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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研究·

略论南社的国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渊源

刘春明

( 吉林大学 文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

摘 要: 作为中国近现代文学转型时期规模最大的文学社团，南社脱胎于“旧”又企望着“新”，与

国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有着无法割裂的渊源。新旧杂糅的特点使南社始终无法摆脱论争、分歧与内讧，其所

导致的自身局限与内因使南社文人以渴慕“新”而登场，以被定义为“旧”而收尾。当新文化运动产生了

新的阵地和新的英雄时，南社文人便被迫从“自己的时代”退场。
关键词: 文学社团; 南社; 国粹主义; 民族主义

南社是晚近中国历时最长、规模最大的文化社团，以江南士人为基础，汇聚了政治与文学界的精

英，在鼎盛时期会员一度达到 1180 余人，其核心成员多同时兼具国粹派成员和中国同盟会会员身份，

以“想和中国同盟会做犄角”①为政治理想，以“欲一洗前代结社之积弊，以作海内文学之导师”②为

文学理想。南社成员分散庞杂，是一个处于不同价值观冲击下的传统型知识分子群体，其文学主张和

政治见解各异，颇多“同社而异趣”者。发端于 20 世纪初的国粹主义思潮和民族主义思潮，使他们

得以凝聚在南社麾下，求同存异，活跃于晚清民初的思想界和文化界，意图以文学之名而发救国之

志，为辛亥革命造势。南社文人受 “新”思潮的激荡而渴望变革，同时又难以摆脱成长于其中的旧

文化渊源的羁绊。南社最早的 17 位核心会员几乎都曾经是国粹派的主将。国粹派虽然呼唤 “国魂”，

倡导国学，但是有很深的大汉族主义观念，这使得他们积极拥护辛亥革命; 另一方面，辛亥革命虽然

成就了南社的政治理想，使南社文人在历史的涡流中重温 “几、复风流”，并在民族主义的观点上彼

此契合，但南社文人致力于反清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建立一个民主共和的新国家，而是为了恢复旧式王

朝中的汉人文化，“重见汉官威仪”而已。与国粹主义、民族主义这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使南

社始终徘徊在新旧文化之间，并在历史变革和文化转型的进程中不断经历着论争、内讧、分裂，最终

在新旧夹击的窘境与自身的局限中走向瓦解。

一、南社的国粹主义渊源

“所谓南社的前身，实际上却是 《国粹学报》与 《复报》两种组织”。③最初的南社本是从国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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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 ( 即国学保存会) 化胎而来，后来又发起国学商兑会。绕过这二者而谈南社，即切断了它与国粹

主义的渊源。
“国粹”这一概念是从日语中引入的。1902 年，梁启超出于对戊戌变法后欧化之风日盛、民族文

化之精华见弃于青年的隐忧，认为适时借鉴和倡导日本 “国粹说”可预防学习西方矫枉过正而导致

的文化偏执。黄节受此启发，于同年底发表《国粹保存主义》，针对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对国粹理论

进行了界定和建构。国粹主义思潮自此衍兴。其后，邓实于 1904 年发表 《国学保存论》，应和时人

对“国魂”的呼吁，将倡举国学提升到陶铸国魂的高度。1905 年，顺应国粹主义思潮的发展趋势，

黄节与邓实在上海创立国学保存会，主办《国粹学报》，倡议 “发明国学、保存国粹”，以期 “爱国

保种、存学救世”。①《国粹学报》主要刊载经学、史学、诸子学、文字训诂方面的学术论文。“国粹

派弘扬国学或曰复兴古学的内容，最主要的仍是集中在诠释 ‘六经’及 ‘六经’与孔子的关系研究

上面”。②

国学保存会的主要成员和 《国粹学报》的撰稿人于日后加入南社并成为其主将的有黄节、马叙

伦、陈去病、高旭、柳亚子、王无生、诸宗元、刘季平、蔡哲夫、黄宾虹、陈蜕庵、庞树柏、胡朴

安、章太炎、高燮、黄侃等人。国学保存会的领袖之一邓实虽未正式加入南社，但却是南社的积极筹

建者之一。后来的南社成员苏曼殊未加入国学保存会，但常常参加其活动。可以说，国学保存会和早

期南社的创立者及核心成员，几乎是同一批人。国学保存会和 《国粹学报》，是他们在南社正式成立

前密集地进行思想文化活动并孕育政治信念的主要阵地，也是南社酝酿和策划的主要阵地。因此，南

社自然毫无悬念地承继了国粹主义的文化宗旨。1909 年 10 月，高旭在 《民吁报》上发表 《南社启》
宣告结社，提出了“欲存国魂，必自国学始”的主张，并进而表明南社要 “作海内文学之导师”的

文化理想，这一文化理想，无疑是从国粹主义思潮发展而来。
与其前身国学保存会有所区别的是，南社是因明确的政治理想而集结的文人团体，正式成立后，

成员的活动重心转向积极鼓吹革命，以作革命军的 “马前卒”为己任。同时，其国学活动也一直存

续，《国粹学报》始终和南社同声相应。
辛亥革命以后，认为“本社目的已达”③的南社成员，于 1911 － 1912 年间发起国学商兑会，意在

巩固国粹主义文化观，完成从倡举国学到整理国学的转型。高燮、蔡哲夫、柳亚子、余天遂、周人

菊、高旭、叶楚伧、胡朴安、林百举、文雪吟、姚光、姚锡钧、李叔同、陈蜕庵、闵瑞等 15 位国学

商兑会的发起人中，除文雪吟和闵瑞外，其他 13 位都是南社成员。会刊 《国学丛选》设通论、经

类、史类、文类、子类等栏目，内容以保存国学、阐释国学原理为主，是民国成立后鼓吹提倡 “国

学”观点最有影响的刊物之一，其主笔多数是南社成员。《国学丛选》与《南社丛刻》发表的作品往

往彼此互见、重复发表，故有人将其视为南社社刊之同类。
1912 年 7 月，姚光在《国学保存论》的跋语中肯定了南社诸子提倡国学襄助革命之功，并阐明

创立国学商兑会的原因及当下的主要任务: “今光复功成，民国建立，未始非提倡国学之结果，而明

季诸先生之流风余韵所致也。惟旧邦重建，凡百更新，而国学万端，亦皆待理，发挥光大，愈不容

缓，此国学商兑会之所以结也。巩固祖国基础，踔扬民族精神，将有赖焉。”④

南社文人和国粹主义有着割舍不断的亲缘关系，其中颇具专精于国学的学问家和古典诗人。柳亚

子本人就是南明史家。即使旧南社瓦解以后，由旧南社最紧跟时代新思潮的一部分文人组成的新南

社，第一条宗旨依然是“整理国学”。⑤ 虽然柳亚子此时已对整理国学产生了怀疑，认为没有价值，

即使整理好了，也未必对思想界有好的影响，无异于“牛粪里寻香水”，但他还是在 《新南社成立布

告》里委婉地说，“但学问是尝试的，我们社里，有多少喜欢研究国学的人，让他们去尝试一下子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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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①

国粹主义是南社文学宗旨的根基所在，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南社史上值得书写的重要一笔。但在南

社诸子及其后裔所开展的自我研究中，这种关系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和关注。柳亚子在 1938 年写

作关于南社的重要史料 《我和南社的关系》时，更愿意强调 “到会的十七位社友中间，有同盟会会

籍的是十四人，足可证明这一次雅集革命空气的浓厚了”，②通篇没有正面谈到南社社友与国学保存会

和国学商兑会的关系。只是在介绍参加的成员时，轻描淡写地提到黄宾虹与蔡哲夫是国学保存会成

员，对于他本人和其他重要人物却绝口未谈。这种忽略和回避导致此后数十年的南社研究中，国粹主

义只是偶尔和零星被提及，未能被置于客观的历史背景和文化视域中加以考察。这种现象要归因于彼

时“国粹”一词已经有了复杂难辨的含义。新文化运动中刘师培为首的部分国粹派，以保护传统文

化道德为己任，与要求科学、民主的新文化运动相对抗，走向复古的老路，在文学上的保守思想很坚

决。南社内部成员的价值观分歧也日益凸显，因迥异的国学主张而激烈论战、内讧并走向分裂。相当

一部分固守旧学的成员走向时论的对立面，受到新文化运动主将的质疑和抨击。因此，柳亚子更愿意

强调南社同中国同盟会的密切关系而有意淡化其国粹主义的背景。作为南社的灵魂人物，柳亚子更希

望把人们对南社的理解引向 “革命文学团体”，而“国粹派”在新文化运动后的发展变异无疑会干扰

这一理解。
柳亚子的忧虑不无道理，即使在今天，对国粹主义的误读也依然存在。20 世纪初年的国粹派并

非食古不化、固守旧学的老古董。其成员虽然有着深厚扎实的旧学功底和传统文化渊源，但并非反对

变革和进步。大多数国粹派成员不但年轻富有朝气 ( 柳亚子在国粹派中崭露头角时，只有 18 岁) ，

而且还具备一定的西学素养，能“以新理言旧学”。国粹派中最年轻的成员们多半出身新式学堂，学

习过外文、数理等，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曾留学国外。在他们的阅读书目里，常常可以发现 《天演

论》、《民约论》等西学书籍。柳亚子则因为崇敬卢梭，自号“亚庐”。
国粹派主张保存国学、光大国学，其目的并不是固守“先王之道”、祖宗之法，而是基于 “亡人

国也，必也灭其语言，灭其文字，以次灭其种姓，务使其种如坠九渊，永永沉沦”的观点，③ 消除中

国所面临的亡国危机。与此同时，他们也意识到，“吾闻处竞争之世，徒恃国学固不足以立国矣，而

吾未闻国学不兴而国能自立者也”，④ 主张接受西学精粹，中西合璧，强调“国粹无阻于欧化”，⑤ 并

积极探索兴国强邦之路，而非埋首故纸堆做学究。但是，也正如后世史家所言，“国粹派久受传统文

化熏陶，对西学的了解吸收有限，因而其研究中仍有不少曲解、附会，认识上也常有动摇。辛亥革命

之后……他们多数人成了文化进一步变革的反对者和旁观者”。⑥ 翻检辛亥革命前十年间的时论，尤

能深切感觉到这种曲解、附会和动摇之深。
从国粹主义中走来的早期南社成员，朝气蓬勃而又激情四溢。他们呼唤 “国魂”、渴望变革。但

另一方面，浓重的旧学底色已经在他们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中打下了深刻的烙印。尽管充满浪漫激情的

诗人们试图在时代更迭中找到新学与传统的完美契合点，但历史的变革最终证明，“谋新务去其陈，

惟其旧的太多，新的就难以生根立命”。⑦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庄严地做出了结论: 要建设新的，就必

须破坏旧的。胡适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指出: “这二千年的文人所做的文字，都是死的，都是

用已经死了的语言文字做的，死文字决不能产生活文学。”无论南社诗人们曾经怎样努力地想要 “旧

瓶装新酒”，新文化运动已决意要推翻 “古文的尊严”，“要老老实实的攻击古文的权威，认他做 ‘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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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南社文人也许并不服气，但新的文学工具———白话文，的确不是他们熟知和惯用的，而且这

个跨越实在太大，超出了他们成长于其中、浸淫于其中的旧学所能承载的改革的最大限度。当他们曾

经倡导的“新”已被作为“旧”否定时，当时代需要的 “新”并非他们所能从容驾驭时，除了柳亚

子等少数紧跟时代的激进分子以外，其他大多数成员则望峰息心，回到了他们熟悉并能从中获得安慰

的意象和世界。

二、南社的民族主义渊源

民族主义是南社题中应有之义。南社发起成立于提倡民族气节、民族思想的时代，南社得名于

“乐操南音，不忘其旧”，①亦是民族主义精神的彰显。南社之 “南”，最直接的含义是地域之 “南”，

与满清政府之 “北庭”相对，隐含着与之对抗的意味。南社的 1100 多位成员中，大多是江苏、浙

江、安徽籍人士。此外，也不乏福建、江西、湖南、广东、湖北、四川等地文人。作为传统文化渊薮

的江南，同时也是清朝初年清军大规模屠杀汉人的惨烈之地， “伤心薇蕨西山尽，几辈衣冠南渡

存”，② 所以江南士人的反满抗清思想不但其来有自，而且种族之耻、灭国之恨，世代难忘。高旭的

另一首作品《光复歌》把这种感情表达得更为淋漓尽致:

索虏入关猛于虎，嘉定屠，扬州破，血染神州土。掠取子女财帛无可数，更有万端宰割惨难语。最伤

心，犬羊来做中华主! 奴隶生，不若自由死。汉族二万万，其中岂无一个伟男子! 父兄之仇最切齿，为语

同胞快斩鞑靼祀。恢复旧山河，一洗弥天耻。

严格说来，这首《光复歌》从文学角度讲谈不上多么好，也远不能代表高旭的诗歌水平。只胜在琅

琅上口、易于吟诵，更类民间歌谣。但却贴切、完全地表达出江南文人耿耿于 “父兄之仇”，意欲

“恢复旧山河”、“快刀斩鞑靼”、洗雪 “弥天耻”的激愤心情。他们期盼并呼唤 “伟男子”站出来，

并渴望自己能成为“伟男子”，因而具有充沛的气势和感召力。
南社之“社”，意指明末几社、复社之“社”，南社文人因渴慕承继悲歌慷慨、抵抗异族、崇尚

气节的东林遗志而组织文社，立志“誓将词笔挽山河”，③“向昆仑顶上大声呼，撑天阙”，④借以表达

恢复故国的汉民族情绪。南社社友因结 “社”而得以合纵连横，占领了彼时思想界和文学界的时论

空间，于辛亥革命时期主持上海各大报刊的笔政，控制舆论导向，“鼓吹人权，排斥专制，唤起人民

独立思想，增进人民种族观念”，⑤“张吾民族之气，而助民国之成”，⑥为辛亥革命的民族主义理想壮

大声威。南社所标举的“南音”之“南”，也是民族性的。所谓 “南音”，指中华民族古老、完备而

精熟的文学形式及其中所体现的诗学精神。南社成员惯用的也是最擅长驾驭的是文言写作方式，尤以

诗歌为最。
南社的政治理想和文学理想有着色彩鲜明的种族民族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指向。这种民族主义精

神发展成为政治活动。其表现是参与反满抗清推翻异族统治、挽救国家于危亡。有相当一部分社友投

笔从戎，亲自参与革命，甚至为国捐躯。民国初建，南社召集社员，呼吁组织共和政党; 在选举孙中

山为临时大总统的南京 17 省代表会议上，山西、江苏、广西、云南等四省代表都是南社成员; 吕天

民、景秋陆、马君武等社友在南京临时政府中央行政各部出任要职。南社的民族主义精神也发展成为

文化活动。其表现是追寻“国学之真”，发掘、整理、研究民族传统文化的优秀精华; 关注史学变

革，倡导民族主义历史观; 在文学创作实践中张扬以诗言志的传统诗学精神，并尝试以旧体诗表现新

思想，倡建“民国之诗”。
南社成员们早在 20 世纪初即开始关注并呼吁民族主义精神。黄节认为，“学亡则亡国，国亡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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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族”，“吾国之国体，则外族专制之国体也，吾国之学说，则外族专制之学说也”，反对 “醉心欧

化”，“奴于外族之专制”政权及 “奴于东西之学说”。① 汪兆铭则提出: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战胜

民族对于战败民族，必束缚压抑之，不聊其生而死其心，以求必逞。”②柳亚子在 《民权主义! 民族

主义!》一文中疾呼: “既然不是民权主义，就应该扩张民权; 既然不是民族主义，就应该辨清民族。
须晓得中国是中国人公共的中国，不是独夫民贼的中国，更不是蛮夷戎狄的中国。诸君诸君! 认定宗

旨，整刷精神，除暴君，驱异族，破坏逆胡专制的政府，建设皇汉共和国的国家。”③不但要 “辨种

姓”，还必须推翻满人的统治，以消数百年来的亡国辱种之恨。章太炎强调 “逆胡膻虏，非我族类，

不能变法当革，能变法亦当革”。④在 “民族”的话题上，文学主张不尽相同的文人们发出了同仇敌

忾的声音，并在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革命主张中获得了强烈的共鸣。“今者中国

以千年专制之毒而不缓，异族残之，外邦逼之，殆不可以须臾缓”。⑤ 柳亚子们在这号角的砥砺中，

政治信念愈益明晰，从国学保存会化形而出，秘密筹备建立南社。南社成立后，江南士人应者云集。
文人与政客、国学与西学、革命与诗情、保守与激进，虽然来路不同，去向各异，但却在这个改朝换

代之际的特异时空里找到了契合点。其联系纽带无疑就是此时的冲锋号角———民族主义。
无法否认，南社的结社本身就是一个极具勇气的革命性举动，是对清政府的挑战，是文人心忧国

难的壮举。然而，南社的民族主义是有局限的，即使是南社中最激进的柳亚子，他梦想革命成功后要

建立的新政权也只是“皇汉共和国”。满清的命是一定要革的，但是之后怎样呢? 陈去病曾经梦见自

己穿上了“先朝儒服”，并“翩然自得”; 叶楚伧则在梦里担任了南明王朝的守土忠臣; 南社的文人

们也忙着整理明末的史料和明遗民的著作，以至于有人在上海 《时报》上讥讽南社文人是明朝遗老。
在他们心里，最大的敌人是异族，而不是专制制度，他们看重的是 “民族”，而不是 “民权”、“民

生”。这种情形又被柳亚子讽为 “一民主义”、“二民主义”，他自己或许是信奉三民的，但却是少数

派。当他们鼓吹的辛亥革命胜利而又失败以后，南社文人发现现实和自己的浪漫想象完全不是一回

事，他们期待的“汉官威仪”并没有来，而且似乎永不会来。
南社以拥护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王朝为政治目标，这个理想把本来文化主张各异的文人凝聚在一

起，并带给南社短暂的辉煌与光荣。约十分之一的社友为革命捐躯，赢得了生前死后名。南社在为革

命造势的同时也获得了极高的文名。南社成员则把自己比喻为辛亥革命的 “犄角”。随着辛亥革命的

失败，南社的政治理想破灭，“犄角”折断，联系南社的纽带也随之崩断，陷入分化与覆灭的窘境。
新文化运动来临时，南社受到新文化运动主将的批判，被不加区别地扫入旧文人的阵营。南社在民族

主义精神方面的局限性使得大多数成员无法呼应和追随新文化运动倡导的 “科学”与 “民主”精神，

其内部也出现了巨大的分歧，最终走向分裂和瓦解。
南社的国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渊源，旧中掺杂着新，新中掩映着旧，所以，“南社作为这个过渡时

代的过渡性文学团体，从它一出世就无不打上了时代所具有的杂陈新旧、半生不熟、矛盾多变的历史

烙印”。⑥ 除了反清，几乎没有统一的革命纲领，而在文学主张上，本来就是各异的。民族主义的旗

帜使这些文人高度凝聚过，但当这一切过去、旗帜消失的时候，他们的去向也必然不同。这种新旧杂

糅注定了南社以批判旧文坛领袖登场、以被新文坛主将批判而收场的历史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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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的石油资源，主导了世界石油市场的生产、价格、运输和流向，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世界工业

命脉———石油的价格和流向，奠定了战后乃至迄今美国对外石油政策和中东政策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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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Foreign Petroleum Policy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1944

YANG XU

( School of Culture and History，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Changchun，Jilin，130024，China)

Abstract: The U. S. State Department released“Foreign Petroleum Policy of the United States”on April 11，

1944． The document established petroleum interests as the core concept of U. S. national security interests，
and the main contents of this policy is as follows: implementing“Open Door Policy”in the Middle East and
applying the“Equal Opportunity”principle in the Atlantic Charter to the U. S. postwar foreign competition for
petroleum resources; proposing“Hemisphere”petroleum policy of U. S. foreign petroleum supply which meant
that Middle East would supply petroleum for“the Eastern Hemisphere”，while the Americas would supply pe-
troleum for“the Western Hemisphere”． The aim of the policy is to capture and control the petroleum resources
of Middle East and to protect U. S. domestic petroleum reserves． Through investigating the main contents and
establishment of 1944 U. S. foreign petroleum policy，revealing the essences of U. S. postwar foreign petroleum
policy，the paper will be conducive to a full understanding of the postwar U. S. petroleum security strategy con-
struction．
Key words: the United States; Foreign Petroleum Policy; the petroleum resources of Middle East; Hemi-



sphere petroleum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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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Origin of Nanshe's Advocating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Nationalism

LIU Chun －ming

( School of the Humanities，Jilin University，Changchun，Jilin，130012，China)

Abstract: As the largest literary society during the transition period of Chinese modern literature，Nanshe
( 南社) was derived from the " Old" and hoped for the " New"，it related closely to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nationalism． Nanshe was full of controversy，difference and faction owing to the mixture of old and
new thoughts within itself． When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created a new front and new influential men，the
literati of Nanshe were compelled to leave the stage from their " own time" ．
Key words: literary societies; Nanshe ( 南社) ; advocating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nation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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