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
治
法
律

施 

欣
：
以
何
方
術
納
中
國
於
新
潮
之
軌
？

７３

一、《新潮》期刊簡介及出版遲滯

的緣故

開宗明義，編輯者懇切地告訴讀眾，《新潮》
[2]雜誌是聯合北京大學志

趣相同、愛好相近和深懷

愛國憂民情懷、深具開拓

創新精神的學生們（也包

括少量教授）共同創建或

舉辦的一份獨立自主、思

想多元、淹雅博聞、言論

犀利的專業文學月刊， [3]

並在事實上成為了五四

「文學革命」初期和「新文

化運動」早期的重要文化

刊物、文學要目與思想陣

地。該刊由北京大學「新

潮社」[4]編輯、撰述、包裝

與刊行（包括籌稿、策劃、

排版、印刷、經銷各個環

節），於1919年元旦正式創辟問世，主要編輯人員

為傅斯年、羅家倫、楊振聲（即所謂「新潮三駕馬

車」），還包括部分教師和校外人士（譬如顧頡剛、

周作人、毛子水、陳達材、孫伏園等時彥俊碩）。此

外，李大釗、陳獨秀、魯迅、俞平伯、成舍我、葉紹

鈞、朱自清、劉半農、馮友蘭、徐彥之、孟壽椿、郭

以何方術納中國於新潮之軌？
——基於《〈新潮〉發刊旨趣書》的機微與覃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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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新潮」，僅從字面上理解，是指「新漲

的潮水」（本義）；而就從深層次理解，借指嶄新的

潮流與流行的趨勢——代表著時尚、寄托著力量

和反對著落後、摒除著老土。展開來說，「新潮」意

指新鮮的社會風氣或新

穎的社會思潮，往往包涵

了外來的新思想、新思潮

的灌入與浸潤，同時意味

著新文化、新文明的輸入

與散播。顧名思義，新潮

象徵了脫俗超凡、指針了

大雅別致；藉此，帶給民

眾一股清新的感覺和鮮

美的體味，進而成為社會

模塑的風尚、大眾效仿的

對象，亦成為了人們追逐

的價值元素和目標方向。

通覽《新潮》雜誌、讀解

《新潮發刊詞》，我們可

以知曉或了澈，編者對

「新潮」寄予了冷雋與雋永的喻意：任何妄圖阻擋

時代進步與國民發展的「螳臂當車」者流——無

論他是誰抑或身處何位，都必然淹沒、溺斃在時代

的大潮與歷史的河流之中。[1]歷史，最終將以無可

阻擋之勢，朝著社會衍化、文明演進的方向奔湧向

前。

摘  要：《〈新潮〉發刊旨趣書》一文精闢論析了：

《新潮》期刊簡介及出版遲滯的緣故；《新潮》

的出版旨趣與發刊指歸；《新潮》指明思潮方向、

找準國人位置的社會功用與思想價值。從中，可以

洞悉與透視其志趣與功用、睿思與希圖。作為北

大學生自主創辦、自我管理的早期著名學術刊物，

《新潮》承荷起了傳承歷史、灌輸文明的文化使命

和肩負起了傳播新知、揚榷學術的出版天職。「新

潮」喻意頗深，一語雙關地指代「新」青年學子期

許以該刊納中國入世界文明之大潮流、導社會入

現代化之正軌道。

關鍵詞：《新潮》雜誌；大學精神；校風；學術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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紹虞、高尚德、譚鳴謙、康白情、潘家洵、沈性仁、

汪敬熙等名人大家也經常性地為刊物撰寫文章，

在物質與精神上扶助刊物的成長與成熟，以實際

行動撐持刊物的壯大與進步，使其學術品位與出

版聲譽大增。此刊是在精心借鑒西歐模式、審慎參

酌日本範式之後於「新思想的園地、新文化的潮

頭、新思潮的前沿」——北京大學，展開的同人辦

報、集體創刊的新聞活動與報刊實踐。作為「五四

運動」的先聲與「新文化革命」的先驅，《新潮》雜

誌甫一出刊便旗幟鮮明、立場堅定地站在鼎新文

化、推動學術的立場上，啟迪智慧、開悟學界、戶

牖新知、普及常識，以實際行動踐行著「學會以資

其博，學報以進其益」[5]的鵠地，開風氣之先導、行

文明之樞機。因而，刊物出版以後便深受廣大讀者

（尤其是師生）的喜愛，創刊一個月之內就再版了

三次，似乎有「紙貴洛陽」之勢。《新潮》雜誌的創

建視閾開闊、徵引宏富，不單在創辦及發行上較

早，而且在影響及作用上也較大，置於文學（化）

史、思想史、報刊史、媒介史乃至中國近現代史上，

均具有重要的地位和意義。

北京大學[6]是自強求富時代和維新變法運動

的產物，自1898年誕生至今（《新潮》創刊之時），

已悄然過去了整整二十一年，時間說長不算長、說

短也不太短。按常理來說，有著自由傳統和包容特

質的北大早就該出現類似《新潮》一類供學子發

表思想見解、討論學術學問的專門刊物，使之成為

新思潮、新觀念的交流的平台和互動陣地，為什麼

學生自主創辦及管理的刊物卻遲至今日才得以出

版呢？作者摭拾，主要因由三大原因的延宕與耽

誤。

（一）傳統勢力強大

中國，是一個具有五千年歷史的文明古國，自

秦漢以來兩千餘年，實行尊儒依法的君主專制統

治，成為一個以農業為經濟基礎的、組織嚴密穩

固、生命力很強的國家。雖然，中國幾度被北方游

牧民族所滅亡，但因為具有較高的文化水平，那些

文化水平較低、文明程度較劣的游牧民族反而被

同化，進而凝結出一個強大的中華民族，這個強大

的國度一直屹立於世界的東方。[7]這是因為中國畢

竟是一個古老的君主國家，有著強大的文化同化

力量，「五千年所形成的文明不是一下子就能摧毀

的」。[8]由此可知，中國文化歷史輝煌悠久、思想制

度長期領先，卻也造成傳統勢力特別強大，以及舊

習俗、舊制度、舊思想特別頑固的態勢，改革總是

困難重重、阻力甚多，而鼎故總是痼弊層層、泄沓

延宕，在向近代化邁進的每一步中都異常艱澀、每

多掣肘，社會轉型與政治改革也總是醯雞自封、一

仍其舊，難以打開局面和進展順利。究其原由，在

於「五千年所形成的文明，不是一下子就能摧毀

的」，[9]質言之，即習俗與思維上積重難返和行為

與實踐上因循剿襲。誠如史學家蔣廷黻所剴陳的

那樣：「第一，中國人的守舊性太重；第二，中國文

化是士大夫階級的生命線；第三，中國士大夫階級

（知識階級和官僚階級）最缺乏獨立、大無畏的精

神」。[10]歸根結底，中國的傳統勢力、保守力量過

於強大且頑固，仁人志士致力於改良社會、改善風

氣、改進體制往往要付出極大的心血與智慧，甚至

必須冒其鋒鏑才能有望突破、必須饗以慘痛的代

價才能希冀化變。無怪乎，魯迅先生曾經同樣精闢

地指出，「可惜，中國太難改變了，即使搬動一張桌

子，改裝一個火爐，幾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

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動，能改裝」。[11]當維持原狀、

成為一種常態，當動輒得咎、成為一種慣例，當不

思進取成為一種惰性，何以創新、何以生變、何以

惕勵自省何以創荊辟莽？不難理解，「新民學會」

會在其學會宗旨中大聲疾呼：「因為中國的壞空氣

太深太厚，吾們誠哉要造成一種有勢力的新空氣，

才可以將他斢換過來」。只有突破舊有思想的束

縛、打破舊有傳統的禁錮，才能灌輸新知識、浸漬

新思維，以新的風氣改造舊的風氣，以新的常態改

造舊的「固態」。可以說，任何時候我們都要牢記：

守舊沒有出路，排外沒有前途。傳統歷史及文化勢

力強大，既是好事、也是壞事。為什麼這麼說呢？

它一方面可以凝聚人心、鞏固思想、延續文脈，再

一方面它也可能造成短視、昏庸和保守、壅蔽。其

實，我國歷史文化傳統中的精華，理應繼承和發展

（比如尊老愛幼、仁義禮智信），而傳統中的糟粕

（如三妻四妾、婦女纏足）則應該徹底革除和摒

棄。為什麼中國古昔之盛與近今之衰、判若霄壤，

近代愛國外交家曾紀澤認為是因為中國精力業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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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鑠殆盡、將近末造，從而力絀難支、難以與列強

爭勝。他這樣論述：「緣中國之意，以為功業成就、

無待圖維，故而垂拱無為，默想熾昌之盛軌，因而

沉酣入夢耳」。 [12]他認為，中國傳統勢力過於強

大，嚴重禁錮與束縛了人們創新的思維與前進的

腳步，透支了民族的創造力。可見，痼疾須去，陋

習須除，先進中國人必要打破舊習俗、舊禮教、舊

傳統。作為先覺者的知識分子要堅持「取其精華、

去其糟粕」的原則，起到身體力行的作用、擔負模

範帶頭的職責。因此，他們普遍認為：「我們想這

種（壞）空氣，固然要有一班刻苦勵志的人，尤其

要有一種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義，如果沒有主義，

是造不成空氣的。我想我們的學會，切不可徒然作

人的聚集、感情的結合，要變為主義的結合才好。

主義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來了，大家才有所指

望，才知所趨赴」。[13]刺戟舊習俗、革新舊傳統、突

破舊思想、汰除舊制度、滌蕩舊人事，甄陶人材，選

育精華，必須首先在思想戰線樹立起一面鮮明旗

幟。

編者坦言：「向者，吾校性質雖取法於外國大

學，實與歷史上所謂『國學』者一貫，未足列於世

界大學之林；今日幸能脫棄舊型入於軌道」。[14]過

去的廿餘年間，北京大學取法西方、引介歐美，將

不少西學西法西藝西思時不我待、刻不容緩地傳

入國內學界，吾校除舊布新、明體達用的許多措

施，均為中西合璧之典範。從某種意義上說，北大

是西方現代大學樣板及教育模式在中國的移植。

正是因為北大受到歐美國家高等學堂（大學）的

影響頗深，在教學安排、考試制度、教授流程等諸

多方面積極與世界接軌、汲汲於邁向現代化程途，

因而帶有較強的西方色彩、較重的歐美風範。即

便如此，它仍然難以在較短時間內擺脫傳統習俗

的束縛——畢竟北大是脫胎於舊社會、舊時代、舊

制度的大學堂，印刻有它從屬的那個社會背景下

的雋永烙印，傳統思想與封建文化的渲染與熏陶

太過長久與深刻。因而，北京大學仍舊脊續了傳統

的因子與承傳了國學的底子，它始終扎根於中國

歷史傳統的深厚土壤，始終耕植於華夏文化的沃

土，始終根柢於中國文化思想的血脈，一以貫之，

從未間斷。在歷史事實上，「五四」之前的北京大

學，依舊帶有一些落後的、頑劣的因素，暴露出了

一定的歷史和時代局限性。由於歷史短促、經濟困

窘、政治窳敗、民眾愚蒙、社會黑暗等原因的綜合

影響，因而建校初期的北京大學，尚未能夠與世

界各地大學並駕齊驅，也尚未能同列於世界大學

之林，難以「一蹴而就」地完全運行或遵循歐美高

等學校的模式。實質上，因循守舊或襲故蹈常的

弊端，彼時的北京大學也未能完全免俗。不過，令

人歡呼的是，這樣的情況在「現在」得到了較大的

改善。今天的北京大學，與既往相較進步迅疾，正

逐步脫離舊姿態、改觀舊面貌，擺脫封建的束縛

和習俗的禁錮，處於向新式高校、現代化大學轉型

的關鍵時期，力爭躋身世界名校之林。換言之，北

大處於國家向現代化邁進、大學向世界名校挺進

的轉捩點，向現代化嬗演的進程急遽加快，著手

創建《新潮》便提上了議事日程。可以說，《新潮》

雜誌此時橫空出世，可謂恰當好處、躬逢其時。之

所以，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北大為首發、為主流、為

主力和為主陣地，就是基於北大悠久的歷史、自由

的傳統和西方文化的渲染，也印證了陳平原提出

的「大學制度的建立，包括其蘊涵的學術思想和文

化精神，對於傳統中國的改造更是根本性的」[15]

這一論斷。

（二）過去未予重視

重視，指的是認為某事或某人非常重要，從

而認真對待、妥善處置，是一種思想上的主動作

為和行為上的積極投入。恰恰相反，「不夠重視」，

則意味著在思想及行動上，並未將之列入重要的

考慮因素和擺上議事日程。當然，原因多為：或限

於時間精力的不足，或囿於經濟財力的見絀，或羈

絆於外來壓力與各方干涉。編者直言：「向者，吾

校作用雖曰『培植學業』，而所成就者、要不過一

般社會服務之人，與學問之發展與無；今日幸能正

其目的，以大學之正義為心」。[16]《新潮》創刊之

前，北京大學以「培植學業」為標的、以「宣化民

眾」為根本，缺乏世界眼光、缺少全域觀念，走了

一條科舉（入仕）教育的「老路」與「舊途」，刻板

的教學，機械的記誦，沒有看重知識的傳承，沒有

看重學問的求索，沒有看重學術的精研，和舊時的

國子監、太學區別不是太大。加之，或多或少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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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書做官的仕途經濟左右，導致一批紈絝子弟或

拙劣之人忝列北大高等學堂，使其蛻變為被人譏

諷與詬病的「老爺們的大學」。於是乎，二十餘年

間，難以造育出經世濟國的真才、大才和堪當大任

的全才、雄才；抑且再退一步講，培養出來的人才

即便在某一領域有所成就，也不過是一般性的、技

術性的人才，他們更多地是能夠服務社會、服務大

眾，對國是民依難以掌舵，對國計民生無法勾勒。

這樣的培養目標，是比較膚淺、亦相當浮泛的，僅

僅是「術」的層面上造育實用性和實踐性人才，職

業性、技術性相當凸顯，反而忽略或漠視了長遠的

人才培基、深層次的學校提升。進而言之，北大既

往的教育模式與培養目標，並不著眼於發達學術、

著重於發展學問。說到底，早期的北大在培養人

才、造育學子方面，仍然延續舊體例和承襲老套

路，成了官僚子弟的「遊戲場子」，作了「守舊的官

場」或言「變相的科舉場」，忽略了《大學》首篇開

宗明義「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

善」的古訓。值得慶幸的是，北大隨著社會的進步

而嬗演至今，已然認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致力於

矯正過去的偏頗之處、投身於改變以往輕視「內涵

式發展」的根本性錯誤，集中表現在思想、教育及

學術諸多領域——《新潮》雜誌的出版與刊行，便

是其中比較具有代表性的策略與舉措。此後，建立

在對自己正確認識與準確定位牢固基礎上，《新

潮》同人和衷共濟、齊心協力，端正了既往的發展

方向、調整了未來的前進路線，以「大學之正義與

價值」為核心，以灌輸民主、科學為基礎，以啟蒙

智慧、改造新民為目標。由是，創辦屬於北大的特

立獨行、傲然岸偉的言論陣地恰逢其時：一方面，

以《新潮》雜誌的創設為契機，作廣大學子思想表

達的通道；再一方面，推廣《新潮》雜誌、以期助力

新思潮、新知識的傳播。要之，致力於創辦學會、

社團及報刊、雜誌，積極投身青年運動、文化運

動，既是北大的優良傳統、師生的共同心願，又是

辦學的一大特色、立校的一大法寶。事實上，北大

歷史上創建了林林總總、各種各樣的印刷出版物，

其中不乏名刊名篇與名人名家。這些圖書、報紙、

期刊、典籍的傳播與擴散，不僅引領了文化潮流、

鼓吹了先進思想，同時也教導了民眾、啟發了學

者、點撥了學子。從過去的不夠重視、到現在的高

度重視，體現了教育理念的進步；從之前的比較薄

弱、到如今的非常厚實，表明了學術觀念的晉升。

（三）校風未能明晰

校風，是大學核心辦學理念、鮮明教學特色

與獨特發展道路的集中展示，反映了一所高校的

理論品格與精神特質。循此以觀，校風是高等學校

辦學質量、育人水平、社會聲譽、人文精神的度量

衡與風向標，濃縮了大學的歷史、凝聚了大學的文

化與彰顯了大學的社會價值，亦即所謂：校風好、

學風盛；校風正、聲譽隆。教育及學界之所以如此

看重校風之隆盛與否，歸根結底即在於：明確、務

實的校風，可以引導學子豪邁的行進，激發學生高

昂的情緒，使其懷有大思維、大視野、大襟懷及大

氣度，使之成為對智慧的追求、對真理的尊崇和對

理想的仰止。毋庸置疑，任何一所高等院校的校風

（包括學風在內），都是其最本質的特徵和最重要

的標誌。因此，校風建設是大學精神文明建設的

重要組成部分，校風建設也是具有戰略高度及全

域意義的大工程。北大，在大多數國人心目中是一

個彌足珍貴的「精神坐標」，是一個完美而神聖的

「文化符號」，理所當然地成為一代人、幾代人的

不懈追求，作為一類人、一批人的身份象徵，把就

讀北大、習業北大視為人生至上的榮耀。為什麼

北大擁有如此之魅力？就在於它的校風之隆盛、

學風之美譽，猶如源源不斷的精神泉源，起著聚攏

人心、鼓舞鬥志的作用。

編者並不諱言地敘述：「又向者，吾校風氣不

能自別於一般社會，凡所培植皆適於今日社會之人

也；今日幸能漸入世界潮流，欲為未來中國社會作

之先導」。[17]以前的北大，其人才培養的目標與立

校定位尚不太明確與科學，僅僅滿足於培育適用

於社會的一般性、大眾型人才，與一般大學並無二

致，似乎也沒有走上一條特色鮮明、優勢突出的道

路，甚至還一度有作「貴族大學」之虞。這樣的檢

討、反思可謂中肯與深刻，是針對北大甫立時的各

種通弊的「對症藥」，也是改善北大成立之初多方

面窳敗的「頂門針」。如今，「求新知於世界」、「求

進步於學界」的北大，同人漸次意識到培養社會精

英、造就國家先覺者的重要性，堅持宏揚學術的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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襟，堅持砥礪品行的慣習，堅持讀解人文、求通天

下的品位，作有高度、有溫度和有品味、有操守的

高等學校。誠然，高等教育對於普及國民精神和

一般文化知識，固然重要，也是其不可或缺的一

大職能；但是，大學之「大」、名校之「名」，不單培

養社會「一般」、「通用」的人才，更須造化國民前

驅與國家精英。這批國家及民族的先列人員和棟

梁之才，對於國家的發展與社會的進步，善莫大

焉、也功莫大焉。晚近時期的許多有識之士都不

斷呼籲：「現代化高等教育不在造就少數之人才

而在造就多數之國民」。[18]中國社會，特別需要憂

國憂民、以天下為己任的學者，特別稀缺為教育、

為學術、為真理甘願獻身的民族脊梁式的人才。這

樣的自我剖析是相當深刻和到位的，同時可知北

大自我反省的氣魄與捫心自問的胸懷；以《新潮》

為代表的學子在探詢與追問中找出了北大肇起之

初教育成效不那麼顯著、人才培養不那麼明顯的

癥結。

沒有比較，就沒有清醒的認識和清晰的定

位；沒有比對，就無法規避風險及消弭漏洞、也找

不到或找不準未來的道路和前進的方向。通過從

正、反兩個方面進行論析，一正一反，對照鮮明，讓

人更加深刻理解過去；同時，也更加令人明確今後

的發展方向。舊時代的北大，已經不復存在；而今

的北大，是嶄新的開始、簇新的希望——她高舉著

西方自由主義的旗幟、呼喚著科學與民主春天的

到來。就這個意義而言，北大已經「改頭換面」、

「煥然一新」了——它不再是「早年的北大藏污納

垢、烏煙瘴氣，裏面不是八旗子弟公子哥、就是軍

閥政客老學究」[19]的舊時狀況，那種渾渾噩噩的

「醜陋」被徹底廢止或拋棄，轉而成為新思潮、新

文化的中心。根植於北大新風氣、新風尚、新風

範、新氣象土壤的《新潮》雜誌，從此以後成了北

大學子乃至全國學子的思想講壇。

二、《新潮》期刊的出版旨趣與發

刊指歸

對於新聞媒介而言，必然要有一個起主導作

用的出版旨意與作引領角色的傳播價值。沒有正

確的出版宗旨、明晰的發刊原則，就好像一個人沒

有靈魂。換言之，「辦刊思想就如同精神的指針，

真確的新聞思想可以促進新聞媒體的發展」。[20]

有了指南針，大海航行才有了明確的方向不至於

迷失誤導；有了指路燈，人們出行也有了正確的指

示不至於迷惘無助。有鑒於此，《新潮》雜誌毫不

遲疑地在「創刊旨趣書」中鄭重提出了自己的出版

志趣與原則。

（一）致力於成為新學術之策源地

《新潮》為何出版？或曰《新潮》為誰而作？

刊物開門見山、鄭重其事地指稱說：「本此精神，

循此途徑，期之以十年，則今日之大學固來日中國

一切新學術之策源地；而大學之思潮未必不可普

遍中國，影響無量」。[21]任何一種報紙、雜誌等印

刷出版物的創行，都必然要有一個濃縮的宗旨，都

必須要有一個鮮明的主題。否則，就會喪失了靈

魂、失去了旗幟，變得從眾、平淡甚至平庸。因此，

在《新潮雜誌社啟事》一文中，《新潮》雜誌全體

編輯人員剴切指陳：「同人等集合同趣組成一月刊

雜誌，定名曰《新潮》。專以介紹西洋近代思潮，批

評中國現代學術上、社會上各問題為職司。不取庸

言，不為無主義之文辭。成立方始，切待匡正，同

學諸君如肯賜以指教，最為歡迎！」[22]其言切切，

其情懇懇，強調為「學術之策源地」的努力方向首

當其衝，堅定地表明瞭以新文學為武器改造國人

的思想、以報章為利刃重塑民族之魂的立場，剖白

了不僅要求得思想上的獨立與解放、更期待政治

上的變革與鼎新的心跡。近代以來，某一份刊物

（包括報紙）的出版與刊行，若能抓住讀眾、報告

時政、策應文化，其影響無遠弗屆、價值無可估

量：它可以營造濃鬱的學術氛圍、培養厚重的學術

氣息和打造一個優秀的學術團隊、扶植一批向學

的學術新人，它可以延續文脈、承傳文明。在歷史

上，《新潮》與陳獨秀等人創辦的《新青年》同聲

相應、同氣相求且一唱一和、互成犄角，事實上成

為了後者的「輔翼」。由此，形成強大的輿論攻勢，

構築起牢固的思想陣線，堅定不移地與舊勢力、舊

傳統、舊思想展開了激烈的鬥爭，引導民眾尤其青

年走向光明的程途，賦予他們自我更新、自我鼎

革、自我提升的勇氣與力量，成為近代思潮的啟明

星和青年的指路明燈。大學之大，貴在學問之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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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之實；學刊之重，貴在求真理、求真相和繼絕

學、開太平，文化上要承前啟後，學術上要繼往開

來。正如這份學生刊物《新潮》之創建，其立意又

何嘗不是如此！它既與民族傳統文化的臍帶相連，

又與世界現代文明魂魄相依。北京大學有這樣的

決心與力量、有這樣的胸襟與情懷，成為中國近代

學術（融合西學）的濫觴，不俗於世、不降於世，獨

立不遷、深固難徙，而成為中國邁向近代化程途的

力智源頭。

對於一個民族而言，文化是其脊續及承傳的

血脈，是國民軟實力的體現，還是綜合實力的表

徵；而對於一個國家來說，學術是其凝聚人心、價

值認同的靈魂，是矗立並獨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

「身份證」，也是受到他人尊重的「標簽」、得到他

國敬仰的「標識」。晚近時期，中國之所以落後於

西方列強，而常處於「豆剖瓜分、漸露機芽」的慘

酷境遇，就是因為「知識的落後也就是人的落後，

由於缺乏外界的交流，人的精神世界蒼白，眼光狹

隘」。[23]歸根結底，是我們的國民不具備現代知識

與國家意識，而知識、技能、思想、觀念不如人家，

又怎會不被人甩在時代的大潮之後。歷史反復證

明：文化落後的國家和地區，要想發展經濟是艱難

的。經濟社會的發展，本身也要求不能偏廢文化。

不論是在經濟競爭力還是在綜合國力背後，一個

十分重要的支撐力就是文化。[24]勃興文化，必須首

先普及新式教育；變革制度，必須先要推廣新思想

新知識，總其要者莫如大量興辦期刊雜誌、廣泛

設立報館（社）。

如果說，文章是經國之大業、不休之盛事；那

麼，學術則是亙萬古、橫九亥之大事。學以致用，

學以興業，是每個有志之士的必然選擇。而將學

術與國家盛衰掛鉤，是中國歷朝歷代的傳統與常

識，「國家之興亡與學術之升降為正比例」[25]的思

想根深蒂固。近代以來，思想家與學術界普遍贊同

「學亡之國，其國必亡；欲謀保國，必先保學」[26]

的觀點與理念，明明白白告訴人們學術之重於泰

山，真真切切提出振興學術、以拯國家的號召，甚

至希冀將學術國家化——即集合國家的力量來規

整學術，並以實際行動去貫徹、去落實、去踐行。

實質上，北大的學風、教風深深「左右」了其他高校

的學風、教風，甚至還深刻影響了社會風氣、民眾

意識。儘管，民國初年政治黑暗、經濟蕭條、民生

凋敝，但以北大為榜樣的大學群體，卻是魚飛鳥

躍、思潮勃發，在烽火連天、戰亂頻仍之時，培養

出一批又一批的社會精英及國家棟梁。其中，就包

括大量閃耀星空的知識分子及大師級的學問大

家——正是開放成就「大」、正是包容成就「學」，

完美詮釋了「大學」二字。北大已然不再是初期那

個「上大學要麼是為了謀取一官半職、要麼是吃喝

玩樂混日子」的貴族大學了，而是大師的搖籃、學

者的發源地和高尚思想的醞釀所，成為具備思想

先進學子的集中營。

（二）傳輸北大精神，擔當學者先驅

一般而言，精神指針的是一個個體或群體通

過其言論、行為、風範、價值取向、人文追求等諸

種外在表現，讓人們感覺到其內在的品格與操守、

追求與境界、素質與涵養、思想高度與認識水準，

映襯並折射出遠大的追求、高尚的情操和與眾不

同的優秀品質、不同凡響的舉止言行、超凡脫俗的

氣質面貌、引領時代的思維水平。何謂北大精神？

是指北大所散發、迸射出來的積極的、正面的、激

勵的、甚至可以影響國民的內在氣質與無形力量，

這份滿滿的正能量可以引導、促使人民披荊斬棘、

勇往直前和推動政治發展、國家進步、民族向上，

在實際上成為了民族精神的一部分；並且，人民群

眾甚至希望它在某種程度上成為帶領民族精神向

前發展的一種力量。北大老校長一語中的地說：

「所謂大學，非有大樓，乃有大師之謂也」（梅貽

琦語），這一論斷被現當代的專家、學者們反復引

用，可知其被認可和尊奉的程度之深——它切中

肯綮地道出了大學立業的根柢、大學精神的精髓。

所謂北大精神，決不僅僅是一口空洞的膚泛的簡

單的口號，而是由一件件具體的事情和一個個確

切的實踐彙聚而成，是北大歷史與文化、傳統與現

代、科學與真理的「小水滴」聚合而成的信念及價

值的「江海」。北大精神的真諦、北大精神的閎遠、

北大精神的揚榷，靠得是鮮活的事件、鮮明的人物

將精神的暖流源源不斷地注入到北大的一草一

木、一磚一瓦，它不單是成就了一個名校、甚至是

造就了一個時代。一百多年以來，北大培育、涵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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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植與成長了中國數代最為出類拔萃的優秀學者

（子），究其根源就在於北大精神的熏習、渲染與

涵育、滋潤。在大學的象牙塔中，總歸要保留一些

精神層面上的東西，否則對大學、對社會、乃至對

學生個人，都是一種莫大的損失。北大在蔡元培執

掌之後，一掃過去頹唐庸俗的風氣，使之精神面貌

完全一新，並演變為中國「著名大學」、「一流大

學」的起始或肇啟：它不是升官發財的地方，也不

是功名利祿的場所，而是研究高深學問的境地；同

時，還大力提倡嶄新的學術之風（兼容並蓄）。

《新潮》雜誌全體編輯人員剴切指陳：「同人等學

業淺陋，逢此轉移之會，雖不敢以此弘業、妄自負

荷，要當竭盡思力，勉為一二分之贊助：一則以吾校

真精神喻於國人，二則為將來之真學者作前驅而

已」。[27]概言之，一份有責任有擔當有抱負的、從

屬於北大精神的雜誌應該立足於：奉獻社會，傳

輸北大精神；服務國人，擔當學者先驅。它表明和

呈映了北大青年學子（者）要求自辦的刊物以奉獻

社會、傳輸北大精神為圭臬和以服務國人、擔當學

者先驅為主旨，成為新文化、新思想、新人民的排

頭兵。此時，北大毅然決然地扛起了鮮明的旗幟、

喊出了響亮的口號、奏響了時代最強音。其實，作

育群氓，化導大眾，是以北大為首的高校當仁不讓

的天職。北大自誕生之日起，就是全國高校的楷

模，肩負文化天職，擔當社會責任。之後，編輯團

體謙遜、虛心地表示，自己才疏學淺、智識淺薄，

但報人之責不能頃忘。儘管，同人學業淺顯、學識

未精，但在這個社會轉型、思潮湧動的大時代，也

要竭盡所能、殫精竭慮地為弘道、授業奉獻一點

智慧、貢獻些許力量，為新時代鼓與呼，為新思潮

歌與舞，以襄助新文化事業，以助力新思潮運動。

正是出於這個目的，北大學子們主動集合起來，以

「眾人拾柴火焰高」的開門辦刊態度，以「三個臭

皮匠賽過諸葛亮」的鮮明立場，傾心打造一份「獨

家」的刊物：一方面通過創辦《新潮》，使得同人暢

快地發表文章、盡興地表述意見，務必將北大之

精神曉諭國民、傳諸中外；另一方面，以此為契

機，化育學界，灌輸智慧，作為今後社會事業的先

導、甘為大眾公共利益的肇基、成為將來思想的前

驅。即便是處於清末民初的黑暗專制統治之下，這

種意志不會黯淡、這種精神不會泯滅；不寧唯是，

它的光芒不可能被強權與專制所掩蓋、遮避，終

將影響全體中國人，使我華夏民族走上潮流所趨

的民主、科學的光明大道。

儘管精神是無形的、不可觸摸的，但精神可

以被感知、被體悟、被存續、被弘揚，亦可以感動

人、鼓舞人、影響人、提升人，它的作用是久遠的、

雋刻、深透的。大學精神，「是大學的航標和魂靈，

是大學生生存發展的精神動力與思想保證，是奠

定優良學風、校風的基礎」。[28]它是在大學長期發

展的歷史過程中逐步積累起來的寶貴精神財富；

一旦形成，便成為了大學理想追求的一種境界，以

及檢驗大學價值原則、共同理念的標尺。沒有精神

的大學，是喪失了魂靈的大學，甚至不能稱之為大

學。北大精神，彌足珍貴、值得珍視，它是中華民

族傳統文化與民族精神的結合（包括世界優秀文

明的融合），可以引導落後、凋敝及阽危的中國奮

力地走向世界先進之國的行列。按照這一大學文

化判斷與審美情趣：如果大學不確立和形成大學

精神，就不可能康健發展、穩健成長；如果大學不

維護和發揚大學精神，就不可能成為眾望所歸的

著名大學。之所以北大精神不僅為北大人所密切

關注，也為北大以外的社會各界人士所持續關注，

就在於北大精神的永久魅力。經過幾代學人的不

懈努力，以北大為首的中國大學，醞釀出了一種獨

特的精神氣度與文化風骨，也留下了許多歷史傳

統、風物典故和精神魅力，持續感染和熏陶著中國

無數的青年才俊和文化精英。置身於《新潮》之大

時代，民族危機的警鐘接連敲響、傳遍全國，「一

批深受西學影響的新型知識分子紛紛投身新思想

的傳播、新觀念的啟蒙，通過報刊、學會、學校等

固定的傳播渠道，抨擊封建腐朽統治」。[29]報紙期

刊，是知識分子的思想陣地與言論大本營。《新

潮》的刊行，正好應了邵飄萍慷慨激昂的演說：

「北大是最高學府，應該挺身而出，把各校同學發

動起來救亡圖存、奮起抗爭」。對國家民族命運的

隱憂關切，對社會責任的密切關注，對學術自由的

不懈追求，對思想文化的獨立求索，是融入每一個

北大學子血液中的愛國主義「細胞」和文化特質與

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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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喚起個人學術自覺心為天職

所謂學術，是有著獨立學理地位的專業性、深

度性、系統性的學問，是一個知識積累與認識深

化的過程（裏面包含著時代的變遷與議題的變

換）。學術，從宏觀上反映了一個民族的思維水

平、從整體上代表了一個國家的智力程度。它的核

心價值與終極意義，亦即「在於學術主體具有崇高

的學術精神和學術理想，在於學人對學術精神執

著的追求和學術理想的自覺意識」。[30]歸根結底，

學術不僅是高等學校三大社會功能之所在，也是

一所大學安身立命之所在。晚清到民國時期，是中

國由封建向民主、從古代向近代衍變的關鍵歷史

時期，也是實現國家現代化、國民現代化的轉捩

點，還是「中國社會大變革（動）之期和中國學術

向現代轉型之季」。[31]學術與思想、學術與文化、

學術與歷史、學術與現代化均不可分割，它的社會

作用、角色愈發地突出。管學大臣張百熙在《進呈

學堂章程折》（1902年）中曾聲稱：「古今中外，學

術不同，其所以致用之途則一。值智力並爭之世，

為富強致治之規，朝廷以更新之故而求人才，以求

人才之故而本之學校，則不能不節取歐美日本諸

邦之成法，以佐我中國二千餘年舊制，固時勢使

然」。[32]在中國數千年的傳統文化與厚重歷史裏，

幾乎所有的統治者都清醒認識到，學術關乎人才，

而人才關乎政事，培養掌握何種學術人才，就意味

著國家將推行何種學術思想指導下的政策。近代

知識分子普遍認同此理，他們論析說：「我國睡獅

不覺，尚未進入民族主義之時代。為國民者，不急

於此時研學術以完成國民之資格，勉義務以盡國

民之責任，以圖建設一質點純粹之國家，……亡國

滅種之慘，轉瞬及矣。[33]學術不興，意味著文化薄

弱；文化淡薄，意味著國勢不振；國事衰微，則意味

著教育窳敗、民智未啟，這些都是環環相扣、陳陳

相因的因素。陳寅恪先生強調，「世局之轉移，往

往起於前人一時學術趨向之細微。迨至後來，遂若

驚雷破柱、怒濤振海之不可禦遏」。[34]這就是說，

學術能夠浸漬人心、能夠潤化風俗、能夠化育民

眾，能夠成為人民的指南和國家的明燈。事實上，

自北大誕生以來「一系列深刻影響和改變中國社

會、文化、經濟、科技發展的重大事件，大多與這所

學校密切相關。悠久厚重的歷史傳統，精彩紛呈的

學術大師，雲蒸霞蔚的精神風度，獨領風騷的學術

貢獻，讓北大成為中國理所當然的最高學府和學

術殿堂」，[35]被譽為20世紀中國文化界的「雙子星

座」。略晚於《新潮》面世的著名刊物《新青年》延

續了北大學術的衣缽，堅定不移地「與青年諸君商

榷將來所以修身治國之道」，[36]傾心竭力地與大家

商討各國事情、將學術思潮盡心灌輸。

學術刊物作為各種學術思想的物質載體與信

息普通，始終蘊含著巨大的思想活力。這一活力，

「就像一塊巨大無朋的磁石，穿山過嶺、跨洋越

海，把各個角落的讀者（研究者）吸引到自己的周

圍；更像一團熊熊燃燒的烈火，烘烤著和照耀著無

數顆在冥冥之中探求真理的研究者的心靈」。 [37]

報紙、雜誌等印刷出版物，作為那時傳播最為迅速

與廣泛的大眾傳播媒體，「往往成為推動學術潮流

和文學潮流的重要力量」；[38]與此同時，也成為集

結隊伍、組織社團以交流思想的主要陣地，扶助新

學，獎掖後進，使得「同氣相求，同聲相應」的學人

們聚攏在一起，砥礪學問，切磋技藝。大凡一個學

者、一個學術團體，都應當有自己的「學術地理」、

「專屬領地」和「學術共和國」，北京大學當然不

能例外——它不僅不會落後，反而要走在先列，成

為引領學術潮流的先導。其實，做學術講專攻、講

流派、講爭論和講志同道合、講思想共鳴，古往今

來、古今中外莫不如此。而有生命力的學術，如鳥

兒非兩翼不能高飛、如車子非雙輪不能遠行，亦

即：「一翼為扎實的材料、嚴謹的方法、客觀求實

的態度；一翼為敏銳的思想、價值的求索、人生社

會的關懷」。[39]這些，都是做學術的基本前提。

一個國家或民族，沒有真真正正「大品牌」、

「聲譽隆」的學術刊物，沒有拿得出手、站得住

腳的學術團體（隊伍），那麼它在全世界的學術界

（圈）是沒有地位、喪失尊嚴的，無法表明該國思

維能力與認知水平，更無法發現和挖掘深厚的學

術資源與才智。

近代中國，報刊是最先進和最重要的大眾傳

播媒體，知識分子對此深信不疑，國人對此亦步亦

趨。而在開啟民智、灌輸學術、引領思想、傳播知

識等方面，它的教育作用與思想價值尤為突出。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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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新思想、新知識、新理論都是通過這一載體或

路徑（見諸報章、披露報端）而後被迅速擴散、急

遽放大，甚至引領潮流、風行一時。因此，報紙期

刊被梁啟超先生認定為影響國家前途和改變民族

命運的最為重大的「三件大事」之一（其它二件為

培育新式學生、廣泛設置書局）。報刊，在報道新

聞、傳播新知的同時，實際上也涵蘊了學術、包含

了價值並且交流了思想、達成了共識，成為學術表

達與思想爭鳴的公共平台，知識分子及社會精英

們可以在上面長袖當歌、持練而舞。清季以降，我

國思想勃興、學術紛湧，呈現出中西交匯、古今融

匯的局面，在很大程度上歸因於報刊的報導與宣

揚。誠如洋務運動的代表人物張之洞向最高統治

當局所奏陳的那樣：「乙未以後，志士文人創辦報

館，廣譯洋報，參以博議，始於滬上，流衍於各省，

內政、外事、學術等皆有焉。雖論說純駁不一，要

以擴見聞、長志氣，滌懷安之鴆酖毒，破捫預之瞽

論。於是一孔之士、山澤之農，始知有神州；筐篋

之吏、煙霧之儒，始終有時局」。 [40]知時務、懂時

局，正是因為有了報刊；知國情、懂世事，也是因

由報刊的推廣。尤其是報紙的學術專欄，或者專門

性的學術期刊，較為出色地承擔起了普及知識、弘

揚學術、崇尚文風的「職務」。時人昌言：「若乃雜

誌之發行，實在提倡實業，發展學術，幸道德誠足

以抒救國之熱忱」。[41]學術的發達，需要帶頭人、

需要領頭雁，呼喚學術大家、期待學術大師。故

此，「學術之進步，貴在有創造能力之人物、世界最

新之思潮者」。[42]由此，則充分印證了陳獨秀曾經

明確提出的「國人欲脫蒙昧時代，羞為淺化之民，

則應急起直追，當以科學與人權並重」[43]的觀點。

當時的中國知識分子，以一種特有的敏感體

驗到中華民族的前途和命運，把個人的價值觀及

命運與社會政局緊密相連，他們普遍「憂此時代

所憂、痛此時代所痛」、他們常常「抱著對國家、民

族的強烈責任感和使命感，大規模地介入政治，探

索著救亡圖存的方法和途徑」。[44]學術救國，同樣

是那個時代知識分子的追求。

所以，《新潮》坦言：「今日出版界之職務，莫

先於喚起國人對於本國學術之自覺心」。[45]它告訴

學界同人，當前報刊、雜誌首當其衝的一點，便是

喚起國人對於本國學術之自覺心，從而弘揚學術、

獎掖後進、激勵鑽究。進一步說，培植一種普遍的

牢靠的學術自信、學術自尊與學術信仰，視為當時

最為首要的任務。而這個任務的完成，北大學子自

然當仁不讓，《新潮》雜誌更是責無旁貸。

大學，與一般社會公共機構或文化機關不同，

往往肩負著崇高且特殊的使命——它是傳承人類

智慧、衣缽人類文明，並以之成為人類認識世界、

瞭解自己、洞察宇宙及展望未來的前沿陣地，以及

新方法、新思想、新技術的才智寶庫與科技源頭，

是人民自信心（力）的來源，是國民自豪感的支

撐。因此，大學必須是獨立的、自由的，不向任何

個人或團體勢力屈服或低頭、亦不成為任何權力

的政治附庸與經濟「跟班」。它責無旁貸地作社會

的先導、大眾的先知，義無反顧地走在時代的前

列、國民的前列，寄托國民精神與大國情懷，可蔑

視豪右、也可指摘權貴。時至今日，各類媒體不僅

成為大眾公器和社會公益事業，而且作為新興

（型）產業和信息服務行業的代表，不單可用於提

出並解決社會熱點難點問題，而且還能正確處理

信息、傳播文化知識與進行輿論引導。為了徹底改

變和糾正過去「群眾對於學術無愛好之心，其結果

不特學術消沉而已，墮落民德尤巨」[46]的窘迫與

困境，也為了達成和完善「對於學術負責任，則外

物不足熒惑」的「初心」與志願，使那些研詣學問

之人、有志學術之人，尚不致於「恆昧於因果之關

係，審理不瞭而後有苟且之行」。[47]《新潮》雜誌

必須：立足於鼓動民眾養成學術的濃厚興趣、立基

於培植群眾的學術愛好心。

三、指明思潮方向、找準國人位置

的社會功用與思想價值

回溯與查考北大衍變的歷史軌跡，我們可以

發現：「從馬神廟公主府的京師大學堂到沙灘紅

樓，從西南聯大到京西燕園，北京大學從19世紀末

期中國的坎坷歷史中一路走來，既經歷過山重水

複的迷茫，也有過柳暗花明的欣喜；既遭逢過風雨

如晦的陰霾天氣，更多的則是欣享著雲霞漫天的

朗潤時光」。[48]但不論如何，在這一百多年的輝煌

發展歷程中，北大自我完善的努力與不斷前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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腳步始終與國家發展、民族復興的時代軌跡相伴

相隨、休戚與共。僅就這一點而言，在世界高等教

育史上，也是非常少見的。多難興邦、逆境成材，對

於一所大學而言，又何嘗不是如此的呢？北大的百

餘年輝煌歷史，不光反映和體現了中國高等教育

的日益完善與不斷改進，還是中國近現代史在曲

折中前進的一個縮影。

蔡元培先生曾經說過：「大學者，囊括大典、

網羅眾家之學府也」。[49]學府，人們視為高雅的學

堂、高深的學問、高尚的品格之所在，吸引了無數

人欣羡的目光、引起了多少莘莘學子的嚮往。「學

校是一個雛形的社會，必須有一個公量的正鵠，然

後才有是非標準，才可以談改良進步」。 [50]這個

「正鵠」是什麼？根本上說，就在於繁榮與傳播學

術、討論和商榷學問。在北大的菁菁校園裏，文化

兼容並蓄、新舊碰撞匯融，既有長衫馬褂老學究侃

侃而談的講壇，也有西裝革履新學者傳道授業的

舞台。讀解和揣摩《新潮發刊旨趣書》一文，足以

令人深思與喟嘆，民國那個大師湧現時代一去而

不復返。當今時代之下，如果試問：當代思想之潮

流如何？中國在此思想潮流中位置如何？絕大多

數國人、甚至一些「傲驕」的文人，正處於茫然復

又昧然的狀態，一臉無知，滿目迷惘。我們的國民

愚蒙到既未能辨天之高、也不能知地之厚，我們的

知識分子尚未能很好地以鐵肩擔道義、以才智拯

民人，遑論達到「本國學術可以離世界趨勢而獨

立」的宏願。如果仍有人認為中國學術領先世界、

獨步全球，那只不過是「敢於自用者」的井蛙之見

和「自以為是者」的一廂情願罷了——這就是民智

未開、學術未興和識見未博的緣故了，致使士夫閉

目塞耳、民眾愚頑無知，成為「夜郎自大」的典型

了。毛澤東同志嚴正指出，思想這個陣地你不占領

別人就會占領，否則，便會荒蕪廢棄、便會雜草叢

生。可以說，弘揚學術、鼓吹主義、宣導思想、播報

文明，是任何一個國家或民族須高度重視的首要

工作，也是知識分子的「天職」與社會精英的擔

當。為此，雜誌論述道：「夫學術原無所謂國別，更

不以方土易其性質。今外中國於世界思想潮流，直

不旁（啻）自絕於人世。既不於現在有所不滿，自不

能於未來者努力獲求，長此因循，何時達旦？」[51]

一般來說，科學或學術是沒有國別差異的，它是屬

於全人類共同的思想財富。但是，科學家或人文學

者卻是有國別之分的，他們從屬於他們各自的國

家、民族或階級。國家強大，經濟繁榮、社會進步、

大眾文明、思想活躍，則學術的氛圍愈好、研究成

果愈豐；反過來看，則亦然。

在《新潮》雜誌所處之時代，各種思潮紛呈、

流派眾多，大批湧入中國，如馬克思主義、無政府

主義等等。經過歷史的選擇、實踐的甄別和智者

的遴選，最終確立了只有馬克思主義才符合我國

實際國情、才能夠拯救中國、贏得獨立與自強。可

以說，五四前後，是中國社會及思想的轉型、變革

時期，既需要對傳統新聞學的觀點進行批判地繼

承，又需要引進西方新聞思想的精華，同時也要順

應世界學術發展的新潮流。自從《新潮》雜誌創建

以來，同人廣泛開展學術文化活動、多方面發揮文

化教育職能，「超越了狹隘的利潤動機，形成了宏

大的文化品格」。[52]回溯既往，追尋歷史，從中國

第一代現代意義上的知識分子，到五四時代的啟

蒙思想家、文學家和學人的思想軌跡，人們不難發

現，「他們都把報刊作為宣傳新思想、新文化，推

動社會進步的強力工具」。[53]那麼，我國在這些思

潮奔湧的「大時代」裏處於何種位置？或許，許多

人未曾思考過；或許，許多人尚未深究過。科學技

術儘管非常重要，但是人文精神與文化關懷，仍然

須臾不可或缺，否則便會失去「精神內核」和價值

重心。一個國民，最緊要的事就是具備國民精神與

公民意識；一份刊物，最要緊的便是把本國的文化

發揚光大，好像子孫承襲了祖父的遺產，就要保住

它，而且要叫它發生效力。「就算很淺薄的文明，

發揮出來都是好的，更何況我華夏五千年文明呢！

這是因為它總有它的特質，把它的特質和別的特

質化合，自然會產生新的特質來」。[54]對一個正常

的健康的社會來說，需要一個渠道，「使得社會成

員共同認可其主導的價值觀和社會理念，報刊宣

傳工作在這個過程中就充當了重要的傳播媒介的

角色」。[55]

特別地，在中國加速邁向「現代化」的今天，

文化建設顯得更為重要，再怎麼強調也不過分。

比如，如何正確處理中西文化間的關係、如何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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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與現代間的關係？是一個值得長期思索與探

討的問題，也是目前我們仍未妥善解決的「大」問

題——如果這個「棘手」的問題不解決好，中國的

現代化轉型就是不完整的、不健康的。而要解決

好中西交融、古今融匯的文化深層次「大」問題，

首先要打破「壁壘」。關於這點，何兆武曾說：「中

西思想之區別在於西方走的是機械的、分析的道

路，從原子或個人出發；中國走的是有機的、綜合

的道路，從『場』或集體出發。故在西方，個人是目

的，集體是手段；而在中國，則個人是工具，集體

是目的」。唯有正確認識到兩者的區別與聯繫，才

能做好後續工作和完成融通任務，而正確的認識

又是正確行動的先導，沒有理解和熟稔，哪來學

習與借鑒！為了早日改變「不辨西土文化之美隆如

彼，又不察今日中國學術之枯槁如此」的窘迫與困

境，為了及時糾正「於人於己兩無所知，而不自覺

其行穢」的茫然與無知，指明現代思潮的進展方

向、很有必要，找準當代國人的準確位置、非常迫

切。唯有如此，才能使學術界同人產生對本國學術

地位的自覺心、自尊心及自強心；亦唯如此，才能

漸漸導引業已落後的中國同浴於世界文化之流。

循此以觀，必須改變中國人長期存在卻又不能自

視的若干惡劣習俗（在新時期演變出新的表現形

式）。如果，任由陋習惡俗的無序、惡性發展，便

會桎梏個人行為、宰割公眾心性，最終造成人民昏

愚、不思進取，成為與現代國民格格不入的蚩蚩之

氓——不僅人民大眾對自身的生活意趣全然無從

領略，而且猶如犬羊一般，於己之生死、地位及意

義茫然未知。

四、結語

泰山不讓細壤，故能成其高；江河不辭細流，

故能成其壯。故而，《新潮》雜誌要以海納百川的

氣派、胸懷天下的氣度辦刊，開門辦刊、決不孤芳

自賞；公開辦刊、決不囿於一家之言。據此，《新

潮》致力於建立和培養覆蓋廣泛的外來作者（如

約稿）隊伍，加強讀編往來、來信來函建設，暢通

編者與讀者之間的反饋渠道。一本刊物的成功，

「離不開一支成功的編輯和作者隊伍，離不開編

輯、作者與讀者的互動」，[56]為編者、讀者之合力

所成就。特別是正值雜誌發軔之初，諸事待舉，萬

般候興。設若，承蒙讀者大雅的厚愛、大方之家不

吝賜教，對於一份初出茅廬的刊物而言，指導與啟

發作用難以估量，豈非善莫大焉之舉？汲取建設性

意見、吸納同業評價，雜誌同人歡迎之至，一則以

匡不逮，二則集思廣益。為此，該雜誌專門設置「通

信」欄目，名碩俊彥可以就社會熱點問題、生活疑

難問題甚至政治敏感問題發問，也可以對本雜誌

的辦報宗旨、出版方針、編輯技法、版面設計、美

術繪圖等具體問題進行探討，使之成為溝通編者

與讀者的紐帶與橋梁。如此，一來可以在編輯部與

讀眾之間構建友誼之橋、產生情感共鳴與思想互

動；二來可以積聚和吸收社會的力量、共同的智慧

辦好《新潮》雜誌。

按照傳播學觀點，通過來稿、來函構築起反

饋通道，使得傳、受雙方互通，否則便沒有「傳

通」，成為無效的傳播。鄒韜奮先生曾坦誠謙遜地

說過：「投函者以知己待編者，編者也以極誠懇

的、極真摯的情感待他們，簡直隨他們的歌泣而歌

泣，隨他們的喜怒為喜怒，恍然置身於另一天地

中，與無數至誠至愛摯友言歡，或共訴衷曲似的

……」。[57]該雜誌同樣認為，「群眾不宜消滅個性，

故同人意旨，盡不必一致，但挾同一之希望，遵差

近之徑途，小節出入，所不能免者」。它主張優秀

的雜誌，應該而且必須秉持差異化生存、多樣化發

展的理念，既能兼融並包、亦可容納萬方。

然而，「既以批評為精神，自不免有時與人立

異，讀者或易誤會。茲聲明其旨。如不以立異為心，

而在感化他人，但能本『哀矜勿喜』之情」。也就是

說，言辭快意為之、但無傷德與義。同人等所以不

諱譏評者，是因為「誠緣有所感動，不能自已於言。

見人迷離，理宜促其自覺之心，以啟其向上之路，

非敢立異以為高。故凡能以學問為心者，莫不推誠

相與。苟不至於不可救藥，決不為不能容受之誚

讓」。哪怕言論有時激烈，哪怕思想或許偏頗，但

正直、真誠之文章與說法，並不出於私心雜念或詆

毀謾罵，在情理上還是可以接受或允許的。耿介地

來講，批評實在是一件不得已的事，批評不是目的

而是手段，終極目標是為了團結、是為了進步、是

為了學術界及思想界更好更快繁盛。編者及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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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時刻牢記：「我們對於受批評的人或事，應抱

一種愛惜的同情，我們的態度要和平公正。偏重感

情，反蔽理性；個人攻擊，徒起爭端」。[58]為此，該

雜誌歡迎坦誠、嚴謹、謙虛、善意的批評；或言，批

評應該真誠、應該客觀、應該坦蕩，杜絕相互攻

訐、防止謾罵詆毀，避免民國初年時各種報紙雜

誌黨同伐異、互相傾軋的通弊。有關於此，胡適強

調，「然亦決不做以吾輩所主張為必是，而不容他

人之匡正也」。[59]西哲曾說：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觀

點，但我會誓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力。思想應該多元

化，學術觀點也可以爭鳴；反過來看，單一的思想、

呆板的學術顯得多麼枯燥與乏味、多麼迂腐與可

怕，倒是不利於社會進步，開放的社會與開明的國

度應該大度能容「批評之聲」的存在，允許自我糾

錯和自我更新。

與此同時，《新潮》雜誌還不忘鼓勵個性張

揚、講究思辨精神，不僅閎開批評之精神、也廣取

博學之才智。刊物的精神，是學子的精神；學子的

精神，便是國民精神的構成。毛澤東主席說過，人

總是要有點精神的，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或一個個

人，又何嘗不是如此！國家要有精神，國民要有氣

質，精神才能獨立、人格方能崇高。一如學人云：

「國家存亡興廢，視國民之獨立精神。倘其精神可

用，則國無弱小，必有興者。是故覘國在民，使吾

國人皆發奮其獨立之精神，揚溢其不羈之志氣，安

有以世界無上可恃之眾、可用之地而臣妾服屬隸役

於他人，搖尾叩首於紅顏綠眼之馬前者哉！」[60]民

心可用，精神可嘉，何愁國家不日臻富強。

最後，編者一再強調，《新潮》雜誌雖然主要

目的在於弘揚母校的求真精神、發揚北大的優秀

文化、表彰高等學府的歷史傳統，但卻並不能代表

北大全體學生的共同思想，蛻變為「一言堂」，抑

或作了思想的「壟斷者」。北大歷來講究「自由」、

「民主」和主張「兼容並蓄」、「多元共生」，廣開言

路、集思廣益，才能產生思想文化上的聚變或集束

效應。那麼，雜誌的言論之責理應編者自負，各種

事務也由「新潮社」一起承擔。如果，文章有偏頗

之處、言論有過激之處，也僅僅是編輯部同人的看

法、立場與觀點，切不能將其視為之為北大全體學

子共同的觀念與立場。《新潮》深知知術須巧、行

旨尚諧的道理，要求學術、藝理融洽和諧；同人也

懂得知行合一、融會貫通的事理，希冀實踐與理論

相結合。中國報刊出版活動與新聞傳播事業，「確

實是一項需要獻身精神的事業」， [61]亦確屬一項

「願終生以之」（值得終身許之）的事業。一個國

家沒有報館報人、沒有雜誌期刊，也就喪失了文

化、丟失了思想；或者說，相當於一個人沒有耳目

喉舌而蛻變為「殘疾人」。在北大學子們心目當

中，存續著一片廣闊、遼遠的大天地——沒有功利

的企圖、亦沒有骯髒的目的，完全出於對生命對學

術對文化的尊崇與熱愛，更是完全出於對心靈的

渴望，他們燃燒著才華、閃射著光芒，做著令自己

快樂的事情和對歷史文化有益的工作。

[1]亢建明著，《陣痛：中國歷代變革得失》[M](北
京：新華出版社，2014年)，第10頁。

[2]新潮，英文名The Renaissance，即「文藝復興」
之義。編輯者借文藝復興之名、行文化勃興之

義、表國家強盛之情。也就是說，他們希冀以西

方式的文藝復興帶動中國的文藝復興、期望中國

能夠像西方社會那樣從文藝復興中重振國家和人

民，找回過去的輝煌、走向民族復興之路。可

見，刊名便寄托了當時以北大學子為主體的眾多

愛國學生的美好願景，表明了彼時的先進知識分

子尤其青年一代思想覺悟的大幅度提高。當時，

西方社會正處於R e n a i s s a n c e（復興）與
Reformation（改革）大時代，這一思潮影響波及
到了中國。

[3]按照原定的出版計劃，《新潮》期刊為每年1卷
10期的定期月刊，而實際上卻因為種種原因難以
達成。該刊前5期基本上遵照計劃如期出刊，但
到了後面期則常有拖延、時斷時續。譬如，第2
卷第5期，遲誤到1920年9月1日才得以最終出
完；第3卷，則籠共只出了2期，未完成出刊任
務；第1期與第2期發行之間，相隔了數月之久。
究其根源，主要基於兩大方面：一是稿源不足，

人手短絀，主要撰稿人時常調離（如出國留

學）；二是經濟上無法做到完全的獨立自主，沒

有持續的穩固的充裕的經費來源，致使刊物難以

為繼。擁有雄厚充裕的經濟實力與穩固先進的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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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kind of alchemy can guide China to 
the new trend?

——The Thinking and Insight of The 
purport of the book of New Trend

Shi Xin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of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article would like to cover the 
analysis of The purport of the book of New Trend 
which is incisive, the brief account of the Journal New 
Trend and the reason of the publication delay as well 
as the interests and purposes of the publica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New Trend. It reveals the direction 
of the thinking trend imparting social function and 
ideological value. More than that, it gives insights to 
its interests and functions, ponders thinking, reflection 
and hope. Being a well-known academic journal of 
Peking University, New Trend is managed and operated 
solely by the University students dedicates to the 
mission of inheriting culture and instilling civilization 
- new knowledge dissemination and quality academic 
publication. New Trend conveys a two -fold meaning: an 
inspiring force in social modernization and no sooner 
become a key player in World civi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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