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34193419341934：民主与独裁论战

1933 年《申报月刊》的“中国现代化论战”，所讨论的是经济层面中国该走资本主义道

路（市场经济）还是社会主义道路（计划经济）的问题；稍后一些时间启动的“民主与独裁

论战”，所讨论的则是政治层面，中国该走民主救国之路还是独裁救国之路的问题……

被遗忘的一场被遗忘的一场被遗忘的一场被遗忘的一场““““独裁与民主论战独裁与民主论战独裁与民主论战独裁与民主论战””””

“民主与独裁论战”，实际上是 1933年《申报月刊》的“中国现代化讨论”深化的结果 。

胡适说得很清楚：《申报月刊》的讨论，产生的效果是“您说了，我更糊涂了”。怎样才能不

糊涂呢？胡适的意见，是抛开一切主义，去思考实际的现实问题。

实际的现实问题是什么呢？胡适说：“今日当前的大问题依旧是建立国家的问题：国家

有了生存的能力，政府有了捍卫国家的能力，其他的社会经济问题也许有渐渐救济解决的办

法；国家若陷入了不能自存的地步，外患侵入之后，一切社会革命的试验也只能和现存的一

切政制同受敌人铁蹄的蹂躏，决不会有中国亡了或残破了，而某地的赤色策命区域可以幸免

的。……我们当前的根本问题，就是怎样建起一个可以生存于世间的国家的问题。”

如何“建起一个可以生存于世间的国家”呢？具体说来，就是建立这样一个“可以生存

于世间的国家”的途径，究竟应该是独裁呢，还是民主呢？以《独立评论》杂志为载体，民

国知识分子为此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论战。限于篇幅，本文仅简要复述当年这场论战者的主将

们的思想与立场。

蒋廷黻刊文：革命救不了国，要救国必须补上一堂专制课

胡适提出上述命题后不久，十九路军在福建脱离南京国民政府，另行成立“中华共和国

人民革命政府”，史称“福建事变”。清华大学教授蒋廷黻针对此事撰文《革命与专制》，发

表在《独立评论》杂志上，论战就此开始。

《革命与专制》一文的核心，是否定“革命救国论”。蒋氏说：“中国现在似乎到了一种

田地，不革命没有出路，革命也是没有出路。”在蒋氏看来，现实已经证明，“革命”与“不

革命”都救不了中国，为什么呢？蒋氏如此分析：

其一，被“革命势力”革了命的“中央政府”，无一不是软弱无能的政府。蒋氏说：“中

国近二十年来没有一个差强人意的政府，也没有一个罪恶贯盈的政府。极好极坏的政府都只

在地方实现过，没有在中央实现过。因为中央就是有意作好，它没有能力来全作好，中央就

是有意作恶，它也没有能力来作极恶。……在这个环境里，无论是谁都作不出大好事来。中

国基本的形势是：政权不统一，政府不得好。”

其二，热衷于革政府之命的“革命势力”，他们每一次出于善意的暴动，最后无不造就



败家灭国的后果。蒋氏说：“（革命）多革一次，中国就多革去一块。久而久之，中国就会革

完了！读者不要以为我故意张大其词。孙袁的竞争不过是个例子。假若不为篇幅所限，我可

证明民国以来的外交，没有一次外交当局不受内战的掣肘，我更能证明没有一次内战没有被

外人利用来作侵略的工具。九一八事变为什么在民国二十年的九一八发生呢？一则因为彼时

远东无国际势力的均衡，二则因为日本人知道彼时中央为江西共党所累，为西南反蒋运动所

制，绝无能力来抵抗。在中国近年的革命，虽其目的十分纯洁，其自然的影响是国权和国土

的丧失。我们没有革命的能力和革命的资格。在我们这个国家，革命是宗败家灭国的奢侈品 。

这是就目的纯洁的革命说，但是谁能担保目的是纯洁呢？”

既然“革命”与“不革命”都救不了中国，蒋氏于是换了一种思路：“各国的政治史都

分为两个阶段，第一是建国，第二步才是用国来谋幸福。我们第一步工作还没有作，谈不到

第二步，……中国现在的所谓革命就是建国的一个大障碍。……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国家存在

与不存在的问题，不是个那种国家的问题。”——在蒋氏看来，1930年代的中国，根本连建

国的任务都还没有完成，遑论选择何种政体。当务之急，是赶紧补上这“建国”的一课。如

何补课呢？蒋氏说，“中国现在的局面正象英国未经顿头专制，法国未经布彭专制，俄国未

经罗马罗夫专制以前的形势一样。我们虽经过几千年的专制，不幸我们的专制君主，因为环

境的特别，没有尽他们的历史职责”，换言之，就是需要再实施一次真正的专制，来完成“建

国”的第一步，然后再来谈政体的“民主”与“专制”。

为什么中国必须补上一堂专制课呢？蒋氏的意见，是必须经过一个真正的专制时期，中

国才能成长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才能避免割据的流弊。蒋氏曾在美国哥伦比亚大

学专攻历史学，获博士学位，所以文章举了很多“必须经专制阶段才能成为民族国家”的历

史案例，譬如：

“亨利七世统一了英国而起始所谓顿头朝代百年的专制。在这百年之内，英人……成了

一个民族国家。……（法国）布彭朝的亨利四世收拾了时局，建设了二百年布彭专制的基础 。

经过路易十四光明专制之后，法国也成了一个民族国家。……俄国亦复如此。……经过罗马

罗夫朝三百年的专制，然后列宁及杜落斯基始能造成他们的伟业。世人徒知列宁推倒了罗马

罗夫朝代，忽略了这朝代给革命家留下了很可贵的产业。第一，俄国在这三百年内，从一个

朝代国家长成为一个民族国家。革命就不能有割据的流弊……”

胡适反驳：中国没有专制机会，民主最适合幼稚的中国人

蒋廷黻的文章发表之后，胡适连续写了两篇文章反驳。在其中一篇《建国与专制》中，

胡适说，自己读了蒋氏的文章，脑子里生出了三个问题：

(1)专制是否建国的必要阶段？(2)中国经过了几千年的专制，为什么还没有做到建国的

历史使命，还没有造成一个民族国家？(3)中国的旧式专制既然没有做到建国的职责，我们

今后建国是否还得经过一度的新式专制？

胡适的意见是：(1)专制不是造就一个民族国家的必经阶段。胡适以英国为例，说道：“英

国民族国家的造成，并不全靠君主之力。英国语的新文学的产生与传播，英文翻译的圣经与

祈祷书的流行，牛津与剑桥两大学的势力，伦敦的成为英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纺织业

的长足的发展，中级社会的兴起:这些都是造成英国民族国家的重要因子。”上述各种造就民



族国家的因素，并不都是在顿头专制王朝成型的。

(2)蒋廷黻认为中国还不是民族国家，胡适则认为中国早就已经是一个广义上的民族国

家了。其理由是：“我们至今是‘汉人’，这就是汉朝四百年造成的民族自觉心的结果。其次

是唐朝的三百年的统一，使那些新兴的南方民族至今还自称是‘唐人’/有了汉唐两个长期

的统一，我们才养成一个整个中国民族的观念。我们读宋明两朝的遗民的文献，虽然好像都

不脱忠于一个朝代的见解，其实朝代与君主都不过是民族国家的一种具体的象征。不然，何

以蒙古失国后无人编纂元遗民录？何以满清失国后一班遗老只成社会上的笑柄而己？我们

所以特别表同情于宋明两代的遗民，这正可以表现中国早已成为一个民族的国家；这种思古

的同情并不起于今日新的民族思想兴起的时代，其种子早下在汉唐盛世，在蒙古满洲入主中

国的时期已有很悲壮的表现了。”

(3)针对第三个问题——“中国今天的建国大业是否还得经过一度的专制”——胡适单

独写了一篇文章《再论建国与专制》。胡适的意见是：

“第一，我不信中国今日有能专制的人，或能专制的党，或能专制的阶级。”其理由是：

“一般人只知道做共和国民需要较高的知识程度，他们不知道专制训政更需要特别高明的天

才与知识。”在胡适看来，专制训政是比自由民主更需要技术含量的事情；胡适甚至举例：

“俄国共产党的成功不是一朝一夕的偶然事件，是百余年中整个欧洲文明教育训练出来的。

就是意大利的专制也不是偶然发生的，我们不要忘了那个小小的半岛上有几十个世间最古的

大学，其中有几个大学是有近千年的光荣历史的。”也就是说，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四万

万个阿斗”的国家，再英明的“诸葛亮”，也搞不好他的专制。

“第二，我不信中国今日有什么有大魔力的活问题可以号召全国人的情绪与理智，使全

国能站在某个领袖或某党某阶级的领导之下，造成一个新式专制的局面。”胡适所谓的“新

式专制”，包括三种类型，“一是领袖的独裁，二是一党的专政，三是一阶级的专政。”胡适

举苏俄、土耳其、意大利等国的专制为例，认为在具备高水准的专制人才之外，“还须有一

个富于麻醉性的热烈问题，可以煽动全国人心，可以抓住全国少年人的热血与忠心”，这样

才可能出现专制政权。胡适认为现实的中国，不存在这样富有麻醉性的热烈问题，更没有可

以煽动全国人心的口号，所以中国搞不成专制。

“第三，我有一个很狂妄的僻见：我观察近几十年的世界政治，感觉到民主宪政只是一

种幼稚的政治制度，最适宜于训练一个缺乏政治经验的民族。”胡适与当时流行的“民主对

国民素质的要求程度高于专制”的说法大唱反调：“总而言之，民主政治是常识的政治，而

开明专制是特别英杰的政治。特别英杰不可必得，而常识比较容易训练。在我们这样缺乏人

才的国家，最好的政治训练是一种可以逐渐推广政权的民主宪政。中国的阿斗固然应该受训

练，中国的诸葛亮也应该多受一点训练。而我们看看世界的政治制度，只有民主宪政是最幼

稚的政治学校，最适宜于收容我们这种幼稚阿斗。我们小心翼翼的经过三五十年的民主宪政

的训练之后，将来也许可以有发愤实行一种开明专制的机会。我这种僻见，好像是戏言，其

实是慎重考虑的结果，我认为值得研究政治思想的学者们的思考的。”

蒋廷黻回应：中国强盛图存“唯一的过渡方法是个人专制”

针对胡适的反驳，蒋廷黻撰文《论专制并答胡适之先生》，作为回应。蒋氏绝不相信中



国的现状是民主能够解决的。文章说道：

“适之先生相信我们不须经过新式的专制。他相信我们现在就能行，就应行维多利亚时

代的自由主义和代表制度。从理想说来，我以为这种制度比任何专制都好，从事实上看起来 ，

我以为这种制度绝不能行。人民不要选举代表；代表也不代表什么人。代表在议会说的话不

过是话而已；中国近二十年的内争是任何议会所能制止的吗？假若我们能够产生国会，而这

国会又通过议案，要某军人解除兵柄，你想这个议案能发生效力吗？只要政权在军人手里，

如现在这样，又只要民众乐为军人所使用，又如现在这样，你的国会有一连兵就可解散了。”

蒋氏的意见，中国要强盛图存，“唯一的过渡方法是个人专制”。其理由是：

(1)“第一，中国的现状是数十人的专制。市是专制的，省也是专制的。人民在国内行

动不过从一个专制区域行到另一个专制区域。至于权利的保障，处处都是没有的。我所提倡

的是拿一个大专制来取消这一些小专制。大专制势必取消各地小专制，不然，大专制就不能

存在。”蒋氏还认为，像袁世凯、吴佩孚这样的谋求统一的大军阀，一者，并没有把人民当

作敌人；再者，人民也不配做他们的敌人，因为人民什么力量都没有；其三，人民实际上都

希望统一，结束内战，并不愿意做袁世凯他们的敌人。真正破坏统一的，恰恰是那些二等军

阀 ，“每逢统一有成功可能的时候，二等军阀就连合起来，假打倒专制的名，来破坏统一”，

光知道“背西洋教科书”的士大夫们也就乘机鼓噪，结果破坏统一的机会，祸国殃民。

(2) “第二，我们以为个人的专制来统一中国的可能比任何其他方式可能性较高。破坏

统一的就是二等军阀，不是人民，统一的问题就成为取消二等军阀的问题。他们既以握兵柄

而割据地方，那末，唯独更大的武力能打倒他们。”针对胡适不相信“中国今日有能专制的

人”的自信，蒋氏说：“以袁世凯及吴佩孚一流的人物，离统一的目的，仅功亏一签了”，显

然对出现能够统一中国的“个人专制”抱有很大的期望。

丁文江：知识分子还不讲实际，难道想做亡明的清流吗？

在“民主与独裁论战”的中后期，“独裁救国论”的旗手，已经从蒋廷黻转移到了丁文

江。丁氏是胡适的挚友，在推崇民主政体与批评南京国民政府压制言论自由等事情上，与胡

适的立场一般无二。但在 1930年代的论战中，丁氏却站到了胡适的对立面，成了“独裁论

者”里的骨干。丁氏推崇独裁体制的理由是：

“我们当前的问题是不但政治没有脱离革命的方式，我们的国家正遇着空前的外患，和

空前的经济恐慌。我们如何改革我们的政治，才始可以生存？陶孟和先生自己说，‘意德诸

国的独裁政府是一种危机时代的政府。欧洲大战之后，各国百孔千疮，社会、经济、财政、

产业，无不陷于不可收拾状态之中。在一个政府硬闯，瞎撞差不多要束手待毙的时候，于是

一个最能应用心理的人，因缘时会，便做了选克推多。我们应该注意，所有现在欧洲独裁的

国家，即发现危机的政府的国家，全都是民治经验最短，民治的传统最脆弱的国家’。这是

历史的教训。我们民治经验的短，民治传统的弱，当前危机的大十倍于欧洲任何的国家。在

这种状况之下，我们应该想想，那一种政治比较的容易实现，比较的可以希望使我们可以渡

过空前的难关。陶先生说我是‘实际主义者’，这是不错的。请问当今之时，知识阶级还不

讲实际，难道我们甘心去做南宋亡明的清流吗？”



“难道我们甘心去做南宋亡明的清流吗？”——丁文江这番话，道出了 1930年代大批

信仰民主、自由的知识分子，却选择去拥护乃至企盼一个强有力的独裁政体的出现的根本原

因。丁文江不否认独裁是一剂毒药，民主才是良药；但民主政治是一种繁琐的程序化政治，

缓不济急，已然无法满足迫在眉睫的救亡图存，丁氏也只好寄望于独裁这剂毒药，能够“使

得要吞噬我们的毒蛇猛兽，一时不能近前”，至于以后的副作用，只好留待以后再说了。

蒋廷黻的支持者

蒋、胡二人的文章发表之后，许多知名的知识分子相继加入论战。很快就分出了不同

的阵营。总体上来说，支持蒋廷黻的“专制救国论”的，占了大多数；支持胡适的“民主救

国论”的，则不太多。

钱端升：呼唤独裁政治，而且希望国人不要再提倡什么民主政治钱端升：呼唤独裁政治，而且希望国人不要再提倡什么民主政治钱端升：呼唤独裁政治，而且希望国人不要再提倡什么民主政治钱端升：呼唤独裁政治，而且希望国人不要再提倡什么民主政治

清华大学钱端升的文章，题名为《民主政制乎？极权国家乎？》。文章的具体内容，钱

氏开篇就有交待：“我于这篇文章中将先论民主政治的衰颓，次及现代各种比较成功的独裁

的内容。从两者的比较中我将探索在最近将来或可流行的制度，从而更推论及中国应采的制

度 。”

钱氏的具体意见有三：1、民主政治的衰败是必然的。随着近代以来世界各国在经济上

越来越多地奉行民族主义，以至于“没有一个国家敢长取一种放任的态度”，而“民主政治

是不宜于统制经济的，故民主政治的衰败将为必然的趋势。”换言之，钱端升认为计划经济

是大势所趋，而民主政治不能适应计划经济的需要，所以其衰退是必然的。相反，苏维埃制

度和法西斯制度“俱要比民主政治较适宜于统制经济”。

2、未来的世界会采用何种政治制度？钱氏说：“我所敢言的只有三点。第一，民主政

治是非放弃不可的。……第二，紧接民主政治而起的大概会是一种独裁制度。第三，在民族

情绪没有减低以前，国家的权力一定是无所不包的——即极权国家。”而在一党独裁和艺人

独裁之间，钱氏倾向于选择前者，理由是：“因为一党的独裁不发生继承的困难，而一人的

独裁则独裁者的死亡易发生重大的变动。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说：在党内独裁之下，即发生继

承问题，也不至如在一人独裁制之下那样严重的。”钱氏还说，“大家对于独裁也不必一味害

怕”，独裁不见得比不上民主政治，虽然独裁会严厉剥夺许一些人的自由，“如苏俄之于资本

家，德国之于犹太人，然它们之能为大多数人谋福利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换言之，钱

端升认可那种以自由换福利的独裁模式。

3、未来的中国应该采取何种政治制度？钱氏说得很明确，他呼唤独裁政治，而且希望

国人不要再提倡什么民主政治了：“究竟国民党是否有独裁中国的可能，如果没有，何人或

何党将为中国的独裁者，这些是本文范围以外之事，故不必再予推测。我所要重复说的是：

中国需要生产上极敏捷的进步，而要达到这目的则最好有一有力，而又以全民族的福利为目

标的独裁。为早使这独裁能实现起见，我们再不要耗费精力于永不易得到、且得到了也无实

力的民主政治的提倡；我们更要防止残民以逞的独裁之发生。”



吴景超：开明专制的领袖，迟早总要出现的吴景超：开明专制的领袖，迟早总要出现的吴景超：开明专制的领袖，迟早总要出现的吴景超：开明专制的领袖，迟早总要出现的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吴景超，也是“专制救国论”的拥趸。吴景超发表在《独立评

论》上的文章，题目是《革命与建国》。吴氏说：“我很赞同蒋廷黻先生的说法：‘中国的基

本形势是：政权不统一，政府不得好。’” 为什么呢？吴氏举例说道：

“我们试举几个例子，便可知道建设须以统一为前提。现在大家最注意的一件建设事

业，便是救济农村。救济农村的第一件事，便是废除苛捐杂税。但在未统一的时期内，中央

与各地军阀，都要培植兵力，于是不得不筹饷，于是不得不加苛捐杂税，于是救济农村便等

于空谈。又如普及教育，也是建国的一件事业。但普及教育，便须经费，而在群雄割据时期

内，一切的经费，都用在军事上面，原有的教育机关，已不能维持下去，哪有余费来发展教

育，于是普及教育又等于空谈。又如经济统制，乃是近来最时髦的一种建设口号，但在未统

一之先，山西的煤，中央能统制么？江西的米粮，中央能统制么？四川的石油，中央能统制

么？在四分八裂的局面之下，来谈经济统制，岂非画饼充饥？”

吴氏将统一中国的希望，寄托在有实力的开明领袖身上，而且相信：“根据时势造英雄

的原则，这种领袖，迟早总要出现的。”换言之，吴氏更倾向于个人独裁。

张弘：我觉得，中国现代不专制不行张弘：我觉得，中国现代不专制不行张弘：我觉得，中国现代不专制不行张弘：我觉得，中国现代不专制不行

《独立评论》曾刊登一篇署名张弘的文章《专制问题评议》，该文集中反驳了胡适认为

中国不能搞专制的三条理由。文章说道：

“(一)他不信中国今日有能专制的人，或能专制的党，或能专制的阶级。适之先生道：

‘专擅一个偌大的中国，领导四万万阿斗，建设一个新的国家起来，这是非同小可的事。……

我们无论如何宽恕，总看不出何处有一个够格的诸葛亮，也看不出何处有十万五万受过现代

教育与训练的人才可以做我们专政的诸葛亮。’我们的看法，不幸稍有不同。惟其如此，惟

其没有五万十万的诸葛亮，亦惟其只有四万万的阿斗，所以需要专制。须注意：四万万的阿

斗是无法作主人翁的。他不会作，也不能作。但是，教导出一个两个或几个诸葛亮出来以率

领一般风从草堰的人们，则比较容易，也比较快。”

“(二)他不相信中国今日还有什么大魔力的活问题可以号召全国人的情绪与理智，使全

国能站在某个领袖或某党某阶级的领导之下，造成一个新式专制的局面。……非没有题目不

能动人，乃是因提倡者缺乏真诚实意，更没有毅力决心，以至弄坏，……中国待做的事情还

多着哩！至于将来这种活问题是什么，以后再说。”

“（三）适之先生观察近几十年的世界政治，感觉到民主宪政只是一种幼稚的政治制度 ，

最适宜于训练一个缺乏政治经验的民族。这话我们就承认，但所需时间也太长，我们不能老

等。为什么不能老等呢？因为国际环境的鞭策太急了，我们势不能不赶路。我们己经够落伍

了，不能不想法追到前头。适之先生说：“我们小心翼翼地经过三五十年的民主宪政训练之

后，将来也许可以有发愤实行一种开明专制的机会。”若然，则黄帝子孙的前途，真可令人

悲观了。请问：这样地从容不迫，怎能为当今的国际环境所容许？……我们的意见，不幸.
与适之先生正相反。我们以为，民主宪政这种‘最幼稚的政治学校’，最不适宜收容我们这



种幼稚阿斗。因为我们贸然钻进去，闹的笑话太多，毁坏的器具太不少，甚至于昏天黑地，

可以把房子一齐烧掉！如果要免去这些荒唐，则必需有人严加管束；假如有人管教，那就变

成训政的时期了。”

这位作者最后用一句话做了总结：“我觉得：中国现代不专制不行。”

胡适的支持者

钱端升、吴景超等人的文章出炉之后，胡适又接连写了好几篇文章回应。其主旨基本

一致，即认为在当前的中国，既没有专制的可能（国民素质太低），也没有专制的必要（民

族国家的成型并不一定需要专制）。胡适之外，赞同“民主救国论”的，则首推燕京大学教

授常燕生。

常燕生：专制武力统一没前途，应该走民主德治统一之路常燕生：专制武力统一没前途，应该走民主德治统一之路常燕生：专制武力统一没前途，应该走民主德治统一之路常燕生：专制武力统一没前途，应该走民主德治统一之路

常燕生的文章题目叫做《建国问题平议》。与蒋廷黻、吴景超等人对“武力统一”的坚

信有所不同，常燕生更关心“中心势力”的形成。什么是“中心势力”呢，就是既具备武力 ，

也具备道德感召力的政治势力。常氏说：

“切实说起来，中国今日国基之所以不安定，完全因为没有像普鲁士，撒的尼亚那样

的有历史背景的中心势力可以凭借，改良主义所以不能实现，也是这个原因。今日中国要谈

建国，要谈统一，必须先从创造中心势力入手。已往虽有两次创造中心势力的机会——北洋

系和国民党——但都将机会失去了。一个中心势力的造成，不是全靠武力能济事的，所需要

的是道义上的力量。一个中心势力应该使人民仰之如慈母，奉之如严师，至少也要使大家觉

得彼善于此，这一层若办不到，根本难望树立起中心来，而武力统一的政策却正和这个希望

相反，断难有成。”

常氏态度鲜明地支持胡适：“我根本赞同胡适之先生‘无为政治’的意见，中国今日已

经民穷财尽，人民所唯一需要的是休息，不但武力统一或其他性质的内战外战完全与人民的

希望相反，即所谓生产建设也是现时人民力量所担负不起的。”

既然以专制为依托的“武力统一论”是不可取的，中国的统一又要靠什么来实现呢？

常氏设计了另外一套以民主民权为依托的“德治统一论”，其具体模式是这样的：

“中心实力派……在最初，他应该与地方实力派相约，制定几条保障民权的大法，这

就是葵丘之会的盟约。盟约定后，中心实力派应该首先在自己的领土内切实实行，首先成一

立民意的机关，首先做出‘尊民’的榜样。然后昭告‘天下’，敢有蹂躏民意，遏制民权的，

与天下共击之。如果中心实力派真能这样做去，我相信各地人民不是全无血气的，他们一定

要团结起来，仗中央的声威，靠法律的保障，和地方实力派算账。在地方实力派与人民的权

利冲突之中，中央政府可以乘机仗义执言，逐渐削减军阀的权力，培植民权的基础，国家的

真正统一，只有在这样民权伸张之后才能实现。武力统一和专制的结果，只有使人民敢怒而

不敢言，地方实力派反得挟持民意以与所谓中央者抵抗，国家是永远无办法的。”



寿山：国民应该努力承受住寿山：国民应该努力承受住寿山：国民应该努力承受住寿山：国民应该努力承受住““““革命试验革命试验革命试验革命试验””””的后果的后果的后果的后果

蒋廷黻的“专制救国论”和“革命祸国论”引起了《独立评论》杂志一位叫做“寿山”

的普通读者的反感。这位读者写了一篇题为《试谈专制问题》的文章，来反对蒋廷黻，支持

胡适。文章劝告国人要经得起对“革命试验”的后果的承受：

“去年暑假回南在乡里常听得村夫野老叹恨：‘这个命真革得糟！从前皇帝在的时候，

哪里像这个样子，就是在长毛反的时候也没有现在这样混乱呀，不晓得要那一天，真命人主

才登位哟！’这才是‘厌乱之心’朝野共同？然而不足怪也，只要翻开各国的革命史一看，

在革命过程中，人心不固是常有的事。就是革命者在中途疲乏了，变成反革命也很有人。革

命本是一件烦难的事，哪里若吃口香糖那样适意，又哪里如写一篇演讲稿那样简单呢。若中

华国民，经二十二年的试验，就叫来不起了，就要开倒车，那才真是可伤呢。俄国人不求局

部的偏安，非达到理想的目标不可，这是可敬的；我们如若二十二年的变动，就受不了，就

要反回老家，这才真不堪与人相提并论呢。如若要依蒋先生的指使，效俄人的精神，那末我

们就宜咬定牙关忍受革命的烦难，不当稍不如意，就望皇陵而兴悲！”

作者的立场很明确：“若专就胡蒋二先生的意见，问吾同情谁，吾人宁肯同情胡先生。”

结语：结语：结语：结语：

限于篇幅，本文远远没有能够再现 1930年代“民主与独裁论战”的全貌——这场论战

卷入的知识分子之多，所讨论的命题之深，迄今未见可与之相提并论者。

正因为它卷入的知识分子是如此之多（支持“独裁救国论者”尤多），所讨论的命题又

是如此具有现实意义，所以——时至今日，我们真的已经有足够的信心，来回应和阐释这场

论战吗？笔者很心虚，所以笔者的结语，也不知道该从何写起。不过，当日的南京国民政府 ，

曾对这场论战有过回应，不妨参考。那是在 1934年的 11月 27日，国民党四届五中全会召

开前夕，也正是知识界“民主与独裁论战”如火如荼的时候，汪精卫蒋介石联名通电全国，

电文说道：“盖中国今日之环境与时代，实无产生义、俄政制之必要与可能也。”

同日，蒋介石又在答复日本大阪每日新闻记者的访问时，如此说道：“中国与意大利德

意志土耳其国情不同，故无独裁之必要。”

在做出“中国没有独裁的可能与必要”这样一种回应的同时，呼唤法西斯个人领袖独裁

以救中国的复兴社，也正在蒋介石的支持下积极运作。“独裁救国”，无论在朝，还是在野，

都有它强大的思想、政治基础。不理解这一点，恐怕就无法理解此后历史的进程，包括 1949
年的到来。

资料来源：资料来源：资料来源：资料来源：

本文资料，全部来自智效民/编著，《民主还是独裁——70年前一场关于现代化的论争》一书 ，

广东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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