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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llectual”的中国版本

方维规

中国学界对“知识分子”概念的兴趣和探讨，是在改革开放与思想解放运动

以后，在 20 世纪八十年代“知识分子”以启蒙与批判的姿态重返社会以后，在

了解了西方 intellectual 概念以后。“文化热”之后，“知识分子热”多次以不

同的形式出现，许多学者对知识分子问题做过专门论述。就总体而言，中国知识

界、包括世界华人学界几十年来对 intellectual 概念之定义的讨论，其大概框

架都大同小异，方法是西方的，基本观点也是西方的。

本文试图从概念本身出发，（一）反思西方概念给我们的启发、（二）阐述中

国“知识阶级”（“知识分子”）概念的起源及其内涵、（三）探讨中国“知识分子”

概念的发展、运用和特色。笔者的基本观点是：“知识阶级”（“知识分子”）概念

虽然是一个舶来品，但是，它在中国产生亦即确立之时，几乎完全中国化了，并

很快发展成为一个自成一体的概念。本文的基本立论是：知识分子 ≠

intellectual。（出于行文的考虑）为了避免文章中过多出现英语 intellectual

一词，更为了强调 intellectual 与“知识分子”的区别，本文将 intellectual

暂且译为“智识者”。1智慧+卓识+学者的“智识者”，比较符合西方对 intellectual

的一般理解，因为这个西方概念除了它的基本涵义及不同理解外，或多或少地含

有“精英”的意味。2

鲁迅与他的同时代人在谈论“智识者”、尤其是“知识阶级”的时候，涉及

和援引的基本上是俄语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概念（英文译之为 intelligentsia），汉

语较为贴切的翻译是“知识群体”（“知识阶层”），也就是当初文化界偶尔用音译

方法移译的“印贴利更追亚”。本文的论述范围只限于“知识阶级”概念产生之

后的前一、二十年，最晚追溯到 1949 年之前。在这之后，“知识群体”的自我认

识以及社会对“知识群体”的认识，几乎都已见之于前期发展。

1. 对“智识者”定义的思考

中国知识界以西方观念论述“知识分子”（本文中的“智识者”）概念的时候，

1此处“智识者”，取义鲁迅的一种说法：“由历史所示，凡有改革，最初，总是觉悟的智识者的任

务。但这些智识者，却必须有研究，能思索，有决断，而且有毅力。他也用权，却不骗人；他利

导，却并非迎合。”（鲁迅：《门外文谈》，《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81 年，第六

卷，第 102 页。）―不管鲁迅在这里运用“智识者”概念的时候是否想到外文词汇，它同 intellec-

tual 确实有切合和共通之处。鲁迅一生中发表过不少关于“知识阶级”的言论，且颇多微词。这

里只是借用鲁迅用过的一个概念，本文的论述将超出鲁迅所说的范围。
2马克斯·韦伯（M. Weber）甚至认为“智识者”仅限于那些成就卓然而被誉为“文化瑰宝”的

人，他们是社会群体的精神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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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概念的指称一般不是民间俗称的“受过教育的人”，也不是《现代汉语词典》

所列意义上的“具有较高文化水平、从事脑力劳动的人。如科学家、教师、医生、

记者、工程师”等。3不少学者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概念越用越滥；然而，

鉴于《现代汉语词典》毕竟代表了绝大多数中国人的语言实践，有人提出“一部

更负责任的词典应当列出国际通用的 intellectuals 的意义，作为第二定义供参

考。”4毫无疑问，从概念上说，中国的“知识分子”与西方的“智识者”是不能

划等号的。在论述 intellectual 的文章中运用与之相去甚远的“知识分子”概

念，只是不得已而为之。换言之，再精湛的论述，似乎也改变不了几乎百分之百

的中国人已有的“知识分子”概念。这不仅因为语言实践有自己的规律，约定俗

成的东西是不容易改变的；更因为“知识分子”概念有自己的产生原因和发展史，

有它自己的涵义。一个词的确切意义只能在具体的语境里才能呈现出来（维特根

斯坦）。

知识分子 ≠ intellectual。对一个初学英语或其他西洋语言的中学生而

言，这个论点肯定有些突兀，双语词典中可是把两者划了等号的。对一个生活在

西方或在西方生活过的华人而言，也许多少能够领略两个概念在中国与西方学术

和日常生活中的差别。而一个对这两个概念稍有研究的人，也许会说这种说法毫

无新意，早有文章谈过它们的差别。本文所要论述的也正是差别。然而，知识分

子 ≠ intellectual，说的不是翻译的准确与否，也不是当代中国人对“智识者”

在理解和观念上的深浅问题，及其“知识分子”概念的实际运用与观念之间的差

距问题。如果真正摸透了汉语“知识分子”和“国际通用的 intellectual 的意

义”，我们也许能发现，其实这两个概念原先就是各说各的，本来就不是一回事，

是不相等和无法互译的。

我们先对西方的“智识者”概念作一个大概考察。罗宾斯（B. Robbins）认

为，智识者“具有政治和职业两层色彩”5，这种界定似乎符合“智识者”这个

现代概念产生以来的大概状况：智识者既有自己的职业，也有超乎职业的社会影

响。笔者赞同一个智识者可以是大学教授、大学教授未必是一个智识者的说法，

这也是不少西方学者所认同的一个观点。关键是衡量的尺度，比如，席尔斯（E.

Shils）认为智识者的基本特征是“对世界本质和社会规律的不平常的反思”6。

另外，笔者以为“职业内职业外”之说言之有理，但不能绝对化。在“智识者”

这个现代概念产生以来的一百多年里，没有职业却不愧为智识者的人大有人在，

一个原先有职业的智识者由于种种原因（如坐牢，流放或者失去劳动能力等）而

失业者亦不乏其人，社会不会因为其“无业”而剥夺其智识者地位。同样，由于

种种原因而只能阶段性从业的智识者，人们也不会称之为“阶段性（间断型）智

识者”。这样看来，“两层色彩”恐怕并不是关键性的因素。

虽然西方对“智识者”概念的定义不完全相同，各自都有自己的侧重面，7但

3参见赵毅衡：《走向边缘》，《读书》，1994 年第 1期，第 36 页。
4赵毅衡，同上，第 36 页。
5布鲁斯·罗宾斯：《知识分子的根基》，布鲁斯·罗宾斯编《知识分子：美学、政治与学术》，王

文斌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2002 年，第 8页。
6席尔斯：《智识者与权力以及其他文章》，第3页。（Edward Shils, The Intellectuals and the Power and
Other Essay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2）
7在西方，对于 intellectual 概念，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指认，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说法，不同辞书

有不同的诠释，至今没有一个公认的严格定义，分歧随处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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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它基本上指的是一种类型的人（群），这些人因为他们的“才智”（intellect）

亦即他们的“理性”（reason）而产生影响，常常获得超出一般人的社会荣誉。

或者说，在判断一个人是否属于智识者的时候，主要不是看他的受教育程度（虽

然必要的、全面的或比较高的教育程度往往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尺度），而是取决

于他的脑力劳动和精神活动的性质。他具有（不是内行或专家意义上的、而是博

学或哲学意义上的）超越现实、给人启迪的开创精神；不管他是积极的参与者还

是冷眼旁观者，他的目光是批判性的；或者，他也可以是一个与社会通行的行为

方式或观念保持很大距离的人。这种说法是德国《迈尔百科全书》对智识者的定

义，8是一种强调智识者主导精神潮流的“精英”观念。在整个定义中，当今那

种在论述智识者的时候似乎必然提及的批判精神、对公共领域的关怀和对政治事

务的介入显得相当淡薄。这大概是辞书定义的特点：就事论事，就词论词。

这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中国学界在接受西方智识者观念的时候，似乎过分

看重诸如萨义德（E. Said）所主张的智识者“是社会中具有特定公共角色的个

人”9。笔者以为，探讨“智识者”问题的一些名家论说，不仅包括智识者是什

么，而且还常常包含智识者应该是什么；说的是一种理想类型。因此，我们应该

分清概念与理念或理想的区别。其实，西方在就概念论概念的辞书中或一般人对

智识者的理解，很少把那种在一个（人文）学科具有真知灼见、以生产观念和思

想为职业的一流学者排除在智识者之外，不管他是否具有公共关怀和政治介入。

以《迈尔百科全书》中的“他也可以是一个与社会通行的行为方式或观念保持很

大距离的人”为例，我们是很难把陈寅恪那样的大学者排除在智识者之外的，他

那种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无疑是智识者的典范。还有王国维所说的“夫优美

与壮美，皆使吾人离生活之欲而入于纯粹之知识者”10，或如“最富于为学问而

学问的趣味者”11顾颉刚。这里所突出的是智识者的学术性和独立性：有出众的

才智，有开阔的視野，有怀疑的能力，有批判性的思考，有主見、智慧和造詣。

需要指出的是，能做到其中的一两点已经是难能可贵的了，因为智识者毕竟也是

血肉之躯。

福柯（M. Foucault）用“特殊智识者”概念与“普遍智识者”概念相对应，

视后者为对观念和理想等大问题感兴趣的文人、作家，前者则是一些专家和学者，

他们的立足点是自己的具体领域。福柯认为现实生活中只有具体的智识者，比如

写小说的作家、绘画的画家、作曲的音乐家、教书的教授等等，专业知识和真知

灼见赋予他们质疑和批判的可能性。应该说，福柯只是提出了“特殊智识者”的

概念而已，而他的解释或曰他所谈的现象，早就存在于西方对智识者的认识之中：

自律的、沉思的、独立的智识者，也就是那些创造“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

想”12的人，福柯本人的实践也说明了这一点。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国后现代思

想家利奥塔（J.-F. Lyotard）所说的“智识者已经死亡”，13雅各比（R. Jacoby）

8MEYERS ENZYKLOPÄDISCHES LEXIKON, 9. Auflage, Lexikonverlag: Mannheim/Wien/Zürich 1971/1981.
9爱德华·W·萨义德：《知识分子论》，单德兴译，三联书店，北京，2002 年，第 16 页。
10王国维：《〈红楼梦〉评论》第一章：“人生及美术之概观”，见《静庵文集》，辽宁教育出版社，

沈阳，1997 年，第 68 页。
11顾颉刚序《李石岑讲演集》（顾序），商务印书馆，上海，1929 年，第 1页。
12王元化：《清园近思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98 年，第 261 页。
13利奥塔认为智识者常常将自己认同于一个被赋予普遍价值的主体，并从这个视角分析形势，习

惯于对社会整体说话。然而，后现代社会已经不断趋于多元化和局部化，后现代知识话语的异质

性使智识者的功能从普遍性转向专门性，因此，承担整体性话语的智识者已经没有存在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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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最后的智识者”的悲壮警告，14说到底，指的只能是一种类型的智识者、

或曰传统意义上的智识者，而不是智识者的全部。“具体的智识者”是死不完的。

西方经典辞书或智识者论中的“智识者”概念，通常都会提及两个源头，一

是 19 世纪 60 年代的俄国，二是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的法国（这里不包括

intellectual 概念的词源与早期用法）。中国学界在讨论“知识分子”概念的时

候，因为它是一个新词亦即“外来词”，所以常常也会追溯这个概念的欧洲本源。

尽管对“智识者”起源的译介已经不少，笔者出于后文论述的必要，再对这个概

念的来源作一简要叙述：

源于俄国的概念是指那些由沙俄出于改革之心派到西欧去学习、然后回国的

青年贵族，他们了解了近代以来的西欧科学文化、思想观念、社会秩序以及生活

方式，回国以后深感俄罗斯政治文化的落后和社会状况的丑恶，因而产生了一种

对现行秩序的强烈的疏离感和背叛意识。这样一批与主流社会格格不入、具有强

烈的反判精神、尤其是道德批判意识的群体，被称为“印贴利更追亚”（“知识群

体”，“知识阶层”）。法国的“智识者”概念与著名的德雷福斯事件有关。犹太血

统的德雷福斯上尉因莫须有的间谍罪名而被判处终身监禁。1898 年 1 月 23 日，

左拉在巴黎《曙光报》上发表了写给共和国总统的《我控诉》。次日，该报又跟

进一篇众人签名的宣言书以示《抗议》，为德雷福斯辩护。在抗议书上签名的，

都是些著名作家、艺术家和学者。后来，这批为社会的正义辩护，批判社会不公

的人士就被他们的敌对者蔑视地称之为“智识者”。从法国的源头来看，这个概

念一开始其实是贬义的。不管后人对“智识者”概念有多少分歧和解说，这两个

源头都或多或少地体现在不同的诠释中。

对中国“知识分子”概念的责难，是中国知识界不少人已经知道的一个观点，

也就是对《现代汉语词典》“知识分子”是“具有较高文化水平、从事脑力劳动

的人”之诠释的指斥：

从这样的释义中，不要说已然看不见俄国“知识阶层”和法国“知识

分子”的身影，就连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在中国历史舞台上所扮演的社会

角色也被这一释义所掏空，它剩下的只是一个“文化”和“脑力”的躯壳。

对知识分子如此理解，应该说是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所形成的社会共识。

如果把这种共识也称之为知识分子的“中国化”，无疑是一种带有历史隐痛

的“化约”。[……]因此，由《现代汉语词典》所体现的这种长达半个世纪

以来的社会共识，对“知识分子”而言，与其说是概念上的不完整，毋宁

说是知识分子自身的一种历史性的退步。15

这类讥弹指出了中国“知识分子”概念首先不符合俄国和法国传统，其次不符合

“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传统，第三，它还说出了“中国化”亦即“历史性的退

步”的年代。笔者以为，这种说法本身就过于简单化，是对历史发展的一种化约。

中国是否存在俄法意义上的智识者是一回事，而中国是否存在一个相应的概念来

参见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车槿山译，三联书店，北京，1997

年。
14拉塞尔·雅各比：《最后的知识分子》，洪洁译，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2002 年。
15邵建：《关于知识分子的三个问题》，《粤海风》2003 年第 2期网络版，

http://www.yuehaifeng.com.cn/YHF2003/yhf2003-2-02.htm£¨2006 年 3 月下载£©

http://www.google.de/search?q=cache:0zB6jvCcli0J:www.yuehaifeng.com.cn/YHF2003/yhf2003-2-02.htm+%E7%9F%A5%E8%AF%86%E5%88%86%E5%AD%90+intellectual&hl=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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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称这类智识者是另一回事。中国当然也有 intellectual，但是从来没有一个

通用的概念能够与之匹配。如果说“知识分子”概念是对西方概念的一种“化约”，

那么，这种“化约”并不是 20 世纪五十年代以后的事。对此，后文将作详细论

述。

我们再以一部德国的、或许也是德语最具权威的大百科全书《布洛克豪斯》

为例，它对 Intellektuelle（intellectual）的定义，就字面而言，似乎和中

国的“知识分子”概念有些接近，认为智识者指的是受过教育并从事精神、艺术、

学术或记者等工作的人，他们的能力和志趣建立在才智（Intelligenz）的基础

上。16这个定义明显侧重于智力，似乎与俄国“印贴利更追亚”的词源相近。其

实，俄语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英语：intelligentsia）字根为法语的 intelligence

和德语的 Intelligenz，而这两个词的共同词源是拉丁语的 intelligere：认识，

理解，选择。19 世纪上半叶，德法等国用这个概念指称受过一定教育、经过启

蒙、主张进步的人。此词于 19 世纪六十年代进入俄国以后，逐渐转化成俄国激

进派的专有名词。今天，德法两种语言中的 Intelligenz 和 intelligence，指

的依然是“知识阶层”（知识界）或“洞察力”。1910 年版《大英百科全书》也

是从 intellect 一词出发，强调 intellectual 不同一般的认识和理解能力及理

论水平。17

中国当初对英语 intellectual 概念的介绍，很长时期只是停留在“智力”

（拉丁词源）阶段，没有把人作为主体。邝其照的《华英字典集成》（1882 年一

版，1923 年七版）译 intellectual 为“聪明”、“灵敏”；18翟理斯的《华英辞典》

（1912 年版，1892 年初版）译之为“心靈”；19唐敬杲等编撰的《新文化辞书》

（1923 年版）译之为“智力的”。20这些例子或许能告诉我们，一个概念有其发

展过程，而且，我们需要分清（a）一个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的区别以及（b）理念

与概念的区别。德雷福斯事件中的“智识者”与俄国激进派“知识阶层”是一种

政治理念或曰宣言式的概念。但是，概念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今天所说的

traditional intellectual（传统智识者）、organic intellectual（有机智识

者）和 specific intellectual（特殊智识者）是左拉们所不知道的。同样，俄

语的“知识阶层”也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然而，作为概念的 Intelligentsia

一词依然如故，也就是鲁迅那代人偶尔提到的“印贴利更追亚”21。

16 BROCKHAUS–ENZYKLOPÄDIE, 19. Auflage, Mannheim 1986/1995.
17 THE ENCYCLOPÆDIA BRITANNICA, Eleventh Edition, 1910.
18邝其照：《華英字典集成》Kwong Ki-chiu, 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香港，1923 年

（第一版 1882）。
19《华英辞典》，翟理斯编，别发印字房，上海，1912 年。(A Chinese English Dictionary, by

Herbert A. Giles，Shanghai: Kelly & Walsh Ltd., (1892) 1912)
20唐敬杲等（编）：《新文化辞书》，商务引书馆，上海，1923 年。
21鲁迅在《〈北欧文学的原理〉译者附记二》（《鲁迅全集》，第十卷，第 288 页），《我的态度气量

和年纪》（《鲁迅全集》，第四卷，第 111 页）和《〈 奔 流 〉 编 校 后 记 》（《鲁迅全集》，第七

卷，第 174 页）等文章中用嘲讽的口吻提到“革命底印贴利更追亚”（“革命的印贴利更追亚”）。

另见鲁迅：《“醉眼”中的朦胧》，编者注 15（《鲁迅全集》，第四卷，第 69页）：成仿吾在《从文

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中评论早期创造社时说：“它的诸作家以他们的反抗的精神，以他们的新鲜

的作风，四五年之内在文学界养成了一种独创的精神，对一般青年给与了不少的激刺。他们指导

了文学革命的方针，率先走向前去，他们扫荡了一切假的文艺批评，他们驱逐了一些蹩脚的翻译。

他们对于旧思想与旧文学的否定最为完全，他们以真挚的热诚与批判的态度为全文学运动奋斗。”



6

2. 中国“智识者”诞生的年代问题

张灏认为 1895 至 1920 年前后大约 25 年时间，是中国思想文化由传统过渡

到现代的关键年代，其主要变化，一为报刊杂志、新式学校及学会等制度性传播

媒介的大量涌现，一为新的社群媒体—知识阶层（intelligentsia）的出现。22

林毓生把 19 世纪末活动于中国社会舞台上的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视为中国第

一代智识者。23尽管这些人毫无疑问都是智慧+卓识+学者的大家，但在时代划分

上，他们只能是中国智识者的前身（或曰“前智识者”）。如同欧洲启蒙运动的大

家是现代智识者的前身一样（有人甚至从希腊罗马说起），但是，谁也不会称伏

尔泰和狄德罗为智识者。同样，人们可以认为中國的“知識階層”發韌於春秋戰

國，定型於秦漢，嬗變於魏晉南北朝，以後各代皆有所傳承，形成了一個綿延不

絕的傳統。24然而，这里所说的的传统摆脱不了“学而优则仕”的观念及“士风”

与“仕风”的结合。

中国学界可能或多或少受到鲁迅晚年曾想写一部以中国四代知识分子为题

材的长篇小说之启发，常可见到为中国“智识者”排辈数年代的归纳，而且还和

鲁迅的小说设想一样，章太炎为第一代，25过一二十年又多一代。毫无疑问，智

识者离不开特定的时代；但是，特定的时代有不同的智识者，或曰同一个智识者

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活动和反思。一生跨四、五代的巴金属于哪一代智识者？

（写《激流》时的巴金是智识者，写《随想录》时的巴金也是智识者。）如果鲁

迅用文学的手法、像老舍写《四世同堂》一样写四代读书人的身世和遭遇，应该

说是可行的。学术上也一样：不少学科史之分代不但是有益的，而且还是必要的。

但是，智识者不是一个学科，或曰是不少社会学科所共同关心的一个问题。在接

受西方 intellectual 基本认识的前提下，给智识者分代（例如许纪霖的研究），

而在展望“文学革命今后的进展”时又说：“我们如果还挑起革命的‘印贴利更追亚’的责任起

来，我们还得再把自己否定一遍（否定的否定），我们要努力获得阶级意识，我们要使得我们的

媒质接近农工大众的用语，我们要以农工大众为我们的对象。”
22参见张灏：《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二十一世纪》1999 年 4 月号，第 29-39 页。张灏

曾揭示，中国的智识者是在 1890 年后的那个十年开始转向西方思想的。（参见 Hao Chang, Liang

Ch’i-ch’ao and Intellectual Transition in China, 1890-1907,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Cambridge, Mass, p.297.）。另外，他在论述危机中的中国智识者的时候，重点谈论了康

有为、谭嗣同、章炳麟和刘师培。（参见 Hao Chang, Chinese Intellectuals in Crisis: Search

for Order and Meaning in China, （1890 – 1911）,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1987.）
23林毓生：《中国意识危机—五四时代的极端反传统主义》。(Lin Yü-Sheng, The Crisis of Chinese

Consciousness, Radical Antitraditionalism in the May Fourth Era,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79.)
24参见余英时：《中国知识阶层史论─古代篇》，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台北，1980 年。
25见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北京，1979 年，第 470 页；见许纪霖，注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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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用横线切法、以生辰年代断代，26是很值得商榷的。智识者毕竟是非常特殊

的一类人，写他们也许比写一个时代的工人阶级状况要复杂得多。从思想和哲学

角度出发，智识者的思想来源和倾向以及追求目标经常是隔代的、跨国的、越世

纪的，不应用第一代过渡、第二代开拓、第三代陈述之类的机械模式分

前三代后三代（以 1949 年为界），“中轴”说（前三代的“五四”，后三代

的“文革”）与“轮回”说（即“过渡”、“开拓”、“陈述”之轮回）也只是

为模式而模式之设定， 27必然会出现漏洞或牵强之处。

还是从西方 intellectual 基本定义出发，晚清康有为之辈在社会属性

上是不应该属于中国第一代智识者的。这样的话，也没有必要（如中国学界

常见的）为了顺应西方“智识者”基本定义而把鲁迅、胡适、陈独秀等人称

为中国第一代“现代意义上的”智识者。28照学术常规，Intellectual 这个

词本来就是现代意义上的智识者。

邓腾克（K. A. Denton）联系中国语境谈论 literati 这个词的时候指出：

英语中的 literati 这个词常被用来称谓中国的传统儒士，一般而言，

他们缺乏我们在运用 intellectual 这个词的时候所联想的那种自主精神。
29

邓腾克一方面指出了士大夫不是西方意义的“智识者”，另一方面强调了英法思

维传统中对“智识者”的一个主要特征，即精神和思维的自主性。我们无疑要把

五四运动前后中国的那些具有强烈反叛精神的“智识者”与以前的士大夫区分开

来，这不是因为那些接受传统教育的晚清士大夫还不知道这个新的概念，而是因

为他们没有同样的社会属性，他们只能是中国最后一代“士”，是中国历史上罕

26见许纪霖：《二十世纪中国六代知识分子》，《中国知识分子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海，2003 年。
27见许纪霖，同上。— 当然，笔者不反对“第一代智识者”或“那代人”之说法。世界上谈

论智识者的时候也能见到“那一代智识者命途多舛”云云，“德国智识者在第三帝国时期大量流

亡”等等。但这里基本上讲的是某个时代而不是智识者的辈分£¨即“人在那代”与“那一代人”

两种说法的区别£©，比如“二战时期的法国智识者”。智识者的三代人生活在一个时代是很常见

的，站在一条战线的莫逆之交也不乏其人。至于“左拉那代人”之说法，在一定程度上可视为年

龄划分，但那个时代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不全是智识者，讨论智识者时也不按照年龄划代。给智识

者分代的最终原因，恐怕还是对“究竟何为智识者”的理解和界定问题。因此，互联网中偶尔见

到的套用分代模式，对号入座论说百年中国李氏或王氏家族的六代知识分子£¨intellectual£©，

确实让人哭笑不得。另外还有不满者，同样以西方观点为基点，提出“七代说”，委实让智识者

“辈”出、却没有分代的法国或德国汗颜。需要说明的是，分代者是在 intellectual 意义上谈

论知识分子的。假如完全抛开西方intellectual 观念来讨论“中国的”知识分子亦即读书人，

则另当别论。那么，这个上下文中的知识分子讲的或许只是某个时代的读书人和读过书的人。
28见许纪霖，注 26。
29丹顿编：《中国现代文学思想：1893 年至 1945 年的文学评论》，第 1页 (Kirk Alexander Denton

(Ed.), Modern Chinese Literary Thought. Writings on Literature 1893-1945,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Stanford: 1996.):“The English term ‘literati’ is often used to

designate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scholar who, in the common view, lacked the kind of

autonomy we associate with the term ‘intellet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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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的有识之“士”。后康、梁时代，中国智识者才登上历史舞台。朱自清的划分

也许是有道理的：

五四运动划出了一个新时代。自由主义建筑在自由职业和社会分工的

基础上。教员是自由职业者，不是官，也不是候补的官。学生也可以选择

多元的职业，不是只有做官一路。他们于是从统治阶级独立，不再是“士”

或所谓“读书人”，而变成了“知识分子”，集体的就是“知识阶级”。残余

的“士”或“读书人”自然也还有，不过只是些残余罢了。这种变质是中

国现代化的过程的一段，而中国的知识阶级在这过程中也曾尽了并且还在

想尽他们的任务，跟这时代世界上别处的知识阶级一样，也分享着他们一

般的运命。30

严复说，1905 年废除科举“乃吾国数千年莫大之举动，言其重要，直无异

古者之废封建，开阡陌”31。梁启超认为现代观念出现的“最大关键，就是科举

制度之扑灭”32。智识阶级便是废除科举之后的产物。然而，（如康、梁对后代

的影响）从它的发展而言，可以追溯到新式学堂的开设，如杨荫杭回忆所说:“清

季学堂初开，凡称学界中人者，自成一阶级，民间则呼为‘吃学堂饭者’。”33不

过，当时的“吃学堂饭者”，一般还是“学而优则仕”。隋炀帝大业元年（605 年）

后延续了一千三百年的通过考试选官的科举制之废除，则彻底切断了读书人与官

僚阶层的自然联系。

胡适 1918 年回国以后，发现新学堂的学生“高又高不得，低又低不得，竟

成了一種无能的游民”34。教育制度的改革，从体制上造就了智识游民。辛亥革

命之际，全国已有六万多所新式学堂，学生数将近两百万，成了一支可观的“游

民”大军。曼海姆（K. Mannheim）认为“自由漂浮”和“非依附性”是智识者

的两大特点。然而，独立漂浮的群体并不就是智识者。按照葛兰西（A. Gramsci）

对传统智识者的著名界定，智识者通常是独立的、自主的，超越于一切社会集团

利益之上，代表着社会之普遍的真理、正义和理想。

废止科举的同一年，同盟会在日本成立。中国第一代智识者，大多是新派留

学生。同盟会之前，中国各省留日学生于 1901 年秋冬组织“中国留学生会馆”，

学界代表吴禄贞致词中说：“此会馆之于中国，无异美国之独立厅。”351902 年冬，

“中国青年会”在日本成立，宣告该会“以民族主义为宗旨，以破坏主义为目的”
36。在反清救亡的运动中，中国的智识者诞生了。如果说废除科举造就了智识阶

级，那么，我们或许可以把 1905 年前后的一系列反叛活动视为中国智识者登上

30朱自清，《论气节》（原载 1947年 5月 1日《知识与生活》第二期），《朱自清全集》，朱乔森编，

江苏教育出版社，南京，1988 年，第三卷，第 153-154 页。
31严复：《论教育与国家之关系》，《东方杂志》1916 年 2 月。
32梁启超：《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1923 年 2 月），《饮冰室文集》之三十九，第43 页。
33杨荫杭:《老圃遗文辑》（原刊 1921 年 9 月 19 日《申报》），长江文艺出版社，武汉，1993 年，

第 414 页。
34胡适：《归国杂感》，《胡适文存》，亚东图书馆，上海，1920），卷四，第 10頁。
35《革命逸史》第四册，转引自吴廷嘉：《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人民出版社，北京，1987 年，

第 175 页。
36《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续编》上卷，转引自吴廷嘉，同上，第17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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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舞台的标志，把废止科举与同盟会成立的前后三五年视为中国智识者之诞

辰，而“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 1903 年暮春的《革命军》则可视为中国智识者

登上历史舞台的一篇最响亮的宣言。37

“大将军”、“女侠”以及他们的后继者，与俄国“印贴利更追亚”有不少共

同之处：一、这些与众不同的新人，多半都是接受了西方教育，具有西方知识背

景的年轻人。二、他们回国以后所面对的是（至少在他们眼里）处于蛮荒和落后

状态的国家，因此他们要求改革和西化。三、他们所面对的大众基本上是“愚昧

的”文盲，因此他们自觉担当起启蒙的重任。四、他们多少与 1860 年以后常被

用来指称俄国积极的、常常是搞极端的革命者的“印贴利更追亚”有相通之处。

3.“智识阶级”（“知识分子”）概念的产生

中国的“印贴利更追亚”概念产生于民国以后，早期的通用说法是“智识阶

级”（或“知识阶级”），后来才渐渐派生出“知识分子”这个概念，并约定俗成、

沿袭至今。鲁迅于 1927 年 10 月在上海劳动大学作的一个题为《关于知识阶级》

的演讲中指出：“‘知识阶级’一辞是爱罗先珂（V. Eroshenko）七八年前讲演‘知

识阶级及其使命’时提出的。”38其实，爱罗先珂的演讲是在 1922 年；在这之前

已经有“知识阶级”的说法。在西方（中国亦然），很多人对 intellectual（智

识者）和 intelligentsia（知识阶层）不作明确的区分，甚至把它们同等看待。

但从欧洲概念史的角度来看，两者毕竟不是一个词，是不应该混为一谈的。这不

仅在词义的层面上，更在于俄国和法国历史上的不同政治和社会背景以及那些被

称作 intellectual 和 intelligentsia 的人在他们国家所起的社会作用。从中国

的“知识阶级”这个新词的组合来看，它更多地取自俄国的“知识阶层”概念，

而且，它一开始就被看作“群体”“阶层”或“阶级”；“智识者”概念中的那种

个体性和独立性几乎完全缺席。另一方面，与俄国概念相比，中国的“知识阶级”

已经不是俄国传统的“知识阶层”词义，也不是十月革命前的“知识阶层”词义。

“知识阶级”一开始就是一个很大的范畴，与我们今天俗称的“受过教育的人”

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俄国的“知识阶层”和中国的“知识阶级”概念的诞生毕竟相差半个多世纪，

而且它们各有自己特有的语境。虽然俄国也说一个阶层，然而它的精英特色是很

明显的。到了 19 世纪末，精英化愈演愈烈：当时的知识阶层中有革命与保守之

分，立宪与民粹之别，还有少数坚持传统、为人民代言的人，所有这些人的精英

特色只是程度不同而已。而中国“知识阶级”在其产生的时候，精英观念是极其

淡漠的，至多只是因为“受过教育的人”而感到高人一等而已。不仅如此，这个

37视气派上不亚于左拉《我控诉》的《革命军》为划时代的智识者宣言，一基于这一中国近代《人

权宣言》被清廷视为“此书逆乱，从古所无”的内容亦即它的“批判”与“启蒙”性质，二基于

它石破天惊、振聋发聩的社会影响及1903 年震惊中外的“苏报案”，三基于邹容的《革命军》、

陈天华 1904 年的《警世钟》等一系列革命书刊的独立和批判精神。这都标志着一批桀骜不驯、

敢作敢言的智识者登上了历史舞台。加上1905 年废除科举而切断了学而优则仕的老路，从

客观上为“自由漂浮”和“非依附性”创造了条件。
38鲁迅：《关于知识阶级》，《鲁迅全集》，第八卷，第 18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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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产生以后便马上出现了“淡精英化”趋势，或曰“平民化”趋势（后文还将

详述）。

章太炎似乎对“教育界发起智识阶级名称”颇为不满：“实则吾国阶级制度

向不发达，自总统以至仆役，仅有名职之差别，何必多此智识阶级之名称，[……]”
39看来，时人不一定都把“智识阶级”视为一个西洋特殊概念的汉语译词，只是

“智识”加“阶级”而已。何为“智识”？梁启超说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学界“广

求智识于环宇”40；他论教育应当“品行、智识、体力皆包于是”41。陈独秀 1915

年 9 月 15 日在《青年杂志》（《新青年》前身）发刊词中说“国民而无世界智识，

其国将何以图存于世界之中？”42他在《隨感錄》中谈论“国民底智识快点普及”
43的重要性。以上所引“智识”，也就只是“知文识字”而已；当时还有音乐智

识、历史智识等等“知识”。当初的“智识阶级”与“知识阶级”两种用法也没

有高低之分，似乎只是各人喜好而已。441928 年 10 月 24 日，弘一大师致信丰子

恺谈论他对《护生画集》读者对象的意见：“[……]今所编之《护生画集》，专为

新派有高等小学以上毕业程度之人阅览为主。”又说画集编辑之宗旨：“第一，专

为新派智识阶级之人（即高小毕业以上之程度）阅览。至他种人，只能分获其少

益。[……]”45

舒衡哲（V. Schwarcz）曾试图在五四运动的框架内概括中国“知识分子”

概念的过渡，认为那些不再能够保留自己原先那种启蒙先知的自我形象、然而却

想跟上时代变迁的人，改称自己为“知识分子”，也就是政治化的知识阶层

（intelligentsia）的成员，或曰属于一个大的、富有阶级意识之政治体的“知

39章太炎：《在长沙晨光学校演说》（1925 年 10 月），转引自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中华书

局，北京，1979 年，下冊，第 823 頁。
40梁启超：《论学日本文之益》，《饮冰室文集》之四，第 80页。
41梁启超：《论教育当定宗旨》，《饮冰室文集》之十，第 61页。
42陈独秀：《敬告青年》，《陈独秀著作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一卷，第 290 页。
43陈独秀：《随感录》（《新青年》9卷 3号，1921 年 7 月 1日），《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第 290

页。
44此说明一来为了阐明“智识”在一百年前的词义，一来鉴于当今一种可能的望文生义之误会：

“文化研究网”上有一篇题为《知识分子的价值定位》四人对话录（1995 年 4 月 1日），对话者

之一的丁帆认为，“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实际上是‘智识分子’。智识分子是智识者、智慧

者，[……]”（http://www.culstudies.com/rendanews/displaynews.asp?id=3169，2005 年 10 月下载）

这或许只能视为今天的一种诠解。“智识者”是“读书人”在那个新时期的同义词，是“智识阶

级”的一员。当时论说中常见“智识阶级”与“无智识阶级”之对比，例如杨荫深在《中国民间

文学概说》（华通书局，上海，1930 年）中便把民间文学归于无智识阶级、无产阶级平民的文学，

与智识阶级、资产阶级贵族的文学相对立。胡适反对把人分成平民和知识两个阶级，把文学分成

平民文学和贵族文学：“一般的人，把社会分成两个阶级，一种是愚妇顽童稚子，其他一种是知

识阶级，[……]作白话文是为他们—愚夫愚妇，顽童稚子—可以看而作，至于智识阶级者，仍旧

去作古文，[……]”（胡适：《新文学运动之意义》，原载 1925 年 10 月 10 日《晨报副刊》，《胡适

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年，第十二卷，第 21 页。）近年来，在中国“知识分子”概念的

意义上运用“智识者”概念的人似乎有所增多，或许为了抬高知识分子的地位。然而，只要“知

识分子”的内涵不变，“智识者”恐怕依然是“具有较高文化水平、从事脑力劳动的人”或曰“受

过教育的人”。
45《弘一大师文集》，书信卷一，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6 年，第 315 页。

http://www.culstudies.com/rendanews/displaynews.asp?id=3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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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分子”（knowledgeable elements）。46舒衡哲这里所说的“改称”时间与历史

事实有差错，开始使用的是“智识阶级”。另外，舒衡哲所说的“政治面貌”，也

不符合当时知识阶级的整个“阶级”状况。尽管如此，她所用的 knowledgeable

elements 把握住了概念的内涵，它不但是“知识分子”、也是“知识阶级”的本

义。也许是中国人用惯了“知识分子”概念而不再推敲这个词组，舒衡哲所强调

的 knowledgeable elements 可以让我们在词组的层面上重新思考“智识阶级”

或“知识分子”概念。舒衡哲所说的“知识分子”，强调的是“有知识的”人，

是群体的一个“分子”或“成员”。如同俄国的“知识阶层”更多的强调“知识”

和“群体”，这些知识分子一开始就是以群体而不是个体的形式出现的。不管“智

识者”概念与俄国 19 世纪有多么深厚的血缘，人们（至少在欧美）在谈论“智

识者”的时候，无疑更亲近于西欧传统，或者说，很少把“智识者”说成一个阶

级或阶层。中国“智识阶级”概念在产生的时候，已经偏离了当时西方对“智识

者”的一般理解，而成了俄语“知识阶层”的汉语字面转译。

王立达认为现代汉语的“知识”一词借自日本的佛教语汇。47其实，羅存德

的《英華字典》（1866/1869）已经把 knowledge 与“知识”相对应，19 世纪直

到五四前后的双语辞典几乎都是如此。48明治早期，knowledge 意义上的“知识”

46参见舒衡哲：《中国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第 9-10 页(Vera Schwarcz, The Chinese

Enlightenment: intelletuals and the Legacy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of 1919，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1986.):“Those who could no longer hold on to their previous

self-image as pioneer-prophets of enlightenment, yet wanted to keep up with the

historical changes at hand, transformed themselves into zhishi fenzi – members of a

politicized intelligentsia, or, more literally, knowledgeable elements of a larger,

class-conscious body politic.”
47参见王立达：《现代汉语中从日语借来的词汇》，《中国语文》第 68期（1958 年 2 月），第 93 页。
48参见《英华字典》，罗存德编，香港，1866/69 年 (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 with the

Punti and Mandarin Pronunciation, by the REV. W. Lobscheid, Hongkong: Daily Press Office,

1866/69);《哲学字汇》，编者：井上哲次郎、有贺长雄，东京大学三学部印行，明治十四年（1881）;

《荷华文语类参》，薛力赫编，莱顿，1886 年（Gustave Schlegel, Nederlandsch-Chineesch

Woordenboek met de Trascriptie der Chineesche Karakters in het Tsiang-Tsiu Dialekt,

Leiden: E.J. Brill, 1886）: kennis, wijsheid [knowledge]; 《华英辞典》，见注 19; Chinese

New Terms and Expressions, with English Translations,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Evan

Morgan（莫安仁）, Shanghai: Kelly & Walsh Ltd., 1913; 《官话》，赫美玲编，海关总税务

司署，上海，(1913) 1916 年。(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of the Standard Chinese Spoken

Language and Handbook for Translators, by Karl Ernst Georg Hemeling, Shanghai:

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 1913); 《法华新字典》，

陆伯鸿、宋善良编（Dictionnaire Français-Chinois），商务印书馆，上海，1921 年: 《英华

成语合璧字集》，季理斐编，上海，1922 年。(Donald MacGillivray, A Mandarin-Romanized

dictionary of Chinese. Including New Terms and Phrases, Shanghai: The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922); 《哲学辞典》，樊炳清编，商务印书馆，上海，1926 年：

Wissen [knowledge]。

— 除“知识”译词外，“knowledge” 在上述及下列辞典中还有“见识”，“学问”，“所知”，“智

识”，“晓知”，“认识”，“学力”，“意识”，“学识”，“才学”的译法：《五车韵府》，马礼逊编，澳

门，1815/22 年。(Robert Morrison, 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in Three Parts,

part first, containing Chinese and English, arranged according to the radicals, p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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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词由中国进入日本。49“分子”一词也在《英華字典》里已经用来翻译“part”、

“portion”、“share”，当时这个词在中国和日本基本上只用于数学和自然科学，
50明治后期，“分子”获得了“整体之一部分”或“组成部分”的意思并用于人

类，这个新的语义于 19、20 世纪之交进入汉语。51《新爾雅》便把个人称为社

会的基本“分子”。52

笔者所见的中国最早用“智识阶级”翻译俄语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的出处，来自

一篇译自日语的文章。《东方杂志》第十五卷第四号（1918 年 4 月 15 日）登载

一篇由君实译日本国《外交时报》的文章，题为《俄国社会主义运动之变迁》，

文中保留了原文中翻译 Intelligenzia 的“智识阶级”：

赫善及巴枯宁皆出身贵族，然继其后之崔涅许斯克，乃为农民出身僧

侣之子，此亦可注目之事也。自是以后俄国之社会运动，渐次脱离贵族，

而入于“智识阶级”（Intelligenzia）之手。53

“知识分子”一词也许是日本的山川均所创，他于 1920 年在《社会主义研

究》杂志上发表题为《苏维埃政治的特质及其批判—无产阶级专政与民主》的文

章；1921 年，这本杂志又发表了山川均和山川菊荣合作翻译的列宁的《苏维埃

政权的任务》一文。在这两篇文章中，“知识分子”明确作为俄语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
的译词。然而，“知识分子”概念没能在日本站住脚（日语用“知识人”指称知

识阶层的成员），却在二十年代中期开始被中国人使用。李柏（W. Lippert）认

为，中国信仰共产主义的人，从马克思主义观点出发，用“知识分子”代替“知

识阶级”，更明确了这个概念指的不是一个阶级，而是一个社会阶层。54中国“知

second, Chinese and English arranged alphabetically, part the third, English and

Chinese, Honorable East India Company’s Press, Macao 1815/22)；《汉法语汇便览》，李梅、

日意格编，上海，1874 年 (G. Lemaire/P. Giquel, Dictionnaire de poche Francais-Chinois

suivi d'un dictionnaire technique des mots usites a l'arsenal de Foutcheou, American

Presbyterian Press: Shanghai 1874); 《华英字典集成》，见注 18；《哲学字汇》，李提摩太、

季理斐编，上海，1913 年。（A Dictionary of Philosophical Terms. Chiefly from the Japanese,

by Dr. Timothy Richard and Dr. Donald MacGillivray, published by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 Shanghai 1913）
49 参见李柏：《一些马克思主义汉语术语的产生与作用—马克思主义在日本和中国之接受的词语

概念问题》第 317 页。(Wolfgang Lippert, Entstehung und Funktion einiger chinesischer

marxistischer Termini. Der lexikalisch-begriffliche Aspekt der Rezeption des Marxismus

in Japan und China, Franz Steiner Verlag: Wiesbaden 1979)
50参见《英华萃林韵府》，卢公明编，福州，1872/73 年 (A Vocabulary and Hand-Book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in two volumes comprised in three parts, by Justus Doolittle,

Foochow/Shanghai: Rosario, Marcal & Co. 1872/73): numerator；《哲学字汇》，井上哲次郎、

有贺长雄编，见注 47: particle；《物理学术语和汉英佛独对译字书》，东京，1888 年: molecule。
51参见李柏，注 48，第 318 页。
52参见汪荣宝、叶澜：《新尔雅》，明权社，上海，1903 年版，第 69页。
53《俄国社会主义运动之变迁》，君实译，《东方杂志》第十五卷第四号（1918 年 4 月 15 日，第

61-65 页），第 62 页。
54参见李柏，注 48，第 318-31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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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分子”概念的“版权”是否属于共产党人，是值得商榷的。无论如何，“知识

阶级”在二、三十年代依然还是相当流行的说法，而且明显多于“知识分子”。

宽泛的“知识阶级”以及后来的“知识分子”概念并不把智识者排除在外，

讲的是“从事脑力劳动的人”以及社会分工而产生的阶层。因此，汉语中才有可

能存在“小知识分子”这种说法；而一个博学的、富有批判精神的智识者，也只

是一个“知识”“分子”而已。一个能够包容乡村教师和萨特这样的思想家的概

念，显然不符合西欧历史经验，也不符合俄国传统的“印贴利更追亚”概念，宽

泛的概念必然使之失去锐气。法兰克福学派向来以为智识者应当是每一个时代的

批判性良知的承担者。

4.“知识阶级”（“知识分子”）概念在中国的特色及其命运

有学者认为，左联之后“知识分子”概念开始含有贬义，且“智”被改为“知”。
55这与史实不符。鲁迅说爱罗先珂在中国提出“知识阶级”概念的时候，“他骂

俄国的知识阶级，也骂中国的知识阶级，中国人于是也骂起知识阶级来了。”56骂

知识阶级的人往往来自知识阶级。“智识阶级”似乎一开始就略含贬义，批评知

识阶级几乎是一种时尚。1919 年，杜亚泉在《知识阶级之团结（谈屑）》一文中

说：“此八九年中，吾国内一切罪恶，皆当由智识阶级负责任。”57钱穆亦说中国

知识阶级“于民国初年，加倍捣乱之功[……]。知识阶级，日愚日腐[……]。”58

梁启超 1923 年 1 月 13 日在《东南大学课毕告别辞》里说：“大奸慝的卖国贼，

都是智识阶级的人做的。由此可见，没有精神生活的人，有知识实在危险。”59如

果说上述议论多少出于当时的社会现状和时事发展有感而发，那么，在一个激进

的时代，瞿秋白之所谓“知识阶级，究竟是什么东西？”60已经属于基本属性上

的贬责。1919 年 12 月 6 日《平民教育》上的一篇文章谈论“知识阶级”的口气

是：“念书人是什么东西，还不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无用而又不安生的

社会的蠹民吗?”61不错，这正是反智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倾向在中

国早期共产主义者以及相当一部份激进青年中开始滋生的时候。62“知识阶级”

55参见丁帆，注 44。
56鲁迅，注 38，第 187 页。
57杜亚泉：《知识阶级之团结（谈屑）》，《杜亚泉文选》，华东师大出版社,上海，1993年，第 416
页。
58钱穆：《国史大纲·引论》，罗义俊编《理性与生命(一)当代新儒学文萃》上海书店，1994年，

第 405页。
59梁启超：《东南大学课毕告别辞》，《饮冰室文集》之四十，第 11页。
60瞿秋白：《政治运动和知识阶级》（《向导》第 18 期，1923 年 1 月 31 日），转引自陈铁健：《瞿

秋白传》，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1986 年，第 151 页。
61惠：《教育的错误》，《平民教育》，1919 年 12 月 6 日。
62参见顾昕：《从“平民主义”到“劳农专政”：五四激进思潮中的民粹主义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的

起源（1919-1922 年）》，《当代中国研究》季刊MODERN CHINA STUDIES（普林斯顿），1999 年第

2期（总第 65期）http://www.chinayj.net/StubArticle.asp?issue=990205&total=65#[46] （2006 年 3

月下载）。

http://www.chinayj.net/StubArticle.asp?issue=990205&total=6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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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在中国确立和普及之初，也是中国人跟着苏联人骂知识阶级之时。可见，这

个中国概念先天不足，反智主义使“知识阶级”概念一开始就遭到了被贬低的命

运。

“知识阶级”以后的世路又怎样呢？笔者想简要地从三个方面或三条路考察

“知识阶级”概念的境遇：首先是民粹主义，它是“知识阶级”概念登场时的“伴

娘”，一开始就使这个概念失去了精英色彩。民粹主义与反智主义联手，造就了

中国化的、民间俗称的“受过教育的人”的“知识分子”概念。第二是左派路线，

视“知识阶级”为“社会赘疣”，不但“没有真实的智识”，而且成了打击的对象。

第三是自由派观点，多少给中国的“知识阶级”增添了一点光彩。然而，就总体

而论，自由派“知识阶级”概念的精英色彩不涵盖整个知识阶级。63

鲁迅以 19 世纪俄国知识阶层为说，提出了一个“真的知识阶级”的概念，

并将其界定为：“他与平民接近，或自身就是平民”，“因此他确能替平民抱不平，

把平民的苦痛告诉大众”；“他们对社会永不会满意的，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

看到的永远是缺点”，并且“不顾利害”，“要是发表意见，就要想到什么就说什

么”。64鲁迅的“真的知识阶级”定义包含了社会关怀和批判精神两个重要因素，

而“与平民接近，或自身就是平民”的看法，早已见于李大钊之辈所鼓吹的民粹

主义（populism，又译平民主义，大众主义，群众主义）。李大钊虽然认为知识

阶级应该“作民众的先驱，民众作知识阶级的后盾。知识阶级的意义，就是一部

分忠于民众作民众运动的先驱者。”65但是，这在他那里是建立在民粹主义基础

上的：“要想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入到社会里面，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

级打成一气不可。[……]到农村去，拿出当年俄罗斯青年在俄罗斯农村宣传运动

的精神，来作些开发农村的事。”66李大钊甚至认为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是打

破知识阶级的运动，是加入劳工团体的运动。”67中国知识界开始运用知识阶级

概念的时候，虽然受到十月革命的影响，但主要还是 19 世纪下半叶俄国的民粹

主义亦即其最著名的主张：“到民间去”。68中国教育界接过这个观念，也就引入

63探索 20 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智识者可以有不同途径，比如考察《新青年》的参与者，与胡适为

伍者，本土智识者与留洋智识者之间的差别，留学东洋与西洋者之间的差别，西南联大的学者群，

共产党及延安路线等等，当然，还有鲁迅那样的离群者。
64鲁迅，注 38，第 187-193 页。
65李大钊：《知识阶级的胜利》（《新生活》第 23 期，1920 年 1 月 25 日），《李大钊文集》，人民出

版社，北京，1984 年，下，第 208 页。
66李大钊：《青年与乡村》（《晨报》1919 年 2 月 20 日至 23 日），《李大钊文集》，上，第 648 页。
67李大钊：《“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少年中国》第一卷第 3期，1919 年 9 月 15 日），《李

大钊文集》，下，第 45 页。
68参见鲁迅：《〈艺术论〉译本序》（《鲁迅全集》，第四卷，第 253 页）：“蒲力汗诺夫（George

Valentinovitch Plekhanov）以一八五七年，生于坦木皤夫省的一个贵族的家里。自他出世以至

成年之间，在俄国革命运动史上，正是智识阶级所提倡的民众主义自兴盛以至凋落的时候。他们

当初的意见，以为俄国的民众，即大多数的农民，是已经领会了社会主义，在精神上，成着不自

觉的社会主义者的，所以民众主义者的使命，只在‘到民间去’，...”（民众主义=民粹主义）

─ 正是在民粹主义思想的影响下，五四时期及其以后，北大一批又一批知识青年去长辛店、唐

山、开滦、内蒙，去工厂、矿山，去广大的北方农村，以实践他们深入实际、了解国情、与工农

民众相结合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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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俄国的民粹主义，中国的民粹主义也发端于此。69确实，在五四后期，一种新

的观点，或曰俄国的民粹主义思想在中国蔓延，宣传知识阶级不仅要教导劳工，

而且也要向劳工学习。70虽然民粹主义没能在中国发展成一种独立的社会思潮，

但它作为一种相当普遍的精神要素，深深地影响了除自由主义之外的众多流派与

群体，如李大钊、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列主义者，鲁迅、郭沫若等左翼激进派，梁

漱溟、陶行知、黄炎培等乡村改革派，以及一大批温和的、具有本土色彩的知识

界人士。71中国共产党一再宣传的“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思想，早已

见之于共产党成立之前的民粹主义，见之于“到农村去”的口号，或“工人即学

者，学者亦工人”72之观念。这是中国早期“知识阶级”概念最重要的思想和社

会背景。民粹主义尤其为以后的马列主义知识阶级观铺平了道路。

中共“一大”会议在智识阶级问题上存在分歧。李汉俊认为应该联合智识阶

级，使党成为公开的组织与和平的政党；李达和陈公博拥护他的观点。刘仁静则

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斗争的直接目标，反对任何公开形式的工作，智识阶级为资

产阶级思想的代表者，一般应拒绝他们入党；同情他的观点的有鲍怀璨。73一年

后的中共“二大”申明，“我们共产党，不是‘知识者所组织的马克思学会’，

[……]”74之后，瞿秋白划分了新旧两种知识阶级，“一部分是士绅阶级的，是

以议员、政客为职业的旧的知识阶级，他们是‘社会赘疣’”；另一部分是“学校

的教职员，银行的簿记生，电报电话汽船火车的职员，以及最新鲜的青年学生，

是新经济机体里的活力，正在膨胀发展，—这是新的知识阶级。”75瞿秋白认为

“智识阶级始终只是社会的喉舌，无论如何做不到主体”（瞿秋白《政治运动与

智识阶级》）。阶级意识和经济基础是早期共产党人论说“智识阶级”的主要依据。

张太雷在《少年共产国际》创刊号上署名 Chantaly 发表文章，开篇便说：“智

识阶级,因为他没有独立的经济基础,并且因为统治阶级需要他做压迫他阶级的

工具,他很有钻到统治阶级里去的机会—所以常常是一个反革命的。”761925 年

12 月 1 日，毛泽东在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的《革命》半月刊发表《中国社会各阶

级的分析》一文，将买办银行工商业高等员司，军阀政府高等事务员，政客，一

69顾昕（注 61）认为，“当时，那些以后成为共产党领导人的知识分子对十月革命的理解和认识，

几乎和民粹主义者差不多，是把十月革命视为劳工主义和民粹主义式‘社会革命’的胜利，他们

那时对马克思主义并无多少了解。人们在后来的理解中给早期的激进知识分子加上了太多的‘光

环’。与其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语），倒不如说，‘十月革

命’实际上送给中国的主要是民粹主义。”
70参见迈斯纳：《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译组译，中共党

史资料出版社，北京 1989 年，第 77-82 页。
71参见许纪霖：《朱自清与现代中国的民粹主义》，《学人》第 13辑，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1998

年。
72凌霜：《工读主义进行之希望》，《劳动》第 4号（1918 年 6 月 20 日）。
73参见陈潭秋：《中共第一次大会的回忆》，1936 年 6 月 7日发表于《共产国际》(莫斯科出版)

杂志中文版，《百科知识》1979 年第 2期重新刊载。
74《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见《中共知识分子政策史》，石油大学出版社，北京，1995

年，第 21-22 页。
75瞿秋白：《政治运动和知识阶级》（《向导》第 18 期，1923 年 1 月 31 日），转引自陈铁健：《瞿

秋白传》，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1986 年，第 151 页。
76张太雷：《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和中国的学生》，《少年共产国际》第一期（1924 年 7 月）。



16

部分东西洋留学生，一部分大学校专门学校的教授、学生，大律师等化入大资产

阶级中的反动派智识阶级（“极端的反革命派”）；华商银行工商业从业员，大部

分东西洋留学生，大部分大学校专门学校教授、学生和小律师等，属于中产阶级

之高等知识者，也就是“半反革命派”。77毛泽东当时任国民党中宣部代理部长

兼《政治周报》主编，此文引起很大反响，北伐军中部分人提出了“打倒智识阶

级”的口号。共产党成立后五年半时间里的各种言论，几乎都为以后的知识分子

概念和政策埋下了伏笔。1939 年 5 月 1 日，毛泽东在《五四运动》一文里提出

了著名的“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同年 12 月 1

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决定《大量吸收知识分子》提出了“共产党必须善

于吸收知识分子[……]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与这篇

高度赞扬知识分子的文章相比，延安整风运动走向了另一个极端。78知识分子一

落千丈。1942 年 2 月 21 日，康生传达毛泽东整顿三风的报告：“目前所谓知识

分子，实际上最无知识，工农分子反而又一点知识。”79毛泽东有关知识分子“其

实是比较最无知识”的所谓新概念迅速传播开来。其实，早在毛泽东之前瞿秋白

就说过：“中国的知识阶级，刚从宗法社会佛、老、孔、朱的思想里出来，一般

文化程度又非常之低，老实说这是无知识的知识阶级，科学历史的常识都是浅薄

得很。”801949 年 1 月 7 日，“中央组织部对职员、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的含义

的解释”中写道：知识分子主要是指中学以上学校的学生。81

“知识就仿佛是罪恶，但是一方面虽有人骂知识阶级，一方面却又有人以此

自豪：这种情形是中国所特有的。”82确实，从二十年代起，左派贬斥知识阶级，

自由派以知识阶级为骄傲。胡适等人在 1922 年 5 月创刊的《努力》周报上代表

自由派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提倡好政府主义，这些人的观点就是胡适后来

所说“在变态的社会之中，没有可以代表民意的正式机关，那时代干预政治和主

持正义的责任必定落在智识阶级的肩膀上”83。这里表达的主体性的诉求，很可

能来自留学欧美的人对西方“智识者”概念的认识。有人甚至认为“中国的唯一

希望，在智识阶级”84。从二十年代的《努力》、《现代评论》到三十年代的《独

立评论》和四十年代的《观察》、《新路》、《世纪评论》等，如果说胡适以及胡适

派学人群主持的这些刊物能够充分体现那个时代中国自由派的价值谱系，那么，

这些多少属于同仁性质的刊物，亦能反映出他们的知识阶级观和知识阶级立场。

77上文内容于 1951 年收入《毛泽东选集》时被删改，参见王来棣：《毛泽东的知识分子政策》，《当

代中国研究》季刊MODERN CHINA STUDIES（普林斯顿），2003 年第 3期。
78参见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香港中文大学，2000 年。
79《解放日报》，1942 年 2 月 22 日。
80瞿秋白：《〈瞿秋白论文集〉自序》，《瞿秋白选集》，人民出版社，北京，1985 年，第 311 页。
81《干部人士档案工作文件选编（1939-1994）》，党建读物出版社，北京，1994 年，第 405-406

页。
82鲁迅，注 38，第 187 页。
83胡适：《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1923 年 1 月），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年，卷十一，第 47页。
84许士廉：《首都流血与军学阶级战争—致现代评论记者》，《现代评论》第 68 期，“通信”，（1926

年 3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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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胡适创办的以评论政治为主的《努力》周刊 1923 年 10 月停刊一年多以后，《现

代评论》于 1924 年 12 月创刊。发刊词中说：“本刊的精神是独立的，不主附和；

本刊的态度是科学的，不尚攻讦；本刊的言论是趋重实际问题，不尚空谈。”《现

代评论》的骨干力量，大部分是出入于欧美同学会的年轻教授。胡适主编的《独

立评论》于 1932 年 5 月 22 日创刊，出自胡适之手的《〈独立评论〉引言》中称：

“我们不期望有完全一致的主张，只期望各人都根据自己的智识，用公平的态度，

来研究中国当前的问题，我们叫这刊物《独立评论》，因为我们都希望永远保持

一点独立精神。不倚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

人思考的结果：这就是独立精神。”胡适以后还说，创办《独立评论》是为了“说

一般人不肯说或不敢说的老实话”86。应该说，胡适标榜的独立精神以及良知和

对绝对权力的怀疑，87最能体现西方“智识者”概念。胡适之辈不仅毫无附庸感，

而且自我定位为现代中国的指导者和精神领袖。例如段祺瑞提出召开以军阀、政

客为主体的“善后会议”解决“时局纠纷”之后，胡适那批“现代评论派”（因

其主要居住在北京东吉祥胡同，也有“东吉祥诸君子”之称）对此极感兴趣。《现

代评论》发表文章，说当时中国政治上有三大势力，除了有兵权的军阀和有政治

势力的政治家之外，还有“在社会具有一种精神的势力，而常为一切政治运动社

会运动的指导者之智识阶级”，因此，善后会议必须有“物望所归之中坚人物”

亦即“智识阶级的领袖”参加。88鲁迅时而把这些留学归来的“现代评论派”教

授亦即“特殊知识阶级”89称作“正人君子”或“文人学士”。这些称呼出自向

来刻薄的鲁迅之口，似乎并不奇怪。可是，就连自称“平常是对于私怨最不计较

的人”的周作人，也“不惜抹下脸来与曾经有过交际的现代评论及陈源先生吵闹”，
90尖锐地说“一部分‘知识阶级’作段[祺瑞]章[士钊]的镖客，段政府自然就胆

大。”91当然，自由派知识阶级中有各色人等，各时期也有不同特色，本文无法

面面俱到。二、三十年代较为有名的还有与“现代评论派”分庭抗礼的《语丝》

派，其中包括后来自认为是“中产的智识阶级分子”92的鲁迅和林语堂那样的“吾

民”（林语堂在其作品中常以“吾民”称中国的知识阶级）。也有被视为自由知识

85与世界上其他地方一样，自由派喜好板报议论。傅斯年曾于 1947 年忠告胡适说：“与其入政府，

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傅斯年致胡适，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华书局香港分局，

1983 年，下冊，第 178 页。）
86胡适：《丁文江传》，海南出版社，海口，1993 年，第 119 页。
87胡适在《人权论集》（1930）序言中说：“我们所要建立的是批评国民党的自由和批评孙中山的

自由。上帝我们尚且可以批评，何况国民党与孙中山？”“骨头烧成灰”也“不忍袖手旁观”，以

“减少一点良心上的谴责。”（《胡适文集》，第五卷，第 523 页）
88参见周鲠生：《我们所要的一个善后会议》，《现代评论》1卷 2期（1924 年 12 月 20 日）。
89参见鲁迅：《春末闲谈》（《鲁迅全集》，第一卷，第 208 页，编者注（8）“特殊知识阶级”：“一

九二五年二月，段祺瑞为了抵制孙中山在共产党支持下提出的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拼凑了一个

御用的‘善后会议’，企图从中产生假的国民会议。当时竟有一批曾在外国留学的人在北京组织

‘国外大学毕业参加国民会议同志会’，于三月二十九日在中央公园开会，向‘善后会议’提请

愿书，要求在未来的国民会议中给他们保留名额，其中说：‘查国民代表会议之最大任务为规定

中华民国宪法，留学者为一特殊知识阶级，无庸讳言，其应参加此项会议，多多益善。’”
90周作人：《论并非睚眦之仇》，《语丝》第 75期（1926 年 4 月 19 日）。
91周作人：《陈源口中的杨德群女士》，《京报副刊》（1926 年 3 月 30 日）。
92鲁迅：《二心集·序言》，《鲁迅全集》第 4卷，第 19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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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言论阵地的《大公报》报人。931917 年 7 月 1 日张勋拥清废帝溥仪复辟。《大

公报》第二天起便开始评述复辟闹剧。7月 5日，主笔兼经理胡政之在论评《忏

悔之机》中说，张勋复辟“则历来之政府、各派之政客、有智识之国民，要皆不

能辞其咎，故今日实予吾人以忏悔之机。今后国中智识阶级之人务当各养实力，

各尽职责，勿图利用他力以排异己，勿更逾越常轨以致两伤。”另外还有那个当

年自办《文化评论》的“智识阶级的自由人”或“第三种人”的胡秋原。至于西

南联大学者群，还得另写一章。

5. “受过教育的人”

不管是民粹主义、马列主义还是自由主义，三者使用“知识阶级”一词的时

候，均视其为一个（“附庸的”或“主导的”）群体。就概念本身而言，“知识阶

级”在中国产生的时候，似乎和“智识者”或曰左拉式的法国传统没有多大关系，

与俄国的“知识阶层”（知识群体）却有着血缘关系。时人论述知识阶级的时候，

一般也以俄国和十月革命后的苏联为据。当鲁迅说“其实中国并没有俄国之所谓

智识阶级”94的时候，他当然知道这个概念的来源，更何况他以为“知识阶级”

一词是爱罗先珂引入中国的。然而，这个词在“引进”中土的时候，95已经不完

全是人们在讨论“智识者”时常常提到的那个俄国源头的 1860 年代的“印贴利

更追亚”了。从 19 世纪六十年代人的斗争和颠覆精神，到 19、20 世纪之交，尤

其是 1905 年革命失败之后俄国知识群体的重大转折，偏离了原有的革命精神，

“几乎全部叛变和变节。”96接着是十多年的脱离现实、不得民心。十月革命新

政权建立之后，能够独立思考的“印贴利更追亚”受到排斥，剩下的大多是附属

于无产阶级的印贴利更追亚了。这些便是中国“知识阶级”概念的俄国和苏联背

景。而从这个概念在五四时期开始确立的时间来看，它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十月

革命的波及。

斯大林统治下的、相对于西欧还极其落后的 1920 年代、1930 年代的苏联的

实际情况是：初中毕业就成了（或被称作）“印贴利更追亚”。这个界定已经使俄

国传统意义上的“印贴利更追亚”面目全非，也与西方通常的“智识者”之特定

含义相去甚远。这种大众主义的诠释也完全体现于“知识阶级”这个中文概念（“中

学以上学校的学生”）。换言之，中国的“知识阶级”以及后来由此派生出的“知

识分子”概念，主要是苏联模式的：知识分子是与工农相结合的脑力劳动者。

什么是 1920 年代、1930 年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

93《大公报》上曾有人写过化解矛盾、为知识阶级不同派别说和的文章：“彼共党者，亦中国人

也，操纵其间者，亦多属智识分子也，而何以竟无人试沟通意见，以察考究竟有无化为合法斗争

之可能？”（社评：《如何结束共乱？》，《大公报》（天津）1933 年 4 月 2日。）
94鲁迅:《华盖集·通讯》，《鲁迅全集》，第三卷，第 25页。
95这里只涉及“知识阶级”概念的早先状况，不排除当时西洋归国者运用此概念时可能有的欧美

观念。
96《艺术论集─马克思主义者对西方现代派文艺的评述》，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研究所、外国文艺理论研究资料丛书编委会编，姜其煌、高叔眉等译，文化艺术出版社，北京，

1987 年，第 33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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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还得回到“knowledgeable elements”的说法，也就是说，一个“受过教育的

人”便被视为知识阶层的一员。97“印贴利更追亚”之汉语表达“知识阶级”在

中国产生不久（几乎在它产生的同时），它的“定义”就是宽泛和笼统的，而不

是智识者的那种“精英化”的定义。很能说明问题的，也许是文学研究中诸如“五

四时期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像”之类的文章，我们见到的是涓生、子君之类，《沉

沦》中的他，《一件小事》中的我；当然，孔乙己也是知识分子。如果一定要说

智识者是带有精英色彩、对观念感兴趣的人，而“印贴利更追亚”是指围绕某些

社会观念而联合起来的人，那么，中国的“知识阶级”在它产生的时候就显示出

了它与俄法概念的区别。如前所述，中国的“知识阶级”与俄罗斯的相同，是一

个集体概念；然而，把中国的“知识阶级”结合在一起的不是共同观念或社会理

想，只是“受过教育的人”。

关于中国“知识分子”亦即知识阶级的成员或者真正的“智识者”，我们也

许只能从历史的角度作历史的考察。对一个农村人口占绝对多数的、存在大量文

盲的国家来说，至少在 20 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民众眼里，一个知文识字的小学教

师便也成了“知识阶级”的一分子，“书呆子”98则是当之无愧的“知识分子”。

这便是当时的中国产生和运用“知识分子”概念的语境。他们可以是怀揣中学文

凭的青年，也可以是一般记者，庸俗文学作家，文化部长，贫庸的数学教授或哲

学教授等等，或者是那种西方意义上的智识者。虽然（尤其是民间俗称的）“知

识分子”似乎也有一些精英化的味道，但却让知识阶层的成员与真正的智识者之

间的区别荡然无存。也许这就是我们今天不应该用“知识分子”翻译

intellectual 或者反过来用 intellectual 翻译“知识分子”的主要原因。显然，

汉语中至今还缺乏翻译 intellectual 概念的词汇；或者说，表示水准、洞察力

和造诣的 intellectual 在汉语中至今没有概念范畴上的公认表达。还言之，《现

代汉语词典》“知识分子”定义本身并没有错；然而，假如把它翻译成

intellectual 或者把 intellectual 翻译成大众所理解的“知识分子”，那便是

错误。错误的环节不在定义，而在于用两个不相等的词进行对译。把“知识分子”

与 intellectual 对应，只能是方枘圆凿。比如，把“倪奂之这个小知识分子”

一类的句子译成英语或其他任何一种西洋语言，西方人是看不懂的，“臭知识分

子”之类的表达更会让西人惊讶。

6. 总结：“知识分子” ─ 一个自成一体的概念

伏尔泰之后最让法国政府头疼的，当数萨特。当法国政府镇压阿尔及利亚人

97周策纵不但将五四前后的初中高中的学生纳入知识阶级范畴，而且还算上一次大战时旅欧华工

中的识字者（见 Chow Tse-tsung：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 Cambridge, Mass., 1960, pp. 9, 38.）。
98参见陶行知对中国知识阶级的定义，《目前中国教育的两条路线─教劳心者劳力，教劳力者劳

心》（载福建教育厅《教育周刊》，1932 年 11 月），《陶行知全集》，四川教育出版社，成都，1991

年，第三卷，第 507 页：“一般知识阶级，他们是劳心而不劳力，读书而不做工，所以形成了‘书

呆子’。教书的人是‘教死书’、‘死教书’、‘教书死’；读书的人是‘读死书’、‘死读书’、

‘读书死’。充其量只是做一个活书厨，贩卖知识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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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的独立斗争时，萨特公开反对法国的非正义战争，支持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运

动。右派势力中有人主张以叛国罪逮捕这个狂妄的人。戴高乐总统却说：没人敢

把伏尔泰投入监狱，萨特也不该进监狱，让智识者爱怎么搞就怎么搞吧。这大概

就是法国民主、自由、宽容的立国原则。俄罗斯及苏联的智识者却多半受到排挤

和打击。智识者在现代智识者两大源地的命运告诉我们，研究智识者，应将他们

置于一定的时代和社会体制中，并考察他们在特定时空中的思想和行为。同样，

我们不难发现那些关于智识者的著名论说，都或多或少地受制于特定的时代与环

境，其分歧也或多或少地来自历史的变迁。

中国和世界华人学界对汉语“知识分子”概念的非难，一般以为“具有较高

文化水平、从事脑力劳动的人”之定义是 1949 年共产党执政以后的事。这是对

历史的误解。“知识阶级”亦即“知识分子”概念在它产生和确立的时候，基本

上已经是一个非精英化的、描述“受过教育的人”的概念，其语境是一个落后愚

昧的中国，思想背景是民粹主义、反智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从这三个主义的

主要引进渠道以及俄国“知识阶层”概念在构词上给中国“知识阶级”打上的烙

印来看，中国“知识阶级”（“知识分子”）概念至少在它产生和最初发展的时候

是俄国以及苏联式的，与法式概念或传统几乎无缘，并与世界发展长期脱节。

自法国大革命起，艺术家与作家在浪漫主义和民族主义文化运动中不断步入

社会广场；随着印刷媒体的扩张和改善，这些人至 19 世纪末找到了他们的用武

之地。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智识者团体的成立（比如国际笔会）以及智识者的许

多宣言、公开信、集体行动和大会，形成了欧洲智识者的鼎盛时期（R. Rolland

罗曼·罗兰，S. Freud 西格弗里德·弗洛伊德，H. Hesse 赫尔曼·黑塞，P. Valéry

保罗·瓦莱里，H. Mann 亨利希·曼，C. von Ossietzky 奥希耶茨基，K. Kraus 卡

尔·克劳斯，J. Ortega Y Gasset 奥尔特加-加塞特）。研究智识者的最重要的理

论文献也产生于这个时期（J. Benda 朱利安·班达，K. Mannheim 卡尔·曼海姆，

A. Gramsci 安东尼奥·葛兰西）。虽然不能说中国的同时代人对这些人和他们的

理论与实践一无所知，然而，当时少得可怜的一些“即兴”译介，基本不在讨论

智识者的框架之内。之后，属于社会主义阵营的中国社会由于其封闭的体制，对

二次大战以后国际上智识者的一些重要反抗行动，更是所知无几，比如乔治·奥
威尔（G. Orwell）和亚瑟·凯斯特勒（A. Koestler）对斯大林专制统治的批判，

让-保罗·萨特（J.-P. Sartre）反对阿尔及利亚战争，柏特兰·罗素（B. Russell）

抗议原子弹的活动，诺姆·乔姆斯基（N. Chomsky）反对越南战争，以及一些国

际组织（如“国际大赦”）的成立。中国几乎一直被排除在世界关于智识者的讨

论之外，直到 20 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才开始补课。

虽然中国的“知识阶级”（“知识分子”）概念是苏俄的舶来品，但是，它明

显缺乏俄国传统的“印贴利更追亚”根底，而十月革命后的那种被阉割的“印贴

利更追亚”观念在中国生根。当论述智识者的经典观念在欧洲产生的时候，1936

年的苏联宪法将“印贴利更追亚”定为“中间阶层”，也就是敌我矛盾中与工人

农民划在一起的非敌对力量。这种苏联模式对中国“知识分子”概念以后的发展

起了很大作用。99正因为苏联的“印贴利更追亚”概念已经变质，已经不是人们

谈论智识者时所理解的真正的“印贴利更追亚”概念，中国舶来的只能是赝品。

99参见任弼时：《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1948 年 1 月 12 日），第五节：“知识分子和开明绅士

问题”。这篇作为政策依据的文章，收入中共中央编印的《教育工作手册》，1949 年¡¢1950 年多

次重印，载《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北京，1987 年，第 430-43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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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苏联人至少还有寻根的可能，挖掘“印贴利更追亚”的真谛，而中国说

来说去只能是“受过教育的人”而已。换言之，借鉴“印贴利更追亚”而在中国

产生的“知识分子”概念，是一个中国化的、自成一体的概念。从这个意义上说，

与法式和俄式概念相比，“知识分子”概念只能是非驴非马，是中国自己的“牛”。

因此，中国才会出现“妇女知识阶级”、“流氓知识阶级”、“伪知识阶级”、“中产

知识阶级”、“人文知识阶级”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穷苦知识分子”、“农村

知识分子”、“普通知识分子”、“高级知识分子”、“科技知识分子”等等数不清的

说法。其根源是“知识阶级”或“知识分子”被视为集体，一个阶级或阶层中自

然会有各色人等。

当时的中国是否缺乏对西方“智识者”的角色及作用的理解、缺乏真正意义

上的“智识者”呢？我们知道，像鲁迅那样的充满社会责任感和批判精神的智识

者，反社会潮流，反国家权威，完全起到了西方所理解的智识者的作用。胡适以

知识和社会良知为基点的独立精神，“说一般人不肯说或不敢说的老实话”，充分

体现了智识者的风范。大义凛然的闻一多无疑具有萨特的秉性。然而，汉语中却

没有出现如同 intellectual 一样的特殊范畴或概念来形容这类人。中国自有“印

贴利更追亚”或“智识者”，但没有特指这部分人的概念，而且至今如此。这里

说的不仅是汉语语境里缺乏“智识者”概念的位置，实际生活中的智识者也常常

因此而失去应有的“名分”，他们只不过是“知识”“分子”而已，因而时常会出

现将中国知识分子与西方所说的智识者相混淆的现象。100论述 intellectual 的

文字已经不少，对汉语“知识分子”定义的指责亦很常见，然而，论述者无奈还

得用“知识分子”一词阐述问题，常给人捉襟见肘之感。瞿秋白在谈论中国革命

实践急需无产阶级思想代表的时候曾说：“‘没有牛时，迫得狗去耕田’，这确

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情形”101，我们也许可以用“狗耕田”的比喻来形容用“知

识分子”概念套用 intellectual 概念的情状。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5/2006，页 191-204。（英译版：The Chinese version of
“intellectual”, in: Frontiers of Literary Studies in China, vol. 3, (Sept. 2009)

100见丁帆（注 44）：“我觉得中国知识分子的思维形态老是处于恶性循环当中，这本质上是由于

知识分子缺乏一种自由的意识，他们没有西方知识分子那种自由的向度和开放的思维体系，有人

把它归结为中西方人思维形态的不同，我觉得不是。我觉得最主要的是中国知识分子那种挤入庙

堂的情结和归隐民间的情结太强烈，总之，老是要依附于什么东西。”
101瞿秋白:《〈瞿秋白论文集〉自序》，《瞿秋白选集》，人民出版社，北京，1985 年，第 311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