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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瞿秋白的平等观念
以其演进逻辑、精神空间和向度为中心

梁化奎

(徐州工程学院 思政教育中心, 江苏 徐州 221008)

摘 要: 瞿秋白早年的一个重要的思想基点是平等观念,他的思想经历了从追求宗教的

超越性平等转回诉求世俗的平等,到最终进于马列主义的平等观的逻辑演进。多源驳杂、涵容

化通而又合和为一,是早年瞿秋白平等观念的精神空间的一个典型征象。其中儒释道因素在

早年瞿秋白平等观念的生成发展中影响甚大, 使其从中汲取到一种宝贵的精神势能, 而能不断

地去诉求人世间的平等。早年瞿秋白的平等观念具有四个层面的价值向度,即抗议批判人世

间种种不平等现象,关注重视底层大众的生存权利和要求, 高调追求人人平等的新社会、新道

德,带着强烈的实践冲动和要求。作为一种历史的见证和参照,早年瞿秋白对于平等的不懈追

求留下了深刻的现实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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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瞿秋白来讲, 1921年他置身  赤都 !莫斯

科置身经历的三件事: 4月写出长篇通讯 ∀共产主

义之人间化 #, 5月经张太雷介绍加入俄共 (布 ),

6月以  来宾身份!出席共产国际三大, 意味着他

这时已基本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以此为下

限,即是本文研究的瞿秋白早年思想的对象范围。

从马克思主义接受史的角度看, 辛亥革命后的十

年,在启蒙思潮和五四运动的强劲刺激下,许多知

识精英抛弃不切实际的济世幻想, 转而信仰科学

社会主义,其中一个重要的思想基点实则缘起于

作为现代社会基本价值之一的平等观念。这在陈

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早期中国共产党人那里皆

有所反映和体现。瞿秋白也不例外,只是至今尚

未被真正关注。

一

瞿秋白出生在  士 !的家族里。母亲金衡玉,

颇有旧学根底,启蒙瞿秋白诵读唐宋小诗,常给以

悲悯众生的教育。少年瞿秋白从不以  少爷 !自

居,同周围穷苦人交往, 善施乐济, 尤能将自身置

入,做到推己及人。从早年瞿秋白平等观念的生

成看, 这种教化和自身置入的意义, 恰在于它使瞿

秋白最早感受到了社会的不平等。 1916年正月,

母亲服毒自杀后,一家星散,这给瞿秋白的内心带

来极大刺激。于是,对于社会的不满及朴素的平

等要求,随之被强烈地表达了出来。他认为,  当

今社会问题的核心是贫富不均。∃ ∃必须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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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 &字着手 !。[ 1] ( P70)
但当他走进社会谋生后, 方

发现许多倒悬待解的问题既不能自解,也不能解

人。残酷的现实把刚萌生的一点  均 !的要求逼

仄成一梦了。他痛感现实与心灵上  内的要求 !

相矛盾,为了慰藉精神上的苦痛,他不期然而然地

选择了老庄的超逸绝尘,退求一己之逍遥和解脱。

随后, 因有兴趣研究佛学, 由道入佛,  而有就菩

萨行而为佛教人间化的愿心 !。[ 2] ( P25)这样, 瞿秋

白从世俗平等的诉求转向了追求宗教的超越性平

等。马克思说:  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 是无

情世界的感情。! [ 3 ] ( P2)
从这一结论看,瞿秋白对于

道佛教的体认,帮助他度过了现实与  内的要求 !
相矛盾而造成的心理冲突, 使他渐得一安顿的

 境界!,并由此养成一种理智的静定能力。  人

理智的静定能力,是精神空间得以产生的决定性

因素。![ 4] ( P127~ 128)
这使瞿秋白对于平等的诉求成

为一种清明思虑的心灵欲求, 其平等观念的精神

空间因此而得以涵厚。

上述选择,无论是仿道式的名士化生活,还是

拟佛式的问世人生,因为是和社会隔离的,显然都

并不能满足瞿秋白的  内的要求 !。精神苦闷的

时候, 出世的想法虽挥之不去, 但他却从未放弃过

入世的念头,这就是 1919年前后瞿秋白的精神生

态。这就决定了他对超越性平等的追求注定不会

走远, 而不能不  回向 !实际,即回到对世俗平等

的诉求中。这表现在, 他不仅  抱着不可思议的

%热烈 &参与学生运动 !,表示要  暂且先与社会以
一震惊的刺激!, [ 2] ( P25)

而且经历过五四运动的洗

礼之后,他一跃跻身于先进文化的论坛,高调追求

人人平等的新社会新道德, 同时揭开了对旧社会

旧道德尤其是种种不平等现象的批判。

在早年瞿秋白平等观念的形成发展中, 从追

求宗教的超越性平等转向诉求世俗的平等, 是关

键的一步。从促成这一  回向!的因素看,得益于

自戊戌维新以来在中国社会上流播的各种平等观

念。据羊牧之和李子宽回忆,瞿秋白 1914年春在

江苏省立五中读书时就勤研过∀仁学 #和 ∀饮冰室
文集#等思想性读物。李子宽还特别说到道:  在

民初中学初级学生中能注意此类读物者并不多

见,尤其是江苏五中。我班同学受秋白影响亦偶

尔向其借阅 ∀饮冰室文集#和∀仁学 #等, 此两书内

容秋白在校时常引作谈助。惟 ∀庄子 #除秋白外,

他人 不易 无师 自通, 亦 惟 秋白 能 独立 思

考。! [ 5] ( P511 ) ∀仁学 #是谭嗣同最主要的哲学著作,

他在书中开宗明义地指出:  仁以通为第一义 !,

 通之象在平等!。  通 !包括  中外通,上下通, 男

女内外通,人我通 !。[ 6] ( P7)特别是, 谭嗣同的平等

观有着强烈的实践冲动, 即转变为直接的政治改

革行动的要求。将瞿秋白  佛教人间化的愿心 !

与谭嗣同的  通之象!联系在一起, 不难发现两者

在思想进路和底蕴上的相似相通, 即是以出世的

精神来做入世的事业,以出世的哲学来架设入世

的通道。因此,瞿秋白所谓的出世并非是消极的,

而是兼具入世之念。他视  饿乡!之行  差不多同
%出世 &一样 ![ 2] ( P17)

即证明了这一点。总之,无论

在思想精神上还是在思想进路上, 谭嗣同这本以

论述平等为圭臬而常为瞿秋白  引作谈助 !的哲

学著作,对于有着佛教研究背景、五四运动后又有

着强烈  变!的要求的瞿秋白来说, 无疑具有极大

的吸引力。

当然,还应当看到  五四 !时期流播的各种新

思想新观念给予瞿秋白的直接影响作用。当下有

学者提出,  五四 !时期, 平等、自由、民主、科学这

四个思想概念  是有同等活跃的程度 !的四个  关

键词!。[ 7]瞿秋白临终前在回忆自己的人生和思
想经历时曾说:  一九一八年开始看了许多新杂

志,思想上似乎有相当的进展, 新的人生观正在形

成。! [ 8] ( P695 )
那时,传播各种新思想新观念是许多

新杂志竞相标识的办刊理念。就平等观念的传播

而言, 其中有对国内维新派和革命派平等思想的

深入宣传,也有对西方资产阶级平等思想、法国大

革命中的平等主张的广泛传播。正是在这样一种

文化氛围和语境中,瞿秋白提出了构建新社会的

目标理想, 即是  求实现真正的民主、民治、民本

的国家或世界 !,  这就是 %德谟克拉西 & 主

义 !。[ 9]
与时流相比这当然没有什么新意,至多不

过是一种跟进主张,但却是构成瞿新的人生观的

一部分, 也是进于马列主义平等观的一个阶梯。

五四运动后,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成为思想界

的主流,社会主义平等观吸引了更多青年人的向

往之情和研究兴趣。正如瞿秋白在当时所说的,

 社会主义的讨论, 常常引起我们无限的兴

味 !。[ 2] ( P26)
1920年 1月, 瞿秋白在读了李大钊发

表在∀星期评论 #上的 ∀美利坚之宗教新村运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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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章后撰文指出, 美国的新村运动存在着  村

员权利义务不相同 !、 男女的财产分配不平等 !
等问题。这种新村运动是  非社会主义!的, 不过

是  新式理想的 %桃源 & !,所以需要  换一个方法

来试验 !。  我以为历史派的 马克思主义派

的直接运动不可少的。! [ 10 ]
瞿秋白思想上的这一

倾向性自然会反映到其平等观之中。此后, 马列

主义的平等观或者说是社会主义的平等观, 特别

是俄国十月革命后共产主义人间化的实践启示,

在早年瞿秋白平等观念的演进中越来越起到了决

定性的引领作用。

二

人的精神存在与人的精神空间密不可分。精

神空间圆成浑厚, 精神存在就愈畅旺涵厚。而且

 一个由高尚信念引导的、有着不断延展的良序

结构、归摄情感、凝聚意志向之趋赴的精神空间,

人们就取得了一种极其宝贵的精神势能, 它在我

们 的 生 活 中 可 以 转 变 为 源 源 不 断 的 动

能 !。[ 4] ( P125 ~ 126)
由此考察早年瞿秋白平等观念的

精神空间和结构,一个突出特征是其呈现出多源

驳杂、涵容化通而又合和为一的典型征象。它包

括:历史上流播的儒释道的平等观念,维新变法时

期流播的各种平等观念, 中外资产阶级的平等观

念,马克思主义的平等观念,以及俄国共产主义人

间化的理论和实践, 等等。在早年瞿秋白平等观

念的精神空间中,这些因素并非是均衡地起作用,

而是有着阶段性的差异。以 1920年初瞿秋白  已

有了马克思主义者的倾向! [ 11]
为分水岭,这之前,

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中的影响因素、中外资产阶级

的平等观念所起的作用表现得更多更深刻些; 这

之后, 虽然他还是努力从多源的知识体系中汲取

营养, 但在其平等观念的演进中,马克思主义的平

等观, 特别是俄国共产主义人间化的理论和实践

则越来越起到了决定性的引领作用。这里重点讨

论儒释道因素在早年瞿秋白平等观念建构中的影

响和意义。

关于儒释道文化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关

系,瞿秋白 1927年 2月在为自己的论文集所写的

序中曾有一段精彩的描述。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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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无产阶级所涌现出的思想代表, 当然也不能自外

于此。只是革命实践的需要, 正在很急切地催迫

着无产阶级的思想代表, 来解决中国革命中之许

多复杂繁重的问题。! [ 12] ( P311)
若不是有着切身的

感受, 瞿秋白是不会有这样的精论的。由此说来,

 五四 !时期,即使那些被认为相当激进的知识分

子,他们与佛、老、孔、朱思想上和精神上的粘连也

非轻易即可剥离的。正因如此, 考察诸如平等之

类的现代观念是如何在这样一种粘连的夹缝中生

长发育起来的,也就更有值得深究的学术价值。

平等观念在儒道家学说中皆有所反映。如学

者高瑞泉说:  儒家的平等观念更重要地是蕴涵

在其道德学说中。从孟子性善说到后儒关于人人

能成圣人的说法, 蕴涵着诠释为人格平等的可能

性。!不过孔子对上智下愚、君子小人、劳心者和

劳力者所作的区分,说明儒家的平等思想是以体

认尊卑贵贱, 即承认现实中的不平等为前提的。

这实际上是一种有差别的平等。正因看到了这一

点,瞿秋白在视孔子的学说为历来想要补救社会

的革新学说的同时, 也开启了他的最早批判。而

其选择批判的切入点恰是孔子学说中的不平等的

观念。他认为,孔子想恢复上古时代的理想社会,

如庠序学校、选举等制度,  然而从孔子以后, 三

千年中间,并没有绝对反对他的学说,并且附和他

的非常之多,为什么终究没有看见他们所理想的

致治之世? !其中,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他们

为时代所限, 有一个根本观念 不平等的观

念。! [ 9]
把脉早年瞿秋白精神空间中的文化因子,

可以发现,他对孔子的学说虽多有批判,但在精神

追求及观念要素构成上两者实又有相通之处。孔

子曾有  不患寡而患不均 !的忧思, 主张  均无

贫 !。与此相似, 瞿秋白较早即表达出朴素的

 均!的要求。他认为,  自古以来,从冲天将军黄

巢到天父、天主、天王洪秀全, 做的都是 %铲不

均 &。孙中山提的 %天下为公 & ,也是为了平不均。
可见当今社会,必须从 %均 &字着手 !。[ 1 ] ( P70)

再者,

孔子主张  有教无类 !, 而从瞿秋白的时论文章

中,我们则可以看到他对这一主张的现代版高扬。

他认为,  知识也不过是一种工具, 用来维持精神

的生命、改善精神的生活的工具,所以凡是要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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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的生命、改善精神的生活的人也都有使用这

工具的权利。!因此应当打破知识的  垄断 !,  废
止知识私有制!。[ 13 ]

老子提出过  损有余而补不足 !的构想, 但为

了表证旧的学说  都不中用 !, 瞿秋白将其学说同
列为带着君子小人主义的哲学流派, 认为它  只

求君子能治, 不求全社会的自治 !。[ 9]
现在看来,

这种划分认定不免有些牵强。事实上老庄经常用

 均!、 齐 !、 大同 !等概念来表达人神平等、人
际平等、人与其他生物之间的平等。把握老庄平

等观的精神实质, 必须将其言说的  均 !、 齐 !与

其意在作逍遥游的鲲鹏之梦即  自由 !联系在一
起观之。有学者指出:  中国现代民主和科学的

传统与中国古代儒家文化传统有着更加密切的关

系,而中国现代自由和平等的思想则与中国道家

文化、特别是庄子思想有着更加密切的关系。当

%自由 &被理解为个体精神生命的基本存在形式

的时候,事物与事物、人与人之间的自然差异就成

为正常的、不具有价值等级意义的生命现象,彼此

相区别的个体在存在论的意义上, 就有了平等的

价值。这就是庄子 %齐物论 &的逻辑。! [ 7]
早年瞿

秋白的平等观念与道家文化的筋脉相连, 正是在

这一点上有着更为充分的反映和体现。在赴俄途

中,瞿秋白与窗外景物共生的通感与其对生命哲

学的玩味,都会让人顿感到一种  天地与我并生,

万物与我为一!的超越性平等的抽象存在。但在

时代的最强音下,在大众未得发展个性、未得享受

自由之时,追求个性的自由已显得有些僭妄和奢

侈了。瞿秋 白说:  必定得 暂舍 个性的 本

位。! [ 2] ( P13 )
这就是历史能够给予他的选择。于是

这个潜含在内心深处的矛盾, 在一次次被简约地

化解了之后,一次次又或隐约或突兀地冒出来,使

瞿秋白时常处于一种紧张而又焦虑的状态。

再看早年瞿秋白精神空间中的佛教因素。宋

代高僧清远有句名言:  若论平等, 无过佛法, 惟

佛法最平等。! [ 14] ( P620)
这说明平等观念是佛教智

慧的一个重要体现。佛教推崇慈悲精神,中国化

佛教尤视慈悲为最主要的伦理原则,热衷于信奉

以救济众生为本愿的观世音菩萨, 并形成了以观

世音菩萨为尊奉对象的大乘佛教信仰。唐代高僧

道世说:  菩萨兴行救济为先, 诸佛出世大悲为

本。! [ 15] ( P470 ) ∀大乘起信论 #则言:  众生如是, 甚

为可悯。作此思维,即应勇猛立大誓愿,愿令我心

离分别故,遍于十方修行一切诸善功德。尽其未

来,以无量方便救拔一切苦恼众生, 令得涅第一义

乐。! [ 16] ( P181 )
这样佛教在慈悲和平等之间就架构

起了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 即慈悲是平等的思想

基础, 平等是慈悲的道德体现。

佛教的平等观念成为瞿秋白的思想资源之

一,最早受惠于信奉佛教而又有着慈悲心怀的母

亲。瞿秋白自幼即有着悲悯众生和善施乐济的道

德情怀。中学时期,通过勤研谭嗣同、梁启超等人

的思想性读物, 加深了他对佛教所蕴含的平等观

念的体认。在湖北黄陂, 瞿秋白受表兄周均量的

影响, 引起他研究佛学的兴趣。在他看来,  老庄

是哲学,佛经里也有哲学, 应该研究 !。[ 17]
对哲学

本体的追寻使瞿秋白度过了一段短暂的苦读期,

他大量从佛教经典中汲取思想资源,以至于在临

终前夕他仍清晰地忆起当时读了  佛经、∀大乘起

信论 #!等。[ 8] ( P704)
佛教认为,一切众生皆有佛性,

人人皆可成佛。这就超越了出身、财富和阶级的

差别, 从而在心性上达到了人人平等。瞿秋白对

于佛教的真情体认,看重的恰是其消弭了等级差

别的平等观念。瞿秋白说:  菩萨行的人生观、无

常的社会观渐渐指导我一光明的路。! [ 2] ( P25)
从佛

教消弭了等级差别的平等观出发, 人们似乎不难

解读出瞿秋白说这句话的个中意味。其实, 对于

佛道教缺乏现实基础的抽象平等主张,瞿秋白不

是没有自觉。他曾说:  在镜子里看影子, 虽然不

是真实的∃∃可是真实的在哪里? ![ 2] ( P13)
但在一

时找不到出路的情形下, 这种皈依又显示出有着

合乎情理的一面。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当瞿秋白

从追求佛教的超越性平等转向诉求世俗平等的时

候,在佛教消弭了等级差别的平等观同主张消灭

阶级差别的社会主义平等观之间, 瞿秋白终于找

到了一个使之平稳过渡的结合点。

在早年瞿秋白平等观念的精神空间中, 上述

三个因素或明或暗或直接或间接地都在起作用。

它不拘于任一个支点,而是互及互入地在起作用。

它可以从一个支点滑向另一个支点,却不会撇下

任何一个。这同那个时代许多知识精英或儒或佛

或道单源性的、或至多是双源性的精神结构不同,

早年瞿秋白明显有着既儒既佛既道、非儒非佛非

道的多源性精神结构特征。但在出世和入世的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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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中, 却又达到了儒释道合流, 涵容化通,合和为

一。早年瞿秋白平等观念的精神空间,正是在这

一结构特征下被塑形的。更重要的,它使瞿秋白

从中汲取到一种宝贵的精神势能, 使其即使在最

残酷的环境中也不愿做一个精神瘫痪者, 而是勇

敢地诉求人世间的平等。

三

解读瞿秋白早年思想风景中的平等观念, 我

们不能期望此间他即对平等形成了最具典型而又

深刻、完整的思想。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就没有自

己的价值追求和灼见。概括而言, 早年瞿秋白的

平等观念主要具有以下四个层面的价值向度。

1 抗议批判人世间的种种不平等现象。

麻木不仁,对人间不平等的冷漠,暴露出一个

人情感空间的狭窄。瞿秋白的不平等感受, 最初

源自他对身边不平等现象的观察和思考。他从家

族败落后自身的经历中, 深切感受到人与人之间

的不平等。
[ 18] ( P15)

因而对于人世间的种种不平等

现象, 五四运动后,瞿秋白采取了一种高调抗议批

判的态度。事实上,  平等 !一词首次出现在瞿秋

白的文章中,正是以与之相对的  不平等 !的概念
而被使用的。他认为,社会上像当差的、车夫等小

人物, 所受的待遇  极不平等!。[ 19 ]

这种抗议批判的特点之一是他将其纳入到对

旧社会、旧道德、旧学说的总体批判之中,并力求

说明不平等现象存在的原因。他指出:旧社会造

成了人们精神上身体上的牢狱, 使人  觉着自己

处的地位没有一处是适意的、合理的 !。[ 20]
旧道德

的崩坏则是从其  原有的缺点上发生出来的 !。

例如,  父亲要维持他 %家君 &的尊严, 就造成子弟

的欺诳; 戕贼子弟, 要专心纵欲,就抛弃他对于子

女的责任。其余的也可类推了。! [ 19]
瞿秋白不仅

把平等观念引入时论,还把阶级、私有制的观点引

入到论述之中。他首次使用  阶级 !一词即是在

立意批判不平等观念的文章中。他说:  至于社
会上阶级的观念,也并不是几个哲学家文学家的

言论所造出来的,实在是社会进化的原理上免不

掉的。![ 9]
他还将平等观念同破坏私有制联系在

一起。  为什么会有这个人财产多, 那个人财产

少的区别? 财产多的人用什么方法得来? 财产少

的人因为什么失去? !对此, 瞿秋白直接指向了私

有制, 认为这是  财产私有制下生出来的罪
恶 !。[ 13]

另一个特点是这种批判的指涉面广,且有

自己的独立思考。它涉及到性别、阶级、民族、国

家间的不平等, 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领

域。在赴俄途中的哈尔滨, 针对当地以财产多少

作为选举权标准的做法, 瞿秋白指出,  以财产为

标准所选代表已经是只能代表资产阶级很不合民

治的原则了 !。[ 21] ( P143)
在经济领域,他说:  劳动界

的不平,完全是资本家的专横压迫出来的,资本家

要行他的经济侵略主义。! [ 23 ]
在文化教育上,他认

为,  生命和生活的权利是应当平等的,精神的生

命和生活的权利当然也是应当平等的!; 但在知

识被人为垄断的情形下,  因此生出来的不平等

现象已经很可惊的了 !。[ 13]
在性别不平等方面, 他

指出, 妇女解放并不是一个  小小问题 !, 中国女
性长期生活在纲常礼教的精神桎梏中,  全是旧

宗教、旧学说、旧社会造出来的罪恶!。他批评中

国古代诗词、文章、小说、戏剧中隐含着  男女不

平等的观念,轻蔑女子的观念!。
[ 23]

瞿秋白对于人世间不平等现象的批判, 既有

与时流共识相合的一面, 也有独立思考的一面。

譬如他注意到, 不平等现象的长期存在还有着深

刻的社会心理基础。像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一般读

书人, 只盼望着有一个顶戴状元及第的人出来,大

家靠着享点福就够了。现在所谓的上等人  所希

望的, 就是要这样一个老爷 !;  至于下等社会的
人,也就模仿这种心理去做 !。[ 19]

在各种新思潮竞

相传播之际,瞿秋白已敏锐地感到,  西欧已成重

新估定价值的问题, 中国却还很新鲜,人人乐道,

津津有味!。[ 2] ( P29)
因此他提醒人们, 需要  预防我

们所提倡的学说, 将来生出极不好的结果出

来 !。[ 9]
就是说必须预防当下提倡的革新学说生

出新的不平等来。历史地看, 这一点还是很有思

想价值的,也颇具前瞻性。

2 关注重视底层大众的生存权利和要求。

这一点,瞿秋白与同时代的先进知识分子有

着共同的价值趋向。这是他自幼接受的悲悯众

生、善施乐济道德教化的必然反映, 也是汲取了佛

教慈悲精神并将其嵌入到世俗平等诉求中的深刻

体现。瞿秋白认为,底层大众的经济地位决定了

他们不能够平等地享受权利。因为  经济上的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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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 !,他们  缺乏科学知识!,  没有组合的知识、能

力和组合的机会 !,自然谈不上  去求精神上的安
慰,知识上的增进 !。[ 22]

又如知识作为一种工具,

人们理应都有使用这工具的权利, 但在知识私有

的制度下,  知识少的人就因此更少,知识多的人

就因此更多;知识少的人因为知识多的人要增加

他私有的知识而专去求知识, 所以不得不加倍劳

动,抛弃他的精神生活, 以致失去他求知识的能

力 !。[ 13]
所以, 要增进劳动者的知识,  就不能不

想法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 使他们有余裕去求精

神上的安慰 !;  叫他们有求学的机会, 求学的能

力 !。[ 22]  不应当有资产阶级来掠夺劳动者底劳
动力和劳动底出产品 !。[ 24]

瞿秋白在这里提出的

许多问题已经涉及到现代平等观念价值体系中的

一些核心指标,如劳动来源的平等、获得发展自身

机会的平等等。

在新俄考察期间,瞿秋白看到,在中国不过是

 老妈子 !的  女役 !,在这里却可以和医学博士携

手同歌。另一方面,现实中仍然存在的诸多不平

等现象,却又让他真切感受到了实际生活上的教

训。他感慨万千地说:  因经济组织的落后, 虽政

权入共产党之手, 何尝就能全无私有观念的人

呢? ! [ 2] ( P98 )
这里事实上已触及到平等理论中的一

个悖论现象。这就是,从理论上讲,平等在任何时

代、任何真实的制度中都不可能在社会所有成员

之间实现。瞿秋白对此虽有所感受,但受理论认

识水平的局限,他还不能作出科学的诠释。于是

他借助佛教的思想、概念就此作出了一种个性化

理解。他说:  宇宙的本质结晶于假设的现实世

界, 生活的意义只有两端: 在此现实世界内的

世间的生活, 与超此现实世界上的出世间生活。

如其无能力超脱一切, 就只能限制于 %现实 &之

内,第六识 (意识 )的理解所不能及之境界, 却为

最浅薄最普通的 %现实感觉 & 所了然不误
的。! [ 2] ( P88 )  所谓 %世间的不平等性 &于实际生活

上永存不灭,与世间同其久长。所以有生活,有生

活的现象,有生活现象之历史的过程。! [ 2] ( P113 )

3 高调追求人人平等的新社会、新道德。

 五四 !时期, 在改造社会的思潮中,新社会、

新道德成为使用率极高的两个思想概念。借着这

股改造社会的思潮,瞿秋白登上先进文化的论坛,

高调追求建设人人平等的新社会、新道德。五四

运动后,瞿秋白一开始就把平等看作是理想社会

的一部分提了出来。他在和郑振铎等人为 ∀新社
会 #旬刊撰写的发刊词中说:  我们是向着德谟克

拉西一方面以改造中国的旧社会的。我们改造的

目的就是想创造德谟克拉西的新社会 自由平

等、没有一切阶级一切战争的和平幸福的新社

会。! [ 25]
这样他就将自我意识中朴素的平等诉求

与民主、自由等现代价值观念,及其提出的  改造

现在的社会,重建现在的国家 !紧密联系起来, 使

其在平等的言说中获得一种更加宏大的主题和语

境。他认为,平等作为一种普遍的价值追求,是求

普遍于  全世界, 全社会, 各民族, 各阶级 !,  是求
实现真正的民主、民治、民本的国家或世界 !。[ 9]

当他认识到  世界的进步着着向着社会主义发

展 !的趋势之后, 他指出,  我们做新村运动是研

究社会主义的试验,是要全世界的无强权的无阶

级的社会实现 !。[ 10]
他批评了中国资产阶级平等

思想的脆弱性和局限性, 辛亥革命虽然开启了

 中国史上的新纪元 !, 但由于中国长期处于  殖

民地化 !的地位, 而使得资产阶级的  内力 !受到
 抑压 !,所以其所谓  自由!、 平等 !的革命  只

赚着一舆台奴婢匪盗的独裁制 !。[ 2] ( P23)

在李大钊先进思想的影响下,瞿秋白衷情于

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理想社会。他在 ∀多余的

话 #中说:  我对于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终极理

想,却比较有兴趣!;  记得当时懂得了马克思主

义的共产社会同样是无阶级、无政府、无国家的最

自由的社会,心上就很安慰了, 因为这同我当初的

无政府主义、和平博爱世界的幻想没有冲突

了。! [ 8] ( P704 )
在他看来,俄国无产阶级正是按照马

克思主义的学说  在建设自己的社会 !, 他们国家

的  社会制度的全部内容 !、 经济和政治的总方

向是国际主义的 !。[ 21] ( P176)
从本质上讲, 平等是处

理人与人之间利益关系的原则。瞿秋白走进社会

谋生以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曾经是困扰着他的

 一绝大的问题!。[ 2] ( P15)
而在这方面, 俄国的共产

主义人间化实践则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他在赴俄途中就采访了解到,  自从革命以来, 阶

级制总算是已经打破了 !。收入方面, 因为  绝对

的把工钱均一,一时总不能办到 !, 所以还存在工

钱层级制,  但是政府现在竭力设法使他有渐渐
趋于平均的倾向 !。另外,像幼稚园等  公益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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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好些是不收费的了 !;  凡无家室的人, 有公共

食堂和公共宿舍供给他们食宿 !;  富人的花园别
墅,多已充公改为公园, 任人游览 !。总之,  现在

人人都要工作,人人都可以得着生活费!。[ 26]

1921年春, 瞿秋白写了 ∀共产主义之人间化 #
的长篇通讯。从建设理想社会的角度看,这篇通

讯突出从两个方面阐释了俄国的共产主义人间化

实践: 其一, 是新俄实行的民族平等原则和政策;

其二, 是俄共在加强党内民主、构建党同人民群众

的联系方面所作出的努力。瞿秋白指出,十月革

命后, 新俄境内无所谓统治的民族与受治的民族,

在民族平等的原则下,  许多小民族崛起,得享平

等的权利,所不平等的, 就只历史上的遗迹, 文化

上政治上经济上的关系决不能立刻达到平等的地

位。!所以,  从共产党民族政策上看来, 确为世界

历史上开一新纪元!。[ 21] ( P184~ 189 )
在加强党内民主

建设方面,已经处于执政者地位的俄共现在正致

力解决军事时代留下的许多弊病。措施包括:

 党中的职员自下至上都用选举法选任, 一切问

题都要公开的演说讨论, 全体投票公决 !;  严戒
党员利用自己的地位作威作福, 物质上的享用当

加限制 !;  凡党员的物质供给一律平等 !;  高级

党员都应当营无产阶级式的生活, 与群众接

近 !。[ 21] ( P205 )
可以看出, 在这里, 平等既是一种新

道德的体现,又是一种党性要求。

4 带着强烈的实践冲动和要求。

马克思主义平等观具有高度的现实主义实践

品格。它着眼于具体的经济生活, 而非抽象的心

性。它要求观察平等问题只能用政治经济学来判

定,而不能用道德的尺度来衡量,也不应该诉诸于

慈悲、人道之类的温情。它把发展生产力和革命

斗争看作是实现平等的根本手段, 认为  随着阶

级差别的消灭, 一切由此差别产生的社会的和政

治的不平等也将自行消失!。[ 27] ( P311)因此,  无产
阶级平等要求的实际内容,都是消灭阶级的要求。

任何超出这一范畴的平等要求都必然流于荒

谬。! [ 27] ( P448 )
早年瞿秋白的平等观念即具有鲜明

的现实主义实践品格。1919年底,他在 ∀晨报#上

发文说,  我们的意识应当向上发展 !,  我们要抱

着乐观去奋斗, 我们往前一步, 就是进步 !。[ 20]
他

注意到,西方国家的工人阶级为了争取自己的平

等权利,可用罢工  做阶级斗争底利器 !, 这对众

多身处农业国的中国民众却并不适用, 必须得

 另想别法!。[ 28]
他赞同倍倍尔的  革命 根本

的改造 !主张,认为  从现代社会到新社会之间最

大的关键就在于生产和分配底方法 !。[ 24]

宗教的平等具有先在性,与此相比,现实中的

平等总有着具体的内容,要取得这些平等的权利,

就要为之付诸实际的行动。瞿秋白在赴俄途中更

加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 他说:  抽象的 %真 &

%善 & %美 &的社会理想,决不能象飞将军似的从天

而降。∃∃劳工神圣,理想的天国, 不在于智识阶

级的笔下, 而在于劳工阶级实际生活上的精

进。! [ 2] ( P52)
在新俄考察期间, 俄共抱定宗旨、不折

不挠的奋斗精神尤其感染和鼓舞了瞿秋白。他感

慨万千地说:  实际生活上的教训 人间

化 是不能不领教。共产主义从此不能仍旧是

社会主义丛书里一个目录了。! [ 21 ] ( P229)
至此,瞿秋

白终于找到了诉求世俗平等的正确路径, 就是以

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俄国革命为参照系,革命成

为实现平等的必要手段, 平等成为革命的终极目

的。随着有着更加具体要求的革命观念的嵌入,

革命逐渐成为归摄一切情感的新的意识形态的一

部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  作为一种具体的

社会和政治要求, 平等是拉开现代社会序幕的一

系列重大革命的产儿 !。[ 29] ( P25)

事实上,瞿秋白后来有关平等的论述,基本上

就是在上述价值和逻辑层面上深入展开的。例

如,他从新俄刚回到国内便指出,无产阶级追求的

社会理想绝不是传统意义上的  均产主义!,而是

在  尽量发展生产力 !的基础上,  令人人都能享

受脱离私产束缚之自由及涵养知识文化之权

利 !,渐进实现  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社会 !。

实现这一理想社会,  尤非无产阶级负此重任不

可;欲改造非以革命的方法不能行, 实际上不得不

诉之于强力 !。对此他解释说:  并不是无产阶级
格外的喜欢革命, 格外的喜欢 %杀人流血 & , 格外

的喜欢 %强力 & ;而是为资产阶级固执的强力的手

段所逼迫,不得不如此。! [ 30]

今天,疾风暴雨式的革命已经成为历史,但人

们对平等的诉求却还在继续, 且被看作是和谐社

会的必要价值。作为一种历史的见证和参照, 我

们从早年瞿秋白平等观念的转依逻辑、精神空间

和向度中所能够领略和汲取到的, 根本的还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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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平等不懈追求的探索精神, 是他将平等不断

内化为自己的道德情感、价值信仰和实践要求的

现实主义品格和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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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Qu Q iubai& s Early Conception of Equality:
Centering on H is Evo lution Logic, Sp iritual Space, and Orientation

LIANG Huakui

( Centre of Ideolog ica l and Po litical Educa tion, Xuzhou Institute of Techno logy, Xuzhou, Jiang su, 221008, Ch ina)

Abstrac t: Qu Q iuba i& s conception o f equa lity is a significant bas ic po int o f h is ear ly thoughts. H is thoughts had evo lved

from ear ly pursu it for transcenden tal relig ious equality to appeal for secular equa lity, and u ltima tely toM a rx ist and Leninist equa l

ity. Qu& s thoughts, wh ich w ere inspired by m any sources, w ere integrated in to a harm onious unity. Am ong the m ost influentia l

factors contr ibu ting to the forma tion o f his thoughts are Con fuc ianism, Buddh ism, and Tao ism, wh ich instilled in Qu an invalua

b le sp iritual pow er to pursue secu lar equality. H is early conception of equa lity po ssesses four layers of value or ientation, nam ely,

condem ning all k inds o f inequalities in the hum an w or ld, car ing for the surviva l r ights and requests o f the g rassroo ts m asses, and

appea ling fo r new mo ra ls and new soc iety in which m en are a ll equa.l Qu& s early pers isten t pursu it for equa lity left behind pro

found enlightenment fo r late r genera tions.

K ey words: conception of equa lity, evo lu tion log ic, spir itua l space, va lue or i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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