正成

熟, 他的那些深刻但不无偏激的思考也过早地随着

他那 36岁的生命戛然而止。除了 苏维埃的文化

革命 和 五四和新文化革命 两文外,艰苦而紧张

的革命斗争环境没有留给瞿秋白从容论述其 文化

革命 思想的机会, 他也没有形成系统的 文化革

命 理论。所以,我们必须沿着其 文化革命 思路,

收集、整理、辨析那些散落在其规模宏富的文本中

的 文化革命 思想片断,藉此回到瞿秋白的提问本

身。正因为此,笔者认为对瞿秋白 文化革命 思想

的研究, 在结构上不宜采取整体考察瞿秋白 文化

革命 并提炼出问题的方式, 而是应该直接进入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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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党史对瞿秋白的批评是: 1927年 1月至 1928年 4月,在主持中央工作期间犯了 左倾 盲动错误,但不久就承认和改正了错

误。(参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 中国共产党历史 第一卷 (人物注释集)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4年,第 367 页。)主流的中

国现代文学史对于瞿秋白的批评是:他 对于 五四 文学革命和初期新文学的评价依然不够确切,甚至讥讽 五四 以后的新文学是 非驴非

马 的东西,说明政治上的 左 倾盲动主义在文学上也有所表现。(参见唐弢主编: 中国现代文学史 第 2册,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9年,第

70页。)



文化革命 思想的三个最重要的内容, 即 文字革

命 、文艺大众化 和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译

介 , 通过文本细读, 揭示其思想特质。值得说明的

是,瞿秋白的 文化革命 概念本身,就是一个急需

打捞、厘定的问题域, 这一借鉴自苏联的理论问题

内部有着瞿秋白特有的革命与文化逻辑。而 文字

革命 则是瞿秋白 文化革命 的根本前提, 正是在

/苏联经验0与/中国问题0生动互动的时代语境下,

瞿秋白在汉字批判、学阀批判和自我批判以及普通

话建设等题域中展现了对国家、民族、语言、革命、

知识分子等问题的深入思考。/文艺大众化思想0

是瞿秋白/文化革命0思想的重中之重, 它是革命理

想实现的现实途径, 而/口语0则是其/文艺大众化0

思想中最为重要和最为显著的特征。瞿秋白把/口

语0看作开启大众思想世界的/日常生活之匙0,且

在/口语0中确立了革命者永恒在场的革命姿态,确

证了革命者/广场0上的启蒙者角色。革命的实践

需要革命的理论武器,因此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艺理

论的译介是瞿秋白/文化革命0的重要内容。在其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译介成果中, 5/现实06位居核

心。既有的研究, 大多以瞿秋白的汉译为据, 而没

能对瞿秋白的翻译、编辑过程中所体现的主动性给

予充分的关注。事实上, 我们只有以5/现实06为案

例,通过对瞿秋白译文和俄文原文的细致对勘,并

结合其他文献, 才能确证瞿秋白在马克思主义文艺

理论中国化过程中的主动性和真正贡献。

/文化革命0是打开瞿秋白文化思想的钥匙。

对此的研讨不仅有着中国革命史、中国知识分子心

态史和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重要意义,而且不失为

是思考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乃至展开现代性批

判的绝佳视角。在此意义上,瞿秋白的/文化革命0

思想在路上, 对此的研究也在路上,路还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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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u lt u r a l R evo l u ti o n : t h e K ey t o Q u Q i u b a ips C o n ce r n f o r C u lt u r e

YANG H ui

(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 Institute, X iamen Univer sity , X iamen 361005, China)

A b s tr act : "Cultural Revo lut ion" thought is a connect ion between Q u Qiubai as a revo lut ionary lead-

er and Qu Qiubai as a wr iter, an achiev em ent mix ing the cultur al feelings of gentr y and the critical spirit

of modern intellectuals and the char acter of M ar xism revo lut ion, and an im portant and deep explorat ion

of the cultural revolut ion in ideolog ical circle at that t ime. "Cultural Revo lut ion" not only em bodies Qu

Qiubaips abundant and unique thought , but also is the living exam ple in Chinese m odern history o f

thought and intellectuals, w hich is the new perspect ive fo r us to think about m any important problem s

on country, revolut ion, culture and intellectuals in modern China.

Key words: Qu Qiubai; "Cultural Revolution"; 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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