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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运动的另一面
——从卢梭信徒张竞生的败走麦城说起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陈平原

真正给与张竞生致命打击的，不是“传统的保守势力”，而是同样关注妇女问题及性道德的
新文化人。因他们特别担心，这位完全不顾中国国情的张竞生，将这个好题目给彻底糟蹋了。这
就好像一头莽撞的大象，出于好奇，闯进了瓷器店，悠然转身离去时，留下了无法收拾的一地碎
片。
如果非要用一个词来描述张竞生（1888—1970）不可，与其选择“性学专家”，不如说是“卢
梭信徒”。作为北大哲学教授，竟然凭借薄薄一册《性史》，赢得生前无数骂名，也收获了半个多
世纪后的无限风光，这其实是不虞之誉（毁）。十年前，我为张培忠著《文妖与先知——张竞生
传》撰写序言，提及不仅学问与立场，甚至包括性情与行为方式，最合适作为卢梭信徒或私淑弟
子的，莫过于张竞生：“从早年的博士论文《关于卢梭古代教育起源理论之探讨》（1919），到北
大教书时的专著《美的人生观》、
《美的社会组织法》，到离开学界后的译述《卢骚忏悔录》
《梦与
放逐》
《歌德自传》
《烂漫派概论》
《伟大怪恶的艺术》，一直到晚年撰写‘半自传式的小品文’
《浮
生漫谈》《十年情场》《爱的漩涡》等，几乎张竞生所有的著译，都隐隐约约可见卢梭的影子。”
同是北大哲学教授，美国博士胡适引进杜威，名满天下，引领风骚数十年；法国博士张竞生
信奉卢梭，为何举步维艰，成为一颗划过天际、瞬间照亮漫漫夜空的彗星？这涉及新文化人努力
的方向，以及新文化运动的天花板。终其一生，张竞生最为春风得意的，莫过于北大任教那五年
（1921 年 10 月—1926 年 6 月）。授课之余，在《晨报副刊》上发起爱情大讨论，提出爱情四定
则，出版《美的人生观》
；以哲学教授身份征集并出版惊世骇俗的《性史》，一时间举国哗然。这
些举动虽被保守人士视为“国民公敌”，但新文化人大体上是支持的。转折在于 1926 年 6 月南下
上海，创办关注妇女问题与性教育的《新文化》月刊以及让人充满遐想的美的书店。此后屡战屡
败，屡败屡战，虽未完全向世俗社会投降，始终昂起头颅，但不管是翻译世界名著，还是筹划乡
村建设，都心有余而力不足。历史是如此无情，主要不是看当事人的志向，而是看其实际业绩。
张竞生留在思想史或文化史上的，确实只是“性学专家”。至于哲学家、美学家、文学家、社会
学家、乡村建设实践家云云，只能说有此潜质与意愿，最终因外在环境以及个人因素而没能真正
实现。
在这个意义上，周作人称“张竞生时髦的行运到十五年底为止”
（岂明：
《时运的说明》，1927
年 2 月 26 日《世界日报副刊》），不是没有道理的。虽然张竞生也曾奋起反击，但周氏一语成谶。
此后的张竞生，左冲右突、上下求索，始终无法摆脱“性博士”的恶名。
对我来说，谈论这位风光五载、落拓半生的北大前辈、家乡贤达，褒贬之间，需要史家的清
醒，而不是“理解的同情”。其中最让我感到困惑的是：
“真正让张竞生‘无地自容’的，是占据
20 世纪中国思想学术主流地位的五四新文化人及其后学。”当初一笔带过，这回借为《张竞生集》
作序，进一步阐发。因为，这是理解张竞生之所以长期被扭曲与遗忘的关键，也是让其重新浮出
海面所必须闯过的重要关卡。
查蔡元培 1921—1926 年日记，提及不少学界人士的名字，就是没有北大哲学系教授张竞生，
而此前他俩在法国是有过交往的。1934 年蔡元培在《东方杂志》第 31 卷 1 号上发表《我在北京
大学的经历》
，提及其着意聘请的不少文理科教授：
“我本来很注意于美育的，北大有美学及美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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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教课，除中国美术史由叶浩吾君讲授外，没有人肯讲美学。十年，我讲了十余次，因足疾进医
院停止。至于美育的设备，曾设书法研究会，请沈尹默、马叔平诸君主持。设画法研究会，请贺
履之、汤定之诸君教授国画；比国楷次君教授油画。设音乐研究会，请萧友梅君主持。均听学生
自由选习。”其实，最接近蔡先生美育趣味的，应该是本校哲学系教授张竞生。后世论者谈及蔡
元培的美育思想如何逐步推广，提到很多名字和著述，可就是没有张竞生及其《美的人生观》
《美
的社会组织法》（邓牛顿在论及“美育运动的实绩”时，提及许多名字，同样没有张竞生，参见
《中国现代美学思想史》16—20 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 年。虽未正面提及，但在作为附录
的“中国现代美学著译要目”中开列《美的人生观》《美的社会组织法》，已经是个例外了）。提
倡“美治精神”，拓展“美间”、“美流”与“美力”，甚至创立“美的政府”，以求满足人民群众
不断增长的物质与精神需求（张竞生在《美的社会组织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25 年]之《导言》
中称：“倘若此书长此终古，作为乌托邦的后继呢，则我也不枉悔，因为它虽不能见诸事实，可
是我已得到慰情与舒怀了。”）——此等乌托邦论述，不管你如何评价，与蔡元培的“以美育代宗
教”是有亲缘关系的。只可惜蔡先生不愿提及，后世的研究者也充耳不闻。
北大同人中，热衷于译介蔼理士，并撰有《猥亵的歌谣》
（1923）
、
《女裤心理之研究》
（1924）
、
《与友人论性道德书》
（1925）等的周作人，最有可能成为张竞生的同盟军。但查 1921—1926 年
的周作人日记，没有张竞生的踪影，其中 1924 年底附录有“知友一览”
，区区十二人，自然更轮
不到张博士了。不过，同样关注性心理与性教育，竭力破除世人的性禁忌，这方面，周作人确实
给过张竞生很大的支持（1925 年 5 月北京大学印刷课第一版《美的人生观》上，张竞生《序》开
篇引录周作人的《沟沿通信之二》，结尾则“我极感谢周作人先生公正的批评”）。
2014 年世界图书出版公司重印《性史》，封底引周作人的话，可人家谈的不是《性史》，而是
《美的人生观》——“前几天从友人处借来一册张竞生教授著《美的人生观》，下半卷讲深微的
学理，我们门外汉不很懂得，上半卷具体的叙说美的生活，看了却觉得很有趣味。张先生的著作
上所最可佩服的是他的大胆，在中国这病理的道学社会里高揭美的衣食住以至娱乐的旗帜，大声
叱咤，这是何等痛快的事。”
（开明：
《沟沿通信之二》，1924 年 8 月 27 日《晨报副刊》
）周作人还
有一篇谈张竞生的文章，但评价已大为逆转：“张竞生先生我是认识的，他做《美的人生观》时
的大胆我也颇佩服，但是今年他在《新文化》上所讲的什么丹田之类的妖妄话，我实在不禁失望。”
（岂明：《〈
“新文化”上的广告〉按》
，《语丝》第 124 期，1927 年 3 月 25 日）1960 年代，周作
人撰《知堂回想录》，其中“北大感旧录”那组文章很动人，分别谈论辜鸿铭、刘师培、黄侃、
林损、许之衡、黄节、孟森、冯汉叔、刘文典、朱希祖、胡适、刘半农、马廉、钱玄同、蔡元培、
蒋梦麟、陈独秀等；若再加上“北京大学”、
“蔡孑民”、
“林蔡斗争文件”、
“卯字号的名人”、
“三
沈二马”、“二马之余”等节，周作人谈北大同事的文章实在够多，可就是没有张竞生。
检索 2003 年安徽教育出版社版《胡适全集》，总共 44 卷，第 21 卷收录了初刊 1929 年《新
月》第 2 卷第 6—7 号合刊的《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引述张竞生但语带嘲讽。第 29 卷三次提
及张竞生，那是 1922 年 3 月 5 日、5 月 30 日和 6 月 2 日的日记，属于事务性质，不带评价。值
得引录的，只有第 31 卷的 1928 年 6 月 3 日日记：
“北大学生聂思敬来谈。他带了张竞生一封信
来。竞生也有大规模的译书计划。此意甚值得研究，不可以人废言。”后面张贴了《张竞生的一
封公开信》，谈的是译书计划：
“据竞生个人实地在书店及编辑部经验所得，断定如有十万元资本，
以之请编辑七八十位，按时译书，则数年内可将世界名著二三千本，译成中文，其关系于我国文
化至深且大。
”这里的“不可以人废言”，已经蕴含“此人声名狼藉”这一前提。这就难怪胡适日
后口述自传，只字不提当年北大哲学系同事张竞生。
胡适与张竞生的精神气质及学术路数完全不同，不提及也就罢了；令人意外的是，主持妙峰
山进香调查的顾颉刚，也不提张竞生。1922 年 1 月北大文科研究所国学门正式成立，除了培养研
究生，编印书刊，还设有考古学研究室、明清史料整理会、风俗调查会、歌谣研究室、方言调查
会等。1926 年 8 月 18 日刊行的《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第二卷 24 期上，提及下属各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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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风俗调查会除了发放表格，请暑假回乡学生以及各地学校代为调查，再就是“由本会自行
派员调查者，计有妙峰山东岳庙、白云观及财神殿进香之风俗”。查 1923 年 5 月 19 日、1923 年
11 月 10 日、1924 年 3 月 6 日、1924 年 6 月 12 日《北京大学日刊》上的《研究所国学门启事》、
《研究所国学门恳亲会记事》（魏建功）、《张竞生启事》、《研究所国学门风俗调查会开会纪事》
等（参见王学珍、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史料》第二卷第 1484—1496 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年），证实风俗调查会确系张竞生发起成立的。可惜的是，现代学术史上颇为显赫的妙峰山调查，
竟与张竞生无缘。1925 年 4 月 30 日至 5 月 2 日，顾颉刚与容庚、容肇祖、庄严、孙伏园等上妙
峰山，调查香会的组织、礼仪以及民众心理等，此乃北大提倡民俗研究后开展的第一次正式调查，
领到了调查费用五十元。在 4 月 30 日的日记中，顾颉刚称：
“到妙峰山看烧香，想了好几年，今
日乃得实现。
”为何如此期待？原因是：
“在研究学问上着想，我们应当知道民众的生活状况”；
“学
问的材料，只要是一件事物，没有不可用的，绝对没有雅俗、贵贱、贤愚、善恶、美丑、净染等
等的界限。”
（顾颉刚：《妙峰山进香专号·引言》
，1925 年 5 月 13 日《京报副刊》第 147《妙峰
山进香专号》
）查顾颉刚 1925 年日记，后面附有师友联系方式（地址或电话），共约 130 人，可
就是没有风俗调查会首创者张竞生。
在《〈国学门周刊〉一九二六年始刊词》中，顾颉刚提及参观北大二十七周年纪念会陈列室
的人，“到考古室时很感到鼎彝的名贵，到明清史料室时也很感到圣谕的尊严，但到了风俗和歌
谣室时便不然了，很多人表示轻蔑的态度”，这点让他很愤慨：
“在我们的眼光里，只见到各个的
古物、史料、风俗物品和歌谣都是一件东西，这些东西都有它的来源，都有它的经历，都有它的
生存的寿命”，因而都值得我们认真研究。这还不算，又添了一句“固然，在风俗物品和歌谣中
有许多是荒谬的、秽亵的、残忍的”。经由新文化人的积极鼓吹与提倡，猥亵的民间歌谣以及卑
微的风俗物品，作为文学或史学的辅助材料，很快就登堂入室了。唯独不能接受的，是张竞生主
持的关于性史的调查。
据张竞生回忆：“我当时是‘北大风俗调查会’主任委员。在调查表中由我编出了三十多项
应该调查的事件，其中有性史的一项。会员们（都是教授）在讨论之下，觉得性史的调查，恐怕
生出许多误会，遂表决另出专项。所以我就在北京报上发出征求的广告了，这个可见性问题在我
们当时看来，也是风俗的一门，应该公开研究的。”（张竞生著、张培忠辑：《浮生漫谈——张竞
生随笔选》第 154 页，北京：三联书店，2008 年；另见江中孝编《张竞生文集》下卷 103—104
页）这个刊 1926 年初《京报副刊》的征求性经验的启事，含九项内容，从几岁春情发生，到手
淫、梦遗、同性恋，再到口交、嫖妓、性好、性量、性趣等，“请代为详细写出来”：“尚望作者
把自己的‘性史’写得有色彩，有光芒，有诗家的滋味，有小说一样的兴趣与传奇一般的动人。
”
（张竞生：《一个寒假的最好消遣法——代“优种社”同人启事》，1926 年 2 月 2 日《京报副刊》
第 403 号）
1926 年 5 月，张竞生编纂的《性史》横空出世，虽然张本人的《序》及《赘语》努力学理化，
但七个案例细致入微，文采飞扬，成了主要看点。一时间，民众争相抢购，不法书商伪造续书，
道德之士纷纷谴责，而“张竞生忙碌半年，分文未取，却被一世恶名，而且人生道路从此发生逆
转，以至蹉跎终生，每每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参见张培忠《文妖与先知——张竞生传》第 348
—361 页，北京：三联书店，2008 年）
。
众多谴责与迫害，最让张竞生铭心刻骨的，是原北大总务长、时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日后
长期执掌北京大学的蒋梦麟。在《浮生漫谈》和《十年情场》二书中，张竞生对蒋梦麟如何刻意
迫害他，有绘声绘色的描写。蒋梦麟抗战中陆续写成的英文自传《西潮》，以及提到很多北大文
科教授的《谈中国新文艺运动》，都只字未提杭州拘捕张竞生事。不过，在《西潮》第十九章“反
军阀运动”中，蒋曾反省在杭一年工作：
“我当时年壮气盛，有所决策，必贯彻到底，不肯通融，
在我自以为励精图治，在人则等于一意孤行。”若坚信张竞生败坏社会风气，有损北大声誉，时
任浙江省教育厅长的蒋梦麟，是有可能出手的。至于具体细节，在相关档案发布之前，只能先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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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竞生的一面之词。
在我看来，与周作人、周建人、潘光旦等一大批新文化人的论战，对于张竞生来说，是很不
明智的，甚至可以说是灾难性的。半个多世纪后，另一位性学专家刘达临谈及《性史》风波：
“张
竞生经受了两者打击，一是传统的保守势力，一是借性学之名行淫秽之实的书商，而后者的打击
是致命的”；
“他太激进，太孤军深入，如果多一些灵活性，多一些藏拙和含蓄，也许能少经受一
些打击，多实现一些理想。可是，人们又怎能以此苛求一个奋不顾身的勇士呢!”（刘达临：《20
世纪中国性文化》第 158 页，上海：三联书店，2000 年）后一句很有见识，前一句则不太准确，
真正给与张竞生致命打击的，不是“传统的保守势力”，而是同样关注妇女问题及性道德的新文
化人。因他们特别担心，这位完全不顾中国国情的张竞生，将这个好题目给彻底糟蹋了，自己成
烈士不说，还连累此话题也成了禁区。这就好像一头莽撞的大象，出于好奇，闯进了瓷器店，悠
然转身离去时，留下了无法收拾的一地碎片。
这就回到，为何同是关注民众日常生活，顾颉刚的妙峰山调查大获好评，而张竞生的性史调
查却落到如此不堪的地步？除了世人误解以及环境压迫，还得谈谈张竞生自身的气质与才情。
作为留学法国的哲学博士，张竞生是有一定的专门学养的。只是因其好出惊人之论，当年北
大同事，普遍对他印象不佳。单看他为青年开书单，你就明白这个人何等自恋与狂傲。1925 年《京
报副刊》征求青年必读书十部，第一个登台亮相的是如日中天的胡适，同年 2 月 27 日的《京报
副刊》上，刊登第十五位名流学者北大教授张竞生所开书目：
（1）
《建国方略》
（孙中山著）、
（2）
《红楼梦》、（3）《桃花扇》、（4）《美的人生观》（张竞生著）（夸口夸口，玩笑玩笑!），以下六书
为译本，能读原文更好：（5）《科学大纲》（英丹森著）、（6）《创化论》（法柏格森著）、（7）《结
婚的爱》（斯妥布士著）、（8）《相对论浅说》（爱斯坦著）、（9）《社会问题详解》（共学社出版）、
（10）《互助论》（克鲁泡特金著）。在众多中外名著中，非要插入自己刚出的小书不可，虽加了
一个括号——“（夸口夸口，玩笑玩笑!）”，还是让人感觉很不舒服。细读前后文，这可不是自嘲
或幽默，显然，北大时期的张竞生是很自负的。
在一个崇尚中庸的国度，意气风发，标新立异，既是巨大的诱惑，也是致命的陷阱。以“奇
谈怪论”暴得大名，其实不祥。当然，不排除张竞生有意为之，故作惊人语，挑战公众神经。在
《卢骚忏悔录》第三版序言中，张竞生称：“做好人已难，做有革命性之人更难。你想他若是庸
庸碌碌，当然不能得盛名。他的得名乃在他的特见伟论，这个当然不免于惊世骇俗，而引起一班
仇人反对了。……凡大思想家，类多受诋于当时，而获直于后世者。”这段话虽是开列书目三年
后才写的，但张竞生的思维方式及发言姿态，我以为早就设定了。要得“盛名”，就得有“特见
伟论”，就得敢于挑战权威以及世俗偏见，即便当时备受诋毁，后世也可收获盛誉。某种意义上，
这也是一种立言乃至扬名的策略。
北大时期，说说大话是没有关系的。1926 年的负气出走，此后是另一番天地。因《性史》事
件饱受非议，留在北大也会不愉快，但相对来说，大学还是比较能容纳“异端邪说”的。离开相
对宽松且清高的大学，跑到十里洋场，独立经营书刊，不能不向商业逻辑转变乃至投降。《十年
情场》中称自己出版《性史》不是为了钱，理由是：“我当时是哲学博士，北京大学教授。在我
未出《性史》之前，我已在社会上蜚声我的《爱情定则》与《美的人生观》了。就当时说，我的
经济极优裕，对于傥来物的钱财我是看不上眼的。”这话我相信。但上海时期的张竞生，追求轰
动效应，获取商业利润，却是不可避免的。此后江河日下，很难再有充裕的时间与从容的心境来
从事研究或著述了。
多年后，张竞生曾有很好的自我反省，那是《十年情场》第一章“开始研究性学”。张称自
己编《性史》主要受英国学者蔼理士影响，加上“我在法国习惯了性交的解放与自由，反观了我
国旧礼教下的拘束，心中不免起了一种反抗的态度”。想法很不错，但操作有问题。蔼理士《性
心理学》主体部分乃学术讨论，附录的“性史”仅作为参考资料，属于“私行本”，成年人方能
购买。反观张竞生的《性史》第一集“价钱不过三毫，人人可以买得起”，且全书“只有性的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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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并无科学方法的结论”。张竞生自己也承认，征文及选文的方向出现偏差，导致“《性史》第
一集中未免有‘小说化’的毛病”，难怪时人将其作为淫书来抢购与阅读（参见《张竞生文集》
下卷第 103—108 页、
《浮生漫谈——张竞生随笔选》第 154—159 页）。虽说日后诸多续书乃不法
商人牟利之举，与张竞生本人无关，但开篇没做好，科学性不够，这就犹如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
始作俑者，难辞其咎。更何况，到上海主编《新文化》月刊，创办美的书店，商业方面的考量迅
速上升，诸多言论及举措确实不得体。这就不难理解，为何真正给他沉重打击的，是日渐占据主
流地位的新文化人。
“性学”本是很严肃的话题，社会阻力大，容易被曲解，研究者须十分慎重，
切忌哗众取宠。否则，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早年用文学眼光及笔法来做社会调查，虽说有瑕疵，但那可以谅解。由《性史》而转为《新
文化》（对于张竞生的《美的人生观》以及《新文化》月刊，彭小妍有较为通达的评说，参见彭
小妍《性启蒙与自我的解放——“性博士”张竞生与五四的色欲小说》
，
《文艺理论研究》1995 年
第 4 期），即便没赚到钱，也惹了一身腥，很多人怀疑其谈“性”说“欲”动机不纯。周作人之
所以区分张竞生 1926 年前后的著述，便是从各种奇谈怪论背后读出铜臭味：“民国十六年以前，
他的运动是多少有破坏性的，这就是他的价值之所在。……可是到了民国十六年，从一月一日起，
张竞生博士自己也变了禁忌家，道教的采补家了。他在《新文化》的第一期上大提倡什么性部呼
吸，引道士的静坐，丹田，以及其友某君能用阳具喝烧酒为证。喔，喔，张博士难道真是由性学
家改业为术士了么？”（岂明：《时运的说明》，1927 年 2 月 26 日《世界日报副刊》）
周作人读书广博，对西洋性学理论的了解，一点不比张竞生差，眼看《新文化》走火入魔，
这才迎头痛击。而受过专业训练的潘光旦，更是这么评价“像有无上的权威似的”
《新文化》：
“其
中侈谈性育的文字，似科学而非科学，似艺术而非艺术，似哲学而非哲学，本不值得一驳。最近
的第二期里，主编者不自知其谫陋，竟讨论性育与优生的关系起来。涉及性的文字，胡乱写来，
原与淫书无异，早已成为一班文妖、假社会科学家、与假艺术家的渔利的捷径。”
（潘光旦：
《
〈新
文化〉与假科学——驳张竞生》，1927 年 5 月 5 日《时事新报·学灯》；此文又刊《性杂志》第一
卷 2 期，1927 年 6 月。另外，1946 年商务印书馆刊行蔼理士原著、潘光旦译注《性心理学》，潘
光旦《译序》重提此事：
“在有一个时候，有一位以‘性学家’自居的人，一面发挥他自己的‘性
的学说’，一面却利用蔼氏做幌子，一面口口声声宣传要翻译蔼氏的六七大本《研究录》，一面却
在编印不知从何处张罗来的若干个人的性经验，究属是否真实，谁也不得而知；和这种迹近庸医
的‘学者’原是犯不着争辩的，但到忍无可忍的时候，译者也曾经发表过一篇驳斥他的稿子。
”）
留学美国的专业训练，与留学法国的生活趣味，二者本就很有隔阂；再加上大学教授可以清高，
书店老板靠市场生活，趣味自然不一样。离开北大的张竞生，靠编印书刊为生（此前也有操作，
但那是业余的），而市场自有规则，容不得你自由发挥。
从 1927 年海上卖文，到 1933 年二度旅欧归来，这六七年间，张竞生颠沛流离，一惊一乍。
因生活所迫，其译书及著述如《卢骚忏悔录》（第一书）、《梦与放逐》、《伟大怪恶的艺术》、《歌
德自传》、《多惹情歌》、《烂漫派概论》等，大都属于急就章（“我生平最遗恨的，是廿余年来想
与人共译世界名著，至今日尚毫无着落。”并非毫无成果，只因缺乏稳定的生活与工作环境，故
译作不太理想。参见张竞生《浮生漫谈》第 110 页，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1956 年）。上海
世界书局 1929 年初版、1931 年再版、1932 年四版的《卢骚忏悔录》，算是张竞生最为用心用力
之作，但那也是“译述”。同年商务印书馆推出的章独译本，收入“世界文学名著”丛书，只有
上卷（第 1、2 册），篇幅已超过张竞生的译述本，原因是采用全译加注释。书前有吴稚晖、蔡元
培二序，前者称卢梭“先把他自己整个儿的人，用毫无虚伪的叙述处理，公开了给与参考的人们”；
后者则是“要考究著书人的生平，凭他人所作的传记或年谱，不及自传的确实，是无疑的”。有
这两大名流加持，于是乎，世人若想“尚友卢骚”，就非读商务版《忏悔录》不可了。
《浮生漫谈》中有一则《读活书的消遣法》
，讲述他留学法国的读书经验：
“我以为习哲学的
人，实则习一切学术一样，除却他们所学的功课外，应把所有一切的学术通通去涉猎，然后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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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中得到约的成功。尤其是近代一切的科学，都是必须博览，始能成为通才。”如此趣味广泛，
不愿只读死书，而是尽情地遨游书海，自然很是惬意。但所谓“把所有一切的学术通通去涉猎”，
有点大言欺世。胡适也多才多艺，可始终没脱离学界；周作人也讲常识，但基本上守住读书人的
边界。张竞生日后的四处出击、不断转业，既是读书兴趣，也是地位所然。抗战前后的张竞生，
不管是主编《广东经济建设》，还是创办饶平农校，其实是没有办法从事专深研究的。
同被列为“海上三大文妖”，与画裸体模特的美术家刘海粟、写《毛毛雨》的音乐家黎锦晖
相比，编《性史》的哲学家张竞生境遇可差多了。刘、黎二位不久就恢复名誉，其绘画贡献与音
乐才华，很快得到承认。相对而言，张竞生恢复名誉之路极为曲折。既缘于他日后舍弃美学或性
学专业，也与昔日同道的极力排斥有关。张竞生学的是哲学，视野开阔，常识丰富，野心大而恒
心少，往往把事情想得太容易了，敢说敢做，但孤军奋战，八面受敌，长期处于不得志的位置，
才华因而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
在为《文妖与先知——张竞生传》撰写的序言中，我曾感慨“此人怎么经常与政治史、思想
史、学术史的‘大人物’或‘关键时刻’擦身而过”？没有真正的战友，没有知心的同道，也没
有好学生或私淑弟子，如此特立独行，好在目光坚定，灵魂不屈。在世俗意义上，这可以说是个
“失败者”，
“可他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观察角度，帮助我们串起了一部‘不一样’的中国现代史”。
任何大变动的时代，总有人迅速崛起，也总有人马失前蹄。每一次的急转弯，其巨大的离心力，
都会甩出去很多原先的同路人。能坚持到终点且大获全胜的，其实是极少数。因此，谈论历史进
程时，记得那些功成名就者，也记得半路上被甩下去的过去的战友。谈论思想潮流时，关注剑拔
弩张的正面与反面，同时也须兼及更容易被忽略的侧面与背面。就好像张竞生这么一位孤独地漫
步于新旧、中西、雅俗之间的卢梭信徒，勇气可嘉，时运不济，其茕茕孑立，踽踽独行，不仅记
录个人的得失成败，也刻画出五四新文化人很难突破的“天花板”——在情与欲之间，那个时代
更倾向于唤起前者，而相对忽视了后者。不管有意还是无意，新文化运动一旦成为主流，其滚滚
车轮，同样会碾碎那些异端或步调不一致者。这就是历史，既有情，也无情。
为张竞生这么一个先知、文妖、叛徒、勇士，浪漫的文士、不屈的灵魂，编一套学术含量较
高的文集，这是我未能完成的心愿。终于有人做了，我当然愿意喝彩。全书前八卷收录张竞生著
译，编者是下了很大功夫的，比起此前江中孝编上下两卷《张竞生集》（广州出版社，1998）和
张培忠在三联书店整理刊行的《浮生漫谈——张竞生随笔选》
（2008）、
《美的人生观》
（2009）
、
《爱
情定则》（2011），还有莫旭强译张竞生博士论文《卢梭教育理论之古代源头》（暨南大学出版社
2012），有很大的拓展。但我更愿意推荐杂七杂八的第九、第十卷。编全集的难处，不在集齐主
要著作，而在那些竹头木屑——“为了那百分之十的竹头木屑，很可能花去你百分之九十以上的
时间和精力。因此，评判全集编纂水平的高低，不看部头有多大，就看边角料处理得怎样。”这
是我谈安徽教育社版《胡适全集》时提及的，同样适应于三联书店版《张竞生集》
。
被遗忘了半个多世纪的张竞生，资料散佚严重，勾稽实在不易。对于韩山师范学院诸君的“上
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我是充满敬意的。也正因此，欣然出任顾问，并撰写了这篇
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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