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22192219221922：好人政府

谨以此文，纪念胡适先生诞辰 120周年。

请好人们都起来造一个好政府

1922年 5月，以胡适、蔡元培为核心的十几位北京的学者、教授们，在饱受政府欠薪

之苦的情形下，各自拿出自己薪金的 5% ，共同创办了一份《努力周报》，希望能够在言论

上，给沉沦已久的民国带来一点生气。刊物的第 2期，果然登出一篇由蔡元培领衔、胡适执

笔、16名学者、教授联合署名的《我们的政治主张》，希望给迷失已久的政治改革，寻一条

可执行的路径。

教授们的主张其实很简单：这个国家已经烂透了，要想有所改变，最低限度，这个国家

里的好人们应该积极站出来，做一点自己最低限度力所能及的事情；如此，即便不能立刻造

就一个名副其实的“共和政府”，至少，还可能造就一个“好人政府”。

不管这一主张在日后特定的历史情境下蒙上了多少恶名，在那样一个风雨如晦的时代，

至少它是平和而可行的，是有良苦之用心的。

对现实的黑暗丧失耐心，胡适放弃“二十年不谈政治”

胡适是《我们的政治主张》的执笔人。但他在 1917年回国时，一度曾有“二十年不谈

政治，二十年不干政治”的自我约束。那时节，正是民国知识分子沉痛反思自己的参政热情

的时候——革命璀璨的光环正在消失，鲁迅如此说：“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

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制度的修修补补也不再有吸引力，譬

如梁启超们想改造先天不足的《临时约法》，陈独秀就不买账：“旧人骂约法，是骂它束缚政

府太过；新人骂约法，是骂它束缚人民太过。但照事实上看起来，违法的违法，贪赃的贪赃 ，

做皇帝的做皇帝，复辟的复辟，解散国会的解散国会。约法不曾把它们束缚得住，倒是人民

的出版集会自由，都被约法束缚得十分可怜”。

于是，就有了“新文化运动”。这场运动，简单说来，其实是民国知识分子们发现通过

积极参与政治来改造中国这条路走不通之后，希望尝试去走的另一路而已，即所谓“没有新

文化就没有新民国”；知识分子们的这种变化，也影响到了青年们的选择，1919年成立的“少

年中国学会”，就有着这样的会规：

“凡加入‘少中’会友，一律不得参加彼时的污浊的政治社会中，不请谒当道，不依附

官僚，不利用已成势力，不寄望过去人物；学有所长时，大家相期努力于社会事业，一步一

步来创造‘少年中国’。”（详见《转型中国·1919》）

但“相期努力于社会事业”既无法在短期内生出效果；“文化决定制度”又只是一种简



单的美好期望，没有严谨的逻辑支撑，当现实政治继续恶化，这些曾一度拒绝涉入丑恶的现

实政治的知识分子们，也终于无法克制住自己批判乃至参与现实政治的欲望——1920年 8
月，蔡元培、陶孟和、胡适、蒋梦麟等 8名知识分子联名在《晨报》上发表《争自由的宣言 》，

如此说道：

“我们本来不愿意谈实际的政治，但实际的政治，却没有一时一刻不来妨害我们。自辛

亥革命直到现在，已经有九个年头。这九年在假共和政治之下，经验了种种不自由的痛苦；

便是政局变迁，这党把那党赶掉，然全国不自由的痛苦仍同从前一样。政治逼迫我们到这样

无路可走的时候，我们便不得不起一种彻底觉悟，认定政治如果不由人民发动，断不会有真

共和实现。但是如果想使政治由人民发动，不得不先有养成国人自由思想、自由评判的真精

神的空气。我们相信人类自由的历史，没有一国不是人民费去一滴一滴的血汗换来的。没有

肯为自由而战的人民，绝不会有真正的自由出现。这几年军阀政党胆敢这样横行，便是国民

缺乏自由思想、自由评判的真精神的表现。”

这份《争自由的宣言》，虽然可以算做民国知识分子们对新文化运动的一种逆动，但其

姿态——“先养成国人自由思想、自由评判的真精神的空气”——仍然是和平的、启蒙性质

的。但到了 1921年，时局的败坏和遍地的贪腐，让一向政见平和的胡适也转向了激烈，这

年双十节是，民国成立整整 10周年，当局忙于大庆，胡适却写下了一首《双十节的鬼歌》：

十年了，/他们又来纪念了。/他们借我们，/出一张红报，/做几篇文章；/放一天例假，/
发表一批勋章：/这就是我们的纪念了！

要脸吗？/这难道是革命的纪念吗？/我们那时候，/威权也不怕，/生命也不顾；/监狱作

家乡，/炸弹底下来去：/肯受这种无耻的纪念吗？

别讨厌了！/可以换个法子纪念了。/大家合起来，/赶掉这群狼，/推翻这鸟政府；/起一

个新革命，/造一个好政府：/那才是双十节的纪念了！

在这样一种心态和氛围下，曾一度脱离政治埋头新文化运动知识分子们，又都陆续回到

了政治活动中来。但对胡适而言，从专谈思想文艺转向政治议论，还有另外一层原因，如他

自己 1922年 6月在《我的歧路》中所说：“我谈政治只是实行我的实验主义，正如我谈白话

文也只是实行我的实验主义”；“那时正当安福部极盛的时代，上海的分赃和会还不曾散伙。

然而国内的‘新’分子闭口不谈具体的政治问题，却高谈什么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我

看不过了，忍不住了，——因为我是一个实验主义的信徒，——于是发愤要想谈政治”。

于是就有了 1922年 4月 13日刊登在《努力周报》第二期上的这份由蔡元培领衔、胡适

主稿的《我们的政治主张》。若干年来，这份《主张》一直备受争议。但要获取这份《主张》

的真面目，除了撇开笼罩其上的一切主义之争，回归《主张》的原始文本之外，别无其他途

径。所幸文章不长，全文照录在此(小标题为编辑所加)：

《我们的政治主张》全文

我们为供给大家一个讨论的底子起见，先提出我们对于中国政治的主张，要求大家的批

评、讨论或赞助。



【“好政府”是现在改革中国政治的最低限度的要求】

(一)政治改革的目标

我们以为现在不谈政治则已，若谈政治，应该有一个切实的、明了的、人人都能了解的

目标。我们以为国内的优秀分子，无论他们理想中的政治组织是什么 (全民政治主义也罢，

基尔特社会主义也罢，无政府主义也罢。)，现在都应该平心降格的公认“好政府”一个目

标，作为现在改革中国政治的最低限度的要求。我们应该同心协力的拿这共同目标来向国中

的恶势力作战。

【“好政府”的标准：必须在宪政框架下，财政人事公开、施政有计划】

(二)“好政府”的至少涵义

我们所谓“好政府”，在消极的方面是要有正当的机关可以监督、防止一切营私舞弊的

不法官吏。在积极的方面是两点：

(1)充分运用政治的机关为社会全体谋充分的福利。

(2)充分容纳个人的自由，爱护个性的发展。

(三)政治改革的三个基本原则

我们对于今后政治的改革，有三个基本的要求：

第一，我们要求一个“宪政的政府”，因为这是使政治上轨道的第一步。

第二，我们要求一个“公开的政府”，包括财政的公开与公开考试式的用人等等。因为

我们深信“公开”是打破一切黑幕的惟一武器。

第三，我们要求一种“有计划的政治”。因为我们深信，中国的大病在于无计划的漂泊；

因为我们深信计划是效率的源头；因为我们深信，一个平庸的计划胜于无计划的瞎摸索。

【要想政治改革成功，“做好人是不够的，须要做奋斗的好人”】

(四)政治改革的惟一下手工夫

我们深信中国所以败坏到这步田地，虽然有种种原因，但“好人自命清高”确是一个重

要的原因。“好人笼着手，恶人背着走。”因此我们深信，今日政治改革的第一步在于好人须

具有奋斗的精神。凡是社会上的优秀分子，应该为自卫计，为社会国家计，出来和恶势力奋

斗。我们应该回想，民国初元的新气象，岂不是因为国中优秀分子加入政治运动的效果吗?
当时的旧官僚很多跑到青岛、天津、上海去拿出钱来做生意，不想出来做官了。听说那时的

曹汝霖，每天在家关起门来研究宪法。后来好人渐渐的厌倦政治厂，跑的跑了，退隐的退隐



了，于是曹汝霖丢下他的宪法书本，开门出来了；于是青岛、天津、上海的旧官僚，也就一

个一个的跑回来做参政、咨议、总长、次长了。民国五六年以来，好人袖手看着中国分裂，

看着讨伐西南，看着安福部的成立与猖獗，看着蒙古的失掉，看着山东的卖掉，看着军阀的

横行，看着国家破产丢脸到这步田地。够了!罪魁祸首的好人现在可以起来了！做好人是不

够的，须要做奋斗的好人；消极的舆论是不够的，须要有决战的舆论。这是政治改革的第一

步下手工夫。

【南北必须和平议和、军阀必须裁兵、国家必须裁官、选举制度必须改革、财政必须

公开】

(五)我们对于现在的政治问题的意见

我们既已表示我们的几项普通的主张了，现在我们提出我们的具体主张，供大家讨论。

第一，我们深信南北问题若不解决，一切裁兵、国会、宪法、财政等等问题，都无从下

手，但我们不承认南北的统一是可以用武力做到的。我们主张，由南北两方早日开始正式议

和，一切暗地的勾结，都不是我们国民应承认的。我们要求一种公开的、可以代表民意的南

北和会。暗中的勾结与排挤是可耻的，对于同胞讲和并不是可耻的。

第二，我们深信南北没有不可和解的问题，但像前三年的分赃和会是我们不能承认的。

我们应该预备一种决战的舆论做这个和会的监督。我们对于议和的条件，也有好几个要求：

(1)南北协商召集民国六年解散的国会，因为这是解决国会问题的最简易的方法。

(2)和会应责成国会克期完成宪法。

(3）和会应协商一个裁兵的办法，议定后双方限期实行。

(4)和会一切会议都应该公开。

第三，我们对于裁兵问题，提出下列的主张：

(1)规定分期裁去的兵队，克期实行。

(2)裁废虚额，缺额不准补。

(3)绝对的不准招募新兵。

(4)筹划裁撤之兵的安置办法。

第四，我们主张裁兵之计，还应该有一个“裁官”的办法。我们深信现在官吏实在太多

了，国民担负不起。我们主张：

（1），严定中央与各省的官制，严定各机关的员数。如中央各部，大部若干人(如交通



部)，中部若干人(如农商部)，小部若干人(如教育部)。

(2)废止一切咨议、顾问等等“乾薪”的官吏。各机关、各省的外国顾问，除极少数必

需的专家之外，一律裁撤。

(3)参酌外国的”文官考试法”，规定“考试任官”与“非考试任官”的范围与升级办法 。

凡属于“考试任官”的，非经考试，不得委任。

第五，我们主张现在的选举制度有急行改良的必要。我们主张：

(1)废止现行的复选制，采用直接选举制。

(2)严定选举舞弊的法律，应参考西洋各国的选举舞弊法，详定细目，明定科罚，切实

执行。

(3)大大的减少国会与省议会的议员额数。

第六，我们对于财政的问题，先提出两个简单的主张：

(1)彻底的会计公开。

(2)根据国家的收入，统筹国家的支出。以上是我们对于中国政治的几个主张。我们很

诚恳的提出，很诚恳的请求全国的人的考虑、批评、或赞助与宣传。

民国十一年四月十三日

提议人 职业

蔡元培 国立北京大学校长

王宠惠 国立北京大学教员

罗文干 国立北京大学教员

汤尔和 医学博士

陶知行 国立东南大学教育科主任

王伯秋 国立东南大学政法经济科主任

梁漱溟 国立北京大学教员

李大钊 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

陶孟和 国立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

朱经农 国立北京大学教授

张慰慈 国立北京大学教员

高一涵 国立北京大学教员

徐宝璜 国立北京大学教授

王征 美国新银行团秘书

丁文江 前地质调查所所长

胡适 国立北京大学教务长



附白：一切赞成与反对的言论，我们都很欢迎。请寄到努力周报社，或寄给提议人。

《努力周报》第 2 期 1922 年 5 月 14 日，《东方杂志》第 19卷第 8 号 1922 年 4 月 25
日

读者的来信和左、右两翼的批评

《我们的政治主张》公布之后，在社会上引起了莫大的反响。青年们寄往《努力周刊》

的读者来信很多，赞成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既成势力里面，立场偏右（按民国时代习惯

性的划分）的梁启超研究系，立场偏左的孙中山国民党，包括新成立的共产党在内，则无一

例外，对这一主张采取了攻击态度。联署文章的诸位学者、教授对这些反响，赞成或者批评 ，

都曾有过恢复。个中讨论，给人一种强烈的今夕何夕、恍然如昨的感觉。限于篇幅，各举一

例：

【青年们的来信：你们追求“好政府”，采取革命手段呢，还是改良手段？】

24岁的青年董秋芳，和他的另外七位青年朋友，王振钧、郑振夏、殷钺、许孝炎、李

俊、林之棠、陈凯，读到《我们的政治主张》后，非常兴奋，给《努力周报》写信说：

“想先生们是教育界‘清高事业’的人，从前或宣言‘不作官’的，或信仰社会主义的 ，

现在竟然‘平心降格的公认‘好政府’一个目标’，主张‘为自卫计，为社会国家计，出来

和恶势力奋斗’，和我们不约而同，这实在是思想界一大转机，使我们抱无限的希望。”

当时的社会舆论，流行一种“社会改革是政治改革的前提；没有社会改革，政治改革就

不可能成功”的观点；这种观点，不但在学者、知识分子们当中很流行，在青年们当中也很

有市场（“少年中国学会”就以此为宗旨）。这种观点，很自然地也成了批驳《我们的政治主

张》的一种武器。但董秋芳等 8位青年有相反的意见，认为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互为因果，

没办法分出先后次序，只能是分工并进，殊途同归：

“有许多言论，对先生们的主张怀疑的，我们都认为理由不充分。有人说“要从社会改

革入手，否则政治改革是基础不稳固的”，我们可以反转说，“要从政治改革入手，否则社会

改革是事倍功半的”。原来好社会和好政治，互为因果，不能绝对划分。譬如鸡与鸡蛋一样，

有鸡能生鸡蛋，有鸡蛋也能孵鸡。况且在中国现在特别情形之下，政治事业尤其是社会事业

的工具。政治好，能够用政治的机械力，增进社会事业的效率;政治糟，什么都不好办，至

少要减少儿分可能陕和速率。财政破产对于教育，内争政变对于民生的影响，就是眼前好例 。

最好双方分工并进，殊途同归。”

但青年们也有自己的疑问：“但还有一个问题，你们没有明白告诉我们的，一还是取革

命手段呢？还是取改良手段呢？还是先破坏后建设呢？还是在恶基础上面建筑‘好政府’

呢？”

青年们自己的意见，是“相信政治的彻底改造在平民革命”；“不彻底的和平改良，如今

已经山穷水尽。政府的改良政策是门面话；人民的改良要求是纸老虎！现在不好再请愿裁兵



废督，希望国是会议，合全国的平民，下牺牲的决心，作最后的决斗。”具体的手段呢，则

是“我们相信平民革命的奋兴剂，一面是‘到民间去’，一面是手枪炸弹。”当然，青年们也

很清楚这样做的代价很大：

“我们也承认这种主张是很危险的，代价极大的。但想不出别的方法较安全较和平，而

能够有同祥的效果，可以认作救中国走得通的最后一条路。你们的主张大概倾向和平一方面

的。不知道有没有一定走得通的把握和信心。倘使用最小的代价能够得最大的效果，谁不乐

意？关于此点，你们如能给我满意的解释，我们当然极愿意牺牲成见，服从你们的主张。”

胡适的回复：

这封青年们的集体来信，是由胡适出面回答的。青年们给教授们出了一道要“革命”还

是要“改良”的选择题，胡适的答案是：“改良”也要，“革命”也要——

“你们提出的重要问题，‘还是取革命手段呢？还是取改良手段呢？还是先破坏后建设

呢？还是在恶基础上建筑好政府呢？’我们可以用你们自己的话来做答案：‘最好双方分工

并进，殊途同归。’可改良的，不妨先从改良下手，一点一滴的改良他。太坏了不能改良的，

或是恶势力偏不容纳这种一点一滴的改良的，那就有取革命一手段的必要。……烧房子有时

要人做，收拾秃椽剩瓦也要人做。”

对青年们“到民间去”的选择，胡适也有一段苦口婆心的告诫，从历史的角度看来，这

段告诫非常有必要：

“再者，我们很诚恳的替你们指出‘到民间去’四个字现在又快变成一句好听的高调了 。

俄国‘到民间去’的运动，乃是到民间去为平民尽力，并不是到民间去运动他们出来给我们

摇旗呐喊。‘到民间去’乃是最和平的手段，不是革命的手段。”

【来自右翼的责难：社会改革比政治改革更重要】

北京的《晨报》，虽然也有鲁迅这样的“左翼”做撰稿人，但基本上可以算作是梁启超、

林长民为核心的“研究系”知识分子的官方报刊。梁启超和聚集在他周围的知识分子们，在

屡次与政客合作，深度涉入政治，但毫无结果之后，在 1920年代，转而致力于思想教育的

启蒙工作，用梁启超的话说——“着实将从前迷梦的政治活动忏悔一番，相约以后决然舍弃 ，

要为思想界尽些微力”。

《我们的政治主张》面世之后，晨报的社长“止水君”写了一篇题为《政治主张底根本

疑问》的社论来驳斥，文章重弹了新文化运动的老调——“先社会改革，后政治改革”：

“政治是为社会而发展的，同时，又要待社会而发展。社会方面底工作，比政治方面更

重要些；而且政治方面底工作不能单独进行，同时还要靠社会方面底工作做基础。”

有着相似观点的，还有天津的有教会背景的《益世报》，该报刊等题为《好政治》的社

论，批评说：



“以为今日之事而不从根本教育人手，皆是废话。以吾地大物博，岁入之丰，欲国民免

去印度人民之困苦，非实施三五年以上之普及教育。实不足以语政治之事。”——也有典型

的新文化运动色彩。

高一涵和胡适的回复：

《主张》署名者之一，北大教员高一涵回应了《晨报》和《益世报》的批评：

“我们不是想抛开教育事业不管，一心要想去做政治事业；只想要求一个允许或不妨害

我们办教育事业的政府。我们并不是想从政治方面‘单独进行’，把社会事业一切停止，只

想要求政治事业与社会事业携手同行。”

胡适也表达了相似的意思：

“我们这个报并不是‘专’谈政治的。政治不过是我们努力的一个方向。……我们当日

不谈政治，正是想要从思想文艺的方面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非政治的基础。现在我们虽然因

时势的需要，不能不谈政治，但我们本来的主张是仍旧不当抛弃的，我们仍旧要兼顾到思想

与文艺的力一面的。”

【来自左翼的责难：社会改革比政治改革更重要】

与右翼的研究系有所不同，左翼的国民党和共产党，不关心社会改革与政治改革的先后

次序，他们关心的，只是从事政治改造的手段，究竟应该是“改良”，还是“革命”。譬如国

民党人邵力子在《民国日报》上连续发表评论，说：

“蔡、胡诸先生以好人自命清高为中国政局败坏的重要原因，诚然。但我认为还该说得

明白一点。所谓‘好人自命清高’，应改为‘自命好人者不敢革命’才对。即如蔡、胡诸先

生所讲民国初元以后的情形，就是好人跑的跑了，退隐的退隐了。但那时候好人为什么要跑 ，

不（正）是因为讨袁军的失败，而国民多数都反对革命，竟没有人继起吗？‘好人’的界说

是最难定的。指有学识的阶级吗？熊希龄、梁启超．汤化龙、林长民等，那时正揎拳奋臂，

赞助袁世凯副署那破坏国会的命令咧。自命好人者自己既不敢革命，又要骂别人革命者为暴

徒，真的‘好人’要不跑也不能啊！蔡先生自己不就是跑的一个吗？跑的是不得已，不肯革

命的是真懦怯，这是必须辨别清楚的。往事不说，眼前要实现‘好政府’，我以为还非经过

革命不可，还非自命好人的都起来革命或赞助革命不可。不破坏，不能建设，本是很浅明的

理；蔡、胡诸先生是希望好人共同来建设，我却希望好人先共同来破坏。蔡、胡诸先生全文

不提及“革命”的字样，也不提及实际上革命的方法，只以有‘决战的舆论’为止，我认为

这样决不能达到‘好政府实现’的目的。这是根本上要和诸先生商榷的地方。”

新成立的中国共产党，也在这年的 6月 15日，借着对《我们的政治主张》的批判，第

一次亮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

“好政府主义者诸君呵！你们刚才发出“努力”、“奋斗”、“向恶势力作战”的呼声，北

京城里仅仅去了一个徐世昌，你们马上就电阻北伐军。据中外古今革命史上的教训，你们这

种妥协的和平主义，小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正都是‘努力’、‘奋斗’、‘向恶势力作战’的



障碍物。军阀势力之下能实现你们所谓好政府的涵义吗？你们观察现时京、津、保的空气，

能实现你们政治改革的三个基本原则和六个具体主张吗？清室倒了，统一党章炳麟等便急急

主张和袁世凯妥协，反对继续战争；袁世凯死了，进步党梁启超等便急急主张和段祺瑞妥协 ，

反对继续战争，结果都造成了反动的变乱。你们(小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又那能不蹈此覆辙 ！

（《中国共产党对时局的主张》）”

胡适的回复：

胡适对邵力子的批评没有作出回应，但对中共的批评，则作了坚决的驳斥：

“我们并不菲薄你们的理想的主张，你们也不必菲薄我们的最低限度的主张。如果我们

的最低限度做不到时，你们的理想主义也决不能实现。”

结语：

1922年的这场“好政府主义”论战，牵动了国内各种积极的改良、革命派势力的神经。

最后，因为“好人内阁”——在《我们的政治主张》中的两三位署名者进入政府，组了一个

内阁——被北洋武人阴谋暗算而倒台，争论就此结束，当日批判“好政府主义”的各种左、

右翼力量，也就异常光彩地宣告自己掌握了真理，获得了论战的胜利。甚至于胡适自己，在

1923年 10月《努力周刊》停刊之际，回顾这一年半以来的种种努力全都白费，也不免发出

了这样的感叹：

“我们还应该向国民思想上多做一番功夫，然后可以谈政治的改革”——这似乎又回到

了新文化运动的老路上去了。

左、右翼力量们欢呼自己取得了论战的“胜利”，却有没有解决问题的更好的办法——

办法当然各自都有，可惜日后的历史证明，并不见得好。这种尴尬，其实关乎到自晚清以来 ，

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通病：总是寄希望于找到一套一劳永逸解决所有问题的根本性方案。右

翼拿“好人主义”不能彻底解决中国问题相责难；左翼同样如此；参与讨论的青年们也希望

在革命与改良之间有一个明确的二选一；连胡适自己，也一度急功近利地对“好人内阁”寄

予了过高的期望。

可是，真有那种绝对的、唯一的、根本性的解决政治改革的方案存在吗？在实践尚未完

成之前，这种绝对性、唯一性、根本性又该如何证明？这实在是很成问题。与其如此，何不

摆脱这种对根本性方案的期望，先把能做的做起来呢？正如《我们的政治主张》里说：“做

好人是不够的，须要做奋斗的好人；消极的舆论是不够的，须要有决战的舆论。这是政治改

革的第一步下手工夫。”——“好人”们先起来做自己力所能及的“奋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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