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家的诞生:近代上海的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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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学教授作为专家与知识分子，随着西方大学体制的引入而逐渐产生。专家的出现应被置放在一个有机

的全球网络中去思考，而不是简单分析认为专家和专业知识是从“西方”向“东方”的扩散。近代以降，受过教育且“无所依

附”的读书人努力在变动的社会中寻找自己的角色和位置，他们成为最有热情推动社会变革的行动者。转型时代的大学教

授 /知识分子，在社会上游离无根，在政治乃至经济上是边缘人物，在文化上却是影响极大的精英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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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教授作为专家与知识分子，是随着西方大学体制的引入而逐渐产生的。工业革命后，尤其

是进入 20 世纪以后，社会变得更加复杂和多样化，还出现了大批由专门人才组成的专业机构，这是

全球普遍存在的现象。科举制度在 1905 年的废除，对中国历史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因为这意味

着普通人通往权力的道路被彻底改变了。读书人不再通过考试来入仕，而是到国外或国内的大学

去攻读学位，他们大多成为专家学者，中国数千年以来的知识与权力的关系发生了变化，这对中国

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
既往研究多是从思想文化史角度来理解知识分子，本文则从专家这一学术职业的视角来理解

知识分子。① 近代中国的大学教授，身处转型时代，其传统士大夫地位的丧失使他们在被政治权力

边缘化之后，又被上海等都市日渐兴起的更加强大的现代性力量———市场，不断驱逐至边缘。② 这

种“多余的人”③意识的激化可以从一个侧面解释为何大学教授群体会满怀激情地关心公共议题。

一 社会经济状况

近代上海教授是西学东渐的产物。1892 年，上海圣约翰公学正式开设大学课程。1905 年，圣

约翰书院正式升格为圣约翰大学，并于次年授予学生学位，教员总数约 50 人。1896 年，南洋公学创

建于上海，这是中国人在沪开办大学的肇始。由此，中国最早的大学教授也应运而生，当时的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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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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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系统研究，目前笔者只见到陈媛的《中国大学教授研究:近代教授、大学与社会的互动史》( 山西教育出版社 2012 年

版)一书。
余英时早在 1990 年代初期即提出了 20 世纪中国知识分子边缘化及民间社会被扼杀殆尽的论题。当然他从士大夫到知

识分子的转化，知识分子的政治边缘化、文化边缘化来探讨这一问题。见余英时《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二十一世纪》1991 年

8 月号总第 6 期。然在上海这样的都市社会中，更加强大的现代性力量———市场的权力，使得知识分子的边缘化更趋显著。当然

从另一层面而言，知识分子在市场社会下的边缘化，使得这一群体摆脱了传统东方社会中书吏的特权地位，进而融入到专业人士与

城市中产阶级的社会集团中，成为民间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
“多余的人”是 19 世纪俄国文学中知识分子的典型。他们受过良好的西方式教育，满怀理想主义和善良的愿望，对社会

有一定的批判能力，他们有改变俄国的理想，对农奴制和宗法制不满，但缺少改变社会的行动，他们远离人民，无法摆脱精英立场，

无所作为地活着，结果一事无成。



教员被称为教习，民国以后才改称教授。上海大学教授群体在民国时期蓬勃发展。据许晚成 1935
年的统计，上海的高等院校共有教员 1 996 名。① 1936 年的统计则显示，上海各大学、独立学院、专
科学校教职员总数为 2 385 人。② 与之相对照，当年全国专科以上教职员状况为:教授 2 801 人、副
教授 433 人、讲师 2 461 人、助教 1 045 人、其他 461 人，合计 7 205 人。③ 也就是说上海的大学教员

人数达到全国的近 1 /3。
民国建立伊始，政府就开始关注大学教授这一现代专业知识群体。1912 年，民国教育部颁布教

育令，明确“大学设教授，助教授”。④ 到 1927 年 6 月，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公布的《大学教员

资格条例》，明确将大学教员划分为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四等。任职教员必须具有下列资格之

一:助教须为国内外大学毕业，获学士学位，有相当成绩;在国学上有所研究者。讲师须为国内外大

学毕业，获硕士学位，有相当成绩者;担任助教一年，成绩突出;在国学上有贡献者。副教授须在外

国大学研究院研究若干年，获博士学位，有相当成绩;任讲师满一年，有特别成绩，于国学上有特殊

贡献者。教授须为担任副教授二年以上，有特别成绩者。⑤ 以职业资格为社会屏蔽的科层制的确

立，使教授群体逐渐形成为一个专家阶层。
至于教授们的经济收入，1914 年 7 月 6 日颁布的《教育部直辖专门以上学校职员薪俸暂行规

程》中规定:大学校长月薪 400 元，学长 300 元，专任教员 280 元，预科长任教员 240 元，庶务主任

150 元，高等师范校长 300 元，专任教员 160 － 250 元。另外，大学教员服务五年以上，每年还有数量

不等的津贴。1917 年 5 月又颁布《国立大学职员任用及薪俸规程》规定:大学校长月薪 600 元，学

长 450 元，正教授 300 － 400 元，本科教授 180 － 280 元，预科教授 140 － 240 元，助教月薪 50 － 120
元。⑥ 就收入而言，大学教授的薪资水平在自由职业者中位居中流。如熊佛西回忆早年经其恩师梁

启超的举荐赴暨南大学任副教授，每月工资 200 元，一年后升为教授。⑦ 20 年代的报刊上也曾有人

撰文介绍大学教员薪资分为四个等级，教授月薪为 400 到 600 元，副教授则是 260 到 400 元，讲师是

160 到 400 元，助教则是 100 到 160 元。⑧ 据蔡尚思回忆，他在抗战前两年初任教于私立沪江大学

时，月薪 220 元，除了买大量书籍，还可以出钱请人抄书。此外“亦有教师买洋房，自备小汽车，过着

资产阶级式的生活，甚至有娶小老婆的”。⑨ 另有一份对上海 30 年代一些社会阶层的收入所作的统

计，其大致情况是，教育系统:小学和中学教员为 30—100 元及 70—160 元;大学教师，助教 100—
160 元，讲师 160 － 260 元，教授 400—600 元。瑏瑠 两相对比，收入待遇高下立判。

当然，也有许多人认为这样的待遇不算优裕。一位作者就指出:“专任教授之月薪不过三百金

左右，约等于行政机关一简任人员之俸钱”，以当时国内生活程度，衣食住行必不可少之外，“所余实

已无几”。尽管平均计算的话，大学教授的收入仍处于社会中上水平，然大学教授为了多“稻粱

谋”，仍然促使大学教授兼课风气大盛，“京沪各校教授莫不皆然”。瑏瑡 而在月薪当中，课时费仍然是

一项重要的收入来源。蔡尚思就指出，一般私立大学教授，“在战前每星期大约担任十三小时，月薪

二三百元，等于白米二三十石”。瑏瑢 虽然上海教授“皆以时计薪，大概每时总在二元半左右，多至三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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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晚成:《上海大中小学校调查录》，上海龙文书店 1935 年版。
《本市高等教育统计》，《申报》1936 年 2 月 7 日。
《全国专科以上教职员状况》，《申报》1936 年 9 月 3 日。
《大学令》，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 3 辑，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09 页。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集编》第 5 辑第 1 编教育(一)，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68—169 页。
潘燎元、刘海峰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高等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785 页。
夏晓虹:《追忆梁启超》，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378 页。
可参见《时报》1927 年 9 月 14 日，另教育部参事处出版的《教育法令汇编》(教育部 1933 年)第 299—303 页。
《关于上海地区高等学校 20 年来工资情况的调查报告》，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档号:A23—2—59—25。
忻平:《在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上海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320 页。
《大学教授兼课问题》，《中央日报》1931 年 9 月 9 日。
蔡尚思:《蔡尚思全集》第 8 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90 页。



四元，少至一元二元。如一时二元半，则一月才十元，就是兼到十时，也不过一百元;如担任少的，更

可不用说了。”①蔡尚思也认为“本来大学教授，钟点是不能担任太多的，因为有的要自己编讲义，不

比中小学的专用现成教科书;而且上海的各大学又不是同在一处，东西南北，甚至坐车要费三四个

钟头(其间且有兼教京沪各大学者);因此，如要教得好，钟点便要少，钟点少而生活就难以维持;反

之，如要维持生活，那就要在各校多兼一点，多兼可又教得不好，会给人家不满意”。② 上海的大学教

员课时费仍然偏低。课时费少再加上在职待遇低下，迫使许多教师想尽办法去做兼职聊以糊口。
总体而言，与社会底层相比，30 年代上海大学教授群体的生活仍然较为安逸，无需为柴米油盐

而奔波。然而，大学教授群体的边缘化趋势在这一时期的上海已悄然出现。与之相比，西方国家在

现代化过程中，尽管也面临着社会的商业化倾向，然而对人才与知识的尊重却是始终如一的。如德

国普通大众对知识就相当尊重，他们对博士先生和博士太太———也就是博士先生的妻子，尽管她可

能目不识丁———的尊敬是激励人们寻求更高知识教养和社会声望的强大动力。③ 两相比较之下，在

欧风美雨浸淫下的上海，牟利动机和创业精神浓重，人人都是不顾一切向“钱”看。在这样一个物质

至上的上海滩上，职员文化盛行，重利轻义的小市民气息浓重。曾辗转多所大学的谢六逸就指出，

“至于谈到大学教授，那就更大有可观了。大学教授在上海能值几个铜子呢。上海有的是富商大贾

之流，这就是住在上海的人要崇拜的。有人初次和你会面，开口问道，恭喜在何处发财。你如回答，

‘在华东大学任教’，对方的脸色就沉了下来，你必须回答他说‘华东洋行混混’，对方就肃然起

敬”。④ 由是观之，大学教授的社会地位和职业声望在旧上海一般民众心目中并不尊显荣耀，在一般

小市民看来甚至还比不上在洋行混混差事的职员。一位大学教授也自述生活清苦，哀叹“大学教授

是一个名义动听而穷苦的招牌，费了无限大的精神，只换来了微薄的生活之资”。此外为了要把学

术地位弄稳当，还得去周旋学校当局。即便辛苦如此，却也时常有生活缺乏保障的忧愁，以至于“因

为学校的薪水发不出，弄得两天来连车钱都没有”。⑤ 而在这其中，私立大学教授的生活尤其清苦，

以复旦大学为例，复旦教授的工资常年只发 11 个月，另一个月的工资要各系自筹，方法是办暑期班

搞创收，或其他什么渠道创收，总之是赶教授到社会上去打工。⑥

在旧上海，普通民众崇拜的人物大多是富商大贾、海上闻人之流，而象牙塔内的大学教授与民

众日常生活相去甚远。在拜金主义甚嚣尘上的近代上海，大学教授更多的被看作酸腐文人或书呆

子。谢六逸也认为大学教授和富商大贾，新旧官僚比较起来，都有逊色，所以大多数早就有了“觉

悟”，即为学术奋斗的意念，一天淡似一天，而趋赴利禄的心呢则日渐增长。他们知道“洋场”的滋

味比什么地方都好，抵抗不过物质的诱惑。于是把大学当做尾闾，虽然身列讲坛，然而目的却在于

做官，有官做时便去做。⑦ 历史学家蔡尚思也慨叹不少意志薄弱者“为了教书生活太苦，所以人人有

机会，便由教界跳进政界去了”。⑧ 就此而论，大学教授不以学术为正途，纷纷谋划传统的“学而优则

仕”之路，“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担任一官半职，从而享受更多的待遇。蔡尚思甚至以悲天悯

人的语调慨叹大学教授之困窘，“近代如欧洲各国比较有见及此，政府或能给予学者相当的生活费，

而社会人士也很看重学者。至于吾国，就不然了:政府对于学者，简直是不管的;而一般世俗人，也

很瞧不起这般学者。惟有一般做官之人，是给彼此欢迎，上下看重的。有势有利，到处如意。于是

一般学者，遂渐渐地向那政界跑去了”。⑨ 钱穆在分析辛亥革命以后 40 年的知识分子时亦曾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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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尚思:《蔡尚思全集》第 2 卷，第 353 页。
蔡尚思:《蔡尚思全集》第 2 卷，第 353 页。
德国知识界的一大光荣传统，便是他们的私人学者(Privatgelehrter)，即不受聘于学院但靠自家财产作研究的学者传统。
谢六逸:《家》，载倪墨炎:《浪淘沙:名人笔下的老上海》，北京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344—34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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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试问这四十年来的知识分子，哪一个能忘情政治? 哪一个肯毕生埋头在学术界? 偶一有之，那

是凤毛麟角。”①非但大学教授不能忘情政治，国民党本身也竭力试图以党化政治改造大学教授，使

之成为党化教育的急先锋。1929 年 10 月，国民党颁布了《各级学校教职员研究党义暂行条例》，条

例规定全国各级学校都要加强党义学习，党义研究升为四期，“每期以一学期为限，平均每日至少须

有半小时之自修研究，每周至少须有一次之集合研究”。② 随后 1930 年 2 月，国民政府教育部门下

令所有在任或有志于任大学及专科学校党义教师者，“务须遵照敝会所订各种章程，前来检定”。并

认为兹事体大，事关党国教育。③

在崇尚浮躁虚夸的社会风气下，大学教授群体亦渐渐随波逐流，被分为“谋稻粱”与“做学问”
两种人生取向。学术界的“格雷欣法则”(劣币驱逐良币法则) 大行其道，而这一切恰与民国后期社

会整体风气的腐坏相一致。
如果说 30 年代大学教授的生活尚称安逸，其社会地位边缘化还可以用经济收入上的小康水准

来弥补的话。那么抗战的爆发则是大学教授经济状况恶化的转折点。与其他中产者职业群体一

样，抗战所引发的恶性通货膨胀吞噬了大学教授的历年积蓄，往日衣食无忧的大学教授们经济地位

迅速下降，日趋“无产化”。抗战初期的一篇报道就描述了身陷孤岛中的大学教授生活之窘境，在上

海一个大学教授的最低生活费照该刊记者的估计每月应该是:房租( 以一大间一小间计)80 元到

120 元;伙食:菜饭 60 元、米(一担)75 元、煤球两担 15 元、油盐酱醋等 15 元，共 165 元;子女教育费

(以二人计)30 元;衣着 20 元;车费 20 元;以上共计 315 元至 350 元。按照这位记者的看法，这很明

显是一个减无再减的数目，因为至若子女多的，或者需要赡养父母的那就更为难了。然而可悲可叹

的是，与之相对照，“我们所知在国立大学里普通一个教授的工资没有超三百元的，私立大学更大都

以钟点计算，那就更少的可怜了”。究其幕后之原因，大多因为“战事已延长三年有余，近来生活费

的增长是在骇人，战前一个大学教授的薪水拿出一半就可以应付衣食住三项，现在把整个收入都拿

出来都已经捉襟见肘”。④ 这还是抗战初期的状况。
到了 40 年代末，大学教授经济条件的恶化已经被视为一种社会常态而见怪不怪了。据统计当

时的智识阶级，大学教授、中学教师、作家、记者和政府雇员们的实际收入，只相当于 1937 年之前工

资的 6% －7%，其中大学教授的实际收入更是减少了近 98%。⑤ 大学教授生活之艰辛，报纸上也不

时有报道，更有大学教授不堪忍受，自杀身亡的消息，如“前同济大学医学院教授阮尚承因生活压

迫，于四月二十一日在上海服烈酒及安眠药自杀”。⑥ 内战爆发后，物价飞涨、币值低落，使得教授生

活日见清苦，上海市大学教授会在致电行政院的电文中就痛心疾首地哀叹“即最低生活亦不可得，

同人等以人师之尊严，负教育之重任，上不足以事父母，下不足以育儿女，束手无策，生活如此，言之

痛心”。⑦ 1946 年《新民晚报》载文谓大学教授收入不够皮鞋两双，以至该报惊呼这与“司徒雷登博

士说美教授年薪八千至一万美金，相差岂止百倍!”⑧更有人鸣冤叫屈称“秀才命苦”，因为“据我们

所知道:一个大学教授的收入，不及人力车夫的工资。京沪报人的待遇，仅赶上排字工人。政府中

级官吏的俸禄，比银行听差还要少”。文章最后慨叹国家社会对待这些人是欠公平的。因为培养一

个智识分子的投资，无论如何比培养一个工人多。并哀叹“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在这霸道的世界

里，秀才的命运也许就决定于‘造反不成’一点吧!”在这番激烈的言辞之中，反体制情绪溢于言表。
收入微薄、无法向上晋升、政治参与空间狭小，逐渐演化为对国民政府的不认同。知识分子对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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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降低不满，无疑是 40 年代后期民主运动兴起的客观原因。

二 对政治的关切

民国时期，上海大学教授组织始终是一个涣散的社团，其组织形式似乎更像是一种聚会或者文

人沙龙。与其他专业人士团体命运不同的则是，上海的大学教授职业团体前后缺乏延续性和组织

性。以至到了抗战胜利后，重建大学教授职业团体就迅即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创建了两个相互独

立的大学教授社团。1946 年 2 月下旬，由刘大杰、林汉达、王国秀、胡祖荫、陈科美、黄式金、彭文应

等 21 位教授发起组织上海市大学教授会，会上有教授以上海小学教师进修会、中等教育研究会为

例，说明大学教授为了自身的福利、职业的保障，应从速组织大学教授的团体，大规模地征求会员，

使大学教授亦有类似同业公会的组织，到会教授热烈赞成，确定会员资格以教授、副教授和讲师为

限。1946 年 3 月 3 日，以超然派相号召的上海市大学教授会正式成立，参加的高校有上海临大、交
通大学、大同大学、复旦大学、大夏大学、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之江大学、东吴大学、同济大学、震
旦大学、光华大学、法政学院、新闻专科学校等 14 校，会员有 175 人。选举刘大杰、黄嘉德、王国秀、
林汉达、陈科美等 25 人为理事，金通尹、黄式金等 5 人为监事。首先拟定电请教育部提高教授待

遇，并发起向同情教授清苦之家长及社会人士募款，以救济清寒教授运动。① 上海市大学教授会刚

刚成立，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陈高傭就出面发起组织上海市大学教授联合

会，该会宗旨是:一、研究专门学术;二、沟通中外文化;三、提高教育效能;四、倡导社会正义。1946
年 3 月 10 日成立，时有会员 60 余人。②

以上两个团体外，1946 年八九月间，圣约翰大学沈体兰，复旦大学张志让、蔡尚思、周予同 4 位

教授，讨论当前政治形势，认为有必要为配合当前民主运动成立大学教授团体，遇事可以交换意见，

以教授间的社交、联谊为形式，配合学生界、教育界和各界群众民主运动。这几位教授社会地位比

较高，影响也比较大，由他们发起，分头联系各校教授。团体定名为“上海大学教授联谊会”( 简称

“大教联”)。
大教联的会员发展到百人左右;其最高组织是干事会，由会员大会选举产生。干事会由 7—9

人组成，候补干事 3—5 人。大教联附设“文化研究所”，文化研究所设委员会，由十来人组成。大教

联的基本活动方式是双周聚餐会，对时局进行议论，交换意见，统一思想，个别宣传，发展组织。大

教联做了不少进步的、民主的宣传工作，甚至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还同中教会、小教联密切

配合，进行了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共同行动，也直接间接地大力支援了学生运动;同上海各界以

及北平等地的教授团体经常联络，交换情报，交流经验，以彼此配合，进行斗争。
大教联是一个进步教授的群众组织，由中共上海市委直接领导。1947 年中共中央上海局成立，

大教联归中共中央上海局文化统战委员会领导。大教联成立以后，在整个民主运动中起着相当大

的积极作用。上海中共地下党曾希望大教联在高校教授中打开局面，扩大会员范围，但大教联的教

授们坚持唯有教授才能参加。如此一来，大学的讲师、助教就不能参加进来，于是中共只好在 1949
年 3 月又亲自组织了助教讲师联谊会开展活动。

在这三个上海的大学教授组织中，大教联和大学教授会发挥了一定积极作用。面对一向受人

们尊敬的大学教授每况愈下的生活窘境。上海市大学教授会于 1946 年 3 月 23 日发表了一份呼吁

信，公布了教授生活的痛苦:“专任教授底薪，大都在 500 元上下，二月为 80 倍加生活津贴 28 000
元，共为 6 万余元，用以维持一家生活，殊不可能。至于兼任教授每月所得不过三四万元，据报载国

家银行工人，每月可得 11 万，职员可以得 15 万，招商局和中纺公司职员薪金更高。”呼吁信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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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面请政府调整待遇，一面另拟向同情教授清苦之家长及社会人士募款，用以接济弱者之医药费

或购买日用食品，配给清寒教授”。① 然而这样的呼吁和诉求是苍白无力的，大学教授会难以起到组

织教授斗争的作用，个别学校的教授自己为改善待遇，向政府交涉，致电行政院、教育部，但这些政

府部门都不予理睬。于是，上海各国立大学教授代表一致决定于 1946 年 4 月 9 日起举行罢教。
《文汇报》也发表了《教授应受特别优遇》的社评，指责国民政府“对于教育太漠视了，国家对于人才

太作践了!”②在大学教授罢课后，国民政府采取拖延策略，不予理睬。罢课结果是因为有着各种顾

虑，最终只好自动复课。这一切都充分说明战后大学教授团体的无力和涣散，无法有效组织集体行

动，发出维权诉求。非但如此，大学教授群体地位之低下也令人不胜唏嘘，国民政府对于学界精英

的罢教抗议视若无睹，毫不理睬，显然认为大学教授是百无一用的书生，“秀才造反，十年不成”，作

为反应性抗争行动的罢教举动实乃乌合之众，不足为虑。
鉴于大教联的组成人员都是些左翼教授，该团体提出这样的政治诉求，运用如此激进的民族主

义话语就不足为奇了。由于大学教授多是秉持自由之思想，即便中共地下党也认为，“大教联中有

几位教授有自己的一套主张、做法，也有思想较保守的”。③ 所以，中共多是通过循循善诱的方式，实

现党对大教联的领导。
纵观上海大学教授职业团体可以发现，这一专家群体与普通民众相比更关心政治。不仅如此，

即便是与其他中产阶级专业人士相比，该职业群体的政治关切度和参政议政热情也是相当高昂的。
他们试图影响社会舆论、影响社会的议程设定。在 30 年代，大学教授的政治分歧尚未很严重，他们

虽然各自为政，但仍保持自己的独立思考，不积极主动地参与大学教授职业共同体的构建。而且也

始终没有如上海律师公会、会计师公会那样，整合起统一性的自主性职业团体，而是各自为政。然

而，历经八年抗战之后，国内形势的日趋激化导致了大学教授群体日益走向分裂。宽容的学术氛围

被打破，大学教授们的政治倾向和利益诉求日趋碎片化，这一群体在面临巨大社会变迁的时刻，甚

至都无法做到自身的有效整合、为自身利益诉求而抗争，更罔论引导、动员民众了。
大学教授的精英意识也在言论中多有体现。譬如，傅斯年曾有一句名言:“与其入政府，不如组

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④与其他自由主义者一样，他们虽然身为大学教授，是以专业知识为赖的

城市中产阶级，却始终有着传统士大夫“士志于道”的精英意识，以为自己手握笔杆子，笔力千钧，力

大无穷，甚至可以借此指点江山、扭转乾坤。然而遗憾的是，中国乡村中无知无识的农民根本没有

机会欣赏这批博学鸿儒在报纸上登载的惊鸿大作。在此情势下，很多大学教授出于“精英意识”来

介入政治，以为出来登高一呼，可以凭一己之力解决一些问题，这无疑是种自负。持之以恒地以改

造国民性为己任的鲁迅也在私下表示:“我时时说些自己的事情，怎样地在‘碰壁’，怎样地在做蜗

牛，好像全世界的苦恼，萃于一身，在替大众受罪似的:也正是中产的智识阶级分子的坏脾气。”⑤这

种背负着“罪与罚”的弥赛亚情节，实乃一种不能承受之重。显然他们更习惯凭借自己对知识的垄

断占据道德高地，他们不愿正视社会变迁中的利益分化，总是宣称自己乃是独立、客观地代表全民

的利益诉求。这一情形颇有些类似于罗尔斯(John Ｒawls)曾假设的“无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

精英们假装不知或者说故意掩饰自己的利益和位置，放下所有个人的情感，低调“客观”地为了抽象

的原则或想象的共同体(如全民利益或“公意”)而申辩。
当时的一批传统主义者对自由主义教授追赶西洋时髦、拾人牙慧很不以为然，梁漱溟就说道:

中西历史中西社会怎样不同? 极简单地说，欧洲，人从来过着集团而斗争，斗争而集团底生

活，而我们则大体上过着散漫而和平，和平而散漫底生活。团体公共之事，谓之政治。要求参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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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即团体之事必要给我预闻。要求自由，即抗拒团体过分之干涉压迫，而划分群己之界。
但中国是什么呢? 中国是和合统一底一个大单位。它的统一，与其说在政治，毋宁说在文

化;与其把它作为一政治单位看，毋宁作为一文化单位看。二千年来，它是不象国家底国家，它

以不要政治为政治。所以有人曾说一句妙语:近代的英国人，以国家为“必要之恶”;中国人自

二千年之古昔，已把国家当作“不必要之恶”了(日本学者长谷川闲如是言)。盖一切国家都是

阶级统治。它则缺乏阶级，难言统治，只是一消极相安之局，而非一积极统治之局。在内则缺

乏阶级意识;在外则缺乏国家意识。其散漫即此可征，其和平即此可征。①

梁漱溟对自由主义者沉湎于理想，脱离现实地追逐西方式宪政民主的理想持保留的立场，在梁

氏看来，中国历史上一直强调的是自我主义(而非个人主义)，凡事以自我为中心，让他人来服从和

服务于自己。由于中国根本缺少欧洲的阶级政治文化，以至于家庭观念远远强过阶级意识。这样

一个社会，唯有求诸儒家的修齐治平方能维系。体察到中西差别的梁漱溟等人据此一直反对盲目

地学习西方式的多党制，鄙弃这样的“西洋把戏”，因为“老的秩序已被推翻，而推翻旧秩序的西洋

近代潮流系自由、民主等也未能在中国生根，建立起新秩序”。他认为就时局而言，所需要的不是一

个拘泥于现有秩序的普通政党(如西方议会多党制)，而是一个推翻旧秩序，建立新秩序的革命党。
正是基于这样的前提假设，“今天中国所需要的是一个革命党来建立新秩序，所应采的制度，我以为

与其说应该采取英美，勿宁说是应该采取苏联”。②

大学教授群体两极分化的结果则是各说各话以及原先相当均质的大学教授职业群体的瓦解。
胡适就曾在 1947 年 8 月 1 日一次广播演说《眼前世界文化的趋向》中特别提到:

我是学历史的人，从历史上来看世界文化上的趋向，都是民主自由的趋向，是三四百年来

的一个最大目标，一个最明白的方向。最近三十年……的潮流，在我个人看来，不过是一个小

小的波折，一个小小的逆流。我们可以不必因为中间起了这一个三十年的逆流，抹煞那三百年

的民主大潮流，大方向。③

然而，在当时一片进步洪流的舆论声浪下，胡适不合时宜的言论激起了强烈的批评和抗议，不

少听众写信质疑他的这个“大潮流、大方向”的观点。从中可见，胡适作为一个“不可救药的乐观主

义者”，终其一生都保持着对自由的承诺。

三 余 论

除了出生传统士绅家庭外，一个人要成为专门人才甚至专家，还必须拥有广博的专业知识和进

入专业机构的机会。以大学教授为例，新的专业知识分子阶层仍然研读儒家经典如孔子的《论语》
等，以充实头脑，但同时也需要掌握诸多相关新学科的所谓客观知识。由此，大学教授作为现代意

义上的专家便应运而生。在此要注意的是，专家的出现应被置放在一个有机的全球网络中去思考，

而不是简单分析认为专家和专业知识是从“西方”向“东方”的扩散。
此外，专家与知识分子的界别亦是含混不清的。显然，大学教授(专家 /知识分子) 是传统绅士

阶层的后继者。辛亥鼎革与五四激变尤其是绅士阶层的城市化，都使得新式知识分子与乡土日趋

疏离、隔膜，无法成为地方利益的代表，进而造成了一种社会断裂。其结果就是，如果说在辛亥革命

时尚存在一个立基于地方的士绅集团或中等社会的话，那么到了 20 世纪中期，与乡土疏离的专家 /
知识分子显然无法承载社会重心之角色。进而言之，由于新文化运动破坏，以儒家为核心的传统价

值体系(作为此一价值体系的守护者———绅权亦被打倒在地) 被去魅，导致意识形态的碎片化和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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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化，原有的文化谱系亦被打断，甚至演变成价值危机，这不能不说是又一重断裂———文化断裂。
在理解近代大学教授(专家 /知识分子)形成的历史背景时，需格外关注这一双重断裂的社会状况。

近代中国还有一个明显的特征，那就是 20 世纪以后，教育体系的扩张超过了市场的需要。在

这种背景下，那些规模相对大的、接受过新式教育的阶级，却不能作为专业人员被刚刚起步的市场

经济吸纳。在这种情势下，受过教育的中产者被加倍“边缘化”;他们刚刚被剪断了与旧体系的脐

带，却又未能在新制度里博得一席之地。这样一种历史现象，曼海姆(Karl Mannheim) 曾将它称作

“在社会上无所依附的知识分子”。① 由于在这个相对不发达的经济体制中，人们对技术性专家的需

求极其有限，作为“无所依附的人”的尴尬处境，便成了许多读书人的压力。这些知识分子不能接受

工具理性的统治，将自己的知识降低到技术层面。受过教育且“无所依附”的读书人努力在变动的

社会中寻找自己的角色和位置。他们成为最有热情推动社会变革的行动者。
大学教授基本上生活于学院之中，与社会其他阶层的联系有限。现代化的进程同时还是一个

世俗化的过程，在面临剧烈社会转型的近代上海，各种理想、信仰等统统让位于日常生活的功利考

量。作为士大夫承继者的大学教授在政治权力与市场权力的双重挤压下，其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

日益边缘化。一方面，即便他们要求政治民主化，然而他们对普通民众的诉求缺乏敏感，与底层民

众缺乏情感上的交流与共鸣，往往喜欢高谈阔论，充满了士大夫的济世情怀，所提的方案也过于抽

象与理念化而缺乏现实依托。总之，大学教授无法避免“多余的人”的尴尬。他们承袭了传统士人

的志向与旨趣，然而在社会转型的近代却面临所谓“有经义文章，无一技之长”的尴尬。
当然如从另一层面来理解的话，知识分子在新的政治体制与市场条件下的边缘化，使得这一群

体摆脱了传统东方社会中书吏的特权地位，转而成为以学术为志业的专家，进而融入到专业人士与

城市中产阶级之中，成为民间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张灏在《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一文中

就指出:“现代知识分子就其人数而论，当然不能与传统士绅阶层相比，但他们对文化思想的影响力

绝不下于士绅阶层。……转型时代的知识分子，在社会上他们是游离无根，在政治上，他们是边缘

人物(余英时的话)。在文化上，他们却是影响极大的精英阶层。所以要了解现代知识分子，一方面

我们必须注意他们的政治边缘性和社会游离性，另一方面也要注意他们的文化核心地位。”②总之，

大学教授是知识分子中的精英，他们虽然人数不多，但文化地位较高，同社会各界有较广的联系，而

且大学教授可以通过个人的才能智慧以及遍布各个领域的弟子对社会施以诸种影响。

(责任编辑:张秀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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