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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志海制图

过去一百年来，一词书写世界大趋势，无外
乎先辈揭橥“民主与科学”。顺此大势，百年来中
国社会走走停停，有进有退，蹒跚而行，与期待
相较嫌慢，以理想衡量骨感。立于当代，众情景
似乎又在百年之前。

青年人一如当年，“如初春，如朝日”，唯少
人有当年“盛”与“亡”的担忧，外部环境改变使
得人内在“怀抱”不同。以独秀先生百年前所陈

“六义”为参照，观察当下以大学生群体为主要
人群的青年，则有损有益：

“自主的而非奴隶的”：当下青年已无物质
生活之忧，但社会竞争压力增大，学业负担加
重，就业竞争激烈，不少人形成被动性人格，故
自主没有提升反倒有所下降。独立自主人格形
成、自由平等人权观念陶冶仍任重道远。

“进步的而非保守的”：称得上“保守”的青
年已经不多，称得上“进步”的青年也不多，标准
单一的教育使得大多数青年人都比较“规矩”，
不“规矩”的也被教育磨去了棱角。除了在学业
上争夺高分，少有在探究自然规律和解决社会
问题等方面脱颖而出者，这让一些人感到安定，
也让社会缺乏多样性的进步动力。久久期待的
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生长缓慢，“不适世界之生
存”被“天然淘汰”的忧虑仍时时萦绕。

“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众多青年人横向从
学校到家庭两点一线，纵向从低一级的学校到
高一级学校，就业之前就未走进过社会，因从未
深涉社会，对他们而言无所谓退隐。或正因此，
在感知社会的敏感期与关键期未能接触社会，
就不再对社会感兴趣了，产生不少宅男宅女，以
此视角观察青年人确实显得退隐。但同时，多数
青年受激烈竞争感染不能不怀有进取，遗憾的
是实在缺少“战胜恶社会”“冒险苦斗”气概的
真勇士。

“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当今青年，尤其是
大学生视野比过去大为开阔，所获信息量大
增，并不缺“世界之智识”，观念则未必开放。
精致多出于利己，未融入“世界潮流”，伪“国
学”能在青年中流行，“不过洋节”可引发青年
人群情激愤便可为证。对人类世界“共同原则
之精神”的隔膜，“执特别历史国情之说”者众
多显示中国青年人依然世界得不够，或与世
界有遥远的距离。

“实利的而非虚文的”：受社会潮流影响，
当下青年显得过于功利而疏于“实利”，偏爱

“物质”而忽视“物质文明”，创造幸福生活的
观念和能力不强，文凭热、追新族、从众潮近
乎“空想虚文之梦”，离“崇实际而薄虚玄”较
远，增强服务观念和能力，在实际的事上下功
夫，致力“利于个人或社会现实生活”当为努
力方向。

“科学的而非想象的”：青年人科学知识
有之，科学精神则明显不足，遇事能够“明其
理由，道其法则”，以实证验证想象者不多，众
多人仅止于标准答案。标准答案近乎“迷信”，
不仅与科学相反，而且扼杀科学精神，以标准
答案的获取作为学习目标成为青年人体内的
毒素，只要它存在，就无法让青年人真正科学
起来。

诚如独秀先生百年前所言“科学之兴，其功
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社会与青
年人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用科学根治“无
常识之思惟，无理由之信仰”“以科学说明真理，
事事求诸证实”，在这样的学习中成长自己。

当下青年当参照“六义”检视自己，对比上
述所感给自己作个评估，作为自己进一步自我
认知的基础，并在此基础上生成新的自我建构，
达到新的自我实现，进入新的成长发展境界，才
能更为健全有效发展。

在这个过程中，青年人要把握以下要领：想
尽各种办法真正认识、发现自己，明确人类文明向
前发展的方向，自觉、勇敢地追求真理，了解社会
并瞄准最适合自己去解决的社会问题，在解决问
题上创造自己和他人共享的幸福社会。每个要领
都没有标准答案，都需要一辈子下功夫去追求。

青年朋友们，心无旁骛地沿着人类文明前
进方向，我们一起去创造一个更美好、更幸福的
社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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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朝晖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陈独秀为《新青年》杂志所撰写的那篇发刊
词《敬告青年》是中国现代文化的最重要的开创性
文献，也开启了新文化运动，为未来的中国提供了
重要的精神和思想的资源。这里对于青年所发出
的召唤，今天看来仍然具有着自身的生命力。它的
具体的主张可能已经回归于历史本身。但我们可
以看到，时间已经过去了一百多年，它的那种精神
力量仍然对于我们有自身的启迪作用。

《敬告青年》提出了以“自觉”和“奋斗”为中
心的观念。“自觉”就是要清醒地认识自身和世
界，清醒地认知中国在世界的位置和青年在自
身时代的责任和使命。“奋斗”就是在这样的认
知基础上，对于时代命题作出回应，是对于行动
的召唤，是对于历史责任的担当，是中国面临严
峻危机和挑战的时代对于未来的承诺。这些今
天读来依然具有吸引力。陈独秀通过对于当时
中国历史情势的阐发，提供了在当时全新的历
史和现实视野。在纵向上，他通过尖锐历史和
当下的对比来观照中国危机：在横向上，他通过
现实的中西对比，思考中国文明的未来。这种思
维方式是基于当时的现实所做出的必然反应，
也是五四时代文化精神的力量所在。先驱者们
就是要通过这样对于历史和现实的思考，对于
中国的出路和走向提出见解。这一视野的关键
是提供了一个明确的关于“现代性”的方案，这
一方案就是大家所熟悉的，通过尖锐的对比修
辞所提出的六方面要求：自主的而非奴隶的。
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陷的。世界
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
想象的。

自主所指向的是现代人的选择，也就是现代
社会的基本人格确立。进步所指向的是世界潮
流，也就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基本方向。进取则是
指向中国的努力，也就是走向现代的坚实选择。
世界则是中国需要融入的空间，也就是现代参
照的获得。实利则是当代生活的重要基础，也是
社会进展的重要方面。科学更是现代社会存在
的重要基础，也是社会获得基本的基本前提。这
六个方面其实完整地展开了对于未来社会进步
的构想，也是现代性方案的具体表述，他其实给
中国提出了努力的目标和方向。这些召唤一直
在得到历史的回应。

应该说，对于当下的中国来说，这六个方面
应该说已经获得了充分的展开。当时所提出的
历史命题已经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实现。这种实
现其实也是百年来中国“自觉”和“奋斗”所取得
的成果。现代性的中国方案其实已经有了完整
的展开。中国的发展其实也是对于先驱者构想
的最好回应。回顾这篇文章，我们可以为中国的
奋斗成果感到自豪。现在中国的情况和问题已
经超越了五四先驱者的构想，我们面临的是重
要的新历史际遇和历史空间。中国的发展已经
告别了百年前深重的历史悲情和中国的挫败与
衰败，并在新的历史路向上有了新发展。当下的
时代命题和时代要求已经有了变化，但中国要
对于人类有更大贡献和更多可能性。

中国自身在迈向更高目标的同时，其实也
在要求和期望对人类作出更大贡献。当年陈独
秀以西方为参照提出的期望，现在已经在新的
方向上得到了更多升华。现在中国的发展已经
不是走入现代的问题，而是如何在当下的全球
格局中，确定自身发展的新位置，也是让整个社
会的提升具有更大的人类意义。百年来的中国
的奋斗既得到了历史报偿，也有了更高地实现
新可能性的展开。

现在看来，这六个命题本身都在进行更多
的转化。我们可以看到，自主实际上现在是如何
在自身传统与全球之间创造一种新的认同。进
步则不仅仅是中国的目标，还要成为引领世界
的目标。进取则是实现这种进步的主动的行动，
世界则是中国需要发挥作用，作出更大贡献的
世界。实利则是通过实践，为世界提供更多参照
的可能。科学则是在发展中，让中国有更多贡献
的领域。这些历史命题其实都在升华之中。它所
提供的启迪是，在当下，我们需要以新的方式重
新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再思这些命题。把先驱者
们的召唤，在新历史条件下作更多新的回应。这
也是时代的命题。

张颐武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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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是在百年之前以青年学生运动
为起始，以青年为主力的爱国运动，也是中国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于五四运动之前，陈
独秀在作为中国新文化运动之起始标志的《新
青年》杂志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敬告青年》，
可以说是一份新文化运动的宣言书。这篇文献
既在相当的程度上体现出在五四青年学生运
动中,青年们的特质，也是直到今天仍然值得
人们反复阅读和思考的经典文献。在纪念五四
运动百年之际，重读这篇文献，会发现其中仍
有诸多可让人们思考和警醒之处。

在此文中，陈独秀提出了对青年的六种期
望，即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
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
的而非虚文的，以及科学的而非想象的。在当
时的社会文化变革之际，这六种期望可以说是
代表了一种前瞻性的立场，包括了人文与科学
的理想追求。

百年之后，社会有了巨大的发展，文化有
了巨大的变化，科学有了巨大的变化。然而，我
们再看今日的青年，是否也达到了陈独秀百年
前的预期呢？这似乎是一个很值得思考和讨论
的问题。

其实，在这百年间，社会的变化也是起起
伏伏，并非一帆风顺，随着社会发展的曲折，也
构成了对青年新的历炼。如果说，当初主要是
以反对封建礼教和追求科学与民主为主要目
标，具有某种激进的特点，也体现出那个时代的
特殊性，那么，后来随着新的发展，许多新要素的
出现也为青年的理想发展带来了新的要求，但作
为基调，当年陈独秀提出的期望，仍然可以说是
非常核心、最为基本的，甚至可以说是作为底线
的要求。

那么，在对比之下，就当今最普遍、平均的
情况来看，这些对于青年作为底线的基本要求
是否理想地达到了呢？毋庸置疑，显然比起陈
独秀提出这些期望之时，是达到了许多，但如
果就理想达到的目标而言，仍有差距，仍有需
要继续努力之处，这大概也是一种说得过去的
判断。

在有限的篇幅中，也许难以一条一条详细
地比照、检讨今日之青年是否逐条达到，或没
有理想达到陈独秀的期望，但在总体的精神
上，在《敬告青年》开篇部分，陈独秀便提出：

“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
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青年之
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新陈代谢，
陈腐朽败者无时不在天然淘汰之途，与新鲜活泼
者以空间之位置及时间之生命。人身遵新陈代谢
之道则健康，陈腐朽败之细胞充塞人身则人身
死；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陈腐朽败之分
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如果仅就此作为一种总
体性的精神面貌来衡量，至少在今天部分青年人
所表现出来的过于关注个人得失和由之带来的
功利性的，对于个人经济利益的过份在意和追
求，对青年人本应具有的社会责任感的丧失，对
于科学之淡漠，对于物质享受之过度沉溺，对于
青年人朝气与进取精神之缺失，如此等等，虽然
不能说代表了青年整体的形象，但至少还是在
一定比例的青年人中存在着，与陈独秀心目中
理想之青年有着不小的差距。

其实，在不同的时代，对于同样的文字，
人们阅读的感受和理想也会有所变化，但如
果不是局限于对字面之含义变化的争执中，
而是在一种整体意象的理解中，我们仍然可
以说陈独秀当年提出的期望，依然代表了一
种向上的、进取的、有活力且表现出青年人应
有之朝气的青年形象。在这种意义上，在检讨
和认识存在的差距的前提下，要追求和达到
理想的目标，还是需要继续努力的。

刘兵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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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五四运动百年。这
场百年前席卷中华大地的反
帝反封建爱国运动，以科学与
民主为旗帜，开启了中华民族
谋求独立、复兴的伟大征程。
青年是五四运动主体，青年之
于国家民族的意义，恰如五四
运动先驱、中国共产党的重要
创始人陈独秀在为《新青年》
杂志撰写的发刊词 《敬告青
年》中所言，“青年之于社会，
犹如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
新陈代谢，陈腐朽败者无时不
在天然淘汰之途，与新鲜活泼

者以空间之位置及时间之生
命。……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
则隆盛，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
社会则社会亡。”

作为五四运动最响亮的
先声，《敬告青年》呼唤青年人

“自觉其新鲜活泼之价值与责
任”，号召青年人“奋其智能，
力排陈腐朽败者以去”。并就
如何判断“孰为新鲜活泼而适
于今巨之争存，孰为陈腐朽败
而不容留置于脑里”提出六项
标准：其一，“自主的而非奴隶
的”；其二，“进步的而非保守

的”；其三，“进取的而非退陷
的”；其四，“世界的而非锁国
的”；其五，“实利的而非虚文
的”；其六，“科学的而非想象
的”。

如今，百年已成过往。《敬
告青年》提出的六项标准，当
代青年都做到了吗？在五四运
动百年纪念日即将到来之即，
本报特约学者就相关议题发
表观点，希望以此纪念那场波
澜壮阔的伟大变革，纪念那些
振臂高呼的中华儿女，纪念那
段穿越百年的历史跫音。

编者按

距《青年》杂志（后改名为大名鼎鼎的《新青年》）1
卷 1 号的面世，也就是 1915 年 9 月 15 日，已经跨过一
个世纪有余了！当年陈独秀的发刊词《敬告青年》，至
今读来仍振聋发聩，更何况百年前的新青年们！在这
篇激情与理性并重的檄文中，陈独秀疾呼青年要自由
的、进步的、进取的、世界的、实利的和科学的，而非奴
隶的、保守的、退隐的、锁国的、虚文的和想象的，从而
终成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摧枯拉朽之势。

如今从“大启蒙”的角度观之，陈独秀当年的呼
吁，历史深意究竟何在？客观评价到底如何？当陈独秀
高呼：“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即急
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这的确把握到了启蒙
之摆脱未成熟或未成年状态（“人非童昏，知其妄也”）
的本质。

现代启蒙无非四大理念：理性、科学、人文主义与
进步。从理性角度，作为启蒙起点的“掌握自己的知
性”，在陈独秀那里解读为“各有自主之权，绝无奴隶
他人之权利，亦绝无以奴自处之义务”，不过他更为强
调“破坏君权”“否认教权”“均产说兴”“女子参政”的
政治、宗教、经济、男权之解放。科学乃是理性的运用，
陈独秀认定“吾人对于事物之概念，综合客观之现象，
诉之主观之理性而不矛盾”者即为科学，强调实利这
一点也与倡导科学观直接相联。陈独秀对进步观的推
重不遗余力，要进步和进取而舍保守和隐退，皆为重
复此义。要走向世界而非闭关锁国，这种政治诉求在
当时更有现实针对性，但其背后也是启蒙的普遍主义
使然，从而突破国家与民族的界限。质言之，理性、科
学和进步，陈独秀基本都触及到了启蒙的实质，唯独
对于人文主义着墨不多，恰恰是因为，他并未接受那
种人文主义的“启蒙现代性”观念。

随着社会发展与科学进展，启蒙所具有的缺憾显
露了出来，我认为要以一种“大启蒙”来拓展传统启蒙
观，以使得启蒙适应当世并延承下去。陈独秀希冀科
学可以解决一切病症：“凡此无常识之思惟，无理由之
信仰，欲根治之，厥为科学”，这恰恰落入一种“唯科学
主义”的想象。当然，科学的对立面亦非想象，而是各
种“反思科学”，但是科学却并不能根治一切，“夫以科
学说明真理，事事求诸证实”也是要有界限的。科学的
极端发展给人类带来的危险早已尽显，从两次世界大
战热武器到核武的使用，再到当今人工智能与生物科
技介入日常生活，恰恰是要科学给出人化的限度，其
背后也就是让人们认知到理性的限度，并对理性（特
备是“科技理性”）加以适度和批判地实用，由此形成
一种理性判断力。陈独秀却为了反对所有的虚文，而
倒向“厚生利用”的实利化，实乃也有实用功利主义的
倾向，尽管当时出于“救亡中国”的现实目的，但是一
切以功利作为标准，显然并不是一个健康社会发展的
基本尺度。

由“大启蒙”可以返观启蒙的诸多缺失，进步观的
缺陷由此尽显，那种自低向高、线性发展的进步观，让
人类付出了各种发展的代价，的确需要摒弃，因为一
味的进步给人类带来的却可能是退步。然而，百年前
的陈独秀却力主这种乐观主义的进步，不仅“固有之
伦理、法律、学术、礼俗，无一非封建制度之遗”，这些
都被一并否定了，而且崇尚“应超出恶社会，进冒险苦
斗之兵”之革命行动。更需看到，陈独秀是从制度控制
与人心禁锢层面反传统的，因为“今日之社会制度，人
心思想，悉自周、汉两代而来———周礼崇尚虚文，汉则
罢黜百家而尊儒重道”，所谓“周礼”“考工”之制不仅
是闭门造车，而且“行之欧美康庄”更不合辙也。有趣
的是，如此反封建的陈独秀却很赞美孔子：“吾愿青年
之为孔、墨，而不愿其为巢、由”，可见在人文关怀层
面，他更是一位有着家国关怀的中国文人知识分子，
甚至可以说具有某种积极进取的儒家倾向，实际也不
为过。

《敬告青年》这篇檄文，竟是从身体开始谈起的，
开篇实说青年人就要有年轻的身体，实乃是言说当
时的中国社会需要一场青年革新，因为“青年之于
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陈独秀所说的

“年长而勿衰（Keep young while growing old）”，通俗
的意思就是：变老之时还要保持年轻，这符合“进化
论”之新陈代谢的原则。一年百年前，那些肩负启蒙
之责的仁人志士们将期待寄于青年；一年百年后，
如今也作如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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