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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 近代中国新型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是民族危机刺激的产物, 

主要由留学生、国内新式学 学生和接受西学的 明士绅等组成 ; 这一群

体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主要表现为 : 拥有新型的知识结构和新颖的科学

知识 ; 初步形成了近代意义上的民族观和国家观 ; 群体意识和使命意识极

大增强, 并深具启蒙精神与反抗意识 ; 价值取向多元化. 

关键词 : 知识分子   新型知识分子群体    现代转型    文化启蒙

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中, 知识分子是一个相当晚出的社会群体 ; 而“知识分

子”作为一个概念在学术研究中得到使用, 早出现在近代俄国的社会学中. 

作为一个语焉模糊但应用极其广泛的概念, 对其内涵与外延的界定迄今尚

无统一说法. 一般而 , 从广义上讲, 知识分子泛指受过教育、具有较高文

化水平、从事脑力劳动的人 ; 从狭义上讲, 知识分子是“关心社会枯荣的

人”1), 被称为“社会的良心”——人类的基本价值（如理性、自由、公平

等）的维护 2). 从后一意义上讲, 诞生于历史上的春秋战国时代、列位四

民之首的“士”阶层便构成了庞大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群体的主体. 在儒家

69)* 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博士, 教师

1) 参见张朋元 : ≪知识分子与近代中国的现代化·自序≫,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02

年第一版

2) 参见余英时 : ≪士与中国文化·引 ≫,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年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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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说独享 崇、东方文明处于世界文明发展前列的时代, 中国传统知识分

子群体作为传统神圣名器的代 人与维护 , 依附于统治政权, 被赋予种种

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特权, 逐渐形成了一整套内圣外王、学优则仕、

救世济民、天人合一的价值观、世界观和人生观, 并由此衍生出一系列特

定的、具有强大惯性和定势的思维范式与行为模式. 这一方面决定了具有

近代意义的新型知识分子群体不可能从传统中国社会内部自发、自主地萌

生和发展, 同时也造成了从传统的“士”到具有近代意义的新型知识分子转

型的被动与艰难, 一定程度上内在地诠释了近代中国应对危机与变局时的

困窘与无奈. 

“产生新型知识分子的问题, 在于对人们思维活动进行理性的批判. ……

成为新型知识分子意味着不再依赖雄辩这种外在的、短暂的感情去进行鼓

动, 而是作为建设 、组织 和不懈的劝说 积极参与现实生活. ”3)从近代

史的角度来看, 近代意义上的新型知识分子是随着十三、十四世纪欧洲大

学的兴起而诞生的, 重要的特征表现为其独立自主性 : 既独立于世俗政

权, 也游离于宗教神权之外, 更注重合乎自身职业等级的精神生产、心灵拓

展和知识追求, 掌握道义权 , 是 民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4). 在“文艺复

兴”与“工业革命”的推动下, 西方近代知识分子逐渐发展成为独立的社会阶

层, 并向现代知识分子转换 ; 以1894年发生在法国的“德雷福斯事件”5)为起

3) 安东尼奥·格拉姆斯著, Q·赫 和G·史密斯译 : ≪关于知识分子≫, ≪狱中札记选

≫, 纽约1971年版, 第9—10页

4) 观点[法] 雅克·勒戈夫≪中世纪的知识分子≫, 商务印书馆199年版. 

5) 德雷福斯是法国犹太裔陆军上 . 在当时法国巨大的反犹太主义浪潮的影响之下, 

他被诬蔑为出卖军事机密的卖国贼, 被判终身监禁. 出于正义和良知, 一大批政见

不同、思想立场并不一致的作家、教授、新闻记 、律等文化人, 为了一个素不相

识的冤屈 联合起来不计个人的利益和人身安全挺身而出为之辩, 奔走呼1898年1

月23日, 这文化合发表了≪知识分子宣 ≫一申人的价值是至高无上”这一理念著

名作家左写了≪我控诉≫, 宣 “正义之外没有平静, 真理之外没有安息 ; 为此他

遭法国政府起诉和追捕, 被迫流亡国外多年由于他们不屈不挠申诉和抗, 1906年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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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始了知识分子自身的历史, 反映了知识分子群体由自在到自为的觉

醒. 与西方道路不同, 中国近代新型知识分子产生于隔膜已久的两大文明的

激烈碰撞和冲突之中, 且这种碰撞与冲突始于殖民 的贪欲和炮火 ; 由于

完全没有 民社会的根基, 以及1840年以降中国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在

国际上越来越低人一等的 势, 一切传统的权 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 

这就注定了中国近代新型知识分子的产生只能是在模仿和学习西方的过程

中, 在社会震荡和失 的背景下进行. 也正是这种特定的历史环境, 造就了

近代中国新型知识分子迥然不同于西方的奋斗历程和独特的文化性格, 直

接影响到他们的现代转型和历史命运. 

事实上, 在鸦片战争之前, 西学东渐与东学西渐是同步的, 中国传统文化

与西方近代文化基本是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交流. 随着以英国为代表的西

方世界用坚船利炮轰 中国的大门, 带来了“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 引发了

中国传统社会的全方位的危机, 由此凸现出西方文明的严重挑战, 随之而起

的就是对传统的认同危机, 出现了关于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保守与

进取、改良与革命、救亡与启蒙等等诸如此类的话题与争论. 在近代中国, 

迫于救亡图存的紧张, 不论是批判旧的, 还是学习新的, 总是一种莫可奈何

的实用主义式的抉择, 难免带有急功近利的色彩, 难免带有偏激、片面化的

行为与价值取向. 因而, 凡是中国的、传统的, 往往被看作是“旧”的, 不合

时宜的 ; “新”更多地是与“西”、“进步”联系在一起. 近代中国的全部“新

学”, 都是在西方的影响下形成的 ; 近代中国的新型知识分子群体, 也是在

直接间接地学习西学的过程中成长壮大起来的. 

近代中国新型知识分子群体脱胎于洋务事业中形成的新式知识人才群体, 

12的德雷福斯终于得以昭雪, 正 终战强权这一事件标志着法国知识分子作为一股

不可忽视的社会进步力量浮水面, 奠定了二十世纪进步知识分子行为方式的基础, 

代表了比制度安排更为重要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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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由留学生、国内新式学 学生和接受西学的 明士绅等组成. 

一、近代中国新型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

初形  : 西方势力对中国社会的冲击直接引起了传统士大夫阶层的分

化. 部分 才蓄志的文人士子, 秉承经世致用的风气与务实精神, 博览群书, 

广泛涉猎, 不仅 眼看世界, 探求西方的富强之路 ; 而且 始反思儒学道

统, 兴起改革之议, 提出“广取士”、“改科举”、“制洋器”、“采西学”、“商

战”、“以商立国”、“设议院”等主张, 士林风尚之新 ; 后来更致力于了解

和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尤其是军事技术、工艺制造技术等, 出现了大量“杂

家”型的士人, 如王韬、徐寿、李善兰、华 芳等. 墨海书馆等处刊印的自

然科学书籍, 在士人中广泛流传. 东南五口通商地区 放 早, 深得风气之

先, 成为倡导和学习西方文化的重要阵地. 从对西方的轻视、拒斥到对西方

文明的接纳与学习, 体现了知识阶层的认识转变与思维转型, 也反映了传统

士人向近代知识分子转型的迹象, 展现了选择“中体西用”所蕴含的力图熔

中国法统与西方先进科技于一炉的良苦用心. 

在应对鸦片战争之后的危机局面、寻找新的出路的过程中, 学习西方、

自强新政逐渐成为 数 明之士的共识. 早在洋务运动初期, 洋务派就把改

科举、采西学作为变更“祖宗之成法”的重要内容 ; 为了培养懂得洋务的人

才, 他们 始大力兴办洋务学 . 从1862年 始, 以京师同文馆的创办为起

点, 洋务派陆续 办了上海广方 馆、广州同文馆、新疆同文馆、珲春俄

文书院、湖北自强学 、福州船政学 、上海电报学 、天津医学 、山

海关铁路学 、湖北矿务局及工程学 、天津武备学 、南京水师学 、

广东黄埔鱼雷学 、山东 海卫水师学 、直隶武备学 等各类新式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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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1895年, 已有37所之多, 其中外语学校8所, 工业技术学校14所, 军事学

校15所6). 在他们的影响下, 国内一些有识之士也 始创办新式书院, 著名

的有无锡人徐寿和英国人傅兰雅（John Fryer）发起筹办的上海格致书

院、上海人张焕纶创办的正蒙书院、 西举人邢廷荚等自费创建的格致实

学书院、浙江巡抚廖寿丰在杭州创设的求是中西书院, 等等. 再加上外国传

教士在中国 办的各种学校7), 共同推动了 办新式学校风气的形成, 造就

了一批粗通西方、初窥西学门径的“新人”. 这是近代中国在现代化求索过

程中培育出来的第一批新型知识分子. 与传统士大夫相比, 他们已经接触到

一些西方的现代科技知识, 其知识结构有了相当程度的变化, 并且是在一种

与旧式教育迥然不同的教育制度下成长起来的, 因而可以看作是中国知识

分子近代化（或曰现代化）的第一步 ; 但囿于“中体西用”的藩篱, 以及时

人对西方的疏离, 他们在道德信仰、价值取向、思想观念等方面又是传统

的, 脱不 儒家纲常礼教的奴役和影响 ; 而且人数较 , 不成规模, 还不能

形成独立的组织与力量, 也达不到自觉的觉醒. 

与此同时, 出于“求强”、“求富”过程中对熟悉西方、通晓外语、精通技

术的新型人才的现实 要, 洋务派提出向国外派遣留学生的计划. 中国人出

洋留学始于容闳8), 但有组织地批量出国留学则始自洋务运动. 在洋务派的

6) 所用数据引自赵浦根 : ≪洋务运动与中国教育近代化≫, ≪苏州大学学报（哲学

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4期

7) 教会学校是西方列强进行文化扩张的重要手段, 主要分 在东南沿海一带, 初兼

有慈善性质. 据统计1840年至1860年间, 各地 办的教会学校约有50所, 学生约

1000以后又加速发展, 1875年左右, 学校总数达800所, 学生2人至19世纪末, 学校

共达2千所, 学生约4万人（见顾长声 : ≪传教士与近代中国,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年第一版. ）教会学校培养出来的新型西学人才, 基本上服务于洋人的在华事业, 

对其投靠的外国势力具有很强的依附性, 同时也是中国社会里西方文化的一支代表

力量

8) 容闳在1846年9月前往美国耶鲁大学留学, 1854年学成回国, 为中国具有现代意义

的出国留学第一人, 被誉为“中国留学生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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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争取和美国政府的协助下, 几经周折, 留学计划终于在1870年获得了清

政府的首肯, 第一批留美幼童120人如期成行9), 留学风气之先. 随后, 洋

务派又派遣了六批留欧学生, 其中李鸿章派遣了四批, 凡50余人, 赴德国等

国家学习驾驶、制造、海军技术等 ; 沈葆 派遣了两批, 共35人, 赴英、

法等国学习驾驶、制造等. 这是近代中国出国留学教育的 端, 对扫除国内

陈腐落后、虚骄自大、闭目塞听的保守风气居功至伟 ; 它超越了“夷夏之

辨”, 揭 了中外文化交流史上新的一页, 有力促进了新旧教育制度的新陈

代谢和新型知识分子人数的增加, 对此后中国社会的影响至为深远. 

这些通过自强新政事业而聚集起来并与洋务实践相结合的新型知识分子, 

第一次在本民族社会内部找到了属于自身的物质基础与社会基础, 标志着

中国社会结构和知识界的新变化, 是近代新型知识分子群体的 初形 . 

群体的觉醒 : 甲午战后, 举国蒙羞, 民族精神亟变, 强敌成为榜样, 中华

民族具有群体意义的觉醒由此 始. 一代知识分子在危局的刺激下走向政

治, 走向民族救亡, 走向维新改革事业, 更多地关注西学与时论, 世风与士

风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机, 也是造就新型知识分子的契

机. 在寻找民族出路的感召下, 在追求国家富强的旗帜下, 举子士人们空前

团结, 慨然奋起, 从 初的义愤与悲情转向理性的反思与探索, 从形而上的

道器义理之辨转向现实的权 批判与政治革新运动, 提出变法自强, 要求效

仿日本诸国, 呼唤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君主立宪制 ; 以“公车上书”为

起点, 知识分子冲破了有清以来对于知识分子参与政治的严厉禁制, 集会、

结社、发表演说、创办各种报刊、呼吁改良, 一时大江南北, 街 巷议, 无

9) 根据洋务派的计划, 120名幼童分四批去美国留学. 1872年8月12日, 陈兰彬带领第

一批幼童30名启程赴美 ; 1873年6月12日, 黄胜带领第二批幼童赴美留学, 同行的

还有7名自费生 ; 1874年9月19日,祁兆熙带领第三批幼童赴美 ; 1875年10月14日, 

第四批幼童前往美国. 在这120名幼童中,年龄 大的16岁, 的10岁. 从籍贯上

看, 广东84人, 江苏21人, 浙江8人, 安徽4人, 福建2人, 山东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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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以救国、维新、改良政治为主题 ; 从而维新派知识分子以其鲜明的政治

参与形象与政治改良立场在历史舞台上大放 彩, 近代中国新型知识分子

群体初具雏形. 

在对传统儒家文化道统进行毫不留情猛烈抨击的同时, 维新派对资本主

义新文化给予积极提倡. 他们主张学习的“西学”内容, 既包括西方的自然科

学技术, 也包括西方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科学说. 与洋务运动时期“以新卫旧”

的立场不同, 维新运动是要“破旧立新”, 因此维新派与守旧派的斗争 常

锐而激烈, 隐然含有中西文化论争的意味. 如果说康有为的新学伪经、托古

改制、“三世三统”之说还带有穿凿附会的痕迹, 只是引发了思想界的疑古

风潮 ; 大张旗鼓风行一时的西方议院、选举、国民、民权、民主、平等诸

般政治学说也不过是顺势东进、推波助澜, 强化了国人对于西方工业文

明、西式现代化的热望 ; 那么严复等人引介的进化论学说则掀起了一场旷

日持久的思想革命风暴, 直接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的世界观与价值观, 

“物竞天择”、“ 生存”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人们的口头禅. “一批一批

的中国人接受了进化论 ; 一批一批的传统士人在洗了脑子之后转化为或多

或 具有近代意识的知识分子”, “就其历史意义而 , 这种场面, 要比千军

万马的厮杀更加惊心动魄. ”10)

形成 : 戊戌之后的几年间, 西学的输入、传播与影响都有了突飞猛进的

增长, 形形色色的新思潮波翻浪涌, 蓬蓬勃勃, 各行其是, 但无一不是承载

着时人救时济世的苦心, 传递着各个社会阶层对国家民族命运前途的规划

与设计, 展现出一派激流汹涌但生机盎然的宏大场景. 留学尤其是留学日

本、新式学 、新式报刊渐成气候. 与之俱来的便是新型知识分子人数的

逐年递增. 相应地, 进入二十世纪不久, 中国社会就出现了完全新型的知识

10) 陈旭麓 : ≪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第1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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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群体. 一般认为, 近代中国新型知识分子群的形成与西学在中国的广泛

传播密切相关. 然而西学东渐影响范围的扩大确乎提供了知识分子群体转

型的前提, 真正直接催生新型知识分子群体的却是清末的教育改革. 这一改

革主要有三方面的内容 : 废科举, 兴学 , 派留学生. 科举制度的废除是近

代新型知识分子群体出现的关键. 它“不加批判地就从经典标准转到了外国

标准”11), 堵塞了几千年来读书人唯一的进身之阶, 打破了他们赖以安身立

命的处所, 迫使他们谋求科举“正途”之外的其他出路与机会, 从而极大促进

了传统知识分子的分化与转型, 牵动了整个社会的神经, 是清末新政中 具

革命性的一笔. 以此为转折, 各省都出现了兴办新式学 的热潮 ; 1905年

后, 新式学 的数量飞速上升. 1903年, 国内还只有新式学 769所, 1905年

达到8277所, 1906则年猛增到23862所, 1909年更高达59117所. 学生人数也

随之剧增. 1902年, 全国新式学 的学生人数为6912人, 1905年增至258873

人, 1906年翻了一番, 1909年在校学生数达到1639641人12). 甚至在偏远的

数民族地区也出现了一些新式学 . 如川西藏族地区, 1907年有2所学 , 

学生60人 ; 1911年竟然发展了到200余所, 学生900余人 ; 在这个世代没有

正式教育的地区堪称是一大奇迹13). 留学事业也有了质的突破与进展, 并且

在清政府的鼓励与推动下逐渐形成了规范的留学教育制度, 留学层面更为

广阔, 留学生的人数年年 高 : 1903年为1300人, 1904年为2400人, 1905年

为8500人, 1906年为13000人. 其中以留日学生居多. 据统计, 1896年留日的

人数只有13人, 1901年急增到280人, 此后每年递增, 1905、1906两年均达

8000余人14) ; 据粗略估计, 从1898—1911年间, 至 有2.5万名学生跨越东

11) [美]吉 伯罗兹曼主编 : ≪中国的现代化≫, 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第293

页

12) 见沈云龙主编 : 近代中国史资料丛刊之≪第一二三次教育统计图表≫, 台湾文海

出版有限公司. 其他学 的统计数目略有不同. 

13) 王笛 : ≪清末新政与近代学 的兴起≫, ≪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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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到日本, 留学日本蔚然成风. 马里乌斯·詹森（Marius Tansen）认为, 中

国学生到日本的运动, “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以现代化为定向的真正大规模

的知识分子的移民潮”, 是“到那时候为止的世界历史上, 可能是 大规模的

海外学生群众运动”15). 辛亥革命前夜, 近代教育体系已初步建立, 留学、

办新式学 、出版新式书刊报纸等事业蒸蒸日上, 新型知识分子群（有些

学 称之为阶层）令人瞩目地迅速崛起. 较之民族资本家阶级, 这是一支数

量庞大、政治上更为活跃的社会力量. 

二、近代中国新型知识分子群体的特征

与传统的士阶层相比, 近代中国新型知识分子群体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首先, 拥有近代的科学知识和新颖的知识结构. 

由于新式学校的创设和新型人才的培养都是服务于社会改良的 要, 因

此不论在课程设置还是教学方法上都与以往全然不同, “西化”色彩浓重. 作

为新知识传播的重要基地, 新式学 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现实合理和力量

的证明. 就其教学内容而 , 偏重于西方自然科学和西方史、国际公法之类

的人文科学, 且西式课程的学习时间一般占80%—90%以上. 比如京师同文

馆 设的课程有文学（外文与汉文）、天文、地理、算学、化学、合力

学、电学、水学、声学、光学、气学、火学、植物学、国际公法等16) ; 福

14) [日]实藤惠秀 : ≪中国人留学日本史≫,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3年版, 第

39页. 日本学 二见刚史和佐藤尚子根据日本外务省记录, 认为1906年中国留日学

生数为7283人. 国内学 的统计数字与之有所出入. 但不论哪组数据都表明, 1905

—1906年间, 中国学生到日本是 多的

15) 转引自[美]任达 : ≪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 1898—1912≫,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8年版, 第51页. 

16) 合力学、电学、水学、声学、光学、气学、火学、植物学等通称格致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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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船政学 设的西式课程有英文、数学、几何、代数、解剖几何、割

椎、平三角、弧三角、代微积、动静重学、水重学、电磁学、光学、声

学、热学、化学、地质学、天文学、航海术等. 后来的京师大学 则 所

学内容系统地分为11科, 以政治科政治门的课程设置为例, 主课有政治总

义、大清会典要义、中国古今历代法制 、东西各国法制比较、各国人民

财用学、国家财政学、各国理财史、各国理财学术史、各国土地民物统计

学、各国行政机关学、警察监狱学、教育学、交涉法、各国近世外交史、

各国海陆军政学, 补助课有各国政治史、法律原理学、各国宪法民法商法

刑法、各国刑法总论17). 教学内容的更新是对旧式教育的巨大冲击, 是从西

方嫁接过来而萌生于陈腐晚清社会中的新气象. 教学方法也和过去那种死

记硬背各种经书的机械灌输方式迥然不同, 更加注重学生的反馈. 仍以京师

大学 为例, 据庄吉发记述, “京师大学 创办伊始, 其教学方法, 虽偏重演

讲法, 但因仕学馆与师范馆学生的年纪多半较大, 出身又高, 国学根底亦极

深厚, 因此, 在教学方法上特别注重讨论方式, 而养成师生之间, 互相讨论, 

坐而论道的风气, 学生平日尤重写作札记, 每日上课内容, 课外阅读心得均

须分经义、史事、政治、时务四类按日札记, 自抒己见, 不论篇幅长短, 翌

日上 时须呈请分教习评阅, 按月呈 提 转请总教习查阅, 虽然多数学生

但知记诵讲义, 但仍不乏发愤上进的学生. ”18)在新式学 这种焕然一新的

环境氛围下 教出来的人才, 不再沉溺于经史子集, 与传统社会中动辄子曰

诗云、满口君臣父子、皓首穷经以望闻达的八股士类大相径庭, 其知识结

构已经发生了重大的转换 ; 他们或陈 声光化电, 或大 华盛顿、拿破

仑、郝胥黎、达 文、斯宾塞、孟德斯鸠、卢梭等人的伟大业绩, 压力、

17) 朱有瓛主編 : ≪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上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第777页

18) 朱有瓛主編 : ≪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上册, 第9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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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阻力、张力、组织、改良、自由、野蛮、文明、平权等新名词就是

从他们这里传向坊间酬肆而洒向社会各个角落的 ; 从而带动了西学热潮的

兴起, 成为没落王朝中的进步力量, 被 为“制造新中国之良工”. 

那些脱胎于传统经生、儒士的新型知识分子也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新思

潮、新学理的洗礼, 认识到西学为当务之急, 视之为身家性命之所图, 主动

放 西学, 向西方寻找真理, 无比真实地显示了知识分子阶层新陈代谢的路

向. “便是三四十岁的中年人, 也看≪学算笔 ≫, 看≪化学鉴原≫ ; 还要

学英文、学日文, 硬着 头, 怪声怪气的朗诵着, 对人毫无愧色”19) ; “虽斑

白之 , 亦尽心研究西学, 或负笈教会学校, ……或读译成西学书籍”20) ; 

翰林中也出现了“口不能作西音, 列西字而以华音译读”21)之人. 尽管传统士

人趋向西学的手段与目的各各相 , 其结果却大抵相类, 即 所学西学内化

为自己的新知, 多多 实现了原有知识结构的更新. 譬如孙宝瑄读完≪电

学须知≫后大 电的知识 : “电多因相摩而生, 隐伏于万物内, 极稀无重之

气质, 而有通信、燃灯、镀金、治病, 运动机器诸能. ”22)出自于一介旧式

士人之口的这种 论, 表明了儒家经说一统天下局面的结束, 促进了全社会

的思想解放. 

进入20世纪, 留学风潮蔚为大观, 留学日本尤其势头强劲, 因为人们要从

日本的崛起中寻找拯救中国的答案. 与之相应, 留学生的学习内容也从早期

的西方语 文字、声光化电等自然科学知识走向更加宽广的领域, 并且依

据时势 要有所侧重. 以留日学生为例, 1907年, 他们选择学习的专业有政

法、外语、师范、文史、理工、农医、军事、商业、音乐、美术、体育等 

19) 鲁迅 : ≪重三感旧——一九三三年忆光绪朝末≫, ≪鲁迅文集·准风月 ≫, 黑龙

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第309页. 

20) 赵秉文 : ≪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 商务印书馆1922年版, 第49页. 

21) 转引自杨齐福 : ≪科举制度与近代文化≫, 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第175页. 

22) 孙宝瑄 : ≪望山庐日记≫（上）,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第1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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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东京帝国大学的35名中国留学生中, 18人修法科, 10人修农科, 3人修文

科, 2人修理科, 修工科和医科 各一名, 其中修法政、军事、师范 格外

集中23). 由于海外留学生全方位地与西方文明亲密接触, 因而比任何国内人

士都更深刻地感知到中西差距与文明差 , 政治热情高涨, 后来从中产生了

一大批民主革命的志士 ; 部分学成归来后投身于新式教育事业, 如第一批

留美学生中后来从事教育的就有4人, 北洋大学校长蔡绍基和清华第一任校

长唐国安就是其中两位 ; 他们引进了西方的教育内容、教学方法、教育思

想和教育制度, 并且逐步被中国教育界所接受 ; 直接促进了新旧教育制度

的更迭与新型知识分子力量的增长, 从而推动了国内知识界的 新. 如果说

知识就是力量, 那么掌握新知的新型知识分子群则代表着二十世纪中国社

会的先进文化力量, 是推动社会变革的重要动力. 

其次, 初步形成了具有近代意义的民族观与国家观. 

近代意义的“民族”一词是西方世界在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形成的具有特

定含义的政治名词, 有时与“国家”通用 ; 现代汉语中的“民族”一词是舶来

品, 是从日文中借用的西方词汇和概念, 其历史至今不过百年左右 ; 而传

统中国社会则基本没有“民族”这个概念, 其对于民族与国家的认识, 无非是

中原的“华夏”与周边的“四夷”, 讲究“夷夏大防”, 主张“溥天之下, 莫非王

土, 率土之滨, 莫非王臣” ; “国”与“家”没有什么文化意义上的分野, 家国

一体, 家国同构, 家国便是天下, 甚至对民族、国家的认识与界定也在很大

程度上是文化性的而非种族性的、政治性的或 疆域性的. 在这种古 的

天下观（或曰国家观）和民族观的视野中, “亡国”仅仅意味着王朝更迭、

改朝换代 ; “国”可亡, 但“天下”不可丢 ; 民族差 也不过是文物制度的优

劣文野之别. 因而中西初次相逢之时, 帝国政府一厢情愿地以泱泱大国礼义

23) 田正平 : ≪留学生与中国教育的近代化≫, 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第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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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邦的气度对 洋过海而来的所谓“番邦蛮夷”进行所谓的 柔与教化 ; 甚

至当西方世界凭借优势炮火气势汹汹打 中华帝国的大门之时, 多数中国

人也一味认定中西不过是谦谦君子与无赖恶棍之分. 事实上, “以1840年鸦

片战争历史事件为标志, 中国的‘民族’问题 始成为历史要求, 并且是以政

治危机、社会危机和文化危机的方式提到日程上来的”24). 可以这样说, 作

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 中华民族是在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 ; 而作

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 则是在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的对抗中出现

的25). 从自在走向自觉, 反映了中华民族的觉醒 ; 它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息息相关, 体现着人们民族意识和民族认同的自觉 ; 这种民族意识和民族

认同是在近代以来艰难时世的背景下, 在反帝反 建的斗争过程中逐渐凝

聚起来的, 经历了一个“由‘先知先觉’的认知、揭示、启发、倡导、鼓吹, 到

全民普遍认同的发展历程”26), 带有强烈的政治倾向和救亡色彩, 因此与传

统中国社会中的民族认同、民族意识不可同日而语. 

新型知识分子民族意识的萌蘖大约是在19世纪下半叶. 洋务运动时期, 一

些 明人士提出了“保种图强”的口号. 然而这里的“种”并不特指满族或汉

族, 而是含含糊糊地指称儒家学说, 一定程度上也泛指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国 

; 因为在他们心目中, 中国本土原生的儒学是传世之基, 立业之本, 定国之

策, 是人们安身立命之所在, 维系国体之根本 ; 或 说, 儒学就是中国之为

“中国”的依据. 这种认识虽没有超出“体用”的历史框架, 却在一定程度上冲

24) 徐迅 : ≪民族主义≫,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第134页. 

25) 费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 1988年香港中文大学丹纳讲座 ; 引自费孝≪从实求

知录≫,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第616页也有学 反对这种观点, 认为应坚持一

元一体的民族观就是说我们中华民族、汉族是从一个源头演进而来的, 其实就是炎

黄子孙的概念

26) 黄兴涛 : ≪“中华民族”观念萌生与形成的历史 察——兼论辛亥革命与中华民族

认同之关系≫, 见中国史学会编 : ≪辛亥革命与20世纪的中国≫（中）, 中央文献

出版社2002年版, 第9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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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了“夷夏大防”, 表明先进的中国人 始把中西作为并立于世的对等且对

立的文明实体来看待. 1874年前后, 王韬在≪洋务在用其所长≫一文中 道 

: “夫我中国乃天下至大之国也, 幅员辽阔, 民族殷繁, 物产丰富……” ; 这

可能是近代意义的“民族”一词在中国的 早出现和使用27), 然而此文不专

在讨论民族问题. 维新运动高涨时期的“保国”、“保种”呼吁, 其“国”、“种”

概指皇权政府与种族意义, 隐然含有近代国家、民族的意蕴, 体现了时人认

识的进步, 但还不能说是近代意义上的“国家”、“民族”观念. 1898年, 梁启

超发表≪论变法必自平满汉之界始≫, 强 “非合种不能与他种敌”, 主张国

内各族尤其是满汉两族的“合体” ; 1899年, 他在≪东籍月旦≫一文中, 先

后使用了“东方民族”、“泰西民族”、“民族变迁”、“民族竞争”等新名词, 

其间已蕴含族类团结的民族意识与民族认同, 体现着国人民族意识的初步

觉醒. 此后, 梁启超不仅大量使用“民族”一词, 还写了许多专门论述民族问

题的文章. 

“20世纪是有史以来整个人类接受同一政治概念——民族主义的第一时

期. ”28)在西方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下, 国内新型知识分子群的近代民族意

识与国家观念普遍觉醒, 并在不同的政治立场上形成了各自的观点和见解. 

民族主义日益成为一种新的整合、动员国家政治、文化、社会资源的强大

力量. 1901年, 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中, 多次使用“中国民族”一词, 用

来指称汉族或 统称有史以来的中国各民族 ; 1903年, 他在≪新民说≫、

≪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等文章中, 公 倡 以世界眼光看待中国

民族问题, 把地球上的种族分为“黑色民族”、“红色民族”、“棕色民族”、

27) 金天明、王庆仁在≪“民族”一词在我国的出现及其使用问题≫（载≪社会科学辑

刊≫1981年第4期）一文中指出, 汉语“民族”一词在我国的 早出现, 是在梁启超

1899年所写的≪东籍月旦≫一文中 ; 许多学 也认为, 梁启超可能是第一个使用

“民族”一词且具有较为明确的各民族一体观念的人. 

28) [美]汉斯·科恩 : ≪民族主义 : 它的涵义和历史≫, 纽1955年版, 第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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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色民族”等 ; 提出在中国实行“大民族主义”, “大民族主义 何？合国内

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诸族是也”, 就是要“合汉、合满、合回、合

苗、合藏, 组成一大民族” ; 体现出民族觉醒与民族认同的双重自觉. 由此, 

随着“中国民族”一词的使用与影响流传 来, 近代意义的民族意识也随之

萌生. 大约在同一时期, 梁启超、杨度、章太炎等人 始使用“中华民族”一

词. 梁启超在≪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中指出, “民族成立之唯一的要素, 

‘民族意识’之发现与确立. 何谓民族意识?谓对他们自觉为我. ‘彼, 日本人 ; 

我, 中华人’ : 凡遇一他族而立刻有我中华人之一观念浮于其脑际 , 此人

即中华民族之一员也”. “中华民族”起初仅指汉族, 后来则泛指自历史发展

至今的、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国各个民族. 及至1905年孙中山在≪民报≫发

刊词中正式提出“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学说, “民族”一词已在中

国普遍使用了. 

新型知识分子群近代意义的民族观、国家观的形成, 与20世纪初年国际

政治形势的变动直接相关. 1904年, 日俄战争爆发, 日本取得了胜利, 这是

“自征服 时代以来, 白人第一次被打败” ; 这一结局“对整个亚洲产生着令

人振奋的影响”, 使“全球所有的非白人民族都充满了令人激动的希望”, “是

非欧洲民族充分觉醒的序幕”29). 由日俄战争触发的1905年俄国大革命沉重

打击了沙皇专制制度和整个帝国主义殖民体系, 也使东方被压迫民族兴奋

不已. 当时, 一位正在波斯的英国人敏锐感到各殖民地国家有一股已被唤起

的感情和希望的潜流. 他在1906年8月的一 信中不无先见之明地写道 : 

“我以为东方必 发生一场变革. 日本的胜利似乎已对整个东方产生了非常

明显的影响. ……俄国革命也在这里产生了极为惊人的影响. 俄国的事件已

引起人们极大的关注, 一种新的精神似乎已 始支配人民. ……看来东方正

29)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 : ≪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

版社1992年版, 第4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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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睡梦中觉醒. 在中国, 爆发了一场著名的排外运动, 这是一种‘中国人的中

国’的思想趋势. ……或许东方确实正从其长久的睡眠中觉醒, 我们即 亲

眼看到千百万有耐力的人正起来反对无所不为的西方的剥削”30). 从一定意

义上说, 正是新型知识分子对“中国人的中国”、“中华民族”等新观念的体

认和宣传, 极大促进了忧患之士对于中国作为一个政治、文化共同体, 以及

作为一个与西方并立的文明实体的认识和接纳, 从而国家主权、所有权、

自由、平等、解放等崭新的意识形 始盛行. 这事实上已经在思想上突

破了“物竞天择”的进化论格局, 触及了中国面临的历史道路选择问题, 是社

会运动和革命的先声. 

三, 群体意识与使命意识极大增强, 

并深具启蒙意识与反抗精神.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向来不乏“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的忧患意识与使命意

识, “修齐治平”是他们 高人生理想和价值的体现. 但是20世纪初新型知识

分子的政治自觉与政治使命意识较之传统有了新的内容与突破, 呈现出鲜

明的启蒙色彩与反抗精神. 作为一支崛起中的新型社会力量, 新型知识分子

群的参政议政意识极大增强, 并自觉 深沉的民族救亡意识与救亡运动结

合起来. 这种自觉的政治使命意识来自于群体自觉意识, 群体的自觉则来自

于救亡图存的迫切 要. 20世纪初年的新型知识分子普遍认为, 重大的变革

是中国要继续存在所必不可 的举措, 而且这种变革不能仅仅局限于军事

30) E.G. 朗 : ≪1905—1909年的波斯革命≫, 剑桥大学出版社1910年版, 第120、

122、123页. 转引自[美]斯塔夫里阿诺斯 : ≪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 第

5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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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经济领域. 他们了解西方愈多, 便愈对现实的政治制度不满 ; 他们把西

方看作学习、效仿的楷模, 同时也认识到, “文明各国竞争之要点, 恃全体

之智勇”31). 因此新型知识分子希望通过群体的联合来增强自身的能量, 扩

大社会影响, 以实现他们的救国理想. 在这种群体意识的推动下, 20世纪

初的几年间, 以 明士绅和青年学生为主要成员的知识社团大量涌现. 据不

完全统计, 1901—1904年间国内先后建立各种新式社团271个（不含分会）, 

其中教育会21个, 不缠足会34个, 演说会25个, 体育会17个, 学生会26个, 

爱国团体17个, 科学研究会18个, 文学、戏曲、写真等艺术团体16个, 妇女

团体16个, 实业团体17个, 卫生及风俗改良组织8个, 师范研究会5个, 宗教

兴社会团体1个, 其余为混合型, 几乎涉及各个领域32). 从地域上看, 他们主

要集中在江浙、上海地区, 并由沿海、都 向内地、乡镇扩散. 在日本的留

学生也组建了一些社团, 如励志会、国民会、 智会、青年会等. 这些社团

兴学育才、创办发行报刊、集会演说、 展军事和体育训练、 办实业、

呼吁联合对外、提倡独立精神, 在传播新思想新观念、促进趋新势力的结

合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 

随着各种新式社团的建立及其影响范围的扩大, 新型知识分子不仅亲自

投身于各种各样的反帝爱国活动, 更自觉承担起启发、唤醒、教育民众的

责任, 颠覆和改造传统文化, 成为新的精神领袖. 在1903年的拒俄运动中, 

留日学生身先士卒, 组成学生军, 表示要“为火炮之引线, 唤起国民铁血之

气节”33), 喊出了“宁为亡国鬼, 不为亡国人”34)的口号 ; 1905年的抵制美货

31) ≪教育会为民团之基础≫, 张 、王忍之编 : ≪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集≫（第

一卷下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年版

32) 桑兵 : ≪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 第

275—276页

33) 田野桔次 : ≪ 近支那革命运动≫, 新智社1903年版, 第179页. 

34) ≪留学纪录≫, ≪湖北学生界≫（1903年1月创刊, 月刊）第4期. 



288 _ 東亞文化 第 44 輯

运动, 得到了留学生和新式团体的大力声援 ; 1907年的抵制英货运动, 

1908年的抵制德货运动, 以及两广等省掀起的抵制日货运动等, 都有新型知

识分子的参加. 为了进一步促进国人的觉醒, 他们或以“醒”、“觉”、“警”、

“甦”、“悟”等为名, 或创办以“觉醒”、“醒狮”等命名的刊物, 并且大量发表

以“觉”、“醒”命名的文章, 努力宣传救亡意识与近代文明, 逐渐形成趋新势

力结合呼应的 势, 反映了知识分子集体的文化觉醒. 这是清政府实行新政

改革时所始料不及的, 由此引发了顽固保守势力的仇视与镇压. 譬如早在

1903年无锡体育会成立时, 当地政府就指称其“佯 卫生, 实则操练兵法, 

以为 来革命之先声. 若不严行正法, 恐 来为患匪浅”35) ; 严令 拿 ; 清

政府实行教育改革后, 学部也曾发 咨文曰 : 比年以来, 士习颇见浇漓, 每

每不能专心力学, 勉造通儒, 动思逾越范围, 干预外事或侮辱官师, 或抗违

教令、悖 圣教、擅改课程, 变易衣冠、武断乡里, 甚至本省大吏拒而不

纳, 国家要政任意要求, 动辄捏写学 全体空名, 电达枢部, 不 事理, 

……以致无知愚民, 随声附和, ……大为士道人心之害……36), 要求禁止学

生干预国家政治. 种种非难与指责, 却恰恰道出了当时新型知识分子的新变

化. 而这种变化, 正是新型知识分子政治上与思想上的自觉的标志 ; 也正

是这种初步的国民意识自觉, 为民国初年昙花一现的政党政治奠定了基础. 

此外, 随着时势的变迁与社会出路多元化, 新型知识分子 始重新体

认自我价值, 重新定位自身的社会角色, 价值取向日益多样化. 如果说具

有新型的知识结构和科学知识只是一种表象的变化, 并不能作为新型知识

分子之为“新”的判断标准, 那么价值观念的转换则提供了关键性的证据. 由

于西力东侵与西学东渐, 儒学的生存空间不断受到排挤, 其话语霸权地位也

35) ≪密拿新党连志≫, ≪苏报≫1903年7月4日. 

36) ≪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初六日（1908年1月9日）学部咨大学 文≫. 见朱有瓛主

编 : ≪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上册, 第9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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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严峻挑战, 因而导致了传统“学而优则仕”价值理念根基的动摇. 左宗棠

在道光十五年就“绝意科举, 专致实学”37). 到19世纪末, 人们对于读书做官

已经有了截然不同与以往的认识. 许多知识分子认为, “时文亦终无用, 不

如及时为学, 求能自立”38). 管学大臣张百熙如此告诫新科进士金梁, “君当

以求学问为先, 官岂可求, 惟学问必求而始得耳”39). 这表明, 传统的视读书

为人生第一要务、通过科举求取功名的信仰体系已然 始崩溃. 进入20世

纪, 在救亡图存的压力下, 许多人都认识到, “世道变了, 八股没用, 不读新

书, 以后又穷又蠢”40) ; 甚至“一般稍有眼光的八股家, 都觉得非新学无以

强国”41) ; 新型知识分子更普遍以批判的 度看待科举功名, 表现出五花八

门的职业追求. 他们或 儒经商, 走上实业救国之路 ; 或 专心学术, 引

发学术范式的转移与学术话语的革命 ; 或 涌向新式书院、学 , 致力于

教育救国 ; 或 出洋就学, 以求在新式事业中谋得一席之地 ; 同时也有一

些人跨入革命行列, 投身革命, 成为 建王朝的掘墓人 ; 等等. 洋务专家、

科学家、工程师、商人、学人、报人、革命党人、职业革命家等作为对他

们职业身份的崭新称谓, 表明他们 始寻求形形色色的新的价值理念. 相应

地, 义利观、是非观、群己观、天人观、本末观等也发生了深刻的变 . 毫

无疑问, 20世纪之初, 初具规模、崭露头角的新型知识分子群还远远没有形

成一个政见一致的统一群体, 但不论他们倾向改良、革命抑或二 之间, 都

是在寻求社会的革新与出路, 直接或间接地为民主革命的爆发准备了思想

37) 转引自王先明 : ≪近代新学——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嬗变与重构≫, 商务印书馆

2000年版, 第110页. 

38) 吴汝纶 : ≪吴汝纶尺牍≫, 黄山书社1992年版, 第159页. 

39) 金梁 : ≪光宣 记≫, 章伯峰等编 : ≪近代稗海≫（第11辑）,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8年版, 第286页. 

40) 吴廷嘉 : ≪戊戌思潮纵横论≫,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第379页. 

41) 汪向荣 : ≪日本教习≫, 三联书店1988年版, 第1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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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 后来的事实表明, 辛亥革命基本上是由新型知识分子推动起来的. 

新型知识分子群体的崛起与觉醒反映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自我解放、谋

求社会进步的历史轨迹, 可以看作是中国社会文化觉醒的先声, 然而距离整

个中国社会的觉醒依然遥远. 要唤起全体国民的觉醒 要文化启蒙, 新型知

识分子正是在启蒙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和存在, 并由此向现代知识分子转

变. 与欧洲启蒙先驱所面临的历史条件不同, 他们的首要任务是挽救时局, 

挽救一个国势衰微、民族危亡、苟延残喘于一个充斥着掠杀世界里的中国 

; 因此他们的启蒙具有与欧洲启蒙摆脱神学精神奴役的截然不同的历史内

涵, 首先要求改造自身源于家族权 与专制的根深蒂固的奴性 ; 这就意味

着一种背叛, 要求摒 对专制君主的愚忠, 砸碎几千年来 建礼教纲常的枷

, 直接反对传统的官僚政治与专制权 . 正是在这种全新的批判精神与批

判理性的指引下, 新型知识分子以灌输倡导新思想新文化新知识新习俗为

己任, 着力宣扬西方的社会政治学说, 批判陈腐的儒家道统学说与君主专制

制度, 从而造成与传统政治思想、政治权 分立抗衡的声势, 形成激流奔

涌、蔚为大观的新的文化思潮. 顺应这一思路, 五四新文化运动 文化启蒙

推到了近代中国的 高峰. 这一运动的 大贡献, 乃在于对几千年来淹没于

各种群体中的“人”——作为个体的“人”——的发现, 强 人的个体的本位

价值和独立存在 ; 不论是对“德先生”（民主）、“赛先生”（科学）、“穆

姑娘”（道德）的呼唤和倡扬, 还是打倒偶像、批判传统、家庭革命、女权

革命等等, 其目标指向还是个性解放、个体的自由与发展, 精神的自由与创

造. 但是, 缺乏成熟的 民社会的后援支撑, 便不能形成与现实社会的良性

互动 ; 在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变奏中, 新型知识分子群体不得不再次回到现

实的政治与斗争中去, 为完成近代中国民族独立与富强的历史使命而战斗

不息. 在此后的历史发展中, 近代中国新兴知识分子群体非但始终没有形成

独立、强大的社会力量, 反而日益走向边缘化 ; 一句“皮之不存, 毛 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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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形象道出了中国知识分子先天发育不足的困惑与尴尬. 因此可以说, 近

代中国新型知识分子群体的现代转型并没有 后完成, 作为追求真理的思

想先 的使命依然艰巨. 在信息时代排山倒海涌来的大潮中, 中国知识分子

如何完善自身, 迎接挑战, 走向未来, 这是一个必须正视的刻不容缓的话题. 

Abstract: The formation of the new intellectual community is a 

product of dangerous national situation in modern China. It is 

composed of groups of students aboard, students in the latest type 

of school within China and enlightened gentries, etc. This 

community has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holding latest 

scientific information and new knowledge frame, modernized 

national viewpoint was come into being, building and strengthening 

the consciousness of nationalism, possessing illuminative spirit and 

resisting mutinous, multiplying value orientation.

Key Words: Intellectual      New Intellectual Community  

Modernized Transferring   Cultural Init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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