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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兆武思想文化随笔》序
何兆武

本书汇集了自己从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一些关于历史、哲学和文

化的随笔。它们大多围绕传统社会

如何走向现代社会的主题展开，是

一些零碎感触的积累，并非什么成

熟的结论。也许，正由于不成熟，

才成为其存在的理由。

因为思想总是不断在变化的，

一切成熟的东西都是从不成熟的状

态中生长出来的。任何思想不可能

是一旦出现，就成为永世不变的金

科玉律。即如马克思，他的思想基

本定型于 19 世纪下半叶，迄今已经

将近一个半世纪了。假如他仍在世，

会不会完全认同他一个多世纪以前

的那些思想观点字字是真理呢？

历史是不断进步的，历史所

形成的任何思想也都是在不断演进

着，世界上没有永恒不变的金科玉

律。

毛泽东要求翻译的《西方哲

学史》

我原来没有写书的计划。在 20

世纪 50 年代解放之初，也还没有

自己应该研究些什么的想法。后来

想做点研究，但因为水平不够，没

有写文章，只翻译了一些书。

50 年代初期还曾翻译出版过两

本苏联的小书——《太阳系的结构

学说》和《自然之谜》，都是通俗

的科普读物。当时的学术环境比较

特殊，凡是马克思主义以前的西方

著作可以公开出版，凡是马克思主

义以后的西方著作只能内部发行。

我刚好在外文书店买到一本法国新

版的卢梭《社会契约论》。这本书

引用的参考资料丰富，引文资料完

整，参考文献也很全。我很喜欢这

本书，就翻译出版了。后来也想翻

译些别的著作，可是当时的运动很

世界上没有永恒不变的金科玉律

何兆武（1921.9-2021.5.28）原籍

湖南岳阳，1943 年毕业于西南联

大历史系，并攻读哲学与西洋文

学研究生，1946 年毕业。先后任

职于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

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1986 年后任教于清华大学。译作

有卢梭《社会契约论》、帕斯卡

尔《思想录》、康德《历史理性

批判文集》、罗素《西方哲学史》

等，著有《历史理性批判散论》《历

史与历史学》等。

5 月 28 日上午，著名历史学家、思想文化史学家、翻译家、清

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 / 思想文化研究所何兆武先生在北京逝世。

本文为《何兆武思想文化随笔》（科学出版社，2012 年）一

书的序，先生在文中说：“思想总是不断在变化的，一切成熟的东

西都是从不成熟的状态中生长出来的。任何思想不可能是一旦出现，

就成为永世不变的金科玉律。”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

山高水长。仅以此文重温先生的思想，沉痛悼念并深切缅怀何兆武

先生。

2020 年 1 月，学林出版社再版《何

兆武思想文化随笔》，分成历史、文化、

哲学、读书四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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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基本上没有时间干点想做的事，

只能晚上回家偷暇，种一点“自留

地”或称开“地下工厂”。

一次，商务印书馆找我翻译罗

素的《西方哲学史》，却有一段有

趣的往事。我喜欢看罗素的书，但

当时并不同意他的一些观点，也不

知道此书的来历。可是翻译这本书，

却成为我“文革”时被定性为“现

行反革命分子”的终审“罪状”——

即“为中国复辟资本主义招魂”。

那时候的准则是，不问真相就可以

给人扣上帽子肆意批判。“文革”

后，商务印务馆副总编辑骆静兰女

士（她是我的同班同学，“文革”

前有来往，“文革”后恢复联系）

告诉我，《西方哲学史》一书是毛

泽东交译的。原来，第二次世界大

战后，罗素和爱因斯坦两人组织了

“世界和平运动”，反对美帝霸权

主义威胁世界和平。运动很红火，

我国也很欣赏。毛泽东和周恩来遂

联名致电罗素，邀请他来中国访问。

当时已经 97 岁高龄的罗素也已答

应来华，他在“五四”时即曾经到

过中国，并待了一年，颇有影响。

可是临上飞机时，他因年事太高不

能乘机，终于未能来。于是，他就

把这本书送给毛泽东，毛泽东遂交

待下面翻译出来。当时凡是翻译外

国的著作都交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商务印书馆遂找到了我，因为我曾

为他们翻译过书。但是他们并没有

告诉我这本书是毛泽东交译的。

罗素的《西方哲学史》是我翻

译的第二本书。此后，我曾在“地

下工厂”偷偷翻译过我比较欣赏的

几本书，其中包括帕斯卡的《思想

录》和康德的《历史理性批判文集》。

期间也翻译了一些比较薄的书，如

卢梭的《论科学与艺术》《社会契

约论》，康德的《论优美和崇高感》，

还译了孔多塞《人类精神进步史表

纲要》。由于我对历史理论感兴趣，

又译了柯林伍德的《历史的观念》、

沃尔什的《历史哲学导论》、布莱

德雷的《批判历史学的前提假设》、

梅尼克的《德国的浩劫》以及编有

《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等。梅氏是

当代德国史学大师，这本书是讲希

特勒的，普通人都以为希特勒法西

斯主义是德国德意志民族的一种偏

激产物，但他认为这完全是一个偶

然的事件，并不是德国文化的主流。

后来中国科学院历史所（注：

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侯外庐先生主编《中国思想通史》，

我参加写宋明理学部分。当时还有

几位没有摘“516”（即反革命阴谋

集团）帽子的同事，就不能参加这

项工作，不能参与写《中国思想通

史》。他们不服气，便另起炉灶，

另写了一本《中国思想发展史》（是

我起的书名），他们也邀我参加，

结果我变成了“两面派”。《中国

思想发展史》写成后，由中国青年

出版社出版。外文出版社当时正在

做一套对外介绍中国文化的丛书，

看到这本书后，就想译成外文出版。

我们也很高兴，就同意由他们翻译。

国内翻译界的译者往往只懂外语，

不懂专业，他们后来翻译不下去了，

就要求我们自己翻译。这本书四位

作者，有三位是解放后毕业的，没

有学过英文，只有我是解放前出生，

学过一点英语，所以他们就推我来

译。我花了差不多两年多的时间，

不是严格地逐字逐句翻译，而是边

译边写，有增有删，并不完全是译

文。这本书出版之后，外文社又找

我写了一部《中国古典哲学发展史》

（2009 年出版），这是与清华大学

历史系教授彭钢两人合作的。

中国封建社会时间长是个假

问题

我一直想写一部关于历史学的

书，不是讲历史，而是讲历史学。

现在还没有写，以后也许没有精力

写了。

历史学界存在一个奇怪的现

象——明明要批判西方资产阶级历

史观，可是所写的历史著作中却处

处都在以西方的观点为坐标。例如，

根据五种生产方式的理论，到处去

寻找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明明反

对西方中心主义，却处处套用西方

中心论来衡量中国的文明。我想应

该有一本讲历史学的书，来回答这

个问题。

有些历史学家反对西方中心

论，可是他们却往往是以西方为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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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来衡量中国。他们总是问，中国

封建历史怎么那么悠久？这是一个

典型以西方封建历史为标准相比较

而得出的结论。既然反对西方中心

论，为什么又要以西方的尺度为准

来衡量中国呢？为什么不用中国的

尺度为标准，那样的话这个问题就

会反过来了，为什么西方的封建历

史那么短？为什么不从这个角度去

研究这个问题？为什么只研究中国

封建历史的长期性，为什么不讲西

方封建社会的短暂性？关键在于以

什么为标准。实际上，这些历史学

家口头上反对西方中心论，但脑子

里却是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论。像

中国封建社会时间为什么那么长这

样的问题，其实是个假问题，根本

就不能成立，因为这是用西方封建

制历史作为标准。

历史学界热衷于寻找中国资

本主义的萌芽，西方有资本主义，

中国也非要有资本主义不可吗？这

不是研究历史，而是想要化解心理

上的疙瘩——我们也得要有资本主

义，至少是萌芽。我觉得这是心理

学的问题，而不是历史学的问题。

这是因为学者有心病，总以西方为

标准。

其实我们应该研究中国如何走

向现代社会这一普世的道路。不要

总强调中国的特殊性，因为普遍性

终究是第一位的，而特殊性是第二

位的，不能用特殊性来否定普遍性。

我们可以研究，为什么近代科学出

现在西方？西方比中国先进一步，

就是因为他们先有了近代科学，而

中国一直到清朝末年才真正地接触

到近代科学。

近代科学 17 世纪就在西方开

始出现，中国到 20 世纪初叶才真

正接触到近代科学。近代科学本身

并不分东、西，只是西方更早地发

现并应用近代科学，而我们却老是

把近代科学放在“东”“西”的框

架里边来理解。科学是不分东、西

的。学术研究也像经济发展一样，

不能只追求数量，不求质量。数量

多而质量低的学术对人有什么用？

对社会有什么价值？对文明又有什

么贡献？总跟人家比，实际上会把

自己引到歧路上去，而找不到通向

现代化大门的钥匙。

中国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

会，直到五四运动才总结出两面旗

帜即科学和民主（德先生和赛先

生）。如果仅从字面上，现在大家

都熟悉科学与民主，可是做起来为

什么又这么困难？因为我们没有真

正走上科学与民主的道路。例如大

跃进时期时亩产多少斤就取决于你

胆子的大小。这些不符合科学规律

的做法，结果把社会经济搞颠倒了，

甚至还有著名的科学家去论证亩产

万斤的可能性，当时这样做论证可

以理解，因为在当时的气氛之下，

人们不能反对，只能赞成。全国大

跃进，就表明缺乏科学、缺乏民主。

没有人听到农民直接说，亩产没有

几万斤。中国是一个农民的国家，

有那么多农民，就没有听说哪个农

民反对。这一点从反面证明了科学

与民主之间的密切关系。如果大跃

进时真正讲民主，就不可能造成后

来饿死那么多人的大悲剧了。

当国情和真理不相符时，需

要改的是国情而非真理

关于明末清初传教士对中国近

代科学所起作用，一些研究者似乎

缺乏基本的历史常识。当近代科学

已经萌芽的时候，天主教教士来中

国是传授中世纪的宗教教义，他们

并没有近代科学知识，近代科学在

中世纪宗教徒看来是异端邪说，从

布鲁诺、哥白尼到伽利略这些近代

科学的奠基人都受到宗教的迫害。

因此，对传教士的作用不能够评价

过高，从传教的角度来说他们有功

劳，但对于科学和文化的近代化而

言，这些传教士所做的工作并没有

积极的价值。

近代世界的主潮是科学与民

主。那些来华的传教士是要传中世

纪的宗教，跟近代科学和民主并没

有关系，他们都反对近代科学，并

没有给中国带来中国所需要的近代

科学与近代思想，所以他们对于中

国的近代化没有贡献。直到“五四”

时期，我们才真正直面现代社会的

两面旗帜——科学与民主。

要走向现代社会，就要接受普

世性理念的价值。普世价值就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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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现实生活中。学术具有普世价值，

放之四海而皆准。学术的目标是追

求真理，所以不存在东方和西方的

差异。不应该强调学术有中西之别。

都是学术，就只有对错、精粗与高

下之分，但并不是中西之别的问题，

将它归结到中西文化之不同并不妥

当。人道主义也是古今中外都应该

遵守的。保障人权，实行人道主义，

就要尊重人，体现人的尊严就是普

世价值。科学也具有普世性，要尊

重科学，服从科学规律。科学一视

同仁地为任何阶级、任何时代、任

何民族和国家服务。2+2=4 不分古

今中外，万有引力定律是所有的民

族和所有的阶级，都应遵循的科学

规律。每一阶级都要服从和利用科

学，所以无产阶级政治也必须服从

科学。不服从科学，就会受到科学

的惩罚。要使科学为无产阶级政治

服务，无产阶级政治就必须首先尊

重科学。如果缺乏自由、平等、博

爱的普世价值，就会导致对人的不

尊重，对生命的不尊重。

中国要走向现代社会，要举起

科学与民主两面旗帜。“文革”时

期，人们每天都要“敬祝万寿无疆

万寿无疆”“敬祝永远健康永远健

康”。人总是要死的，怎么能万寿

无疆？怎么能永远健康？这些都不

是科学，不科学就是迷信。只有封

建帝王才叫万岁，可是中国历史上

并没有一个享年万岁的皇帝，不要

说万岁，连百岁都没有。年纪最大

的就是乾隆也仅只活

到 89 岁。

民主是近代文明

的一大贡献，其作用

是能够约束权力的绝

对化，使权力能最大

限度地使用在正确的

方向上。绝对权力而

不受约束是非常可怕

的。当朱元璋是乞丐

时，有一碗剩饭给他，他就会满意

了。等到他做了皇帝，就大开杀戒，

一次残杀就是几万人。蓝玉是他手

下大将，杀害蓝玉时，诛连了八万

人。他的儿子明成祖杀方孝孺时说

要诛他九族；方孝孺毫不畏惧地说，

诛十族都不怕。明成祖果真开辟了

杀人历史的新纪元，把方孝孺的十

族都诛了，什么亲戚、朋友、学生

统统都杀害了。朱元璋做乞丐时没

有这个能力，也不会有这个想法。

等到他做了皇帝，享有绝对权力，

就可以作威作福，为所欲为了。西

方出问题也出在不科学、不民主。

前车之鉴如德国。德国科学很发达，

但不民主，结果出现了希特勒那样

法西斯的独裁统治。

社会进步需要科学和民主。自

近代科学问世以来，它为社会发展

提供空前强大的生产力，使人类社

会的经济建设和物质文明大踏步提

高，但在文化思想方面进步并不太

明显。现在中国在经济发展中出现

了很多新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

例如贫富悬殊，两极分化。这在任

何社会都是很危险的事情。但现在

并没有很好的办法消除贫富差距。

两极分化继续加大会导致社会正义

和公平的缺失。所以中国现在比以

往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加需要科学和

民主。

1940 年代国民党常以国情为借

口掩盖其庸政和腐败，《大公报》

有时就打点擦边球。我记得有篇社

论的标题是《贵顺潮流而不贵适国

情》。意思是说，我们重视的是要

符合时代的潮流，而不是要适合中

国的国情，或者某国的国情。因为

国情是人造的，是可以改变的。真

理不在乎它是否符合国情。假如它

不适合中国国情的话，那么要加以

改变的是国情，而不是要改变真理。

国情要适合真理，而不是真理要适

合国情。

这本书只是一家之言。虽然只

是些浮浅的文字，却也希望得到读

者的批评、反响和指正。

作者谨记

2011 年 5 月清华园

何兆武先生 2011 年在清华寓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