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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中的“自我修養”與“團體修養” 

——一份研究筆記 

 

中國社科院文學所 程凱 

 

    1951 年第五十六期《中國青年》雜誌的末頁刊登了一封簡短的讀者來信。作者是一個

剛剛從學校畢業參加工作，加入共青團才一年的青年梁鋼。他在信中陳述了自己的苦惱——

入團以來“和群眾的關係不好”，原因在於： 

 

平時我願意和個別進步的同志接近，希望他們幫助我進步，和一般群眾就很少聯

繫。我總以為和同志們在一起就要談問題，不是要別人幫助我，就是我要幫助別人，如

果在一起不談問題，又不解決問題，我就覺得沒有什麼意思，與其和他們出去玩玩，倒

不如自己看看書好些。 

我也經常向組織反映情況，但很少徵求群眾的意見，沒有做到有事和群眾商量。 

因此，群眾批評我對同志們不是平等看待，說我聯繫群眾的動機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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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接受同志們的批評，但“找不出它的思想根源”，“不知從何改起”，從而無所適從，也

不敢和“進步同志”接近了，就此希望雜誌給予指導：“團員應當如何聯繫群眾呢？” 

這樣一封簡單的來信得到了編輯部的重視，據此發起了一場“團員應當如何聯繫群

眾”的討論。不過，從問題的設定、討論的方式、給出的結論可以看出，“群眾關係不好”

這一個現象的解讀逐漸被如何確立“聯繫群眾”的工作方法，理解“群眾路線”等原則性議

題覆蓋，對問題產生原因的追問——梁鋼這樣的青年為什麼會遭遇面臨群眾關係問題——反

而在討論中模糊了。 

事實上，如信中所呈現的，梁鋼的“群眾關係不好”並非源於其脾氣秉性，而與他的

處世原則有關，這恰恰反映了存在于“求上進”的青年中頗為普遍、鮮活的問題。梁鋼在信

中陳述的準則可以用孔子的話一言以蔽之：“毋友不如己者”。雖然這一傳統的儒家處世、

修身原則自“五四”之後受到很多新文化人的批判，認為體現一種“勢利”心理，但在實際

生活中仍有很多人潛移默化地這樣做。而且有意無意奉行這種原則的人恰好是那些“有上進

心”、“追求上進”的人。在正常社會狀態下，其中的許多人遵從著“個人奮鬥”式的上進

模式，而在革命成為進步標誌或社會主流價值的時候，這些人又是特別容易靠近革命、為革

命所召喚和使用的人。問題在於，“毋友不如己者”意義上的“追求上進”與革命意義上的

“追求進步”構成何種關係，兩者的相通與相異又在哪裡？簡單地說，傳統意義上的“追求

上進”是一種個人打算，是個人自我培養、成功的路徑，而革命立場上的“追求進步”是基

於集體事業、共同進步的理念，進步不單為了自我完善、完成，要求“先覺”帶“後覺”，

                                                        
1 《团员应当如何联系群众？》（《中国青年·五十六期》1951 年 1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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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是進步者越對落後者有一種責任感。所以，如果在革命環境中，只顧及與先進分子的關係

而不照顧與一般人的關係就會發生“群眾關係”的問題。不過，這只是“標準答案”，實際

的狀況要複雜得多。 

“毋友不如己者”的說法裡其實暗示著這樣的意思：由“不如已者”構成的環境常常

是不理想的，士人在這樣的環境中如不能保持自我提升的自覺，如不能自我把持則易於隨波

逐流、易於墮落，所以保持與“不如己者”的距離，不斷向先進者學習既是自我完善，也意

味著對不理想環境的超越。更重要的是，這種超越並不意味著與（要對其負責任的）環境、

群體絕緣，僅僅囿於“獨善”。儒家之所以“特別主張自我反省和自我要求等作法的優先

性”，恰恰因為“個人的修養在處理政治事務上，佔有絕對關鍵的地位”，所以“儒家所強

調的修身之於政治的重要性，同時意涵了一種方法上的個人主義，不但視個人及其人格（而

非客觀的環境或制度）為政治行動的主體，而且以個人內在的資源作為道德和政治行為的原

動力”1。即便是在窮途之中，士人不能履行在位者的職責，其自我完善和不墮落中也包含

著對民的責任2。 

只是，近代以來，“以個人內在的資源作為道德和政治行為的原動力”所依託的傳統

架構崩解，現代“知識份子”與現代“民眾”之間不再具備天然的連帶關係。特別對於被納

入現代知識分科體系的專業知識分子而言，他的“學”與“己”變成可以與周邊時代、環境

沒有直接關涉，反而越來越與個人“私利”相關。尤其身處現代中國極為混亂與複雜的時代

氛圍中，對許多不願捲入現實漩渦，希求潔身自好而又能間接發揮社會作用，更進一步希望

獲得安全位置和自我滿足的人而言，選擇科學、教育等專業領域做一個“專家”庶幾成為理

想出路。因此，在五十年代初開展的知識份子檢討運動中，教育界、科學界、藝術界知識份

子普遍檢討的一種思想傾向是“清高”。所謂“清高”通常指認為自己的領域、工作與政治

無關，可以較為超脫，“出淤泥而不染”。而在共產黨看來，“清高”是否有益不取決於它

對個人養成的作用，取決於對環境的指認：在政治環境惡劣的狀況下脫離政治可以體現一種

抗議、一種潔身自好，而在革命成功的環境下，無論革命者、知識份子、民眾的目標已取得

高度一致，“潔身自好”不再有正面價值而徒然成為“個人主義”的表現。 

強調政治對專業領域以及個人的統攝，導致後者獨立空間的喪失，一直被認為是造成

1949 年後學術界、教育界、文藝界諸種弊端的病灶。但無論對“清高”的檢討、還是對“個

人主義”的檢討，在五十年代初期之所以得到廣泛呼應，不僅因為這是一種政治“過關”，

其中也折射出知識份子對過去自身狀態及領域狀態的真實不滿。曾在中央研究院就職的生物

學家王家楫在《批判我的舊思想》一文中這樣描述老中研院的人事關係： 

 

本位主義和關門主義，是過去中央研究院一貫的作風。一個所長經費爭得愈多，

表示他的行政權威愈高，一個研究員圖書、儀器買得愈多，表示他的研究能力愈大。大

                                                        
1 杨贞德：《转向自我——近代中国政治思想上的个人》143 页，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9

年。 
2 赵园在分析王夫之“用独”之说时曾指出：“选择‘独’，未必就意味着对‘群’的价值目标的否定，却

出于对‘群’中个人的无力性的体验与确认，……这种反省还间接地指向了士大夫对其所拥有的道义力量

的自信，对其教化民众的角色的自信。”（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58 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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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只管擴充自己的地盤，地盤大了，可以誇耀於人。那裡有工夫照顧整個院的全面，更

沒有閒工夫照顧人民有沒有痛苦。認為自己的工作終要比人家的工作高出一層；自己訓

練出來的人終要比人家訓練出來的好得多。表面上雖然互不得罪，但背後彼此常說壞

話。研究員和研究員之間，所和所之間，時常存在著不少的隔閡。特別是各所之間，大

家很少來往，儀器藥品也難得借用一下，整個的象牙塔當然也關得緊緊的了。內部尚且

如此，對外更談不上有聯繫。而且自高自大的態度，人家望見了還要退避三舍，如何敢

來親近我呢？
1
 

 

其實這裡批評的並不是什麼特別惡劣的情況，而是現代科研體制下，普遍存在的現象。

表面看，作者是配合革命標準檢討個人主義、關門主義，其實是一定意義上回到了傳統的倫

理道德、價值觀立場對現代狀況所造成的人性、體制扭曲加以批判。無論是檢討只顧自己“向

上爬”不顧民生疾苦，還是批評學術機構的以鄰為壑都有傳統道德、價值立場作為參照。的

確，現代專業體制對自我本位的預設與無形鼓勵實際上會造成、加劇彼此無序競爭、以鄰為

壑的弊端。共產黨所提出的一套從整體性和計劃性出發、分工合作的工作原則與其說提供了

一套行之有效的救弊方法——它在部分糾正舊弊的同時也會造成新的問題——不如說其有

效性首先植根於調整個體對自我與集體認識的方式，即把自我本位的觀照方式調整為將

“已”優先放置在“群”的要求、狀態中加以定位、設計的立場。它力圖說服如王家楫這樣

的科學家和個人奮鬥者承認，在不理想環境中單純訴諸自我提升和自我救贖難免會落入“個

人打算”的窠臼。 

所謂“個人打算”並不等於“自私”。兩者的區別在於“自私”是有意識的謀私利，

而“個人打算”是在環境允許（甚至鼓勵）的框架下謀求自身的發展2。“自私”與“占小

便宜”、“小氣”相似往往意味著與他人在利益上的爭奪和對他人利益的損害，而“個人打

算”對他人並不具有損害性，且往往表現出對集體事業的配合。但恰恰是這樣一種基於個人

上進心、與他人無害、與理想目標有助的“個人打算”在五十年代的革命語境中特別受到批

判。其要害在於，這樣的有“個人打算”的個體的存在或者說分佈在不同人身上的“個人打

算”意識會特別影響集體的狀態，影響集體中人與人的關係。 

事實上，被指認為有“個人打算”的人常常是群體中那些有上進心、有能力、有奮鬥

精神的人。因為這些人有上進心、有能力所以他們能夠無論在何種環境中脫穎而出，獲得成

功與讚賞，取得優勢的資源。而這樣一種出類拔萃本來意味著他們應該在群體中發揮組織、

引導等一系列積極作用。但如果他們這種優勢僅僅造成他們為自己謀求更多資源、利益，而

                                                        
1 王家楫：《批判我的旧思想》（《人民日报》1956 年 12 月 26 日） 
2 王蒙在写于五十年代的小说《青春万岁》中所刻画的李春就是一个典型的“个人打算”的形象。她的同

学在谈到她的“自私”时，这样表达：“她并不是那种自私，而是那种，她生活上并不小气，可是她总为个

人打算……”“自高自大，脱离集体，不做社会工作，不肯为群众服务，好说怪话”都是她“叫人生气”的

表现。小说里把她“个人打算”的起因归结为她在旧社会、旧家庭中所养成的夹缝中求生存的本能，“从小

就富有自动性和自信心”，看不起那些天生处境优越者，而力图通过自我奋斗改变命运，从而形成了骄傲的

性格。面对“个人打算”的指责她首先感到的是委屈：“而她李春，在冷酷的命运面前，自小东冲西闯，一

日不敢稍懈，受过别人没受过的苦，用过别人没用过的心机，居然，自己成了个‘出类拔萃’的学生。五

年上学免费，三次得奖。……啊，有谁了解她呢？”（王蒙：《青春万岁》72 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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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承擔對他人的責任感，缺乏服務他人的意識，則他的優秀徒然造成與別人的隔閡。當一個

群體中的優秀人物與眾人處於一種隔絕，乃至對立狀態時，群體自身的狀態也很可堪憂。當

然，在平穩的社會狀態中，並不要求出類拔萃者與群體保持那麼密切、有機的關係。而革命

狀態則有所不同，因為它是集體的、社會的事業，僅靠先覺者的努力不足以造成實際的革命。

無論在革命組織內部，還是革命組織與民眾之間，都有先進者如何保持與後進者的關係，並

能有效帶動、領導他們的問題。 

共產黨早期的領導人，也是青年運動的領袖惲代英在 1920 年撰寫的《怎樣創造少年中

國》一文中曾提出： 

 

我們學校所受道德的訓練，自己所作修養的功夫，不能說沒有一點價值；但是向來

所說的道德與修養，最缺乏兩個要素：一便是活動的修養，一便是合群的修養，合而言

之，便是說群眾生活的修養了。……合群的修養，是就與群眾一同做事的材幹說，自然

這與所說活動的修養，是群眾生活的修養的兩個方面。我們的讀書人，多少都有些書癡

氣，總不感覺合群的必要。這一則因為他原從不想做甚麼社會事業，所以他無需乎群眾；

再則因為他看不來這些群眾種種色色的怪相，所以他不屑與他們周旋。若使天下事本可

不做，本可不需與群眾一同做，那原沒有話說。然而又沒有這道理。孔子說，“吾豈匏

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又說，“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我要

問你們這些書呆子，你們若真是孔子之徒麼？怎忘記了孔子是“棲棲一代中”的人，誰

是象你們這樣做書蠹生活的呢？
1
 

 

惲代英的文章是針對“少年中國學會”而發，也即針對五四運動所培養出的一批青年精

英。廣義的五四運動由新文化運動、政治運動、社會改造運動幾重性質不同的層面構成，由

此難免構成內在矛盾。就惲代英關心的層面而言，五四運動一方面造成社會改造運動的勃

興，另一方面它所養成的精英卻是高度脫離現實和一般民眾思想、精神狀態的。社會改造運

動急需領導者有“合群的修養”，有“與群眾一同做事的材幹”，但如胡適等五四幹將認為

當務之急是宣導徹底的個人主義，乃至“為我主義”2，影響所及不免形成青年與家庭、集

體、民眾的對立： 

 

一般少年耳食了些自由解放的名詞，只知看社會黑暗的部分，全不看他光明的一部

分。又只知責備人家，全不知責備自己，於是家庭還沒有過分的壓抑，自己已經有了過

分的怨望。這樣的人，簡直是假借反抗惡家庭的名，向父母鬧少爺公子的闊派。我常說

談無政府主義的少年，十個有九個不切實，談新思潮的少年，十個有七八個不切實。因

為這樣的人，每每只知罵政府，罵資本家，罵舊學家，罵父兄。今天說人家怎樣壓制他，

                                                        
1 恽代英：《怎样创造少年中国》（《恽代英文集（上卷）》，178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年） 
2 胡适在其著名的《易卜生主义》一文中引用易卜生的话“有的时候我真觉得全世界都像海上撞沉了船，

最要紧的还是救出自己”，并加以引申：“所以孟轲说‘穷则独善其身’，这便是易卜生所说‘救出自己’的

意思。这种‘为我主义’，其实是最有价值的利人主义。”（胡适：《易卜生主义》，欧阳哲生，编：《胡适文

集（2）》486 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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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說人家怎樣拘束他，全然不反躬自省，問問自己算甚麼人。我自命是信得過新文化

的人，但是我真不願看這樣不堪的新文化運動。彼此謬習互相鼓蕩，犧牲了許多有希望

的少年。
1
 

 

新青年的反叛舊道德、舊倫理、舊家庭、舊社會本來是出於對舊制度的不滿，不願同流合污，

但是，“救出自己”的“為我主義”並不自然導向“利人主義”和社會改造，當“為我主

義”僅僅向個人自救的方向發展時產生的結果是個體的孤立，原有舊社會的問題不但沒有解

決反而隨著精英的孤立更加惡化：“我去年當學潮初起時，看見許多學生界不能滿意的事，

令我處處想起平時沒有一種群眾生活修養的壞處。其實這種壞處，不但學生界有他，幾于我

們的國民人人都有他。所以人家笑我們是一盤散沙十幾年了，我們到頭仍是一盤散沙，沒有

一個群眾事業，曾經維持得長久。這樣，談甚麼救國呢？”2
 

五四之後隨著社會革命思潮的興起，“民眾的觀念”越來越凸顯，圍繞“個人”與“團

體”、“民眾”孰為優先的爭論也接踵而至。1923 年，北大校長蔡元培辭職以抗議教育總

長“蹂躪人權”。陳獨秀批評這種抗議是“消極的，非民眾的觀念”，“是民族思想改造上

根本的障礙”。而胡適卻針鋒相對地提出： 

 

現在我們如果希望打倒惡濁的政治，組織固是要緊，民眾固是要緊，然而蔡先生

這種“有所不為”的正誼呼聲更是要緊。…… 

在這個豬仔世界裡，民眾固不用談起，組織也不可靠，還應該先提倡蔡先生這種

抗議的精神，提倡“不降志，不辱身”的精神，提倡那為要做人而有所不為的犧牲精神。

先要人不肯做豬仔，然後可以打破這個豬仔的政治。
3
 

 

但是，對於惲代英等人而言，雖然也較多地從負面估量“民眾”、“群眾”的品質（“群眾”

心理的“粗率浮躁”），卻一再強調社會改造事業必須利用群眾，甚至少不了“利用群眾的

弱點”。而個人主義式的個人發展在他看來有悖於人類生存的實在狀態，因為“個體是為全

類存在的，全類不是為個體存在的”，“人群比個人在宇宙中更有個真實的地位”4。所以

比打造個人更優先、緊迫的是互助性的“團體的實現”，它既是對個人主義偏向的糾正，又

是能夠利用群眾造成革命與建設事業的前提5。 

事實上，對現代個人主義有限性的質疑、批判，並非僅僅導源于近代社會主義思潮，

它在西方也有更深遠的思想背景。像美國的基督教哲學家尼布林就認為“在資產階級民主

中，人類存在的社會內容在理論上被誤解，在實踐上被降低到了最低程度，它所崇尚的個人

主義部分地源自於一些幻覺”，因為“個體越是從表面上看離開了共同體，確立了他的獨立

                                                        
1 恽代英：《怎样创造少年中国》（《恽代英文集（上卷）》217 页） 
2 恽代英：《怎样创造少年中国》（《恽代英文集（上卷）》179 页） 
3 胡适：《蔡元培是消极吗？》（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3）》458 页） 
4 恽代英：《论社会主义》（《恽代英文集（上卷）》252 页） 
5 恽代英：《革命的价值》（《恽代英文集（上卷）》22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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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獨特性，他對於更大的相互服務系統的依賴就更強。”1在他看來，個體不是在自我完

成的層面上，而“必須在共同體中才能找到其歸屬和圓滿實現”： 

 

個體離不開共同體，共同體是個體安置其獨特性之支點的基礎，也是個體生命力之

具體和獨特形式賴以產生的原料。個體對共同體的這一依賴性，與他對於共同體的需求

同樣強烈，共同體是他的存在的部分目的、理由和完善。個體自足這一理想，儘管在我

們的自由主義文化中得到了無盡的讚美，在基督教思想中，卻被看做是原罪的一種形

式。因為，作為所有罪惡之源，自私（self-love）呈現出兩種社會形式。其一是由自

我控制其他生命，其二則是孤立主義（isolationism）之罪。自我只有通過持續不斷地

超越自我，才可能成為真正的自我。這一自我超越，要麼停留在某種神秘的彼岸性上，

要麼必須轉化為自我在他人生活中不確定的實現。憑藉人們對於他們的家庭和共同體的

責任，還有他們對於許多共同事業（enterprises）的責任，人們被帶離了自身，成為

他們真正的自我。
2
 

 

就此而言，惲代英對“群眾生活的修養”的重視不僅是對個人主義的平衡，也是自我

完成的深化。在共產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對集體主義的一貫強調中，現在常常被凸顯的是其

強化組織內部秩序和紀律性的一面，從而，集體與個人更多被從支配性關係的角度上理解。

這也是為什麼隨著社會主義社會關係的解體，個體從原有的單位、組織系統中脫離出來時帶

有一種解放感，雖然隨這種脫離而來的並不都是充分的自由，甚至恰恰由於尼布林強調的原

因，表面獨立的個體更易於受制於大範圍的系統：“個體生活中獨特才能的每一次專業化，

特定技能的每一次細緻化，都意味著，需要更大的共同體來支持該個體。這還意味著，必須

創造必要的手段和技巧，使一個更大的共同體凝聚在一起，在同一個單位中進行合作。”3由

此導致，在新的條件下、在更大的共同體單位中，如何創造新的有機性和新的群體生活事實

上很少被認真看待、處理。於是，一方面是現代生活不斷產生的原子化個體和共同體的崩解，

一方面是平衡、制衡這種趨勢的力量、資源越來越薄弱。 

但實際上，在共產革命的集體主義訴求中並不只有加強紀律性、剷除個人主義的單一

面向，它同時融匯了惲代英所說的“合群的修養”、“團體修養”、“群眾生活的修養”的

層面，它不是簡單地要消除個人主義，而是要為現代個體找到更廣闊的基礎——出於對“共

同事業的責任”，“人們被帶離了自身，成為他們真正的自我”。當然，惲代英所說“團

體”、“群眾生活”是在社會改造的語境下，與尼布林所說的“共同體”有所差異：尼布林

所指是基於歷史、民族、宗教、風俗、習性所形成的生活共同體，偏于自然的結合，而惲代

英所說的團體則基於共同事業信念而組成，不具自然的規定性，因此更要依託人為的組織性。 

事實上，如何打造一種與組織性、集體性相配合的“修養”既是相對陌生的問題，也

是較為棘手的問題。因為就傳統而言，“修養工夫”強調依靠個人的自省、自我教育內在完

                                                        
1 尼布尔：《光明之子与黑暗之子》44 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年。 
2 尼布尔：《光明之子与黑暗之子》45 页。 
3 尼布尔：《光明之子与黑暗之子》4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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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一種“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的普遍適用狀態。而“團體修養”既包含著通過個

人狀態的調整適應群體生活的層面，更進一步指出一條將自我相對化，通過一種群體生活的

經驗培養自我，並且要將這一自我的價值重新放回群體生活中加以檢驗的路徑。在具體過程

中，由個人修養產生的狀態與“合群的修養”所訴諸的要求之間常常產生矛盾與衝突。在

“少年中國學會”這樣的自願結合的組織中，惲代英已經看到在新青年的身上，新文化運動

造就的徹底批判立場有轉化為不負責任的個人主義和自我放任的危險，而這使得他們不能適

應於任何集體的事業、團體的生活，不能創造出有效的社會實踐方式。這造成了由新個人組

成新團體、新社會的不成功，也構成了把新文化的事業轉化為社會改造事業時的障礙。在此

意義上，之後成立的共產黨決心放棄同人團體的組織形態轉而效法蘇俄的布爾什維克，建立

有紀律、有約束的職業革命組織亦是出於對同人團體不足以成事的警惕。 

但實際上，1920 年代中期，隨著共產黨組織（包括改組後的國民黨）的壯大，它所吸

引的多是當年“談新思潮”，甚至“談無政府主義”的新青年。許多有著獨立思考習慣和批

判立場的青年在加入“革命組織”之初有諸多的不適應感。其中之一就是難以同上級、同志

相處，因為他們之前習慣的同人團體多由氣味相投、水準接近者構成，合則聚不合則離，而

在革命組織中卻發現不同水準的人要被有機地組織在一起，甚至很多水準不高的人因為資歷

而佔據了“領導”位置，再加上下級服從上級的紀律要求使得許多新青年感到壓抑。當時在

北京大學就讀的王凡西就曾在其回憶錄中記述自己剛加入黨組織時體會到的不盡如人意之

處： 

 

當時北京中共地委負責我們支部的教育工作的是陳為人，一個由法國回來的勤工

儉學生。人相當可貴，吃苦耐勞，毫不浪漫，性格與漢花園裡我們這一群“布希米亞人”

恰巧相反。他讓我們第一次看到了“職業革命家”的形象。關於所謂“鐵的紀律”、“絕

對服從”等等，我們是從他那裡聽到的。最初他給我們以新鮮感，對他懷有應有的敬意，

可是過不多久，他的弱點就完全暴露出來：他對於一般的知識和特殊的革命理論都掌握

得太少，使我們感到失望。他時常來給我們做理論報告與政治報告，但顯然他只是一架

慣打折扣的傳達機，根本不能完整地把聽來的東西傳給我們，甚至他自己都不甚了了，

以至聽者如果不懂而向他發問時，他多半只好支吾以對，有時更壞的，還會擺點架子，

怪你多問。
1
 

 

對組織的不理想狀況的敏感使得新青年時常與組織、領導、同志構成對立乃至游離於

組織。而新青年“浪漫氣”的發揮也常使得組織陷入“戀愛糾紛”、人際矛盾等糾纏中。種

種清高姿態和浪漫氣在革命組織看來，正是小資產階級習氣的表現，必須通過加強紀律約束

來糾正。然而，單純依靠紀律、服從等原則並不能完善地解決相關問題。因為革命需要的不

單是“馴服工具”，更需要組織中的每一個體保持、充分發揮他的能動性和創造力。所以，

在組織內部創造上級與下級，人與人之間的良性關係變得很重要，由此，組織不能只是事業

機器，也要回應、解決個體的內在需求，包括人情、感情的需求。在同人組織內部，由於團

                                                        
1 王凡西：《双山回忆录》24 页，北京：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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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出於自願的結合，“合群的修養”相對容易被提出、重視1，而對於革命組織而言，其外

在的約束性似乎使得“合群的修養”不足以成為被認真對待的問題。而且同人組織中的“合

群的修養”在革命組織中有必要被轉化為更複雜的“組織修養”。“組織”相對“團體”更

有它的規定性和整體要求，相應的，“組織修養”不僅包括人際相處問題，更涵蓋如何理解、

服從組織原則、面對紀律等問題。 

尤其隨著“大革命”失敗，共產黨轉入地下秘密活動，遵守紀律、絕對服從組織的要

求被大大強化。而且，由於共產國際、中共把大革命失敗歸結為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背

叛”革命，大力推動黨的“無產階級化”，努力清除黨員身上的小資產階級習氣，甚至從組

織手段上人為增加工人出身的黨員比例，削弱、排斥小資產階級出身的黨員。這一狀況直到

抗日戰爭爆發後才得到扭轉。 

抗戰對共產黨的影響之一是它徹底改變之前要求組織內部純潔化的“關門主義”傾

向，開始大量發展黨員2。而在新吸納的黨員中相當一部分是“一二九運動”等學生愛國運

動中成長起來的進步知識青年3。這批青年集中了許多大中學校中的佼佼者，他們學習思考

能力強、有反思能力、自我要求嚴格、極具責任感4。他們不僅給共產黨帶來新的活力，而

且隨著他們紛紛奔赴延安，革命根據地也有了全新的氣象。這時，延安等根據地由於國共合

作擺脫了之前一直被“圍剿”的狀態，調整了激進的政治路線，努力在“統一戰線”的基礎

上構造各階級民主合作的邊區政府。這使得新加入共產黨和進入根據地的知識青年相當程度

上保持著原有的思想狀態、精神習慣來面對新的組織形態、新的工作要求、新的生活環境，

由此反而造成一系列矛盾與不適應。 

首先突出的一點是，這些青年許多是搞學生運動、群眾運動出身，同志之間長期形成

了類似朋友式的志同道合、親密無間的人際關係，彼此平等，有豐富的精神生活、思想交流。

而到延安後，他們常常從事的是“機關工作”，與“一套機關工作的方法”打交道，且延安

的黨團、政府都是半軍事化的，上下級的分別明顯，無形中造成“地位”觀念的突出。當時

在“青委”工作的於光遠在其回憶中就提到：“我感到在上面做領導工作的人，似乎或多或

                                                        
1 恽代英在 1921 年致王光祈的信中谈到“工读互助团”的失败时特别强调“团员性格的缺点”而指责领导

者未能从“团体修养”的角度加以指导、纠正：它只注意加入的人“要他厌恶社会，未注意要他反省自身；

只注意要他有自给生活，未要他有团体修养”，即便是其中较为向上者，“还发现许多可以妨碍了解，伤害

团体的各个人的性格”。并且进一步指出：不“委曲求全”固然是一种与旧社会抗争的出发点，但不“委曲

求全”并不能自然导致青年的理想状态，因为它常无助于、甚至助长新青年身上的许多弊病，像“不反躬

自省的怨望别个”、不能过“刻苦的生活”、不能过“团体的生活”——“他们这些人虽然不能委曲求全，

但他既不自觉团结的必要，许多性格又不合于相互的团结。自然团体组织不起来的。以我的经验，团体生

活中要委曲求全的亦时复不免，因为社会是人与人组织成的，所以个性必须受社会化的洗礼。世界上原无

全然不须委曲求全的生活。”（《恽代英文集·上卷》313 页） 
2 见，《中共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1938 年 3 月 15 日）》（《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武汉：湖

北人民出版社，1991 年。 
3 1939 年 12 月，毛泽东曾为中共中央撰写决定《大量吸收知识分子》，提出“一切战区的党和一切党的军

队，应该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加入我们的军队，加入我们的学校，加入政府工作”，“并按照具体情况将具备

了入党条件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吸收入党”。同时，为了消除知识分子党员与工农党员的隔阂，提出“使工农

干部的知识分子化和知识分子的工农群众化，同时实现起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588 页，北京：人

民出版社，1952 年） 
4 参加过“一二九运动”，后赴延安的韦君宜在其《思痛录》中提到，一位美籍华裔科学家曾说：“我是‘一

二九’，那时候的学生。说老实话我当时在学校只是一个中等的学生，一点也不出色。真正出色的，聪明能

干、崭露头角的，是那些当时参加运动投奔了革命的同学。如果他们不干革命而来这里学习，那成就不知

要比我这类人高多少倍！”（《思痛录》6 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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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都有一點‘官’氣，在下面工作的人也有一種把上級領導看成‘官’來對待的想法和做

法。同志之間的關係也沒有在國民黨統治區工作時的同志們之間那麼自然。”1另一方面，

延安的“老幹部”多為工農出身，沒有文化，難免呆板、缺少趣味，更不可能在精神思想上

與知識青年形成交流，反而造成互相看不順眼，即所謂“土包子”與“洋包子”的矛盾。再

加上延安本是偏遠地區，文化匱乏，民眾狀態落後，與青年構成很大反差。所有這些因素都

使得置身延安的“文化人”、新青年普遍感到寂寞、缺少“溫暖”2。而且，受到新文學、

新文化影響越深的青年這種寂寞感就越強烈，也越容易與所處的環境構成對立3。 

針對延安青年遭遇的困境，時為中共領導人的張聞天於 1938 年做了一個名為《論待人

接物問題》的報告。如果比較一下後來被列入整風檔的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就

會發現劉少奇的文章更側重從黨的組織原則上提出要求，張聞天的文章則針對建立“統一戰

線”的過程中如何克服進步青年的“先進意識”、“先進立場”可能造成的弊端，比如，囿

於成見、公式、小圈子、私人好惡、對人對己的苛刻等。如他所言，抗戰建國、改造舊社會

非少數先鋒分子能完成的事業，它“需要千千萬萬普通的人，不很合乎公式主義者的理想的

人”。在此意義上，“‘落落寡合’、‘潔身自好’的人，也許是非常清高的，然而究竟不

能成就什麼大事”4。而“待人接物”這一看上去有些市儈氣的命題之所以在革命隊伍中變

得迫切，也是因為革命者越來越意識到中國革命除了依託于馬列主義的先進思想外，還有必

要“認識一切中國人所有的民族的、社會的、歷史的、文化的、思想的、風俗習慣的各種傳

統與特點”，對它們“加以改造與發展，使之適合中國革命的要求”。因此，學會“待人接

物”不等於處世上的八面玲瓏、圓滑世故，它是要有意識克服革命青年身上的“先鋒意

識”。這種“先鋒意識”常常不自覺地變成一種“勢利”，將自己與落後者、不夠先進者隔

絕開，從而喪失自己的引導責任。因此，張聞天特別提出： 

 

                                                        
1 于光远：《我的编年故事（1939-1945）》81 页，郑州：大象出版社，2005 年。 
2 在延安时期最有名的揭露干部对一般同志缺乏温暖、友爱的文章是王实味的杂文《野百合花》，并由此引

发一场大批判，被认为是用“小资产阶级世界观来改造党”的典型。其实，王实味的文章正是对党组织所

鼓励的向党提意见的呼应。作为王实味、丁玲等文章前身的“青委”机关的墙报《轻骑队》还曾得到过毛

泽东的赞扬，认为“这些文章没有党八股，它们了解实际情况”。（于光远：《我的编年故事（1939-1945）》

139 页）王实味的文章之所以成为批判的靶子与他的表达富于杀伤力有关，但也许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在

他看来，青年自发具有的敏感和不妥协精神天然构成对革命的批判：“青年是可贵的，在于他们纯洁，敏感，

热情，勇敢，他们充满着生命底新锐的力。别人没有感觉的黑暗，他们先感觉；别人没有看到的肮脏，他

们先看到；别人不愿说不敢说的话，他们大胆地说。……是的，延安比‘外面’好的多，但延安可能而且

必须更好一点”（王实味：《野百合花》，《王实味文存》128 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 年）换句话说，

青年天然具有的批判性能够将现实的革命、革命组织相对化，这是共产党不能接受的，如刘少奇等人一再

强调的，任何对党的批评只能通过组织内的正常程序加以反映和解决，不承认有党之外的独立批评空间，

更不允许青年站在“纯洁，敏感，热情，勇敢”等所谓“小资产阶级特性”上来衡量、裁判党与革命。 
3 像著名作家萧军可以看成一个典型的例子。一次，他在与一个军官发生个人冲突后在日记中记录了他激

愤的心情：“见了洛甫我把一切事情说明白了，他似乎很抱歉，也申斥了那军官，但是我的心受伤了！我感

觉到这不是‘八路军’，简直是一群低级的野兽！那是看不到一点教养的痕迹！我不信任他们对于老百姓不

欺压！因为仅仅是在他们‘中央’的门前，全是如此，其他地方不问可知。……我虽然懂得他们，但我的

感情再也不能原谅他们了，我要离开这里，因为这里给与我的侮辱与损害是别处从来没有过的，而且我还

不能发声！我不能再在这里住下去了，我宁可到外面去住国民党的监狱！因为他是我的敌人！我不愿再在

这里受‘优待’了！啊！丑恶东西们再见罢！让我到‘地狱’里去生活吧！我愿意在那里战死，也不愿意

在这‘天堂’里生活。”（《萧军日记（1940 年 9 月 1 日-15 日）》，《现代中文学刊》2012 年 2 期）这里有和

王实味相通的逻辑：出于对理想的忠诚，革命组织、队伍里的缺点比敌人身上的缺点更不能让人忍受。 
4 张闻天：《论待人接物问题》（《张闻天选集》206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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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不要為人們覺悟程度的不齊而表示失望，決不要輕視或鄙視任何思想落後與思想

複雜的人。我們常看到有些先進分子只喜歡跟同樣先進的人們高談闊論，而且談起來可

以終日不倦，以後就很快成為知己朋友了。但是對於思想落後或思想複雜的人，則表示

不願意接近，表示冷淡，三言兩語之後，即表示“話不投機”，不願再談了。這種態度，

顯然是完全不正確的。這實際上等於放棄了我們自己的責任。因為我們的責任，正是要

引導這些思想落後與思想不正確的人成為同我們一樣進步的分子。
1
 

 

張聞天這篇講話之所以得到許多青年的認同，恰恰因為它的有效性並不限於“黨員”

與“非黨員群眾”關係，“先進分子”與“落後群眾”關係的框架，同樣針對同一團體、組

織內部的“群眾關係”，即較為知己者與不夠知己者，較為進步者和不夠進步者，較為單純

者和較為複雜者的關係。“待人接物”問題對應的正是惲代英所說“合群的修養”。看上

去，這一層次的問題是生活化的，囿於私人層面的，不足以上升為政治問題，但在張聞天等

人看來，所謂政治、革命的有效開展恰恰要建立在某些人情世故的基礎上，至少是受制於這

種人際交往的微觀形式： 

 

態度的好壞，有些人覺得似乎是無足輕重的，因而不予注意。其實這是大錯特錯

的。態度的好壞，同革命工作的開展與否，有很大的關係。普通的人常常不注意你所講

的道理是否正確而首先看你的態度；如果你的態度不好，你的話就是說的很好，他也不

願意聽的。態度是一種表現形式。它同數千年來中國社會的民族傳統，有著最深切的關

係，是最容易為人們所瞭解的東西。我們如果拋棄這些東西，人們就會把我們看做不懂

人情世故的小孩子，把我們看做是外國來的洋貨，把我們看做不能親近的可怕的怪物。

2
 

 

事實上，共產黨一直被視為“過激主義”、“洪水猛獸”，很大程度上因為它是“外

來的洋貨”，而黨員的“先鋒主義”姿態更使得它被目為“不懂人情世故的小孩子”，乃至

“不能親近的可怕的怪物”。當共產黨從先鋒革命團體轉向掌握一方政權，需要真正紮根鄉

村社會與各種既成社會勢力打交道時，這樣一種心態、情感上的隔絕、對立必然成為巨大的

障礙。問題是，要扭轉這種狀態是否僅從改變態度，從“謙遜和氣”、“真誠坦白”、“尊

敬仁愛”、“言而有信”、“以身作則”這些道德原則入手就可以實現呢？（對同志間、團

體組織內部感情的處理仍嫌不夠） 

無論是惲代英所說的“合群的修養”還是張聞天所說“待人接物”，都包含對已深植

中國人心理的現成道德準則進行直接的利用和改寫，以此救正現代個人主義帶入團體、組織

後帶來的弊端。這一方面配合、呼應了新青年身上的道德自省習慣和傳統倫理教育背景，易

於打動人，易於被接受；但另一方面，傳統倫理固然可以平衡個人主義、先鋒主義的弊病，

可它們並不能真正深入現代個人主義的精神機制加以有效地回應、處理。這就使得引入傳統

                                                        
1 张闻天：《论待人接物问题》（《张闻天选集》210 页） 
2 张闻天：《论待人接物问题》（《张闻天选集》21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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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變成一種權宜之計，乃至克服先鋒主義會變成對既有環境的適應與妥協。至於知識青年

普遍感覺同志關係中缺乏“溫暖”、“理解”到底反映出什麼問題，為什麼先鋒立場會變成

先鋒姿態，乃至演變出自我放縱、不負責任與勢利的後果，這些能否在新思潮的角度加以有

效克服，這些問題反而沒有認真得到對待。換句話說，克服先鋒主義的弊端可能不僅是取消

先鋒立場，更要依靠對先鋒主義的深化，賦予其更豐富、更自覺、更健康、更具適應力的內

容。 

延安時期最重要的新文學作家丁玲在《三八節有感》、《在醫院中》、《我在霞村的時候》

等一系列文章、小說中要討論的問題就是如何在艱苦環境中打造更強悍、有力的主體形態，

使得革命者面對庸俗、落後的環境不隨波逐流，但也不顧影自憐、卓立不群，而要努力突破

孤獨、抱怨的桎梏，勇敢地生活。但是，正如兩篇小說結尾顯示的，主人公在獲得了更富勇

氣的決心後又都離開了原有的環境，奔向新的未知。這表示著主人公與原有環境的對立很難

得到圓滿的解決，那又怎麼能確保她與新的環境之間不產生衝突呢？在《三八節有感》的結

尾，丁玲對新女性提出了一系列建議：不要讓自己生病，“無節制的生活，有時會覺得浪漫，

有詩意，可愛，然而對今天環境不適宜”；使自己愉快，“只有愉快裡面才有青春，才有活

力，才覺得生命飽滿，才覺得能擔受一切磨難，才有前途，才有享受”；用腦子，“這，才

不會上當，被一切甜蜜所蒙蔽，被小利所誘，才不會浪費熱情，浪費生命，而免除煩惱”；

下吃苦的決心—— 

 

生為現代的有覺悟的女人，就要有認定犧牲一切薔薇色的溫柔的夢幻。幸福是暴

風雨中的搏鬥，而不是在月下彈琴，花前吟詩。假如沒有最大的決心，一定會在中途停

歇下來。不悲苦，即墮落。而這種支持下去的力量卻必須在“有恆”中來養成。沒有大

的抱負的人是難於有這種不貪便宜，不圖舒服的堅忍的。而這種抱負只有真真為人類，

而非為己的人才會有。
1
 

 

這些建議出於對新女性精神狀態的內在把握對症下藥，但更根本的出發點是對“生

活”、對“愉快”、對“幸福”這些概念賦予新的定義、理解。這正是新文化的特徵，即，

不把既成的現實看成理解、應對現實的前提或現實本身，而是要在“重新估定一切價值”的

態度下對習以為常的事物、觀念重新定義。相比之下，革命雖然強調改造現實、改造社會、

改造個人，但它對現實、社會，尤其對人的理解卻相當程度上依賴被給定的認識，停留於固

定化的圖式。因此，才會產生“謙虛和氣”、“真誠坦白”就可以解決個體隔閡的想像。不

過，丁玲的表述只強調了個人主體的深化、個人修養，沒有任何對組織作用的兼顧，因此這

種自發的解決努力在整風運動中卻被看成典型的“小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立場，遭到批判。 

而作為整風重要檔影響深遠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其實也回應著與張聞天、丁玲相

通的問題，但劉少奇文章的適用範圍限定在共產黨組織內部。他所說的“修養”雖然以個人

為單位，但其實側重組織中的黨員如何看待、處理下級服從上級，少數服從多數等組織原則，

可稱為一種“組織修養”（組織論意義上的“修養”）。不過，如果單純地把它看成訓練黨

                                                        
1 丁玲：《三八节有感》（文艺报编辑部编：《再批判》118 页，北京：作家出版社，195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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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成為馴服工具的教科書則失於簡單。書中曾引用孟子所說“人皆可以為堯舜”鼓勵每個黨

員努力作“列寧式的政治家”，而不要做“政治上的庸人”。所謂“修養”意味著不是按照

黨員的最低條件要求自己而要按照最高標準培養自己。換句話說，黨員要將黨章規定的行為

準則轉化成一種內在要求，不斷發現、克服可能會妨礙自己成為“無產階級政治家”的種種

私欲、個人打算、偏見、陋習。由此成立的修養幾乎是一個“成聖”的過程，是一個對舊我、

舊環境不斷超越的過程。只是，這裡的“成聖”不僅包括著自我提升的過程，也包括對他人

的責任感，包括對後進同志的耐心與幫助。也就是說，它一方面是個人成長的歷程，又不能

脫離組織的環境。而且恰恰因為有組織的限制，有組織原則的考驗，才使得黨員能夠擺脫個

人主義的習性、理想主義的態度： 

 

對黨內這些錯誤、缺點及某些思想不正確的人抱著“深惡痛絕”的態度。隨便的

宣告和他們絕交，企圖一下子就把他們從黨內肅清，驅逐他們出黨。但如果一下不能把

他們肅清，或者還碰了釘子的時候，就表示沒有了辦法，悲觀失望，傷感起來。或者“潔

身自好”，不管他們，或者自己遠遠的離開了黨。
1
 

 

真正的黨員不但要面對舊環境的不理想，也要學會面對革命組織的不理想。因為對革命、對

黨的理想化預設常常是理想主義的一種投射，但它如果不能和現實認識配合起來則會輕易從

希望轉為失望，從熱情轉為抱怨2。因此有必要看到革命組織的現實，它並非隔絕於環境： 

 

我們共產黨不是天上掉下來的，而是從中國社會中產生的，每個黨員都是由中國

這個惡濁社會中來的。並且今天還是生活在這個社會中。因此，他們都或多或少的帶有

舊社會中的思想意識的殘餘和習慣，他們經常還與舊社會中一切不好的東西接觸，為了

要增進與保持我們無產階級的先鋒戰士的純潔，提高我們的社會品質與革命技能，我們

還要有各方面的鍛煉和修養。
3
 

 

而這裡的“修養”不單指個人品性、覺悟的提升，更指向如何理解、運用組織原則。因

此，糾正種種不理想不單依託個人覺悟，更要通過組織手段來完成。甚至當組織犯錯誤時，

黨員也必須通過組織手段解決：“多數與上級在某些問題上即是真錯了，也只有服從，暫時

照錯的幹，以待後來設法糾正錯誤，而不可破壞組織。”4文中提別提出：所謂服從組織原

                                                        
1 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集（上）》400 页，北京：人民

出版社资料室，1967 年） 
2
 “有一些青年同志，当他们未入党前，他们对现社会有极大的不满，觉得一切都不是出路，只有共产党

最光明。他想了，他入党以后一定一切都会满意，都会有办法的。但当他们入党以后，他们开始感到了党

内还存在着某些错误缺点及黑暗的东西，而且实际上也并不能使他们一切都满意（因为他们所满意的事，

有多少是不合于党与革命的利益的），他们今天实际上感到的与他们原来的理想并不完全相合。如是他们开

始怀疑，觉得奇怪。‘为什么共产党内也有这些事呢？’他们提出这样的问题。”（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

修养》，《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集（上）》395 页） 
3 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集（上）》352 页） 
4 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集（上）》42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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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不能以政治上是否正確為條件、不能以領導能力強弱為條件、不能以黨內資格深淺、地位

高低為條件，不能以態度好壞、有無成見為條件。這意味著無論是超越個人主義立場、大局

為重還是堅持意見、不隨波逐流都要統一在組織原則、組織利益的標準下，不能以個人判斷

為基準。所以，一方面個人為組織應該受得起委屈——“我們同志就應該經常有黨內鬥爭的

準備，應該受得起打擊、批評、以至冤枉、誤會。尤其不要為別人一些不負責任的、甚至不

正確的批評與流言所刺激而衝動起來”1——另一方面當錯誤路線占統治地位威脅組織的生

存時，個人也應該挺身而出，甚至不惜“採用某些超正常的組織辦法去抵抗”2。這樣，“無

條件服從”與“不做政治上的庸人”，“絕不隨波逐流”、“光榮孤立”與“受得起委

屈”，“做螺絲釘”與“革命事業中的前進心”——種種看似矛盾的要求都在組織原則中得

到統一。 

“修養”建基在黨員的個人意識層面，但這裡的黨員不是先在於組織的“個人”，而

是放在組織中加以定位、理解的“個體”，任何“修養”的完成都要放在組織中去衡量。組

織對個人而言不單是一種“限制”，更是一種“限度”。作為黨員的“個體”只有借助組織

才能真正成長。可實際上，同樣的組織要求並不足以形成整齊劃一、內容一致的黨員個體狀

態。因為黨員並不僅借助組織形成自我，相反，黨員是帶著各自不同的思想背景、精神資源、

價值觀念、生活習性進入組織的。雖然組織對個人不斷產生“改造”、“修正”的作用，但

“改造”之於不同背景、出身的個體有相當不同的意義。《修養》所闡述的組織原則既針對

“老幹部”，也針對“新幹部”。對於那些工農幹部而言要集中克服的是地位意識、資歷意

識、命令主義等舊習氣。對於那些小資產階級出身的“新幹部”而言尤其要克服的是革命意

識與組織意識的落差、衝突。因為他們的革命意識並不是完全依靠組織培養起來的，恰恰相

反，他們是在廣闊得多的思想、精神資源中建立起對革命的理解、認識、嚮往。他們的革命

觀念越理想、越深厚，反而會使他們產生對現實革命狀態的不滿，對革命組織的距離，甚至

形成某種革命者對党的“清高”3。 

茅盾的女兒沈霞在其遺世的《延安日記》中典型地呈現出一種由於高度的個人自我要

求所導致的政治上、組織上的“清高”。她檢討自己初到延安時之所以不申請入黨，是因為

“對一般的黨員估計不足，形成看不起”，覺得身邊的黨員同學“夠不上黨員資格”，而“我

自己不見得比這些黨員差”。因此，當務之急是“怎樣鍛煉自己，成為一個很完美的人”，

“那時向組織一提，很快可以解決”，而在未達到“完美”狀態之前“對組織問題完全放得

很遠”4。換句話說，解決組織問題（入黨）對她而言是一種外來的“承認”，對自己已達

完美狀態的確認。而一般不那麼“優秀”的積極分子通常是以自己的缺欠為前提要求加入組

織，以在組織的“説明”下成長，而這也是黨組織認為積極分子應有的態度。 

                                                        
1 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集（上）》410 页） 
2 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集（上）》440 页） 
3 于光远在整风运动中曾检讨自己如何“自发地革命起来”而导致的缺乏组织观念：“我入党的情况与多数

青年同志不一样，一直到 1937 年初没有一个党员同志关心过我，在政治上有意识地帮助过我。我是自发地

革命起来的，……我认为自己的思想和行动已经是相当成熟的共产主义革命家，而且仿佛自己已经是一个

共产党员，从而没有要去申请入党的念头。……我只认为做一个党员要不怕牺牲，直到牺牲自己的生命。

自己认为这个问题早就解决了。……而不知道党员应具备的组织性。……始终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提高自己

的组织性的问题。（于光远：《我的编年故事（1939-1945）》148 页） 
4 沈霞：《延安四年（1942-1945）》44 页，郑州：大象出版社，200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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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霞剖析自己“清高”的根源來自於在家庭和學校教育中養成一種“精英”品質與習

氣：聰明、好強、處境順利，從未碰過釘子、一貫受稱讚，“因此一貫是容易要求高的，處

處地方我容易找到人家的缺點，容易看不見人家的困難（因為我很少遇到阻止我前進的困

難），容易苛責人家的錯誤及他的失敗（因為我很少失敗）”。而她的接近革命恰恰源發自

這種自我提升的精英主義意識： 

 

我是不滿足自己的，對這些讚美，在我心中所引起的是：我向一些不如我的人驕

傲，覺得他們簡直沒有希望，一方面我又追尋著比我更強的人，從小說中摘取我的偶像，

幻想著自己也同樣成為那樣一個超人世的英雄，一個有作為的人。…… 

……知識的增長，對社會的認識也增加了我的見解，我找到了自己的偶像。在活

的人間，我覺得只有一個共產黨人，如我爸爸常和我說及的，如我所看見的爸爸的一些

朋友，自己的叔叔那樣的人物，才是合乎自己要求的，才是自己值得模仿的。這樣，在

我的富於幻想的心目中就確定了這樣一個觀念——共產黨人是世界上的完人，我要成為

那樣一個人，要像共產黨人一樣為人類、為民族犧牲自己，要像所有共產黨人一樣，為

著自己的信仰而艱苦奮鬥。
1
 

 

對沈霞這樣的人而言，參加革命固然意味著犧牲自我、為大眾奮鬥，但進一步講，它

是更深意義上的自我完成、自我提升，是對污穢環境的超越、擺脫。因此，如果身邊的共產

黨人並不是“完人”，則會產生“不屑與之為伍”的態度：“我看見周圍的一些很平常的人

也是黨員，而自己理想的那樣的人一個也看不到，接觸不到。雖然我也看到一些黨員的優點，

但是依我的理想，這些優點還算不了什麼，或者是應該的，或者還差著一些。而缺點呢？依

我的理想，是太多了，簡直是多得和星一樣數不清。”這樣的“理想”看似有現實對應物，

看似超越個人主義，但其實使個人的孤立意識、“潔身自好”的習慣更加深化，並且使得“理

想”更沒有著落：“雖然面對了現實，我卻沒有放棄幻想，反而把我的幻想提到更抽象、更

高的地方去了。”由此延伸出來的無論對自己的苛求還是對他人的苛求均帶來一系列惡性循

環式的後果： 

 

因為我這種對同志的清高態度，再加上本來自己也會說一套，個性又強，別人就

不敢向我多提意見，怕說不好時，反而被我駁回去，或者自己站不穩時，被我反問得說

不出所以然來。（有的同志說，一定要理由十分充足，而且會說話，才能把沈霞說服。）

都躲著我（多多少少的）。於是我在班上發表不正確觀點，也沒有人找我談，有錯誤行

動，也沒有人制止，一直發展到頂點，而且自以為很對。
2
 

 

看上去，由於清高不能獲得同志幫助，“妨礙自己進步”像是一種不得已的檢討，但

實際上，“苛責”對自己也是一種傷害，甚至是難以承受的。當她不願意與身邊的黨員“同

                                                        
1 沈霞：《延安四年（1942-1945）》45 页。 
2 沈霞：《延安四年（1942-1945）》4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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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一定要自己超乎他們似的做一個很完美的黨的布爾什維克又不可能時，於是就感到

空虛”。對沈霞這樣的個體而言，突破精英主義給自己的桎梏也是一種內在要求。之前她雖

然嚮往革命、投奔革命，但革命更多處於她的自我修養和個人完成的延長線上，她的主體構

成方式並沒有變。而只有當革命觸動到她的主體構成方式時，她才真正遭遇了自己的革命。

從日記中可以看出，沈霞在整風運動一開始很受感召，投入了巨大熱情，這不僅源於她一貫

的好強、認真態度，更出於她對自我狀態的不滿和對自我狀態不斷進行反省、檢討的習慣，

顯示出某種超乎尋常的自律、自省意識。因此，組織意識的強化、小資產階級意識的清理於

她而言是一種契機，能夠對習以為常的自我狀態做一徹底的、批判式的剖析，以按照理想的

要求修正自己任何處於自發狀態的思想與行為。反過來看，這未嘗不是一種“苛責”的延續。 

對於像沈霞這樣有高度精神追求和自律品質的個體而言，單純的加強組織意識、輸入

群眾觀念並不能完全解決其自我與環境之間的落差與矛盾，更不足以滿足其個人的精神需

求。她是在高度自我要求和自律的意義上按照組織要求完成自己的反省和改造，但隨著思想

檢查高潮的過去，空虛感、寂寞感，乃至虛脫感又會重新浮現出來，甚至更加強烈——因為

過去那種依靠拼命學習來自我滿足的方式已被自己否定。因此，她最後一直希望能夠迅速投

入工作中，力圖用實際工作中的“鍛煉”來填補自我的不滿足和與環境的裂痕。 

事實上，整風運動後普遍採取的一種改造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的方式是讓他們暫時脫

離機關工作、文化工作的環境，到基層和實際工作中去鍛煉。其目的是接觸“群眾”、理解

“群眾”，以群眾觀點來突破知識份子的自以為是、固步自封1。毛澤東和中共在這一時期

充分發展出一整套稱之為“群眾路線”的工作方法。其要害在於不再像惲代英這樣的早期領

導人將“群眾”看成較為負面的存在和“利用”物件，而是充分強調“群眾”在革命運動中

潛在的創造性和中堅地位。因此，革命者的使命是要到群眾中去，向群眾學習，“把他們的

經驗綜合起來，成為更好的有條理的道理和辦法”，形成“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良性

迴圈2，這既是組織群眾的辦法也構成對革命者自身的教育3。只是，向群眾學習不等於盲目

崇拜，激發群眾覺悟不等於包辦代替，有必要“等待”革命要求變成群眾自發、自覺的要求。

                                                        
1 毛泽东在 1939 年撰写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称：“革命力量的组织和革命事业的建设，离

开革命的知识分子的参加，是不能成功的。但是，知识分子在其未和民众的革命斗争打成一片，在其未下

决心为民众利益服务并与群众相结合的时候，往往带有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倾向，他们的思想往往是空

虚的，他们的行为往往是动摇的。因此，中国的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虽然有先锋和桥梁的作用，但不是所

有这些知识分子都能革命到底的。其中一部分，到了革命的紧急关头，就会脱离革命队伍，采取消极态度；

其中少数人，就会变成革命的敌人。知识分子的这种缺点，只有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才能克服。”（《毛泽东

选集·第二卷》612 页） 
2 “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

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

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

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

思主义的认识论。”（毛泽东：《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三卷》921 页，北京：人民出

版社，1953 年） 
3 “如果我们的党员，一生一世坐在房子里不出去，不经风雨，不见世面，这种党员，对于中国人民究竟

有什么好处没有呢？一点好处也没有的，我们不需要这样的人做党员。我们共产党人应该经风雨，见世面；

这个风雨，就是群众斗争的大风雨，这个世面，就是群众斗争的大世面。‘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

这就是说，群众有伟大的创造力。中国人民中间，实在有成千成万的‘诸葛亮’，每个乡村，每个市镇，都

有那里的‘诸葛亮’。我们应该走到群众中间去，向群众学习，把他们的经验综合起来，成为更好的有条理

的道理和办法，然后再告诉群众（宣传），并号召群众实行起来，解决群众的问题，使群众得到解放和幸福。”

（毛泽东：《组织起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95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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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種以革命者的願望和積極性覆蓋群眾覺悟的做法被稱為“先鋒主義”、“命令主義”，與

之相反的，是聽任群眾被發動起來以後的自然狀態和過激要求不加以糾正，這被稱之為“尾

巴主義”1。因此，“群眾路線”被許多幹部視為非常“玄妙”的東西2，因為它沒有一定之

規，必須依據群眾的狀態不斷調整，而群眾的狀態常常是最不確定的，所以不能從抽象原則

出發，帶有很強的經驗性；可它同時又不能停留在經驗層面，而要堅持高度的原則性，以避

免被現實裹挾。這樣一種工作原則、方法在土改運動等依託群眾運動的政治實踐中發揮了至

關重要的作用，也使得“群眾路線”成為共產黨最為重視的工作方法之一。 

問題是，1949 年建國後，“中心工作”從革命戰爭、群眾運動轉向政權、經濟建設和

日常工作。革命戰爭年代許多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在新環境中面臨調整和轉化的必要，許多

新的問題也隨之浮現。比如，與群眾運動相配合的“群眾路線”如何用來處理日常工作中的

“群眾關係”，這兩者的相通與相異在哪裡？事實上，在群眾運動中，發動者通常外在於“群

眾”共同體，彼此較少利益相關性；而在日常工作中，党團員、積極分子與“群眾”是單位

集體內部的關係，存在著支配與被支配，乃至競爭性的關係。在一本分析五、六十年代中國

學生成長經歷的書中，作者曾這樣概括學校中的積極分子所遭遇的矛盾： 

 

年輕的、擔任職務的積極分子的角色本身就是一個無法解決的矛盾。孩子們接受

的指導是，要做一個好幹部，就需要謙遜，利他、關心班裡同學的困難。但是，這一系

統的運行卻需要積極分子出頭露面引人注目，成為公開指定的學習標兵，“被舉上

天”。所有這些只不過滿足了像區這樣的積極分子的虛榮心，刺激了他們出於個人自我

利益的欲望，並鼓勵了他們的驕傲自大，這一切正好與所期望的利他主義相反。
3
 

 

書中的被採訪者——一個學校裡的積極分子、學生幹部——提到她充分意識到要擺脫自己的

“狂妄自大”，就“必須經過堅持不懈的努力”，這反而使她做不到一以貫之：“於是我就

不特別固執。有時我成功地對別人表現出極大的善意，但有時我還是對他們不好。”4
 

同樣，回到論文開頭引用的梁鋼的個案中，身邊的“群眾”顯然把他的追求進步看成動

機不純的“向上爬”，因為他只和“進步的同志”接近，只向組織反映問題，卻不願和群眾

去“玩玩”。而梁鋼自己的苦惱在於，他認為“談問題”、“解決問題”才是有意義的，不

願意為了“與群眾打成一片”而去吃喝玩樂，浪費時間。表面看，這是一種自律，但這種自

我提升式的自律背後也暗含著某種苛刻的私願和計算——哪怕夥伴、朋友關係也以是否有益

來衡量。沈霞在她的日記中就曾深入剖析過自己對待朋友上的“算計”心： 

 

                                                        
1 “在一切工作中，命令主义是错误的，因为它超过群众的觉悟程度，违反了群众的自愿原则，害了性急

病。我们的同志不要以为自己了解了的东西，广大群众也和自己一样都了解了。群众是否已经了解并且是

否愿意行动起来，要到群众中去考察才会知道。……在一切工作中，尾巴主义也是错误的，因为它落后于

群众的觉悟程度，违反了领导群众前进一步的原则，害了慢性病。我们的同志不要以为自己还不了解的东

西，群众也一概不了解。”（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1119 页） 
2 柳青：《杂谈土地改革运动中的群众路线》（《中国青年·第四十六期》1950 年 8 月 26 日） 
3 阿妮达·陈：《毛主席的孩子们——红卫兵一代的成长与经历》33 页，天津：渤海湾出版公司，1988 年。 
4 阿妮达·陈：《毛主席的孩子们——红卫兵一代的成长与经历》3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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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崇拜“才”的，我找“朋友”當然也是從這一點著眼。我認為可交的人，一定

是他有些才能是我佩服的，至於一些我認為是平庸沒出息的人，我是不把他列入“朋

友”類中去的。 

…… 

我認為自己是不需要把全部感情給他的——感情對這些人必須是冷若冰霜。沒有感

情，這我美其名曰“珍智”。許多不一定要旁人知道的事，我也不想著去告訴他，同時

也不想要求別人把什麼都告訴我。 

我是不去體諒別人的，尤其在一些生活上感情上——是嚴厲的，不肯原諒別人的。

因為我覺得必須“冷”才好，因此感情上的體貼是沒有的，生活上當然更是。因為我從

來沒有覺得生活上需要怎樣説明，所以我也不管別人。
1
 

 

她把自己的這種傾向稱為“非常自私地管制自己的感情”，所以“我不肯犧牲自己一些

時間去陪遠道來的朋友玩一下，因為我覺得那沒有意思。因為我自己生活上很安適，也很少

想到別人是不是需要我説明。”2當一種自律、自我約束（修煉）達到對自己的“感情”加

以“管制”的程度時，自我以及自我與他人的關係都成為斤斤計較的物件，這也是一種個人

的“異化”。由此產生的個體與他人的隔膜以及隨之而來的個人無法擺脫的孤獨感其實也是

個體難以承受的。沈霞通過思想檢查得到的覺悟是：“要把全部的感情給別人，才能換回別

人的感情。”但這只是一種理想願望，無論“把全部的感情給別人”，還是“換回別人的感

情”都不像說起來那麼容易。 

針對梁鋼提出的問題，《中國青年》上的一系列討論文章大多停留於複述“群眾路線”

和建立“群眾觀點”的抽象原則，強調“向群眾學習”的必要性，顯得缺乏對其處境和反映

問題的具體理解。較為建設性的意見則指出，與群眾建立聯繫並不等於吃喝玩樂，也不能單

從“性情”、“愛好”出發，而應從“思想上、工作上”著眼，從生活上著手： 

 

同志之間，是應該首先從政治上來團結。如果彼此接近，一般只是說說笑笑，打打

鬧鬧，表面上雖很和諧，但內裡彼此懷有意見，這就不對了。但是另一方面，我們要和

群眾接近，又必須先從生活上著手，不然一開始就談問題，就講説明，不注意方式方法，

就會使群眾不容易接受，和你親近。
3
 

 

討論中列舉的一些成功“改善與群眾關係”的例子都是如何“從實際的工作、學習、生活中

幫助他們”，從各種工作、生活細節入手建立互助關係。這意味著，“聯繫群眾”的要求落

實到具體環境中對應的實踐是如何調動先進分子幫助落後分子，能力強者扶助能力弱者，有

公心者糾正有私心者，以實現“共同進步”。它尤其訴諸那些能力突出、有反省能力的先進

者要突破單純自我提升、自我修養的意識而將自己的責任感擴大到身邊的群體。因此，對“群

                                                        
1 沈霞：《延安四年（1942-1945）》57 页。 
2 沈霞：《延安四年（1942-1945）》57 页。 
3 李家扬：《联系群众应注意方式方法从生活上入手》（《中国青年·第五十九期》1951 年 2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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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關係”的重視突出貫徹著共同體內部相互扶助的倫理原則。這裡，基於互助、共存，共同

進步的共同體倫理和形態與基於組織原則、先進性而構造的黨的組織形態其實構成相當的張

力。而前者不僅是社會主義革命所訴諸的倫理原則，更是回到了當年惲代英提倡“合群的修

養”時的初衷，即，如何在造成現代的理想社會時既不壓抑個人又能將個人相對化，建立一

種互助、共存的社會、生活形態。進一步講，這與“以共同扶助、共同生存為第一義”的儒

家“宗法·禮治體系”有一脈相承之處。按照溝口雄三的說法，這正是“從內部決定‘中國

式’社會主義特性的內在因素”1。 

    與此同時，五十年代初期的可貴之處在於它並不是單方面強調“群眾關係”對自我意識

的平衡作用，而同樣意識到調動青年的上進心、深化其進步動力的重要。因為，恰恰是革命

時期對革命者螺絲釘意識和組織性的過分突出會抑制青年在工作中的主動性，窄化他們與革

命事業的聯繫方式，甚至陷於消極狀態。尤其是當建設時期需要大量專門人才時，那些需要

承擔更多建設責任的青年的自我設計、甚至“英雄主義”理想又變得十分必要。因此，《中

國青年》上曾發起一組“應該根據什麼來建立我們的遠大理想”的討論。其中，北大中文系

的討論中對抑制個人興趣、個人抱負所帶來的問題有深入的把握： 

 

不少同志覺得“反正要依靠組織，組織叫我做什麼，我就做什麼。”所以“百事自

己不必操心，聽候組織分配就行。”這些同志不願意考慮自己的前途，不願考慮自己在

哪一方面有興趣，他們以為一切理想都是幻想和小資產階級的好高騖遠。因此勉勵自己

不要想將來，“走著瞧”；因此雖然決定獻身於新民主主義事業，總覺得有些空洞，沒

有一個更具體、更親切的理想去追求，而且感到自己在那麼偉大的事業中，根本起不了

什麼作用。於是感到生活平淡，缺乏對生活的熱愛和強烈的興趣，也就容易為些瑣碎的

事情鬧鬧情緒。
2
 

 

對小資產階級個人打算、個人抱負、自我奮鬥意識的批判看上去應該導致對革命更無私的投

入，但實際上，抽去了個人抱負和自我奮鬥的動力，單單依靠組織意識卻並不能提供個體充

沛的精神狀態與工作狀態，反而使革命理想變得空洞，使自我狀態變得灰色。為此，團組織

向大學生提出“青年團員應該有遠大抱負，應該努力成為祖國建設中各方面的專家”。這一

號召迅速在大學生中產生強烈反響，因為在此之前，“想做專家一般是被認為往上爬的，同

志們會對他說：‘為什麼不做一個平凡的人，一定要做專家呢？個人英雄主義！’”經過討

論，同學們“明確了祖國的建設是要通過每一個人在事業上的成功——即高度地完成任

務——所體現出來的”。而把所謂“革命英雄主義”與之前一直批判的“向上爬”思想區別

                                                        
1 与一般认为中国革命割裂传统的看法相反，沟口雄三认为中国革命是“以继承传统而成功的”。他在《历

史中的中国革命》一文中指出：“在中国，所以能够接受或引进社会主义的基础，不仅仅在于统治理念，如

前所述，还有清代时广泛传播与民间的宗族制和宗教结社等社会组织里的相互扶助、互为保险的社会网络

及机制，以及在其中培育起来的民间日常的生活伦理、生活价值观以及建立于其上的‘仁’和‘均’思想

为理想的儒家官僚和士大夫的经世理念之传统、产生于其中的大同思想、具有无政府主义倾向的传统的‘天

下’生民的通行观念，等等；其中任何一点都是与社会主义思想相融合的；这些也构成了深厚的基础。”（沟

口雄三：《中国的冲击》，86 页，北京：三联书店，2011 年） 
2《应该根据什么来建立我们的远大理想？》（《中国青年·第四十二期》1950 年 7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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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的主要在於“是否依靠群眾，幫助別人，是否實事求是並將自己的一切完全服從於組織決

議，是否聽取群眾意見等”。換句話說，“群眾路線”所強調的相互扶助、共同進步構成了

對“革命理想主義”所標榜的個人志向、遠大抱負、自我提升的制約，有了這樣的基礎，才

會使得“革命理想主義”不至變成一種單純的“為我”的“修養”。而另一方面——雖然被

相對忽略，但同樣真實——如果沒有“自我修養”傳統（“為己”）所提供的自我提升的動

力，集體中的群眾關係也可能變得空洞、平庸、充滿惰性與無聊。只是，進一步講，“建立

遠大理想”所發揮的是“自我修養”傳統中個人進取的一面，而它的另一形態——“清

高”——所蘊含的對環境的超越意識和批判性認識視角則很少被認可和轉化。這也使得在之

後的社會主義革命中如何建立一種能夠將革命現實相對化，並生產有力的現實批判的資源成

為很大的問題。 

    “合群的修養”、“團體的修養”、“組織的修養”、“群眾路線”、“群眾關係”，

這些概念聯繫著不同現實、現象與實踐，成為中國革命需要不斷面對、處理的問題。它們彼

此有著內在的相關性，但也有著關鍵的差異，甚至矛盾。這種矛盾對應著中國革命自身的矛

盾：“落後”環境下誕生的中國革命要依靠先覺者的覺悟，但先覺者又要不斷克服他的特異

性，重新置身“共同扶助、共同生存”的集體中發揮他的有效作用。另一方面，對於那些先

進者個體而言，為自我修養所鼓動的進取心與突破自我意識的集體責任感之間總需要保持必

要的緊張關係。而事實上，這兩者也是革命實踐不斷需要交替調動和訴諸的動力來源，取消

任何一端都將破壞革命實踐所必要的張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