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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自我與延安整風 

汪正晟* 

始於 1942年的延安整風運動，有效地規訓了知識青年，從而為中共的

建國提供了大批中堅幹部，並形塑了 1949年後各次政治運動的基本思

路與方法。學界對整風之起因與壓制個人自由的作用，已有豐富且深刻

的探討。而青年本身與運動之政治現象及技術成因的相關性，則較少受

到關注。本文因此聚焦於分析運動基底的青年自我。作為個體意識的青

年自我，具有重智識而輕德性、重個性自由而輕組織紀律、重推理而輕

實踐的傾向，也因此成為整風改造的主要對象之一。弔詭的是，青年自

我及其衍生出的自我解剖技術與交往文化，也是整風得以開展的重要政

治基礎設施，青年自我不僅被動的接受改造，更積極參與並促進了對自

身之否定。此一現象普遍存在於從左到右各類意識型態陣營中，並非中

共所獨有，實有其現代性之根源。萌發於現代自我意識的青年先鋒主義

政治想像，應是理解中國與世界現代政治不可或缺的一個面相。 

 

關鍵詞：延安整風、青年自我、自我解剖、自由主義、中共幹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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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延安整風運動發動於 1942年。整風是整頓學風、黨風、文風的簡

稱。中國共產黨實際領導人毛澤東(1893-1976)於 1941 年 5 月 19 日的

〈改造我們的學習〉、1942年 2月 1日的〈整頓黨的作風〉，以及同

年 2月 8日的〈反對黨八股〉的一系列政治報告中，陸續提出整頓學

風以反對主觀主義、整頓黨風以反對宗派主義、整頓文風以反對黨八

股等主張。1中共隨即以延安為中心，於各根據地開展貫徹毛澤東整風

主張的政治運動，也就是延安整風運動。 

毛澤東推動整風的初始動機，主要是藉批判王明(陳紹禹，1904-1974)等

中央領導的錯誤政治路線，徹底確立自己在權力上，特別是理論話語

上的全黨最高領袖地位。由於運動開始集中在高級幹部，投奔延安的

大批青年紛紛表達對中共體制與領導幹部的諸多不滿。王實味(王詩微，

1906-1947)當時擔任延安中央研究院高級研究員，負責研究與翻譯馬列

主義理論。他發表了雜文〈野百合花〉，2對延安現狀提出十分尖銳的

質疑，得到廣大延安青年的響應。王實味隨後將矛頭指向主持中央研

究院整風運動的代理院長羅邁(李維漢，1896-1984)，幾乎動搖了羅邁的領

導。毛澤東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順勢將整風重點轉向青年群體。從

4 月到 6 月，在中央研究院組織針對王實味的系統批鬥，確立了由各

機關領導指揮，以閱讀整風文件、集體討論、互相批評和自我批評的

方法，目的在於使青年完全服從黨的規訓。中共隨即將此經驗推廣到

其他機關，如中央黨校、延安大學(以下簡稱「延大」)等幹部教育單位，

                                                                 
1 毛澤東，〈改造我們的學習〉、〈整頓黨的作風〉、〈反對黨八股〉，收

入《毛澤東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第 3卷，頁 795-803、811-

829、830-846。 

2 王實味，〈野百合花〉，《解放日報》(延安)，1942年 3月 13日，第 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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紛紛在暑假後開始整風。1943年，各院校第一階段整風告一段落，開

始利用青年先前自我批評所產生的反省自傳等材料進行審幹(審查幹

部)，挖掘受審青年的歷史問題。在中共刻意動員之下，4月開始逮捕

大批有特務嫌疑的幹部，審幹遂淪為壓迫審查者交代過往的坦白運

動。到了 7 月，由於共產國際(Communist International)的結束與國共關係

的惡化，為動員內部，中共加大了國民黨即將進攻延安的宣傳。此時

康生(張宗可，1898-1975)秉承毛澤東的意思，做了〈搶救失足者〉的報告，

大肆渲染邊區境內特務活動的規模，於是運動進一步升級為盲目揭發

所謂隱藏特務的搶救失足者運動。迫於集體壓力，大量青年證稱自己

或別人是特務，造成根據地內特務多如牛毛的場面。直到 1943年 8月

15日，中共方才正式糾正這種瘋狂現象，但整風的基本政治活動模式

仍然持續，到 1945 年 4 月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後才告一段

落，會後確立了毛澤東思想與權力的絕對地位。 

延安整風運動為中共培養了大批絕對服從上級領導、思維高度政

治化，且熟悉各種動員鬥爭技巧的青年幹部。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

建立，這些人成為維持體制運作的中堅力量，同時活用學會的全套整

風手法去推動各項工作。也因此，1949年後歷次政治運動可以說都是

延安整風模式的反覆運用。故而，延安整風運動不僅是發生於中共黨

內特定時空中的一次偶發事件，更是貫穿毛時代(1949-1976)的長期普遍

現象，甚至對理解整個世界共產運動都有典型意義。 

關於延安整風的研究，三十多年來不斷地深化，產生了十分可觀

的精采論述。在高層政治考量與競爭內幕獲致釐清之後，學者對毛澤

東因勢利導整風進程的角色與責任已有共識，並進而追索政治謀略以

外的制度性或結構性因素。如王龍飛從西北局高幹會的準備與召開過

程，指出在權謀之外，中共決策過程中確實存在一定程度的民主實踐。

其他研究則將注意力轉移到中下層幹部與群眾，對「被整風」群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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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經驗有了相當細致的理解。作為最主要的被整風∕教育群體，青

年自然也是考察的重點。特別是透過心靈史、文學史、生活史等視角，

學界對青年在整風中的處境，有了清晰立體的認識，進而也產生了不

少新的觀點。對中共發動整風改造青年的理由，提供了貼近當時情境

的客觀評價。例如：黃道炫有力地論證了整風對青年黨員幹部心靈的

重構。這種重構固然有賴若干強制的手段，但也不可低估其中涉及的

細緻理論與工作技術，往往能有效觸動被整風者的內心，使之自覺修

正原本的思想，成為工作與生活上自我督促的理想踐行者。程凱則指

出青年具有的「先鋒主義」，也就是基於城市經驗與外來理論形成的

政治慣習，與革命的組織要求之間，存在著深刻的張力。為了緩解緊

張，消解青年的「自由主義」傾向，使青年真正地融入革命，整風的

一系列努力具有重要作用。吳敏從小資產階級話語意涵的分析入手，

呈現知識分子處境隨政治氛圍變遷的過程。朱鴻召與裴毅然對延安知

識分子群體特點的總體把握，揭示整風對一代人言行思維的深遠影

響。3以上研究，皆聚焦於以青年為主的被整風對象之集體經驗，並以

                                                                 
3 關於延安整風涉及的上層政治考量與路線之爭，最有價值與分量的著作

是陳永發，《延安的陰影》(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與高

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香港：香港

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兩書。王龍飛，〈西北局高幹會─延安整風中

的民主作風典例〉，《二十一世紀》雙月刊，144(香港，2014)，頁 38-51。

黃道炫從心靈史研究中共組織建設的細膩操作，以及底層黨員對整風的

反應的系列文章，有力地擴大了學界觀察中共政治的廣度與深度，直接啟

發了本文的寫作。見黃道炫，〈整風運動的心靈史〉，《近代史研究》，

2020：2(北京，2020)，頁 4-26；〈政治文化視野下的心靈史〉，《中共黨

史研究》，2018：11(北京，2018)，頁 27-30；〈抗戰時期中共幹部的養

成〉，《近代史研究》，2016：4(北京，2016)，頁 27-50；〈「二八五團」

下的心靈史─戰時中共幹部的婚戀管控〉，《近代史研究》，2019：1(北

京，2019)，頁 4-22。程凱，〈組織中的「自我修養」與「團體修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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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為延安整風最重要的政治遺產，超越了傳統黨史「糾左」的問題窠

臼，而對整風之於中共政權建設的客觀作用有較為清楚的認識。因此

也比較側重中共自上而下單方面加諸青年的控制與衝擊，以及青年如

何適應政治需要。這可能引導人們將延安整風視為列寧主義政黨獨有

的現象，而忽略其中牽涉的現代政治共性。也由於過度凸顯權力邏輯，

青年的歷史角色得不到充分注意，似乎淪為單純受政治迫害的理想主

義者。這些傾向不免強化了救亡壓倒啟蒙、集體主義凌駕個人自由的

既有敘述，限制了中共史與現代性歷史的對話。為此，本文根據青年

的自我敘述等材料，從而發現青年自我及其特徵與內在邏輯，非但是

中共整風改造的核心對象，更是整風學習得以成功的重要憑藉，不妨

稱為整風的政治基礎設施。正是因為由青年自我發展出的自我解剖技

術，使中共得以掌握並審查青年的內心，從而實現青年與組織意圖的有

效協調。或有助於進一步探究青年在現代政治史上的作用與意義。 

本文所謂的「青年」有著特定意涵，不同於介乎童年與中年之間的

某個人生時期。「青年」如同「性別」(gender)，既是指一種由特定政治社

會情境─也就是現代性情境─形塑的現象、「主體狀態」4、身分

                                                                 

一份研究筆記〉，《平頂山學院學報》，2015：1(平頂山市，2015)，頁 60-

72。吳敏，〈試論 40年代延安文壇的「小資產階級」話語〉，《中國現

代文學研究叢刊》，2004：2(北京，2004)，頁 38-66。朱鴻召，《延安文

人》(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1)。裴毅然，〈中共勝利的基幹隊伍─

延安一代知識分子〉，《二十一世紀》雙月刊，114(香港，2009)，頁 40-

50。黃銳杰，〈「同志」的「修養」─延安時期革命青年的倫理選擇〉，

《文藝理論與批評》，2018：5(北京，2018)，頁 78-91。 

4 「主體狀態」一語取自李志毓，〈論新知識青年與國民革命〉，《史林》，

2016：6(上海，2016)，頁 140-157。該文對北伐時期青年的主體狀態，或

者說心理與思想狀態，有鞭辟入裡的分析，對本文的問題意識深有啟發。

然而本文認為自我是當時青年已經使用的語言，或較主體狀態更貼近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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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同與特殊自我意識，更是一套對自身價值與在世界中作用的現代想

像方式。這種現代性自我意識具有鮮明的青年性格，它常常，但不總

是，體現在年輕人世代或社群上。不僅如此，不同年齡段的人們─

許多中年人，甚至某些老年人─在強烈的現代性自我意識影響下，

心態價值與言行舉止也趨近青年。5青年與自我，可說是現代性孕育的

孿生兄弟，互相促進，互為表裡，故本文稱之為「青年自我」，強調

現代自我意識與青年認同的共生關係，並非專屬年輕人的想像框架。 

就此而言，本文的「青年」與受到現代性影響的知識人重疊性比

較高。抗戰時期的知識青年大多為文科生，往往愛好文藝與哲學，本

文因此聚焦於當時所謂文藝青年或者新青年的思維與行為模式。基於

上述考量，本文以沈霞(1921-1945)的日記為個案研究的主要對象，由此

連繫其他材料，歸納出若干共相，探究青年自我的中國政治與世界史

意義。沈霞為知名小說家茅盾(沈雁冰，1896-1981)之女，具有一定的文學

天賦，在上海唸過中學。1940年 5月，她去了延安，就讀中國女子大

學(「以下簡稱「女大」)，經歷了整風運動的過程。沈霞的知識背景與觀

                                                                 

史現場，也與現代自我的世界性擴張相連繫。 

5 許多社會學研究指出：青年是現代性產生的社會事實(social fact)與功

能(function)。此脈絡下青年及其自我，與生物學、心理學意義上的青少

年(adolescent)特殊現象不盡相同，更接近一套普遍的政治社會意識形態。

也因此，人們往往將現代與年輕劃上等號(to be modern is to be young)，以

致普遍出現社會青春化(juvenilization of society)的趨向，社會各階層群體

都逐漸視青年為值得嚮往的內、外在身心狀態。隨之而來，青年的定義與

年限也普遍擴大、延長。儘管許多所謂青年，其實只是因為受到現代社會

主、客觀因素的引導制約，而始終無法進入成年期的成人。基於以上原因，

本文特別使用「青年自我」這一概念，並將於文末進一步闡述現代自我與

青年話語在政治中的深刻連繫。見 Sarvenalli Gopal and Sergel L. Tikhvinsky, 

eds., History of Humanity, vol. VII, The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Routledge, 

2008), 98-101. 



 

青年自我與延安整風  123 

點愛好，在當代文藝青年中具有典型性。另一方面，沈霞在整風中受

到的衝擊並不嚴重，可能由於身分特殊受到某種保護，因而自我審查

辯解的意識相對較弱。加之她英年早逝，在延安時期留下的日記《延

安四年 1942-1945》中，保留了不少當事人原初的反應，非常難得。

與其它經歷者深切「反思」後留下的紀錄對照，益可看出青年自我未

受「後見之明」遮蓋的共性。本文將據此展示青年自我的特徵理路，

揭出表現此一自我的焦慮，然後分析因自我焦慮而生的自我解剖，以

及自我解剖與文學∕哲學，以至辯論技術的結合。最後解讀自我解剖

在整風中具體發揮的作用，並闡述青年自我的世界史意義。 

二、青年自我的特點 

1942 年 11 月底，整風尚在文件學習與自我批評階段。沈霞在日

記開頭寫下如同標題的四個詞語：「尖銳 明確 果斷 大膽」。6接

下來，她相當詳細地分析了自己的性格。原來，沈霞將尖銳、明確、

果斷、大膽視為她個性上的主要特點。在將這些特點與小說中表現的

英雄主義連繫之後，沈霞承認了這些特點使她容易看不起別人。7從字

裡行間可以感受到，日記的主人其實對這些特點頗為自豪，隱然視為

個人智識優越性的徵象。也就是說，尖銳、明確等反映出她思維與行

動上的敏銳。從另一段日記來看，沈霞對自己的「聰明」有著根深蒂

固的優越感： 

我是一個從小在家裡、學校裡很聰明的人，什麼事情上，我都

顯得比別人強一些。這是因為自己有點小聰明，再加上好強心

                                                                 
6 沈霞，《延安四年 1942-1945》(鄭州：大象出版社，2009)，1942年 11月

18日，頁 22。 

7 沈霞，《延安四年 1942-1945》，1942年 11月 18日，頁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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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一方面我又追尋著比我更強的人，從小說中摘取我的

偶像，幻想著自己也同樣成為那樣一個超人世的英雄，一個有

作為的人。而且在日常生活中找尋我的理想的具體人，使自己

可以以他為榜樣，追蹤著他走。8 

值得特別注意的是「追尋著比我更強的人」，以及幻想成為「超人世

的英雄」兩句。無論是「更強」，「超人世的英雄」、還是前述「尖

銳」、「明確」、「果斷」、「大膽」，都是對自我能力的表述，幾

乎不帶任何道德意涵。可以說，渴慕並保持某種智識上的犀利，即所

謂「聰明」，構成了沈霞自我意識比較核心的部分。這個自我的內核，

雖然披上了一層檢討反省的外皮，並且隨著整風的深入，被外界與沈

霞自己塗上越來越多負面的色彩，但通讀沈霞整本日記，這個自我始

終存在，並且持續地影響她的思想行為。而從其它許多史料看來，沈

霞的這種自我意識似乎並非特殊，而是普遍存在於當時青年的心中，

如同另一位青年的自述中所呈現的： 

當時都把背誦教條名詞的人們稱作理論家，自己為了不落人

後，也拚命的多記些教條，因而也博得「理論上不錯」的稱

號。……總喜歡看馬列原著，書要厚，文要譯，中國人寫的小

冊子則以為只是介紹給下級看的。9 

這段對參加革命的前夕與初期心態的描寫，亦流露在智識上高人一等

的強烈自我意識。這種自我意識的外顯姿態是尖銳、明確、果斷、大

膽的論理表現，論理憑據則如這位青年所言，是以馬列原著為主的一套

                                                                 
8 沈霞，《延安四年 1942-1945》，1942年 12月 25日，頁 44-45。 

9 作者不詳，〈在實際革命鬥爭中改造思想〉，收入中共蘇中行政委員會第

三行政區黨委編，《整頓三風參考材料(思想反省選集)》，九集(寶應：江

潮社，1944)，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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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奧抽象的外國理論中譯本。厚重的翻譯理論對青年的最大吸引力，似

乎是在提供一套「極簡單直觀」的「形而上學思想方法」，10也就是以

通俗化的哲學與邏輯推論為基礎的論理技術。只要掌握了竅門，確實

不難讓思辨看起來更加系統、明確，具有穿透力，顯得與眾不同。在

中共整風的語境中，這樣的青年自我意識在政治上的特點，在沈霞的

日記中也有清晰的表述： 

總之，在女大一階段中，我的個人主義、自由主義是絕對濃厚

的，……首先總是從個人的可能性出發。這個東西來源是因為

自己在家庭中的思想就是主張絕對自由，強調個性的。11 

文中所謂「個人主義」、「自由主義」的內涵，不能簡單對應∕翻譯為

相同名稱的西方思潮，需要放在整風文件(如毛澤東〈反對自由主義〉等)的語

境中來理解。但從對茅盾一家生活狀況的理解來看，沈霞這番對個人

自由主義淵源與特性的描述，畢竟還是比較貼切沈霞自身，甚至是同

時代許多文藝青年共同的生命經驗，並不盡然是整風運動後才出現的

一套制式的自我反省話語。即使將「從個人的可能性出發」，「主張

絕對自由，強調個性」概括為西方個人∕自由主義傳統中的某種代表

類型，似乎也不能說是牽強附會。 

上述這種高揚個性、標榜智識能力、主張絕對自由的青年自我意

識，究竟具有多大的代表性，很難藉由可靠的數據分析來證明。畢竟

似乎在一般知識青年中不難發現這些心理特徵，但也絕不意謂著人們

就因此洞察了青年自我意識的底蘊。不過，從王實味〈野百合花〉關

於青年的敘述可以看到，沈霞這樣的自我意識，即使表面上不如王實

味的文章那樣地引起青年共鳴，卻宛如日用不覺的話語前提，甚至如

                                                                 
10 作者不詳，〈在實際革命鬥爭中改造思想〉，收入中共蘇中行政委員會

第三行政區黨委編，《整頓三風參考材料(思想反省選集)》，九集，頁 20。 

11 沈霞，《延安四年 1942-1945》，1942年 12月 23日，頁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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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語法，支持並規範了人們對青年的認識與言說： 

青年是可貴的，在於他們純潔、敏感、熱情、勇敢，他們充滿著

生命底新銳的力。別人沒有感覺的黑暗，他們先感覺；別人沒有

看到的骯髒，他們先看到；別人不願說不敢說的話，他們大膽地

說。因此，他們意見多一些，但不見得就是「牢騷」；他們的話

或許說得不夠四平八穩，但也不見得就是「叫嚷」。我們應該從

這些所謂「牢騷」「叫嚷」「不安」的現象裡，去探求那產生這

些現象的問題底本質，合理地(注意：合理地！)。12 

王實味的論述並不複雜，他訴諸青年批判現實的正確性與正當性，質

疑延安的現實與黨的權威。此種青年話語權的基礎假設，中共認識得

很清楚。看看范文瀾(1893-1969)對王實味的批評： 

照王實味同志的想法，青年是有足夠的「先知先覺」的能力的，

不但不需要什麼領導，而且應該大膽的來向領導者衝鋒(「碰壁」)，

應該領導那些沒有感覺沒有勇氣沒有良心的「領導者」。13 

也就是說：青年挑戰權威的權力根源，乃是王實味所謂青年身上「生

命底新銳的力」。正因為青年擁有這種其他人(例如老幹部)顯然不具備

的「先知先覺」，所以他們能夠批判別人隱忍不言或習以為常的現實。

從「純潔」、「敏感」、「熱情」、「勇敢」等形容詞來看，這種新

銳的力，其實無需依賴複雜的正義理論或者一般性的美德，而是明確、

尖銳、大膽、果斷的變革性力量。其中純潔是唯一接近道德意味的概

念，但從王實味下文的論述與當時青年普遍輕視舊倫理的傾向來看，

純潔其實更像是不受傳統與社會「汙染」的單純或天真，不能直接等

                                                                 
12 王實味，〈野百合花〉，《解放日報》(延安)，1942年 3月 13、23日，第

4版。 

13 范文瀾，〈論王實味同志的思想意識〉，《解放日報》(延安)，1942年 6

月 9日，第 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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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人品的善良。就此而言，青年批判現實的權力基礎仍是智識能力，

這也是王實味何以要求讀者不要在意青年的表述方式是否「四平八

穩」。因為對批判而言，智識上的穿透力與爆發力，即所謂「尖銳」、

「明確」、「果斷」、「大膽」才是打破俗見、改變現狀的利器。社

會化的談吐儀節禮貌本身帶著舊社會黑暗骯髒的嫌疑，即使不能立刻

全盤革除，也沒有講究的道理。其實，這一套青年自我意識並不反道

德，甚至可以有強烈的道德感。延安的青年無疑具有素樸也熾熱的正

義感與救亡的赤誠。但由於青年特別強調智識聰明在批判現實上的作

用，也就使他們傾向以思辨的能力與方法，處理政治社會現實中的問

題。然而，思想理論與政治社會的運作其實遵循不同的運作法則，如

王實味在〈政治家‧藝術家〉中所言： 

政治家必須熟諳人情世故，精通手段方法，善能縱橫捭闔。弱

點也就從這些優點產生：在為革命事業而使用它們的時候，它

們織成最美麗絢爛的「革命底藝術」，……14 

話雖如此說，王實味終究不認同政治應有的獨特性，依舊以藝術家的

價值觀為理想的標竿。 

眾所周知，個人主義、自由主義、絕對民主主義、絕對平均主義

等，都被中共視為小資產階級意識的主要內容，成為延安整風運動批

判的主要對象。而當時承受整風改造的主要人群，既非高層領導，也

不是中層的老幹部，更不是底層農民，而正是數以萬計如沈霞一般，

在 1938年前後奔赴延安的青年。15就此而言，整風批判的小資產階級

                                                                 
14 實味(王實味)，〈政治家‧藝術家〉，《穀雨》，1：4(延安，1941)，收入

《紅色檔案》編委會編，《紅色檔案─延安時期文獻檔案匯編》，第 38

冊，《穀雨》(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13)，頁 77。 

15 1938年，由八路軍西安辦事處介紹進入延安的青年就達萬餘人，同時期延

安各院校機關的青年則超過兩萬人，而到 1942年整風時，延安總人口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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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識可以說就是青年的自我意識。整風運動固然牽涉到許多高層與國

內外重大政治背景因素，但從主要受影響者的屬性與該運動長遠的政

治後果來看，如果說它針對青年自我意識提出了系統性批判，仍然存

在一定的合理性。從上文的分析可知，儘管在整風運動中，青年自我

意識被冠上各種標籤，但其核心仍是一種強調智識與個性的心理特徵，

並且與現代個人∕自由主義傳統具有相當程度的易感性(susceptibility)而

容易受其影響。 

但青年自我意識似乎並未因整風而銷聲匿跡。前引沈霞日記內容

尚屬整風的初期，在整風進入嚴厲考驗青年身心的坦白與審幹階段，

沈霞成為一名全力審查同志的積極分子。但下列這則日記內容顯示，

她內心似乎依舊保持著個人自由主義的自我， 

我似乎只想讓自己放浪一下，任性一下。……我是只想把我自

己暴露出來，……我的性格，自己很清楚，是野的，很難受什

麼樣的約束。我也知道我的感情是熱烈的，奔放的，因此我也

忍受不了長時間的沉靜和壓制。常常一些事情容易引起我的感

動，也容易引起我的反感。16 

這段話帶有一些響應坦白運動的狂熱，但也流露出對審幹壓抑氣氛的

厭倦，敘述的深層邏輯依然是青年自我對抗現實∕約束∕壓制的格

局。在沈霞「任性一下」、「把我自己暴露出來」的念頭中，也還是

青年不甘屈服於現實的衝撞心理，因而所謂放浪任性，並非指一般意

義的恣意妄為，究其實是負才使氣，對自身(批判現實)的能力仍然固執

自信的隱晦表現。再者，沈霞用「野的」、「熱烈的」這樣價值意涵

不明確的詞彙來形容自己的性格情感，這使青年自我更像是一座蓄勢

                                                                 

不過四萬人，見裴毅然，〈中共勝利的基幹隊伍〉，頁 42-43。 

16 沈霞，《延安四年 1942-1945》，1943年 5月 26日，頁 104-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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噴發的火山，挾帶強大應用潛能的同時，也不免蘊蓄著驚人的破壞力

─無論是對人對己。此一思維，對於了解青年在整風中的處境與角

色至為重要。 

三、證明自我的焦慮 

整風的過程中，出現了一種看似荒謬卻普遍的弔詭現象，亦即個

人自由主義的青年自我，在消滅自我的過程中，自我不僅沒有消失，

反而發揮了積極的關鍵作用。 

對自我智識力量的充分自信，令青年勇於揭發現實的真相。這種

揭發真相的能力，也被運用在青年對自我的分析之上，如沈霞的日記

所呈現。因此而有「把我自己暴露出來」的任性衝動。嚴格來說，這

種自我暴露並不是一時衝動，因為並非偶發的孤立現象。早在坦白運

動還未正式開展以前，沈霞已表現出同樣的心理需求： 

我了解坦白沒有一定的限制或範圍，我以為在任何場合，只要

對方不是我的敵人，那就什麼都應該不隱藏。17 

正如許多青年一樣，沈霞所理解的坦白「沒有一定的限制或範圍」。什

麼都不隱藏的坦白表面上恰好符合中共的期望。實踐結果卻是，這種坦

白往往走向高度個人化的內心沈思，乃至瑣細無聊的生活浮想，「如同

敘傳」。18「討論文件多是夸夸其談，反省和聯繫多屬海闊天空的感想」，

「僅在空洞理論上去發揮」，中共不得不從做學習筆記開始，具體規定

                                                                 
17 沈霞，《延安四年 1942-1945》，1942年 11月 22日，頁 24。 

18 徐懋庸，〈怎樣作「二十二種文件」的學習筆記〉，收入中共蘇中行政委

員會第三行政區黨委編，《整頓三風參考材料》，一集(寶應：江潮社，

1944)，頁 48。 



130  汪正晟 新史學三十二卷一期 

反省必須以自身工作為內容，並強調要有政治原則有政治立場，以免重

蹈王實味式青年批判政治現實的偏向。19進入坦白階段，著重於個人歷

史的具體細節，內心思想固然也在審查範圍，重點卻不在其真，而在於

擺正位置(立場)。但從沈霞的反應來看，顯然中央的規定無法完全抑制暴

露自我真心的衝動。她難掩對於限制在符合原則的範圍內坦白的失望，

而傾向對「沒有一定的限制或範圍」做非政治性的解讀。沈霞的反應並

不特別。另一位青年于光遠(1915-2013)也有類似表現。整風之初，他在上

級沒有要求的情形下，就主動上繳來到延安後寫的全本「學聰明日記」，

內容大抵是對生活教訓的心得紀錄，帶有諷刺以及自我解嘲的意味，于

光遠似乎對此十分看重。當他知道上級根本沒有仔細看過時，同樣也十

分失望。20此外，許多青年受到懷疑後，第一個反應就是給領導，甚至

是毛澤東、劉少奇(1898-1969)，寫下動輒數萬言情真意切的長信。他們顯

然都認為只要掏心掏肺表露自己的一切，就能撥去紛雜現象，展現真實

自我。這些例證都說明，除了整風審幹本身的要求，自我暴露有一定的

普遍性與必然性，這或許與青年自我意識強調智識能力的特性有關，並

由此產生以智識展現自我的長期焦慮。沈霞在 1943年 1月 29日的日記

中，包含了許多理解這一問題的線索： 

大會進行得很快，何思敬的發言很好，他不像我們光說材料，

                                                                 
19 作者不詳，〈陝甘寧邊區政府整風總結〉，收入《紅色檔案》編委會編，

《紅色檔案─延安時期文獻檔案匯編》，第 26冊，《陝甘寧邊區政府

文件選編》，第 7卷(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13)，頁 418-440。徐懋

庸，〈怎樣作「二十二種文件」的學習筆記〉，收入中共蘇中行政委員會

第三行政區黨委編，《整頓三風參考材料》，一集，頁 48。凱豐等，中共

中央宣傳部〈關於在延安討論中央決定及毛澤東同志整頓三風報告的決

定〉(1942年 4月 3日)，《解放日報》(延安)，1942年 4月 7日，第 1版。 

20 于光遠，《于光遠自述》(鄭州：大象出版社，2005)，頁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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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用辯駁的方式說著，我想如果馬彬聽到了的話，他也會沒有

話說的。21 

整風運動進入審幹階段的前夕，延大法學院組織了一個針對該校政治

教員馬彬(劉慈元，?-1995)的大型審查會。連續幾週，沈霞等人竭力審視

馬彬的材料，不論怎樣提高政治警惕，一時卻也只能得出馬彬是個「投

機分子」的看法。意想不到的是，如此棘手的問題，被延大法學院院

長何思敬(1896-1968)在大會上漂亮地解決了。馬彬「被成為」延大的第

一個國民黨特務。何思敬批鬥馬彬的具體內容，今日或不可得聞。然而

精通邏輯學的何思敬，既能令沈霞耳目一新，手法自當與先前幾週對材

料「上綱上線」22的套路頗有不同，可能別開生面地以「辯駁的方式說

著」，亦即靈活運用了青年熟悉又為之心醉的思辨術，從而突破了材料

的限制或是表象的掩蔽，深刻地暴露出馬彬在原則、立場，乃至思想層

面上「暗藏分子」的實質。以何思敬留日又鑽研德國哲學、法學多年的

知識功底，從邏輯上分析出馬彬個人歷史上的矛盾破綻，讓一眾崇尚抽

象思辨的青年心服口服，自然並非難事。如同沈霞接著寫道： 

何同志的話給我的啟示是一個問題，……現在我的想法是(在今

天更肯定了)，光說會不會做人是抽象的提法，而實質上所謂世故

是階級社會的東西，不，我們隊伍中是不需要的，我們要的是

真，所以過去那種說不懂世故，不會做人，實在完全是從表象

看問題，而沒有看實質的。23 

反世故反做人的論調，遠在整風以前，已廣受反傳統青年的認同，〈野

百合花〉宣揚的青年批判正當性即與此同聲一氣。沈霞對於自己做人

不世故一向也引以為傲。這種心態的根源，究其實仍是青年自我以智

                                                                 
21 沈霞，《延安四年 1942-1945》，1943年 1月 29日，頁 73-74。 

22 上綱上線是指把問題的性質上提到綱領和路線的高度來分析。 

23 沈霞，《延安四年 1942-1945》，1943年 1月 29日，頁 7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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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上的犀利突破舊社會虛文俗見的思路。會做人與懂世故遂與青年自

我的「真」形成了對立的關係，唯有以智識上的銳氣摧毀虛偽世故人

情的障蔽，「真」才得以顯示出來。證明青年自我的真，於是成為一

個思辨的行動。值得特別注意的是，在何思敬一類進步知識分子的影

響下，青年追求以銳利的智識與思辨，將包括自我在內的現實變得更

為「明確」。如此一來，不僅果斷大膽地顛覆了人情世故所承載的既

有社會權威體系，無形中更是以有限的論理規則，取消了社會經歷的

複雜性，突破了具體事實的限制。最終將自我的詮釋權，拱手讓給任

何一個無需知曉真實「詳情」，但卻掌握理論思辨技巧的人。至於說

青年交出了，或者說開放共享自我詮釋的權力，對整風運動發揮何等

的促進作用？下文還將深入說明。 

總之，正因為相信智識思辨的優越與可靠，青年雖然一心想要以過

人的智識能力暴露自我以顯其「真」，但他們忽略了一個重要事實：智

識並不在抽象中運作，它與世故做人一樣，必須在具體社會與權力的脈

絡中才能得到認可。一旦青年否認「世故」與「做人」，等於否認了包

括常識在內的基本社會事實。擺脫了基本的社會事實，邏輯論證出來的

真，不過是一種抽象符號，可以任意解釋。這也說明了何以當時青年竟

會普遍相信：只要被逮捕過就會背叛革命，因為國民黨掌握了秘密突擊

手段，在五分鐘內能使任何人成為為其效命的特務。原因很簡單，由於

訴諸抽象推理，只需要考慮少數現實細節與常識，再加上有偏向地選擇

事實，就很容易出現上述完全脫離當時科技條件的論斷。隨著人人不講

究世故與做人，「真」幾乎與真實社會生活脫鉤，反而成了眾口一致卻

又口說無憑的最大「世故」，更加經不起政治邏輯的推敲。當時同樣就

讀延安大學俄文系並與沈霞相戀的蕭逸(徐德純，1915-1949)，在個人鑑定會

上被審查出有問題。滿腔悲憤的蕭逸寫信向沈霞分辯： 

接到蕭逸一封信，……他又說他在俄文系所以那麼吃虧是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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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太真了。……我覺得他是強調「世故」的，拿這個來解釋自

己的錯誤及缺點。我指出他的「真」其實是脫離立場，而不是

什麼真正的「真」……。24 

蕭逸期待自己的愛人沈霞憑藉兩人朝夕相處的聞見感受，做出合於生

活經驗的判斷，相信自己的真，從而否定歷次鑑定會上眾人所謂的結

論。但智識銳利的沈霞所相信的真，卻已是由諸如立場、原則、黨性

這些看似明確，實則邊際模糊的概念，以及去脈絡化的抽象論理規則

所構成。沈霞不相信自己對蕭逸或任何人的直觀理解。於是，透過一

套抽象∕政治的「認識論」與「方法論」，自我的「真」，已然同人

情分離，成為一個內容任由(政治)邏輯演繹的定義。這種脫離脈絡的推

論方式有什麼問題呢？出身清華大學學運領袖，時任中共青年工作委

員會主任的蔣南翔(1913-1988)，在 1945 年 3 月上呈劉少奇的〈關於搶

救運動的意見書〉中，很沉痛地反省： 

假使把一個人的實際歷史完全放開不提，單單從他的自傳、證

明材料等等來研究，……我們可以從任何人的材料之中找到某

些仿佛成為問題的問題，因為一個從自己的歷史實踐中所形成

起來的思想邏輯，應用到另一個經歷並不相同的人的歷史材料

上去，很難完全吻合而無絲毫分歧。25 

身為整風初期的狂熱參與者，蔣南翔深知：邏輯只是抽象符號的演繹，

即使完全脫離具體歷史情境亦能成立。但人的社會交往卻源於各種機

緣巧合，有心人只要稍加注意，必能發現其中「不合邏輯」的地方。

這番尋常百姓都懂的道理，青年卻必須經過慘痛教訓才能體會，適足

以說明他們對抽象思辨的深信不疑。 

                                                                 
24 沈霞，《延安四年 1942-1945》，1943年 1月 29日，頁 74。 

25 蔣南翔，〈關於搶救運動的意見書〉，《中共黨史研究》，1988：4(北京，

1988)，頁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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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自我解剖技術的發展 

青年自我的特性，導致其仰賴一種脫離、甚至否定舊社會現實的

抽象思辨能力來暴露自己，以求得新社會的承認。而這就產生了「解

剖自我」這種看來既非心理學，更非解剖學，卻涉及靈魂最深處的政

治術語。26自我解剖，或者自我反省、自我批評，可以說是整風運動

的主要進行方法。也因此，圍繞自我解剖又發展出一套相應的技術，

經歷整風的幹部與青年普遍能熟練運用，深刻影響了日後中國政治的

形式與內容。 

前文簡略地顯示了青年自我的生成，與小說為代表的文學密不可

分。接下來看小說的具體內容與影響： 

必須以能有機會做較困難的事為幸運，而且以克服困難為最大

樂事！……像《油船德賓特號》的主人翁一樣，像《簡愛》的

主人翁一樣。27 

這段日記表面上是以小說人物為榜樣，勉勵自己「堅忍不拔」。但略

一了解小說內容，不難發現隱藏其中的青年自我。《油船「德賓特」

號》(Tanker “Derbent”, 1938)是以蘇聯 1935年斯達漢諾夫運動(стахановец)為背

景的社會主義小說。此一運動宣揚無產階級英雄主義，鼓勵人們打破

客觀科學限制，大幅超前完成生產指標。沈霞響應此一運動精神，看

似契合了整風運動的政治訴求。但與《油船「德賓特」號》相提並論

                                                                 
26 自我解剖本為一種常見的現代文學技巧。應用到整風中，遂成為幹部訓練

與審查技術。參翟定一，〈從中國教育研究室的整風看黨對青年的教育〉，

收入溫濟澤等編，《延安中央研究院回憶錄》(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4)，頁 117：「為了幫助我們學好《論共產黨員的修養》這本書，羅邁

同志以切身體驗解剖自己，……。」 

27 沈霞，《延安四年 1942-1945》，1942年 12月 21日，頁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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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簡愛》(Jane Eyre, 1847出版)，卻是一部十九世紀的英國言情小說。小

說作者勃朗特(Charlotte Brontë, 1816-1855)以其細膩描寫與深刻剖析女主角

內心的筆法，開啟了現代意識流小說之先河。《簡愛》敘述一位有思

想有個性的女家庭教師簡愛，在與陰鬱富有的雇主的一次次爭辯中，

以其犀利獨特的見解批判現實，贏得了愛情，從而實現個人的階級轉換

而改善人生。為了滿足知識女青年對愛情與躋身上流的幻想，小說模糊

了英國社會普遍存在的森嚴階級壁壘，將改變現狀的主要資源簡化為

個人的思辨能力與個性魅力。這樣的敘事明顯悖離無產階級革命者的

立場，但卻與青年的個人主義自我聲氣相投。由此可見，沈霞對這兩本

小說的欣賞，主要還是出於英雄主義的情結。可見即令身陷無情的政治

運動，在青年形塑自我的需求之下，文學乃是不可忽視的變因。更重要

的是，如同本文開篇指出，青年自我的諸多心理特點來自小說。可以說，

文學提供了青年理解自我，描述自我的最初範本與技術。 

文學之所以能提供理解描述自我的必要技術，與十九世紀以來寫

實主義與心理學的發展有關。心理學使人相信內心世界的客觀存在，

但在相應的科學探測技術還未突破的情形下，心理學如同所有早期科

學，高度仰賴文字描述。文學家受到心理學的鼓舞，大膽地拓展了寫實

主義的邊界，將人的自我也作為心追手摹的客觀對象。二十世紀的現代

文學，在此意義上是沿襲∕發展了十九世紀的寫實主義傳統。28「自我

解剖」一詞在成為整風特有的政治術語前，早已作為文學技法，與高

度關注個人內在世界的現代自我意識，一併為中國青年知曉與模仿。

昇曙夢(1878-1958)在他的俄國文學史著作中，分析得鞭辟入裡： 

描寫那從來咒詛著實(現實)生活而祗耽於自我解剖之中的知識

                                                                 
28 蓋伊(Peter Gay)著，劉森堯譯，《歷史學家的三堂小說課》(北京：北京大

學出版社，2006)，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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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級，忽然脫出從來的幻滅的心情而尋求實生活的徑路，……

然而所尋求著的生活，既不是社會的生活，也不是政治的生活，

完全乃是為自己的生活。他更多傾耳於自己內部的聲音。29 

女史對於自己不能失卻嚴格的態度。女史不斷地「觀察，批評，

並忖度自己」。而且不能相信自己。女史的自我解剖和自我反

省，在同時仍是自我執著。30 

1930 年代以來，昇曙夢的諸多著作陸續譯介引入中國文壇，頗有影

響力。當時中國青年對俄國文學的興趣相當廣泛，並不侷限於十月

革命(1917年 11月 7日，俄曆 10月 25日)以後。以個人主義為核心的自我解

剖技術，同樣出現於革命陣營中。如同昇曙夢極富洞見的觀察所揭示，

即使「那被戈里基、阿爾志跋綏夫及卡門斯基等的作品所代表著的民

主的傾向，要之也是個人主義的表現，祗是不妨可目為是個人主義採

取著綜合的形式而表現出來的東西。」31又如瞿秋白(1899-1935)在寫於

1935年的〈多餘的話〉中，即自承是犯了「小資產階級知識者的自我

分析的脾氣」。學者指出，〈多餘的話〉中的深刻自我剖析，與俄國

文學中的「多餘人」的文學傳統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多餘人」原指

帝俄時代掙扎在新舊與上下層文化間的沒落貴族與小知識分子。由於

無力變革時代，只能轉向深度的自我反省。〈多餘的話〉正是以「多餘

人」這種「自我分析的脾氣」的視角與基調來回顧作者的生命，這不僅

呼應前述昇曙夢所謂「自我解剖和自我反省，在同時仍是自我執著」的

俄國文學表現特性，也說明文學技術在政治表達中的運用。32 

                                                                 
29 昇曙夢著，許亦非譯，《俄國現代思潮及文學》(上海：現代書局，1933)，

頁 385。 

30 昇曙夢著，許亦非譯，《俄國現代思潮及文學》，頁 585。 

31 昇曙夢著，許亦非譯，《俄國現代思潮及文學》，頁 20。 

32 田松年、李可玉，〈瞿秋白的〈多餘的話〉寫作動因新探〉，《中共黨史



 

青年自我與延安整風  137 

要之，一旦從文學發展出的自我解剖技術得到大眾接受，或暫時

沒有可以替代的技術體系，其客觀性，或至少可操縱性，便有一定的

權威。而抗戰時期的延安，顯然就是這樣的情形。以文學筆法為主的

自我解剖技術，對於以文科生為主體，受限於「『X+Y』有何用哉！」

的延安青年而言，33無疑是既易於掌握，又具有實用性的文化資本。

他們大多數都是從文學，特別是帶有左翼色彩的新文學，得到政治啟

蒙。許多人更是很早就開始從事文學創作，因此對於新文學中描寫自我

的手法，即使不是駕輕就熟，也往往習以為常。沈霞對自我認識的自信，

在相當程度便來自她對小說描寫人物技巧的嫻熟。這種技巧如果再加

上哲學理論的光環，自然就更有說服力了。就讀魯迅藝術學院(以下簡稱

「魯藝」)文學系的高魯(王鏗鐸，1921-1989)在日記中自道： 

我要走文學這條路，就得學習哲學，否則掌握不了觀察生活的

方法。我以前寫的短篇小說不很成功，甚至感到無法動手寫作，

這就是沒有生活經驗的原因。34 

高魯自承因為缺乏生活經驗而無信心寫作。有意思的是，他認為學了

哲學就能掌握觀察生活的方法，似乎有了正確的觀察方法，生活經驗

也就能豐富起來。這段日記中反映的思路，正是青年所以熱衷哲學的

主要原因。他們樂於相信唯物主義之類的哲學理論，可以有效彌補人

生閱歷之不足，而使人在短時間內「識盡愁滋味」，乃至洞悉生命的

真諦。值得注意的是，在魯藝課程中，高魯接觸的也不限左翼文學，

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 1564-1616)、巴爾札克(Honoré de Balzac, 1799-

1850)、狄更斯(Charles John Huffam Dickens, 1812-1870)等西方作家的作品都是

                                                                 

研究》，1999：2(北京，1999)，頁 77-82。 

33 李之欽，《李之欽論教育》(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1989)，頁 8。 

34 高魯，《高魯日記》(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出版社，2004)，1938年 12月

9日，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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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閱讀與欽服的對象。其中巴爾札克與狄更斯還有十九世紀寫實主義

的淵源，尙不至與社會主義立場相去甚遠。但莎士比亞筆下帶有希臘

悲劇色彩的王公貴族、才子佳人的人性與命運，則很難盡數納入社會

主義寫實的範疇。這還是說明青年自我對文學與哲學的追求，在相當

程度上不盡然是由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所形塑。或者，正如高魯在日記

中所表現的，對青年而言，魯迅(周樹人，1881-1936)翻譯的廚川白村(1880-

1923)《苦悶的象徵》，自然就是革命進步的。據此，高魯等人也將自

己與別人的苦悶，作為生命力受壓抑而迸發創作能量的表徵。廚川以生

命力伸張程度評斷善惡的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 1844-1900)哲學，事

實上成為自我認同實踐的一部分。至於此說在嚴肅的政治意義上是否

正當，已然無足輕重。35值得注意的是，這種以苦悶作為某種隱伏的內

在狀態跡象的思維，用於解釋某些人的創作動機固無不可，若將之應用

來推斷他人的政治動機，也不過是順理成章的發展罷了。在坦白運動

中，魯迅藝術學院學生吃飯不敢少吃，睡覺不敢翻身，就是要掩蓋任何

疑似寢食難安的苦悶跡象，以免別人懷疑自己政治上不坦白。36 

哲學由於更加抽象，需要較高的文化程度才能掌握。但就其表現

形式而言，仍可以視為特殊主題的文學，並不一定需要真正精通哲學

專業，也能應用於自我解剖。對於想「探討一些更深刻的東西」的青

年，37哲學富於思辨感的論理方式，因其邏輯(無論是形式邏輯還是辯證邏

                                                                 
35 高魯，《高魯日記》，1942年 4月 29日，頁 221。劉紀蕙，〈世界秩序與

進化論的空間化疆界〉(2009)，頁 11-12，http://www.srcs.nctu.edu.tw/joyceliu

/PEA/asiaweb/P_A_E/P_Ethics/進化觀與晚清民初的接受與轉化.pdf, 擷取日

期：2019年 6月 11日。 

36 高浦棠、曾鹿平，《延安搶救運動始末─200個親歷者記憶》(香港：時

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8)，頁 125。 

37 宋彬玉，〈記青少年時期的韋君宜〉，收入于光遠等著，《韋君宜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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輯)而看來頗為科學與嚴謹。更重要的是，即使並無太多人生歷練與文

化資本的人，只要熟習這樣的論理方式，便能展露某種「思想」深刻

的姿態，益顯自我之銳利卓越。早在投奔延安以前，清華大學學生韋

君宜(魏蓁一，1917-2002)大一時代的哲學文章，即具有這樣的特色： 

辯證法講的每件東西都永遠是動的，變的，在不斷自己否定中

發展。這發展的本質，在各種現象都有內的矛盾，這種內的矛

盾推動現象前進，結果把牠自己引入了死滅。38 

在這篇以哲理議論華北時局的文章中，她很好地掌握了《大眾哲學》

等通俗著作上的唯物辯證法。較諸僵固的形式邏輯推理，這種辯證的

思維，在解釋複雜人事，特別是政治上多害相權的困難取捨，確實比

較高明。然而如同許多內涵多層面的道理一般，無論辯證法宣稱變化

之動力是唯物抑或唯心，畢竟需要人來實踐體會，而體會之高低深淺，

必然取決於當事人之生活歷練與悟性，理論本身不能保證有效地認識

與實踐。天資聰穎如韋君宜，可以快速抽象地闡述哲理，卻無法真正

領悟「存在決定意識」的實踐意義與內涵。所以她對現狀的分析，仍

舊只能是形式邏輯的機械推理，在未經嘗試實踐以前，即以帝國主義

絕不容許民族資本發展的理由，斬截地否定了延遲對日作戰中可能存

在的命運轉機。那「死滅」二字，看似是客觀理性的斷語，其中卻透

露著激越浪漫的文學色彩。作為對關係數億人幾代命運重大趨勢的斷

言，則未免顯得有些蒼白空洞，於人世滄桑苦難之實質殊少切膚之感，

更談不上洞察大勢。相較於大學生韋君宜，有著多年實際工作經驗的

中共幹部張璽(王常珍，1912-1959)，卻一針見血地道出辯證法的問題癥結： 

                                                                 

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3)，頁 65。 

38 陶清(韋君宜)，〈理論能拉往事實嗎〉，《清華週刊》，43：1(北京，1935)，

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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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最重要、最中心的問體考慮起，有了骨骼，就不致八股，無

突出內容。當然這樣做的先決條件是充分地占有實際材料，否

則，就會陷於主觀的邏輯推理。39 

辯證法再高明，終究只是哲學推理，不可能逆料詭譎多變之世事，更

無法一勞永逸地解決問題。辨別主要與次要矛盾，說來容易，卻是政

治實踐智慧難以為哲學取代之處。然而，在毛澤東親自提倡之下，哲

學成為延安最時髦高端的文化活動，哲學與文學技術益發成為當時青

年展現自我不可或缺之利器。401943年初，中共邊區政府在總結去年

整風經驗時，指出青年在運動初期： 

把立場、觀點、方法當作抽象空洞的公式，以文件為證例。把

黨的文件拿來做德波林式的哲學遊戲，41 

面對這種把整風文件當成哲學文本閱讀分析的普遍傾向，中共當局一

時之間也是哭笑不得。因為作為實踐哲學，馬克思主義向來反對現代

哲學的語言遊戲(language games)質素。但總結報告並不完全否定其作用，

藉由強調整風應上升到思想高度，以避免止步於純事務性的經驗主義

反省，中共在一定程度上默許了文學∕哲學技術繼續存在的空間。 

就此而論，「我的確時時解剖別人，然而更多的是更無情面地解

剖我自己」，42這句魯迅至今膾炙人口的名言，究其底蘊，是以現代

文學為根柢的自我解剖技術在延安廣泛地流通與應用。號稱魯迅傳人

                                                                 
39 張璽，《張璽日記》，收入劉洪聲、張林南主編，《張璽紀念文集》(鄭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1943年 4月 2日，頁 69。 

40 任仲然，《哲學的力量》(北京：黨建讀物出版社，2016)，頁 126-128。 

41 作者不詳，〈陝甘寧邊區政府整風總結〉，收入《紅色檔案》編委會編，

《紅色檔案─延安時期文獻檔案匯編》，第 26冊，《陝甘寧邊區政府

檔案選編》，第 7卷，頁 418-440。 

42 魯迅，〈寫在《墳》後面〉，收入《魯迅全集》，第 1卷(北京：人民文學

出版社，2005)，頁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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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小說家蕭軍(劉鴻霖，1907-1988)，在 1940 年的某次家庭紛爭中，以相

當戲劇化的方式，顯示了在文學化的解剖技術下，青年自我如何轉成

為可受「公評」的政治議題。當時已婚的蕭軍與同為知名小說家的丁

玲互有好感，將自己對丁玲(蔣偉，1904-1986)的情愫詳細寫在日記中。孰

料為妻子發覺，拿著蕭軍的日記一狀告到了黨組織，令蕭軍相當難堪。

過後，蕭軍在日記中特意留下某種宣示，使妻子更瞭解自己： 

我的日記，只是作為一個作家的感情紀錄，我不想隱瞞什麼，

因為我要研究我自己，解剖我自己……這對於你的看法，以至

一般人的看法是沒好處的……。43 

作家為了打磨描寫人心的技巧，記錄乃至加工自己紛繁的思緒，本不

足為奇。其真實性對感情的當事人固然有著絕對重要的意義，但是否

真是對自我的可靠展示，卻是不無疑問的。然而自我解剖技術的普及

與文學∕哲學化，卻附帶開闢了窺探內心想法的有效途徑。這次發生

於整風前的感情糾紛已然預示：人們有太多的動機將自我解剖技術應

用於文學以外的情境。一旦公諸於眾，甚至在政治眼光下檢視，自我

解剖即脫離作者的控制。其真實性以及對別人有沒有「好處」，取決

於群眾與政治。 

像蕭軍這類在日記中自我剖析，再藉由日記傾訴心跡的方式，其

實與所謂摯友、閨密之間「交換日記」並無二致，這種由來已久的作

法至今仍然盛行於青少年人群中。以《高魯日記》為例：1942年 3月

12日，此時整風的序幕剛剛揭開，高魯懷著自己的創作是「偉大的無

產階級的事業」的壯志，為了「準備寫戀愛傳記文學作品的材料」，

鉅細靡遺地記下了「兩同志的羅曼史」，將男女雙方心理情感的所有

                                                                 
43 蕭軍，《延安日記 1940-1945》(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1940年 9月 10日，頁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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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折過程保存在自己的日記中，44創作素材一個主要來源正是朋友的

日記。五天後，高魯讀了朋友圈中另一位女同志的日記，對其中戀愛

心理做了仔細的分析。他特別在意有一頁日記已被撕去，細細琢磨了

可能的原由。雖然不太滿意書寫者坦白的程度，他還是在日記中傳達

了肯定的反饋： 

她已經是有勇氣來解剖自己了，比起她前面的日記也更勇敢，

同時也更進步。……她這樣忠實才是一個勤勞的灌溉者，暴露

自己對寫作是有幫助的，不僅解剖自己而且也解剖別人，……

所以世界上可怕的是粉飾事實，無情地暴露才有價值。45 

青年們不僅要勇於無情地袒露自我，也冷峻苛刻地拷問著他人的靈

魂。這段日記後面的內容，已不僅止於表達個人的感情，也被有意地

與誠實等進步價值連結在一起，轉化成客觀的事實，最終與個人情感

互相悖斥。青年們追求文學技巧的進步，且以為有益於政治上的進步。

富於文藝與思辨性的自我解剖∕自我批判，在政治情境上順暢地滑向

政治表態的口號與鬥爭的技術，即使少數中共高幹原本無此意識。文

學上的解剖與政治上的針砭(治病救人)之間原本不存在任何鴻溝。從此

也就不難解釋，整風初期有些青年將黨八股的淵源追溯至唐宋古文，

究其實仍是高度文學化的政治理解。46 

蕭軍的日記緋聞與與高魯的戀愛傳記，相當程度地表明，文學化

的自我解剖技術已為不少延安青年所熟悉。其結果即是：當人人都相

信自己有深入自己與他人內心的能力時，每個人都失去了詮釋自我的

                                                                 
44 高魯，《高魯日記》，1942年 3月 13日，頁 195-196。 

45 高魯，《高魯日記》，1942年 3月 17日，頁 200。 

46 作者不詳，〈陝甘寧邊區政府整風總結〉，收入《紅色檔案》編委會編，

《紅色檔案─延安時期文獻檔案匯編》，第 26冊，《陝甘寧邊區政府

檔選編》，第 7卷，頁 418-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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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權。蓋此時他∕她即使想要如蕭軍一般，捍衛自我的詮釋權，也必

須如暴露日記一樣暴露自己，先在抽象論辯上「擊退」外人分析對內

心的「入侵」。在雙方完全理性的理想情形下，在言語上的戰役取勝

已是十分不容易，更何況在眾人情緒性「圍攻」的整風狀態下，只能

說勝算渺茫。至此，人只有兩個選擇：其一是堅持掏心掏肺，寄望別

人終於承認自己已完全交代；更為務實的選項則是放棄自我解剖，學

會世故與做人，在具體的社會情境中察言觀色，只表現適合當下情勢

的「自我」。這一選擇是人之常情，多數青年在整風運動中也逐漸(有

些甚至很快)學會在延安政治氛圍下應有的世故。從黨的立場來看，這種

世故利弊相參。從好的一面，整風所要學習的一個重要內容，其實是

要避免再出現王實味這種以不世故為名挑戰黨權的情形。另一方面，

如果所有青年都很快地學會觀風望色，整風運動就會淪為形式，不能

發揮審查每個人思想狀況的效果。也因此，對於王實味的「硬骨頭」

論調雖要批判，但也不能一概否定。在一定程度上肯定青年反世故反

做人的習氣，既符合青年自我的需求，也適應政治上的謀畫。 

可隨著此一技術日益普及，片面提供的自我解剖已不能令人們感

到滿意。自我解剖的貶值使得解剖他人的客觀需要升高。如高魯等人

所認知的，解剖出來的自我，必須是「事實」才有價值。一般而言，

旁人更加客觀，較能不受情感因素左右，「無情地暴露(事實)才有價值」。

對自己要無情，對情人、熟人也要不講情面，反對溫情主義，沒有例

外。再者，事實的成立，不能止是自己聲稱，其正確與真實性必須經

過旁人的查核與確認。詮釋自我的主權於焉喪失。 

由此反觀中共的作為，就會發現：在上綱上線的謾罵之外，中共

還靈活運用自我解剖的技術，充分掌握王實味等青年論述的模式與弱

點，針鋒相對的施加打擊。在「大座談會」中，上千群眾面前，延安

著名的哲學家艾思奇(李生萱，1910-1966)、學者范文瀾等知識菁英，紛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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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王實味擅長的通俗哲學方法與論理技術，以情緒性的煽動言詞，誅

心式的批判他內在的思想基礎乃至心理動機。此刻，王實味真正體認

到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嚴重性。其中范文瀾憑恃對自我意識的

巧妙分析，一眼便「穿透」皮相，將王實味頭腦中所謂「兩個我」(指

內心同時存在小資產階級的舊我與無產階級的新我)的鬥爭鮮明具體地呈現在

群眾眼前： 

在同一時間處理一個問題上，頭腦中只能存在著一個統治者，

不是新我就是舊我。而舊我復辟，總是在新我不自覺的時候。

新我一自覺，舊我即隱伏，新我一疏忽，舊我又復辟，舊我確

是最兇頑的仇敵。47 

此番對王實味意識中矛盾繪聲繪影的描述，未必符合本人的自我認

知，更非任何科學儀器所能檢驗，然而沈浸此術已深的青年卻感到十

分真切，或者說「信以為真」。再舉范文瀾的批評為例： 

在他的筆下，彷彿世界上並沒有什麼必然性，事情也並沒有什

麼大小(天塌得下來和塌不下來)之分，所有這些，都是一些罪孽深

重的「領導者」編出來騙小孩子的。48 

范文瀾的評論自然未必經得起學理上的嚴格檢視，其中確實夾纏了一

些不由分說的斷章取義。但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扣政治帽子，范文瀾

還從看來相對無關宏旨的若干定義下手，質疑王實味對諸如「必然性」

一類概念「絲毫未加分析」。在整體猛烈的政治攻擊中，這一似乎不

關痛癢的批評，其實非常重要。它發揮的作用在於以青年欣賞的智識

分析手法，扼制住王實味富於感染性的話語力道。既能為政治打擊王

                                                                 
47 范文瀾，〈論王實味同志的思想意識〉，《解放日報》(延安)，1942年 6

月 9日，第 4版。 

48 范文瀾，〈論王實味同志的思想意識〉，《解放日報》，1942年 6月 9日，

第 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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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味加上一層客觀分析就事論事的理性外表，並且暗示王實味刻意模

糊與擴大了概念邊界，藉此向青年傳達了這樣的訊息：究竟是誰在「騙

小孩子」？！又是誰在借題發揮、上綱上線？！范文瀾深知，青年欣

賞王實味的文字，其中有相當成分是那頂著哲學的智識光環、本質並不

嚴謹的論辯架式。中共不但打出相同的架式，並表現得在「分析」、「批

判」上更勝一籌。青年對真正的嚴肅論理本就一知半解，很自然地又倒

向架式十足顯然更近真理的一方。當時高魯就是讀了陳伯達(陳建相，

1904-1989)痛批王實味的文章後深感詫異，便開始反省自己之前為何會

贊成王實味的文章〈民族形式的新偏向〉。49王實味該文只不過是搬弄

一些俄國粗淺的文藝理論，將農村文藝工作的實際問題概念化抽象化，

從而在事實與文句之間擺盪，玩起語意上的詭辯遊戲。可惜陳伯達更加

精於此道，在他「找點準，下手辣，撕咬扯拽，嬉笑怒駡，或邏輯穿越，

或上綱上線，縱向刨根挖底，橫向聯想對比」所形成的「強悍的話語霸

權」的攻擊下，王實味所仗恃的青年智識正當性就崩塌了。50於是王實

味不僅在政治上失語，在智識上也喪失了發言權，只能無力地抗辯：

「我的錯誤，只有我自己能清算，別的人，不論哲學學得怎樣好，也

不會弄清楚的。」51無論是真心還是被迫，王實味已然放棄了自己在

哲學與智識上的陣地，他所能爭執的，只剩下詮釋自我的自主權。可

惜此一呼籲基本上失去了政治與社會基礎，只換來身旁青年的「冷笑

                                                                 
49 高魯，《高魯日記》，1942年 7月 9日，頁 279。 

50 朱鴻召，〈延安時期的陳伯達〉，《東方早報•上海書評》，2014年 5月

11 日，網址：https://www.guancha.cn/DongFangZaoBao/2014_05_13_2291

59.shtml, 擷取日期：2019年 6月 16日。 

51 溫濟澤，〈鬥爭日記─中央研究院座談會的日記〉(1942年 6月 13日)，

《解放日報》(延安)，1942年 6月 28、29日，第 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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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聲」。52正是包括王實味在內的青年，將這套自我解剖技術發揚光

大，成為在場群眾耳熟能詳學習模仿的「批判的武器」。以王實味為

代表的青年，面對親手促成的批判大軍，已然身不由主，此時提出任

何保留自我私密性的呼籲，都不免因為前後矛盾而被追求智識上論理

明確的青年自我所否決。 

五、自我解剖的激進化 

青年自我解剖的困境遠不止此。隨著自我解剖技術的普及，通行

技術在智識上確立自我與區隔他人的價值，不免因人人會用而日益

「貶值」。青年無論是想在批評與自我批評中突出自我(整風進入坦白階

段後此部分人迅速減少)，還是自我辯護，都不得不在自我解剖技術上精益

求精，其結果也勢必引起他人仿效與尋求突破之法，於是演變為一場

自我解剖技術的「軍備競賽」，如沈霞所觀察： 

我們每個人都幾乎習慣於批評別人「夸大事實」，而且也慣於

聽別人用這個詞來批評別人或自己，腦中對這「夸大」兩個字

的觀念是夸大固然不好，但似乎也沒有什麼大不了，比起「主

觀」兩個字來，是差得多了。53 

對於了解整風運動的客觀狀態，此段文字頗有參考價值。按理說，

在整風語境中，主觀主義是主要的整頓對象，而對自我與他人批評

的「夸大」正是過於主觀的表現，然而「夸大」不但沒有成為嚴重的

錯誤，反而在實踐中成為可以接受的瑕疵。從政治實務的角度，這

一現象符合「矯枉必須過正」的運動邏輯，也就是為了運動的開展，

                                                                 
52 溫濟澤，〈鬥爭日記─中央研究院座談會的日記〉(1942年 6月 13日)，

《解放日報》(延安)，1942年 6月 28、29日，第 4版。 

53 沈霞，《延安四年 1942-1945》，1942年 12月 15日，頁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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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容忍一些過火的行為。但從自我解剖技術的進化過程來看，這

點似乎說明：由於必須透過抽象論辯來進行，整風的政治意圖必須

在語言運作的邏輯中才能實現。然而語言運作的邏輯卻未必依照正

確路線發展。隨著各種語言分析技巧因普及而失去原有的價值與力

量。人們必須在分析的「深刻性」與「複雜度」上下功夫，從而導致

分析論述的「通貨膨脹」，也就是沈霞觀察到的「夸大」。到了整風

後期，自我解剖的細致化程度，恐怕會令今日許多專業化的心理或

哲學分析也自愧弗如： 

應從聯繫和發展中去看問題，從許多現象找出問題的本質來，從

第一層本質揭露出第二層第三層本質來，並揭露出問題和問題之

間的前後因果關係以及其產生的社會歷史根源等，……54 

這種本質之內還有兩三重本質的精密剖析，倘若不經推求發展，很難

想像能夠一蹴而就。易言之，無論對人對己，青年對自我解剖技術的

運用日益純熟，特別對他人內心的分析越來越「深刻」，也就帶動整

體批判技術的「精進」，形成不怕「夸大」、處處果斷大膽的作風。

由是，對主觀主義的批判事實上必須依賴過於主觀所造成的「夸大」。

就此而言，整風的教育效果，並未如官方宣稱，直接促進了理論與實

際的連繫，而在使青年領會了「實際」的呈現方式，本身即具有高度

的政治性與可操作性。 

此外還可以看出，這種「夸大」現象，因為青年間的爭競心理而

益發嚴重。如同引文所示： 

對於自己的學習是不滿意的，我覺得我不能發現更多問題。我

帶著充分羨慕的心理看黃輔忠同志說出三十二條材料來。的確

                                                                 
54 李培南，〈反省自傳應該怎樣寫法〉，收入毛澤東等著，《思想指南》(天

津：北方出版社，1949)，頁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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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是我所不知的。我恨我自己為什麼沒有像他們那樣細密

的觀察力！55 

從這個「恨」字可以看出，沈霞的爭強好勝之心有多強烈。崇拜(智識)能

力高強的英雄本是青年自我的重要特徵。更何況沈霞對自己的智識能

力有充分自信，很少認為有冤枉同志的可能。也因此，在強化自我解

剖技術時，她能夠全然不顧情面，急起直追： 

現在還有很多沒有坦白出來的特務，我自己就想不通，問題這

樣明顯，遲早是要坦白，而現在這樣好的條件還不坦白；我很

奇怪他們的腦子是怎樣生的？ 

……我已完全克服了自己的不安情緒，而且對於自己的溫情很

可笑。關於這，的確以後需要我很好地注意。56 

對於延安存在很多特務，以及政治審查甄別手段的正確性與有效性，

沈霞似乎深信不疑，卻覺得不坦白的人的腦子有問題。雖然也有心中

不安或不忍的時候，但這些情緒最後都被「理智」所克服。這種證明

自身理智的好勝心也很容易變質，而成為中共明言可資政治控制利用

的「虛榮心」。57或許就是在強烈虛榮心的驅使下，兩個月後，沈霞

在自我解剖技術上精益求精： 

兩天的討論是很令人興奮的，……那個被討論的同志，暴露得

也比較明顯。我覺得自己在這兩天會上的精神是貫注的，是能

夠想問題、提問題的，我希望能夠更好地發展下去。58 

青年對發展自我解剖技術抱持的競賽心態，在此表露得更為清晰： 

                                                                 
55 沈霞，《延安四年 1942-1945》，1943年 3月 4日晚，頁 80-81。 

56 沈霞，《延安四年 1942-1945》，1943年 5月 7日，頁 97-99。 

57 李培南，〈分局黨校討論反省自傳的介紹〉，收入毛澤東等著，《思想指

南》(天津：北方出版社，1949)，頁 91。 

58 沈霞，《延安四年 1942-1945》，1943年 5月 14日，頁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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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特別注意萍茹，因為現在是討論她的問題。……我向她進行

了挑戰，學習競賽。因此，我要加以細心的觀察，幫助她解決

問題。……我利用一切可能一切時間和她交談，我想她是願意

接受我的關心的。59 

簡單地說，沈霞以與朋友談心的姿態，主動接近審查對象，這其實是

組織布署的一個任務。在今日看來，此等「幫助」未免用心深刻。然

而在當時情境下，施加者卻似乎覺得合情合理。對於被審查者而言，

接受「幫助」之必須，不僅是迫於政治壓力，還由於青年之間的交往

文化，就是崇尚表現自我、直爽率真，鄙薄含蓄謹慎、世故圓滑。這

使得青年不僅不忌諱鋒利的話語挑戰，還經常以之衡量對方是否「智」

同道合。當時執掌中央青年工作委員會的馮文彬(1911-1997)指出，這種

交往文化在青年中十分普遍： 

遇到氣息相投的人時，就高談闊論，一談終日不倦，而對於

不同調的人，則表示輕視、冷淡，說話不能投機，見面也不

願招呼。60 

伴隨強烈的自我意識，往往便是「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區隔心理。青

年若是不善或不願在言語交鋒中得到別人的承認，便可能被視為沒有自

我，而陷入社交與政治的弱勢地位。這點從沈霞的遭遇中也可以看到： 

如果人家一定要一個人一天看政治書，才認為是進步，……這

是不是在暗示人家注意表面，注意去有意地表現？！一定要把

人弄成一個類型，……而且過去小彬她們勸我那麼做，「一般

                                                                 
59 沈霞，《延安四年 1942-1945》，1943年 6月 2日，頁 106-107。 

60 馮文彬，〈論生活習慣〉，《中國青年》，1：8(延安，1939)，收入《紅

色檔案》編委會編，《紅色檔案─延安時期文獻檔案匯編》，第 58冊，

《中國青年》(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13)，頁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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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地我也做了一個時期，……，也許人家會覺得我又在「任

性」又在「消極」，又在有「成見」了，那麼讓大家說吧！自

己把握自己，自己前進，保證不落人後面……。說我驕傲，這

一點「是」可驕傲的……誰曾有意地注意過我呢？！61 

較諸一般青年，家世特殊、聰明且個性鮮明的沈霞，具有更多反抗政

治掛帥，與眾不同而「做自己」的條件。然而從上引文中一再迴盪著

「人家……認為」、「人家會覺得」的嬝嬝餘音中，多少能感受到她

內心的掙扎。其實，讓沈霞備感壓力的聲音，不僅來自上頭，還來自

「小彬她們」這些身旁友人的好意勸說，更來自她那絶對不能落後的

「驕傲」。沈霞主觀上想要不受眾人影響，「自己把握自己」，但是

她並不能獨立蒼茫，也無法擺脫同儕的影響。沉浸其中的沈霞，「自

己」的內容與行為越來越與集體趨同。結果不到一年，她就全身心地

投入了這場政治洪流之中，成為一個徹底的進步分子。這說明了整風

施諸青年的「疾風暴雨」，並非天外飛來、無中生有，其實在「和風

細雨」式的青年日常交往中已現端倪。只有認識到青年文化生活方式

造成的社會壓力，才能深刻地理解為何王實味會率爾指斥掛著笑容的

同事，斷定對方「笑嘻嘻的臉」是魯迅筆下的庸愚之輩。而被批評者

的第一反應，並非回懟王實味的唐突無禮，卻是對自己坎坷(特殊的、非

同一般)身世之未被「注意」到而失落氣惱。62出於同樣的青年文化，為

了表現自己的進步，某種不得拒絕(咄咄逼人)交談的同儕壓力也隱然出

現。我們看到，當整風「學習」之初，山坡河畔，幾個意氣相投的青

年親密忘我的小組漫談。到了「坦白」階段，就一變而為「只見窰洞

                                                                 
61 沈霞，《延安四年 1942-1945》，1942年 1月 13日，頁 8。 

62 殷白，〈回憶瑣記〉，收入溫濟澤等編，《延安中央研究院回憶錄》，頁

133-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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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外，山坡上下，這裡一堆，那裡一伙人，人們在吆喝著，勸說著，

從早到晚。」63同樣的地點，同樣是友朋之間的熱烈談話，彼一時是

形式活潑態度認真的思想交流，此一時卻演為疾言厲色不容分說的詰

問抗辯。何以日常如此順利地轉化為非常？實肇始於青年逃離平凡生

活的自我追求，已將非常狀態日常化。 

六、辯論中的自我 

日常言談舉止以外，青年喜好辯論，其實還是以口語表現思辨能

力，也是整風中各種座談會、審查會、小組討論等自我解剖活動得以

順利進行的重要因素。學者已指出：整風中好用口頭報告的形式，是

為了適應許多幹部與青年的文化程度不高，不擅寫作。這確實是口頭

論說形式大行其道的一個主要的社會背景，但有知識的青年也藉著高

超口才突出自我的思辨能力。事實上，從當時報章上對各學校辯論會

的介紹可知，辯論並不是民國青年不熟悉的校園與社會活動。也因如

此，中共很早就透過這些活動開展工作。64對重大時事與國政議題的

分析，除了透過演講，也經常採取辯論的形式發表。可以說，以辯論

為代表的口頭論理是青年表現自我與認識世界的另一重要途徑。 

                                                                 
63 佟冬，〈漫憶中央研究院的整風運動〉，收入溫濟澤等編，《延安中央研究

院回憶錄》，頁 138。何方，《何方自述─從延安一路走來的反思》(香港：

明報出版社有限公司，2011)，頁 81。 

64 馮文彬，〈當前各抗日根據地青年運動的基本方向〉，《解放》，134(延

安，1941)，收入《紅色檔案》編委會編，《紅色檔案─延安時期文獻檔

案匯編》，第 7冊，《解放》(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13)，頁 525。

例如下文提到的范元甄，自初中(位在漢口的教會學校懿訓女中)時期，就

在學校老師(中共地下黨員)的指導下，接受演說與辯論的訓練。辯論為當

時新潮青年熟悉之活動，中共也因此在這方面銳意經營。見陳紀瀅，《我

的郵員與記者生活》(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7)，頁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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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風以前，延安經常舉辦各式各樣、大大小小的辯論會。青年

之間的即興辯論更是不計其數。其中特別能反映青年自我與辯論關係

的，或許非 1940年 5月 19日由王明主持的「憲政大辯論」莫屬。這

場與會者超過一千人的正式辯論會，長達 6小時，由中國女子大學的

5 位學員代表共產黨，馬列學院的 5 位學員代表國民黨，模擬國民參

政會的形式，針對繼續訓政還是實施憲政進行交鋒。迫使國民黨實施

憲政結束訓政，正是中共當時的主要政策。女大早在辯論之前，就大

張旗鼓地舉行各種促進憲政的宣傳活動，辯論的結果卻大出意料之

外。不同的史料均顯示，范元甄(1921-2008)以優異的辯論技巧，幫助「國

民黨」隊贏得現場眾人的支持。65以下為延安黨報《新中華報》上刊

載的評判詞內容： 

辯論會之意義：……是一種重要的學習方法。辯論會不僅可以

幫助同志們從各方面深刻研究憲政問題，而且可以幫助同志們

研究許多理論政治策略問題，同時並可以幫助同志們學習辯論

才能和民主政治鬥爭方法。因此各機關學校同志們應設法繼續

舉行關於憲政問題的各種辯論會。 

……個人優點值得學習者：(一)范元甄，抓住對方幾個中心問題

辯駁，態度激昂，語言清楚有力，有煽動性。66 

評判內容鮮明展現了王明、吳玉章(1878-1966)與延安青年對辯論的認

識。辯論不僅可用以研究「深刻」問題，還是「民主政治鬥爭方法」。

如此兼具智識與政治價值的論理形態，自然應該大加推廣。在范元甄

寫給先生李銳(李厚生，1917-2019)的信中，更可以看出辯論所以受到青年

                                                                 
65 丁東策劃採錄，李南央整理編輯，《李銳口述往事》(香港：大山出版社，

2013)，頁 101。 

66 吳玉章、王明，〈婦女憲政辯論會結束後吳玉章王明兩同志總評判詞〉，

《新中華報》，135號，1940年 6月 4日，第 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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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愛，主要還在於它能展現個人聰明，而不是真理： 

在吳老的批評中特別指出了我
‧
的成功，尤其是王明同志的評判

中更提到了我
‧
是最好的。……靈活地運用了策略和戰術，抓住

中心，打擊對方。…… 

……譬如昨天的成功吧，事實上，是靠著一些聰明的，思想靈

活，快，把握問題尖銳，能夠講話。—這些條件決定我
‧
的勝

利。我
‧
的準備是不充分的，在準備過程中，我

‧
的看材料恐怕是

大家中最馬虎的一個，而我
‧
把握的問題卻不比她們少或差勁。

這確是仗著一些自己本身
‧‧‧‧

的客觀有利條件。67 

范元甄之所以志得意滿，是因為在「我的看材料恐怕是大家中最馬虎

的一個」的情形下，適足以證明「靠著一些(我的)聰明」，「仗著一些

自己本身的客觀有利條件」，爭取了「我的勝利」、「我的成功」，

得到理論權威王明的高度肯定「我是最好的」。除了那些在本文已反

覆出現的關鍵字，如尖銳、聰明之外，引文中隨處可見的「我」字，

或可反映其自我意識之強烈。 

雖然范元甄讓中共主張的政見在場中一敗塗地，但包括她自己在

內，眾人似乎都不以為意，而是對辯論所具有的「煽動性」喜聞樂見。

這就更點出辯論的實質：只要善用抽象的思辨與邏輯法則，對一個機

智的辯士而言，任何主張立場都可以支持，也都可以辯駁。只要能發

揮「自己本身的客觀有利條件」，代表共產黨也好，擁護國民黨也罷，

似乎都是青年隨心所欲表現自我的題目。青年原本極為看重智識而輕

忽價值，在整風中各種論理場合力求表現的現象也就不足為奇。沈霞

日記與許多資料都顯示，整風初期，青年對王實味的立論頗為贊同，

                                                                 
67 李南央編，《父母昨日書─李銳、范元甄 1938 年-1960 年通信、日記

集》，上冊(香港：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5)，1940年 4月 20日，

頁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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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為之激烈辯護。但不久之後，又以幾乎相同的亢奮程度批判王實

味。雖然這是中共中央統一布署的結果，但從青年習氣與重視言辯技

術的角度來理解，越是相自負聰明才智的青年，越是不能同意自己是

被人操縱著。就長期來看，「真理越辯越明」或許顛撲不破，但在短

時間的言詞交鋒中，完整呈現事實真相的重要性便已受到壓制，能否

靈活地運用策略戰術去蹈瑕抵隙，成功地做到譁眾取寵，才是決定觀

點對錯的關鍵。 

就此而言，大部分青年或許也都如范元甄一樣，高估了「自己本

身的客觀有利條件」。即使在整風以前的這些辯論會，政治作為辯論

最終裁決者的角色也未曾改變，或者說無從改變，只是沒有整風後那

麼突出。憲政大辯論中的雙方高下在現場眾人眼中十分清楚，但《新

中華報》的報導卻格外「客觀平衡」。在不明內情的讀者看來，不會

知道誰是勝利的一方。無可否認，這樣做有顧全共產黨立場正當性的

考量。畢竟，以一場辯論結果來說明國民黨「訓政有理」，顯然是對

共產黨基本政治路線的輕率否定。但值得思考的是，如果辯論結果真

能由現場觀眾投票評判，那麼范元甄的聰明或許得到更多掌聲，但她

當日恰巧支持的論點是否就更為正確，更有說服力？范元甄的辯論對

手曾志(曾昭學，1911-1998)即指出： 

反方(按：即范元甄)能說會道，……我則處處用事實駁斥，說明為

什麼共產黨比國民黨好。反方突然說：「你們是賣瓜的誇瓜甜，

你們的宣傳是黃婆婆的裹腳布，又臭又長呢！」台下立刻哄堂

大笑起來，…… 

這種戲劇性的議會鬥爭演習，這種不加引導、放任自流的所謂

辯論，熱鬧固然熱鬧，實則弊多利少，這反映了王明錯誤的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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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觀點和方法。68 

曾志長期從事地下工作，可以說為黨出生入死。她對共產主義的認識

或許樸素簡單，卻堅定不移，絕非抽象推理與煽動手段所能影響。也

因為對政治的理解出於身體力行，來到延安後，她對馬列學院崇尚抽

象理論的學習方法頗不適應。而在辯論場上，她的理論水平與口才雖

然遠不及范元甄，但政治實踐卻使她看得更深刻，明白關乎基本價值

信念的政治問題，其實難以討論，更不應該以煽動性的辯論語言來引

導認識。蓋煽動性言論或許能贏得社會大眾一時「民主」的支持，但

這樣形式上民主的選擇，並不能真實反映群眾長遠的價值與利益需

求；一個擁有深厚現實與理論基礎的政治體系的正當性，更不應該由

幾個人一時之間的辭鋒利鈍來決定。考慮到在場青年實際上都是共產

黨的堅定支持者，這場透過辯論展現的民主政治鬥爭方式就更顯得有

些荒謬。此所以整風以後，辯論會即受到黨的批判，不再是政治學習

的重要方式。但辯論式的交談與發言仍舊是青年最擅長的整風活動。

原因可能是，對范元甄、王實味、沈霞等青年來說，他們對政治比較

缺乏實際體驗，主要以追求智識興趣的方式演繹抽象的政治理論。也

因此他們高估了自己的智識力量，也低估了堅定的共產黨員捍衛信念

的決心與能力。 

七、青年自我否定之否定 

就在上述自我解剖技術與青年文化的支持下，整風運動期間沈霞

都十分用心投入，成為一個典型的積極分子： 

                                                                 
68 曾志，《百戰歸來認此身─曾志回憶錄》(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1)，

頁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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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朱子奇的醞釀會，……，我的信心加強了，我覺得我從來

沒有像這次這樣覺得黨處理得正確與信任黨。我真愉快，我為

我能明確地看到他的問題，我能完完全全相信自己的分析力，

而且我更清楚看穿他的那套虛偽。69 

至此，沈霞對自我解剖技術的掌握已然更上層樓，受她犀利審視的朱

子奇─ 一位與沈霞曾有曖昧情愫的青年─也只能無力地嘲諷道：

「妳進步了。」70事實上，進步的又豈止是沈霞一人？可以說，經歷

整風的青年，或多或少都意識到政治的現實性與嚴肅性，而相應地調

整了自我意識。如鄧力群(鄧聲喈，1915-2015)所言： 

我們這一代共產黨人，改造世界(包括改造人的思想在內)的許多本

領，是在那個時候造就的。71 

這段話的重點顯然是「改造人的思想」的本領。以上研究表明，這許

多本領所以能改造思想，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正在於其圍繞青年自我

而發展出一套可以深入自我，將之解剖、分析，以至重構的技術。鄧

力群所言的「人」，主要就是青年。他們在被改造的同時也是改造者。

同樣的，改造與被改造的思想則是青年自我意識。 

當然，整風的具體實施方法，並非僅是青年自我解剖那樣簡單，另

外牽涉黨的整體政治意圖與細膩的領導技巧。本文旨在揭示青年自我

在整套政治系統中的位置與作用。中共整風的相關領導控制手法，將另

為專文闡述。限於篇幅，此處僅能說明其運作的大致原理，若以 70到

80人的機關為例，分為 3組，3名幹部分別領導，領導者通常也是部門

主管，先在各組內動員兩名幫助對象，也就是願意按照標準「反省提綱」

反省的積極分子，由此形成一個領導核心，這種核心的任務是對整風計

                                                                 
69 沈霞，《延安四年 1942-1945》，1943年 12月 27日，頁 140-141。 

70 沈霞，《延安四年 1942-1945》，1943年 12月 27日，頁 140-141。 

71 鄧力群，《延安整風以後》(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8)，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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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發揮保證作用，以精心安排的編組、漫談、小組討論等方法，使少數

積極分子得以對編組內其他成員，形成政治∕智識上的優勢，從而能以

少數影響多數，最後令多數意見與黨意一致。在此機制中，青年自我主

要作為喚起個人積極性的文化觸媒，安放並侷限在編組內部。動員與被

動員者之間，理論上受上級政治意圖支配。好的領導者能有效利用如沈

霞這類積極分子的青年自我，使之轉化為自主迎合運動需求的積極性，

再以之激發動員目標人群的自我意識與積極性。72 

由此回顧，針對王實味的大批判，可說體現了以政治意圖統御青年

自我的完整過程。在初期階段，也就是 1942 年 4 月分，中央研究院代

理院長羅邁，面對王實味與大多數青年對他與延安現狀的激烈批評，就

確立了「要轉到運動去，同群眾結合在一起」的基本策略。73在他的領

導下，首先組織各個研究室內部的漫談與小組討論，討論內容也不直

接針對王實味的言論本身，而是以自我批評為名，由羅邁親自示範鉅

細靡遺地自我解剖，引導青年把思辨的方向由對外批判現實，轉向對

內自我反省。在此稍前，宣傳部長凱豐(何克全，1906-1955)約見院內積極

分子，暗示將對王實味與其他青年做不同政治定性。此一訊息由積極

分子向各青年傳達，暗中影響青年的言行。經過 4月的小組討論，以

及中央〈關於在延安討論中央決定及毛澤東同志整頓三風報告的決

定〉(即〈四三決定〉)，確立了一些似乎對事不對人的整風行事原則。接

下來從 5月 27日到 6月 11日的紀律與民主座談會(也就是大座談會)，進

入擴大的民主討論階段，先是全院，然後是容納院外人士，開始對王

實味以辯論形式提出批判。在聲勢浩大的民主討論中，王實味只剩下

                                                                 
72 饒漱石，〈反省階段中的工作中心及如何進行反省〉，收入中共蘇中行政

委員會第三行政區黨委編，《整風運動參考材料》，十集(寶應：江潮社，

1944)，頁 4、頁 7。 

73 李維漢，《回憶與研究》(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頁 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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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上的發言權利，實際上根本難敵眾口。前一階段的漫談與小組討

論工作完全發揮作用，青年群眾由最初同情王實味，一變而為對王激

烈批判。在此同時，積極分子並未停止對王實味的私下幫助，但他們

之間言談的內容卻又為積極分子作為批判的材料，一方面批駁王實

味，一方面要求他為自己辯護。王實味面對青年熱烈興奮的情緒與尖

銳詰問，起初還堅持己見，據理力爭。論辯固然講究推理，但言辯再

有力量，若缺乏公正有力的裁判，也無法有效阻止業已駁斥的錯誤論

證一再出現。更何況在民主的場面中，論證是否有理，已然不由論理

規則與事實決定，而取決於社會情境中人群習慣的情緒表達方式與理

解能力。王實味始終不承認自己的錯誤，但仍在他曾經稱頌的青年們

斥責下，被安上了反黨的政治罪名。74這個組織批判過程中所展現的

「領導藝術」，75顯然在當時青年心中留下了難以抹滅的印象。 

然而，青年自我並不總是轉化為運動的積極性。即使不能直接挑戰

黨的權威，青年自我的內在矛盾並未隨之消解。整風後期，沈霞寫道： 

我給人的印象就是：開朗、熱情、果斷、大膽、敢作敢為、

看問題尖銳等等。這些實在已成為妨礙旁人更深了解我的牆

壁了。76 

經過整風，尖銳、明確、果斷、大膽、熱情等青年自我特點看來仍然

完好的留存在沈霞身上。這些沈霞曾經珍視的自我特質，如今卻似乎

已失去了它們的價值。究其原因，卻是因為它們已成為「妨礙旁人更

                                                                 
74 有關批判王實味的詳細布署過程，最權威材料自然是羅邁的自述。見李維

漢，《研究與回憶》。另見臧劍秋，〈世界觀改造的起點〉，收入溫濟澤

等編，《延安中央研究院回憶錄》，頁 126。 

75 臧劍秋，〈世界觀改造的起點〉，收入溫濟澤等編，《延安中央研究院回

憶錄》，頁 126。 

76 沈霞，《延安四年 1942-1945》，1943年 8月 22日，頁 12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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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了解我的牆壁了」。從本文的分析來看，這顯然是青年自我自我否

定內在理路的必然結果。甚至不需要理論也能看到，當青年自我成為

技術，被沈霞積極地運用於他人身上時，如同中共在實務過程中所發

現，人們很難不產生「思想上的防禦」。77於是原本最坦率，最不「世

故」的自我，最終未能使別人更容易了解，更願意親近，反而因其咄

咄逼人而成了讓人望之生畏的乖戾性格。 

八、結語 

必須強調的是，青年自我產生的政治作用絕非不可避免。中共施

加的各種政治操作與特殊環境，才是事件發生的必要條件。本文無意

宣稱沈霞、范元甄、王實味、高魯等人的自我特性即是青年自我的全

部或主要內容。每個青年因為個人性情與成長背景的不同，必定還有

許多個人化的特點。青年自我在歷史上的正面作用更是不容抹煞，青

年投身的理想與事業無疑加速了中國的舊邦新造。本文也無意將整風

全然歸因於外來文化。自我解剖或許仰賴現代文學與哲學的技術支

援，這並不排除傳統理學的修身方式，如交換日記互相規過之類，在

整風實踐成形過程中發生某種影響。78在此只是要指出，某種個人自

由主義式的自我，確實在整風中發揮了不容忽視的作用。 

其實，當吾人把目光從中共本身移開，並嘗試納入世界史的視野，

                                                                 
77 夏征農，《思想教育舉例》(長春：新中國書局，1949)，頁 33-34。 

78 相關研究見王汎森，《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學術與心態》(臺

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3)，頁 227-272。從整風的演進過程來看，傳統

修身反省等思想與實踐，雖然客觀上具有同批評與自我批評相似的形式，但

中共借用這些傳統資源的最初目的，主要還在重新強調集體倫理價值，以節

制青年漠視傳統道德、獨重智識的現代傾向。換言之，傳統是一座森林，引

發森林大火的火頭或者另有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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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會發現青年自我在中共內部產生的政治作用，或許不僅是中國特有

的現象，而很可能有更普遍的現代性根源。甚至可以說，正由於青年

自我集中體現了現代性的主要特徵，其本身已然成為一種形塑世界觀

與歷史書寫的元敘述(meta narrative)，透過描述青年在世界史中的角色，

無形中規範了延安整風的運動邏輯與歷史定位。下文試圖闡述：研究

延安整風與青年自我的關係，不僅在析論中共一黨之得失，還在揭示

青年作為整個現代政治基礎設施的意義。許多學者已然指出：現代自

我認同的主要特點，就是以個人自由的權利，或者說自主選擇的能力，

作為自我的最高追求。古典時代所崇尚的倫理價值與義務，由此大部

分成為個人偏好，不再具有道德上的神聖意義。79 

這一發展趨勢與延安青年自我展現的特徵是一致的。人們更在乎

維持或增強自我選擇的能力，也因此崇拜有能力的強者。至於追求高

強能力是否帶來正確或道德的後果，則不是考慮的重點。能力如同利

器，是非道德的，本身並不反道德。利器固有助於成就道德事業，但

青年若太過執著於爭強好勝(自我)，後者自然就無暇顧及了。就如同在

辯論會中，范元甄成功地為國民黨的政見辯護，造成中共認定的錯誤

立場與觀點(國民黨政見)得到群眾的認可，看起來是以一人之力挑戰了

黨的意旨。而此事難度之高，適足以將她的辯才之高超展現到極致。

范元甄雖是中共黨員，但從她的敍述中，對於政見的敵我與是非顯然

毫不介意，更未見如黨員曾志那般發自內心的反感。 

由於高度注重自主能力，分辨何種是真正的自我，何種只是受外

力支配的假象，就成為一個重要問題。現代自我創造了維持與發掘自

我的焦慮。幾乎與現代自我出現同時，人們先是開始區分靈與肉，然

                                                                 

79  Michael Sandel, Democracy’s Discontent: America in Search of a Public 

Philosoph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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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又將非理性的情緒劃出真正自我的範圍，其根本動機就是要在內心

的最深處，安置那個真正不受外力(包括物質與七情六慾)影響的自我。讓

自我從原本受主客觀因素擠壓，經常身不由主的凡夫，成為具有個體

意志絕對主權的帝王。80於是我們看到，在現代性影響下，一種青年

自我的型態與論述出現在晚近人類歷史的風景中。出於對個體自主性

的極度渴望與焦慮，青年在現代人的自我想像中，成為代表一切原初

美好的真人。他們具有不受文明枷鎖束縛的先天智識能力，因此可以

洞悉複雜表象後據說非常簡明的真理。也基於同樣的論述邏輯，青年

若想維持自我之本真，彰顯人間的真相，就必然要打破社會建制的牢

籠。反之，任何打壓青年自我能動性的政治社會舉措，都變成壓抑扭

曲人性的惡行。二十世紀頭十年，此類論述開始大量湧現，隨即為歐

洲各國青年奉為圭臬。相較於父輩，這些青年似乎不僅更加擁抱現代

性帶來的進步價值，對個體自由發展的追求猶有過之。這代青年在各

類文藝領域大膽實驗探索，同時在反建制激進思維的引導下，卻視萬

古如長夜，以務實妥協為怯懦，以致普遍鄙夷前代人相對寬容謹慎的

市民氣質，反倒以狂熱決絕為堅持理想，一頭栽進集體非理性的戰爭

洪流中。81不到十年光景，類似情狀也已在非西方世界蔓延。朝鮮三

一運動(1919)與五四運動中的青年現象，早為學界所共知。誠如研究中

韓兩國現代文學思想史上青年話語的學者所言：「『青年』一詞被賦

與否定過去進而領導未來的使命感，並且借助於現代的認識框架使青

                                                                 

80  Lorraine Daston and Peter Galison, Objectivity (New York: Zone Books; 

Cambridge: Distributed by the MIT Press, 2007), 205-210. Roger Patulny ed., 

Emotions in Late Modernity (Abingdon, Oxon; New York, NY: Routledge, 

2019), 11. 

81 Jon Savage, Teenagers: The Creation of Youth Culture (New York: Viking 

Adult, 2007), 133-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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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屬於現代世界。」82這些事實十分精要地總結了青年自我的現代性

與世界史性格。 

這種青年，或者說現代人的自我論述，雖因其時代侷限而「解釋

不了什麼，不過傳達令人感覺良好的正面論調」，但確實成為許多報

導與學術研究不證自明的預設。83舉例而言，青年自我能動性與社會

壓迫的二元對立結構，依然是今日青年研究的主流敘述與基本前提。

學者已然指出：所謂青年能動性具有超脫社會既有價值體系與利益結

構的先天獨立性的理論，缺乏充分證據支持。84青年對自身智識與選

擇能力的理解方式，很有可能受到現代早期思想家，如霍布斯(Thomas 

Hobbes, 1588-1679)等人的影響，而帶有占有性個人主義 (possessive 

individualism)的印記；他們將個人能力視為個人財產，實則假設財產的

價值與所有權天然會得到市場社會(market society)的尊重，至於社會是否

按理想中的市場法則運作，則不在占有性個人主義者的觀照中。85若

稍加考察，更會發現，這種先知先覺、對抗世界的青年自我，其實遲

至十九世紀晚期才完全成形，並在西方現代性全球擴張的過程中，成

為各地大眾政治與文化幾乎不證自明的前提。然而二十世紀以來，西

方學界內部從未停止對此通俗啟蒙產物的批判。諸如海德格(Martin 

                                                                 
82 高在媛，〈現代性語境下的「青年話語」─1900到 1920年代中韓思想與

文學比較〉(上海：華東師範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博士論文，2014)，頁 51。 

83 Fabio Lanza, “Springtime and Morning Suns: ‘Youth’ as a Political Category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The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Childhood and 

Youth 5:1 (Winter 2012): 32. 

84 Julia Coffey and David Farrugia, “Unpacking the Black Box: The Problem of 

Agency in the Sociology of Youth,” Journal of Youth Studies 17:4 (September 

2014): 465-470. 

85 C. B. Macpherson, The Political Theory of Possessive Individualism: Hobbes 

to Lock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v-ii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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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idegger, 1889-1976)、沙特(Jean-Paul Sartre, 1905-1980)等反思現代性的領頭

人，紛紛從心理學、詮釋學，以至現象學等角度指出：自我從來與人

世體驗共構共進，絕不是一個先天與外部隔絕，在抽象內觀中得到完

善的獨立意識，更不是渾然天成不可限量的個性泉源。86換言之，所

謂青年與生俱來的覺知能力與進步性，至少從西方科學與哲學的立場

來看，仍是個論據可疑而有爭議的政治想像。傅科(Michel Foucault, 1926-

1984)更是從知識與權力合謀的角度指出，現代性對人類的嚴密控制正

是透過這種表面上追求個體自由解放的自我。也就是說，這樣的自我

實則是載入人心中的監控程式。它透過強化自我的個性化與獨立性，

實際上瓦解了被統治者冷靜組織大規模協調反抗的思維與能力。87本

文的發現似乎亦可印證，青年越想成為卓爾不群的自我，他們就越容

易為高度理性化(因此也忽略個性)的政治論述與組織力量所收服。青年自

我這種事與願違的悖論顯然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延安青年自我與現代性之間一脈相承，而非對立的關係，或許以

下這一段文字最能表明： 

擺脫一切地上和天上的傳統權威的束縛，肯定人的獨立、自由

和幸福生活的權利，這可以說就是個性解放的內容。 

在中國，……新思想，曾經流傳在許多青年中間。可是從五四

到今天，中國人民的個性解放一直沒有實現。88 

                                                                 

86  Jesús Adrián Escudero, “Heidegger on Selfhood,” Americ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Research 4:2 (February 2014): 8-11. 

87 David F. Gruber, “Foucault's Critique of the Liberal Individual,” 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 86:11 (November 1989): 615-617. Anna Margaret Anderson, “The 

Constitution of Youth: Toward a Genealogy of the Discourse and Government of 

Youth,” (Ph.D. Dissertation, RMIT University, 2010), 2-5, 68-71, 81. 

88 默涵(林默涵)，〈論個性的解放與發展〉，收入立人、艾思奇等，《一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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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不註明出處，許多人或許會以為這段如同西方教科書的論述是出於

翻譯或自由主義者的手筆。然而其作者林默涵(林烈，1913-2008)，卻是文

藝青年出身，整風期間都待在延安的中共幹部。單獨看這段文字，誰又

能想到這篇文章屬於「整風文叢」。或許有人會說，中共其實不相信這

套啟蒙價值，不過是一種宣傳手法。的確，林默涵很快將啟蒙揭櫫的個

性解放理想與民族解放綑綁在一起，指出民族解放才能為個性解放創

造條件。無論此言有無道理，即使整風已經全面開展，也不能否認追求

個性解放依然是青年自我最重要的訴求，這也使得中共必須以全然正

面的字句，將資產階級的自我理想納入革命的藍圖。無論是否出於工具

性的目的，這段文字與前文的分析，都指出一種可能性：個人自由主義

未必與中共所謂集體主義的共產革命水火不容。相反的，就自我意識而

言，這兩大政治意識形態體系其實分享著許多共通的自我理想。在激烈

反傳統、追求道德意義模糊的個性解放等方面，共產主義與自由主義的

分歧可能只是手段問題。89透過杜威(John Dewey, 1859-1952)1919 年在北京

大學膾炙人口的演講內容，不難了解這種共通性： 

個人主義是注重個人自由選擇，愛做什麼便做什麼。 

如果把這派學說[個人主義]應用到中國來，拿他們所攻擊的國

家干涉，來攻擊家庭的干涉，把家長的權利一切停止了，讓家

人各去自由獨立做事，那麼就很可以看出這派學說的好處。 

這場由胡適(1891-1962)口譯的演講，雖以個人主義為題，但通篇內容其實

都是對古典自由主義的闡述。當然，杜威的演說帶有相當的通俗氣質，

可能為了適應聽眾的理解能力而採用淺白的表述。但除非胡適完全扭曲

                                                                 

無前》，整風文叢 4(香港：紅棉出版社，1947?)，頁 1-2。原刊《群眾》，

10：14(重慶，1945)。 

89 杜威(John Dewey)，《杜威的三十二堂課─胡適口譯，百年前演講精

華》(臺北：大塊文化，2019)，頁 95、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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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師的觀點，只需比對上下文不難發現，杜威雖對經濟上的自由放任有

所保留，然以個人絕對自由抗衡政治社會權威的意態仍然相當清楚。在

杜威相對正宗的自由主義論述，與五四以後許多青年自我中的個人∕自

由主義特質，乃至毛澤東所概括的「心目中沒有集體生活的原則，只有

自由放任」現象之間，似乎很難劃出一條涇渭分明的界線。90如果說自

由主義的個人主義核心其實也為延安青年所充分認知與接受，那麼，將

此種個人意識的缺位簡單歸為集權體制崛起的一個原因，似乎仍有商榷

的餘地。或者也應該考慮，自由主義個人理想走向自身反面的可能性。 

以上關於個人自由主義自我的分析，是否為後見之明？不妨看看

童話作家嚴文井(嚴文錦，1915-2005)在 1942年 6月發表的一段文字： 

久而久之，那「自己」的感覺越來越發達，就漸漸的畸形發展

起來。他感覺這個「我」乃是命運的真正的主宰(因為他也真憑自

己的意志做出了一點事)，這個「我」乃是真正的神。於是「我」就

神化起來，……91 

在一片撻伐王實味政治動機的聲浪中，嚴文井卻從時間發展的角度，

討論了個人主義的自我意識，如何使許多文人過高估計了自我的力

量，由此產生了單槍匹馬對抗整個邪惡世界的英雄主義政治幻想。嚴

文井不僅明確了自我意識的政治作用，還敏銳地指出：「尼采主義可

以給那個陷在孤立狀態中的『自己』以安慰，它彷彿是一種內心的鎮

痛藥。」92也就是說，延安青年的自我想像，完全可以是一般視為非

                                                                 
90 毛澤東，〈反對自由主義〉，收入《毛澤東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第 2卷，頁 359-361。 

91 嚴文井，〈論文人的敏感同自我意識〉，《穀雨》，1：5(延安，1942)，

收入《紅色檔案》編委會編，《紅色檔案─延安時期文獻檔案彙編》，

第 38冊，《穀雨》，頁 149。 

92 嚴文井，〈論文人的敏感同自我意識〉，收入《紅色檔案》編委會編，《紅

色檔案─延安時期文獻檔案彙編》，第 38冊，《榖雨》，頁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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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右翼的尼采超人哲學。這也再次證明，青年自我是一個跨越左右意

識型態的基礎意識形態。更值得深思的可能是，超人般自我的絕對發

揚，或許並非克制政治橫暴的特效藥，而往往是只能麻痺真正政治思

考的「鎮痛藥」。追求超人的能力不能緩解現代青年自我的孤絕感，

反而引來政治的雜念與猜忌。這一組自我與政治之間生剋關係的難

題，當時雖也不乏能略窺一二之人，但整體而言，他們的解決辦法使

自己與社會付出慘痛代價。時至今日，謳歌青春高揚自我之時代浪潮

絲毫未衰，青年自我的話語與實踐持續主導著人們對各類政治議程實

質的認識，時或具有左右世人命運天平升降之重量。歷史的篇章並未

翻新，依然展開在「永遠年輕」(forever young)的那一頁。 

 

 (本文於 2020年 2月 25日收稿；2020年 10月 7日通過刊登) 

* 本文承蒙匿名審查人以及編輯委員會悉心審閱並賜予寶貴意

見，衷心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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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th Self and the Yan’an Rectification Campaign   

Chen-cheng 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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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th Self, as a modern identity, had been severely critiqued for its 

individualistic and liberal characteristics by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the Yan’an Rectification Campaign. Paradoxically, those 

characteristics also formed the political infrastructure that facilitated the 

unfolding of the campaign. A series of self-dissection techniques were 

therefore highly developed and enthusiastically applied by the Yan’an 

youth in the process of criticism and self-criticism. In this sense, rather 

than a unique CCP phenomenon, Youth Self and its political 

consequences were actually derived from a global modern ide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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