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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以 《观察》 周刊对国民党及其政府的呈现和历时性演变为切入点，在对 《观察》 有关国民党及其
政府的文章内容、主题、来源、数量进行历时性变化考察的基础上，描画了其在不同时期、不同背景下有关
国民党及其政府的文章内容、主题之变化，分析了这种变化背后蕴含的自由知识分子的心态演变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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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论政”和“参与国家政治生活”，不可能

知识分子刊物之一，是抗战胜利到新中国成立前

不对当时中国最主要的政治力量——国民党、共

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藉以论政议政、“参与国家政治

产党和“第三种力量”的政治实践及其政策、主

生活”的最有影响的思想讲坛。它以“‘自由’与

张进行臧否与论评。因此，考察 《观察》 周刊所

‘宽容’”为精神追求，以“民主、自由、进步、

代表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思想背后的心态演变，

理性”为基本原则 ，以“对国事发表意见”为办

完全可以以 《观察》 对当时这三种政治力量的不

刊宗旨 ，是当时知识阶层对各类政治社会问题

同呈现及其演变为切入点和着眼点。

[1]

[2]

发表自由意见与看法，对包括国、共两党在内的

由于研究 《观察》 对国民党、共产党和“第

各种政治力量及其政策主张进行臧否和论评的最

三种力量”的呈现及其历时性演变非一篇文章所

有影响的平台。正因为如此，近年来 《观察》 周

能容纳，因此，笔者决定在此先对 《观察》 周刊

刊逐渐成为研究民国时期知识分子史，尤其是从

对国民党及其政府的呈现及其历时性演变进行研

抗战胜利到新中国成立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思

究。笔者使用的研究方法主要为文献分析法和数

想、主张的热门领域。

据统计法，希望在对 《观察》 有关国民党及其政

然而，到目前为止，对 《观察》 所代表的自

府的所有文章进行全面阅读和分门别类的统计基

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其思想、

础上，描画出其文章内容、主题及深层态度的变

主张的宏大概括和分门别类的归纳方面，较少见

化，分析这种变化背后的意义与历史逻辑。

到对其思想主张背后的心态演变的历时性考察。

关于《观察》及其所代表的自由知识分子对国

这种研究状况，既不利于认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民党及其政府的态度，已有研究的基本看法是，既

政治社会主张兴衰更替的现实情境，也不利于深

怀有希望，又抱有怀疑，既积极建言，又激烈批

入把握 《观察》 同人思想、态度背后的细部脉

评。这种认识大体来说是对的。然而，对国民党及

动，发见其思想变化背后生动而复杂的历史逻辑。

其政府在什么情况下抱有希望，在什么情况下产

由于 《观察》 以“论政”和“参与国家政治

生怀疑，在什么时候积极建言，在什么时候激烈

生活”为鹄的，而在当时中国特殊政治情势下，

《观察》周刊对国民党及其政府的呈现及其历时性演变
——

《观察》 周刊是民国时期最有名、最成功的

批评，对这些问题，现有研究罕有清晰的答案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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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建言到陷入绝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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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说。要想对这些问题给出较满意的回答，就必

其政权的态度变化之统计，可以发现，《观察》

须对 《观察》 刊载过的以国民党、国民政府为主

周刊对国民党及其政府的报道与言论主题总体来

体或诉求对象的文章进行全面统计和分析。

看是十分多样和复杂的 （参见表 1），但从具体的

按文章内容与所涉对象，笔者对 《观察》 全

历史时段来看，不同时段的言论与报道主题却是

部 114 期中有关国民党及其政权的文章进行了统

相对集中的，显现出较为明显的阶段性特点，其

计。统计发现，以国民党、国民政府为主体或诉

文章数量也明显显现出由颇为繁盛到渐趋减少的

求对象的文章共 228 篇。通过对这 228 篇文章内

变化过程。

容、主题、数量变化和其所反映出的对国民党及

一、停战、和平期望之下对国民党
及其政权的积极建言
《观察》 虽创刊于 1946 年 9 月，其筹备却在
1946 年初即已开始 （1946 年 1 月 6 日已在重庆召
开了 《观察》 第一次发起人会议）。这个时期正
是国共和谈签订 《双十协定》 之后、国内和平呼
声高涨之时。当时，在美方协调之下，政治协商
会议 （即旧政协） 于 1946 年 1 月 10 日召开，达成
第一个停战协议，商得和平建国纲领等五项

商

述我们努力建立联合政府的用意》 等文。

议性和解释性两类，也有少量评论性文章。建议
性文章通常针对某一具体的经济问题提出专业性
建议，希望能促使经济往好的方向发展，如 《中

二、内战扩大、经济濒危之下
对国民党及其政府的批评

《观察》周刊对国民党及其政府的呈现及其历时性演变
——

如果说政协协议被完全破坏之前和平尚存可
能的话，1947 年 11 月开始筹备并于翌年的 3 月 29
政策》、《从黄金潮论经济对策》 等。解释性文章
日召开的“制宪国大”基本止息了自由知识分子
往往属于对经济问题进行分析、解释的文章，既
对和平的渴望。加之在此之前，国共双方的局部
可能是宏观问题，也可能是微观问题，如 《七个
交兵渐趋蔓延之势，1947 年 3 月，胡宗南部进攻
月 来 的 中 国 经 济 形 势》、《新 中 国 的 政 治 与 经
陕北，5 月华东成为战场，是年夏东北战事扩大
济》、《论当前的经管情形》 等。评论性文章一般
并波及中原。眼看和平无望，内战扩大，受战争
是对相关经济政策进行臧否与批评的文章。
影响，国民经济濒临危殆边缘，民生凋敝至极，
按照“建议性”、“解释性”和“其他”（主 《观察》 创刊初期对国民党及其政府的积极建言
要指评论性文章） 三类指标，笔者对与“国民政
遂逐渐式微，代之以不无焦虑与失望的批评。
府的经济政策”有关的文章进行了历时性统计。
由于内战扩大之下受影响最甚的是经济，因
统计发现，《观察》 第一卷所刊有关国民政府经
此，这个时期对国民党及其政府的批评最突出地
济政策的文章全部为建议性文章；从第二卷开
反映在对经济危机原因的分析与批评方面。这个
始，建议性文章减少，解释性文章开始较为集中
时期经济领域由于受战争扩大之影响，通货膨胀
地出现，直至停刊前最后一期；仅有的 4 篇评论
持续，物价飞涨，国民经济危机重重。在此背景
性文章 （即“其他”） 散见于第一卷、第二卷、 下，创刊初期“国民政府的经济政策”主题内居
第四卷和第五卷。由对三类文章内容与诉求目标
于排他性地位的“建议性”文章逐渐为大量的讨
的介绍可知，就文章背后的态度而言，建议性文
论经济危机的“解释性”文章所取代。这些“解
章所显示出的对国民党与国民政府的态度最为积
释性”文章多以分析越来越严重的经济问题为切
极，解释性文章次之，评论性文章再次之。由此
入点，对经济危机的根源进行探讨。这种探讨多
反观建议性文章在第一卷中的排他性地位，《观
将各种严重经济问题的根源归结于内战和政治不
察》 创刊初期在经济政策上表现出对国民党及其
民主，认为内战不止，政治不上轨道，经济危机
政权的态度之积极就显得十分明显了。
不可能解决，且会越来越严重。
无论是停战和平，还是实行民主政治，抑或
如笪移今 《评方显廷先生的经济观点——论
是在国民政府经济政策问题上，《观察》 创刊初
当前经济危机的根源》 一文就明确认为，“经过
期所显现出的对国民党及其政权的积极建言态
一年多的理论商讨和事实印证，已经得出一个为
度，均与 《观察》 周刊所代表的知识阶层对和平
多数人所共认的结论，即中国经济危机，是仍然
统一、停止内战这一 《观察》 论政、立言的“元
执行‘战时的经济政策’的结果。换句话说，政
诉求”直接关联，均与这个时期时人对国共双方
治问题未能获得合理的结局，乃是经济危机的主
实现和平仍抱有希望直接相关，也均反映出这个
要根源。”“在政治问题没有解决之前，我们并不
时期 《观察》 同人对“停止内战”、“和平统一” 反对一切局部的可能的经济改进，及为争取这个
并没有完全失去信心，对和平的期望尚未破灭。
改进的一切努力。只是当经济危机演变到崩溃的
另外，积极建言也反映出 《观察》 所代表的
阶段，经济问题已变成严重的可怕的社会问题，
自由知识分子在国家与民族前途命运处于重大关
除了立即实现民主、和平而外，任何办法，都是
头时选择的无奈。他们对国民党及其政府的各种
枝节应付。”[4]
问题虽有颇为清醒且充分的认识，但又认为，国
显然，这种“解释性”文章虽为对经济问题
国经济危机的出路》、《现代财政动向与中国财政

从满怀希望 、
积极建言到陷入绝望 、
沉寂无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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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国民政府的经济政策”类文章多为经
济学领域学者所写，篇幅往往较长，通常包括建

静

设之路》、《说民主》、《我们所需要的法治》、《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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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也主要集中在创刊初期，如 《如何走上民主建

家政治不能没有重心，而在当时情形下，中国绝
大多数人还是关切国民党的，因此国家政治中心
理应落在国民党身上，而这，“不是基于任何理
想与思想上的理由，而是基于现实的考虑”[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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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危机的理性分析，但较之于前一时期的“建议
性”文章，其对经济问题进行分析中所蕴含的批
评色彩非常明显。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批评中又
似乎尚未完全失去希望，似乎仍带有较强烈的期
望政府能悬崖勒马、顺应民意、从善如流以解决
经济危机之味道。如上引笪移今文章中的“经济
问题已变成严重的可怕的社会问题，除了立即实
现民主、和平而外，任何办法，都是枝节应付”
一语，实际上已近于直接给政府提供解决经济危
机的建议了。国家与民族前途命运面临重大选择
时刻自由知识分子的内心矛盾由此亦可明确感知。
与前一时期积极呼吁国民党及其政府实行民
主相应，这个时期 《观察》 及其所代表的自由知
识阶层对民主的渴望依然存在。表现在文章主题
方面便是，这个时期仍然有大量与“实行民主政
治”之主题相关的文章，如 《从美军下旗到张今
吾被释》、《论文汇新民联合三报被封及大公报在
这 次 学 潮 中 所 表 现 的 态 度》、《新 闻 自 由 的 低
潮》、《一样争民主多样的方式》、《人身自由的保
障问题》 等。但由于这个时期内战扩大，民主不
仅无望，而且因内战持续、国民党统治每况愈
下，违背民主的事件与做法频现报端，故与民主
主题相关的文章和经济主题领域的文章一样，也
开始由前一时期的呼吁与建议转变为批评了。
这个时期，国民党出于挽救其每况愈下的统
治之考虑，加紧了对社会思想与政治领域的控
制，非法逮捕、侵犯人权、镇压群众示威活动、
违背新闻自由等事件不断出现。1947 年春末，由
于内战扩大，物价飞涨，公务员、教师、学生等
各阶层生活困苦，不少大城市发生抢米风潮，同
时，公务员罢工、教师罢教、学生罢课和各种小
范围的向政府请命活动在全国各地此起彼伏，进
而演变为全国高校学生大规模参加的“反饥饿反
内战”示威游行。面对群众运动此起彼伏之势，
国民党政府实行了一系列违背民主的弹压政策，

泪》、《人民对于内战的负担》 等诸多文章描写了
战争对各地农村的影响，反映了内战期间政府不
断加重农民税赋、拉壮丁、军事轰炸等给农村带
来的破败景象。《东北到处有啼痕》、《内战给予
工矿事业的摧残》、《济南之战》、《中原烽火几时
休》 等文章，反映了战争对城市工业和民众生活
的毁灭性影响，描写了城市平民因物价飞涨、停
煤、停电而饥寒交迫的惨状。
前文所述 《观察》 有关国民党及其政府的文
章主题统计表中所列“国民政府因征丁、征粮、
国军风纪败坏等致民生凋敝”主题中的 31 篇文章
就基本出现在这个时期。这些文章大量描写了内
战所及地方百姓因战火、征丁、征粮而穷困潦
倒、饱暖无着的惨状，处处流露出对国民党、国
民党政府及军队的批评。另外，在本研究过程
中，还有 72 篇关于“内战动向”的文章，因诉求
对象并非完全指向国民党与国民政府，故未计入
关于国民党及其政权的 228 篇文章中，但细察这
些文章，也有不少在介绍战争详情，分析内战动
向的过程中间接涉及了对战争给地方工、农业带
来破坏的反映和对国民党军队的批评。
当然，这个时期的 《观察》 无论是对经济危
机的批评，还是对国民党政府违背民主的批评，
乃至于对战争造成的民不聊生与工农业破坏等的
批评，其出发点都仍然是积极的，其立足点都在
于其所持的知识分子对于国家之“权利”与“义
务”的认识，其批评背后站立着的是执政党与政
府的“诤友”的身份与形象，是希望通过自己的
批评使国民党及其政府悬崖勒马、迷途知返。正
如储安平当时所言，《观察》 上的“意见在性质
上无论是消极的批评或积极的建议，其动机无不
出于至诚”[2]。

三、和平无望、政治难上轨道后
对国民党及其政府的绝望

南京的“五二○惨案”便是其中最受关注的一
个。面对国民党政府一系列违背民主、侵犯人权
的做法，与民主主题有关的文章由呼吁转为对违
背民主的批评便是自然而然的了。
在对内战导致经济危机和国民党政府违背民
主之做法进行批评的同时，这个时期的 《观察》
上出现大量对战争造成的农村凋敝、城市衰退、
22

民生艰难等的批评性文章。《从中国乡村看中国
政治》、《浙江的征丁征税》、《法外天地 人间血

如果说 《观察》 创刊中期不无焦虑与失望的
批评之目的尚在希望国民党及其政府警醒与回转
的话，随着内战全面爆发，和平无望，国民政府
虽经改组，召开国大、制宪、选举、组织新内阁
等仍未使政治稍上轨道，《观察》 知识阶层对国
民党及其政府的态度遂渐趋绝望。这种绝望，既
可以从 《观察》 后期所载关于国民党及其政权的
文章之数量明显减少得窥一斑，也可以从这一时

其政权的文章逐渐减少，尤其是提出建议和批评
多系报道内战情形的内容。
为呈现 《观察》 114 期中与国民党及其政权
相关的 228 篇文章的时间分布状况，笔者将每期
《观察》 所刊关于国民党或国民政府的文章篇数
与刊载的时间顺序结合起来，进行了较为细致的
考察。考察发现，以“国民党及其政权”为主体
的文章在 《观察》 中虽贯穿始终，但总体来说其
数量随刊期与时间的推移而显现出下降趋势。
这种下降趋势，除创办后期因物价上涨、白
报纸难求等原因，使刊物的整体篇幅不得不有所
的减少归根结底还是由于和平无望、《观察》 知
识群体戮力以求的政治民主渐渐远去所致，是
《观察》 所代表的知识分子对国民党及其政权丧
失信心和谈论欲望的表现，是知识分子对国民政
府“心灰意冷”的一种特殊表现。正如 《观察》
第四卷报告书所言：“‘时局严重已超过了说话
的阶段’，而‘向现实的当局说话’，则‘自政协
被破坏以后久已不做此想’。这一种趋向也多少
影响到稿件的来源。”[5]
《观察》 后期刊载的关于国民党、国民政府
的文章中所流露出的落寞消沉、心灰意冷情绪，
从储安平的一篇文章中即可初步感受。在这篇文
章中，他说：“最近国内一般言论界，大都非常
消沉，这消沉是一种可怕的消沉，这转向也是一
种严重的转向，可惜政府不努力去了解这种消
沉，不在根本上设法挽救人心的转向，而仍然走
着老路，一味的想以强力去压伏人心！”[6]这种消
沉反映在 《观察》 的版面内容上，必然是与国民
党、国民政府有关的文章的减少。
在 《观察》 第四卷第 20 期，储安平将这一点
说得更明白。他说：“最后，我们愿意坦白说一
句话，政府虽然怕我们批评，而事实上，我们现
在则连批评这个政府的兴趣也已没有了。即以本
刊而论，近数月来，我们已很少刊载剧烈批评政
府的文字，因为大家都已十分消沉，还有什么话
可说？说了又有什么用处？我们替政府想想，一
个政府弄到人民连批评它的兴趣也没有了，这个
政府也就够悲哀的了。”[7]

综上可以看出，《观察》 对国民党及其政府
的呈现，在言论内容与指向方面经历了一个由积
极建言到恳切批评再到落寞无言的过程，在文章
数量方面经历了一个由繁盛到减少的过程，在文
章背后所显现的心态方面经历了一个由希望到失
望终至绝望的过程。导致这些变化的原因固然与
不同时期国内情势的具体变化有关，固然与知识
分子对国民政府的“心灰意冷”有密切的关系，
但更为深层的原因却与 《观察》 知识群体办刊
“论政”的“元诉求”有更深层的关联。这个
“元诉求”就是停战和平、实现民主。
考察 《观察》 对国民党及其政权的呈现过程
与内容，无论是前期、中期还是后期，也无论是
积极建言、恳切批评还是落寞无言，均能感受到
其背后所蕴含的对停战和平和实现民主的热切希
望与强烈诉求。可以说，停战和平、实现民主之
目标在不同时期面临的具体情况与困难之大小，
是 《观察》 周刊在呈现国民党及其政府的过程中
或喜或悲、或积极或消极、或建言或规劝、或批
评或无言的最深层次的思想动因与情绪指针。同
时，停战和平、实现民主也是其所呈现的所有内
容的核心主题或者说“元主题”
，其所论议与报道
的所有问题，无不属于停战和平、实现民主这个
“元主题”在不同时段和不同领域的衍生议题。
创刊初期从军事、政治、经济等各个角度对
和平必要性的强调，对“以民主缔造统一”和实
现和平之途径的阐述，对履行政协协议、建立联

《观察》周刊对国民党及其政府的呈现及其历时性演变
——

缩减进而导致文章数量总体下降之外，文章篇数

四、结论与讨论：从积极建言
到言论消沉的背后
——“元诉求”的破碎

从满怀希望 、
积极建言到陷入绝望 、
沉寂无言

的文章大幅减少，此时所载关于国民政府的文章

静

这个时期，《观察》 周刊所载关于国民党及

在 《观察》 第四卷报告书中，编者对 《观
察》 第四卷各期内容进行分析、检讨后得出的一
个重要结论曾是，《观察》 的专论越来越不充实
了。何以不充实了呢？编者认为，其中很重要的
原因便是大家对于写政论文章，已经没有什么兴 ·
趣 [5]。以“论政”为宗旨之刊物，对写政论文章
不再有兴趣，足见其内心之绝望，即所谓“哀莫
大于心死”也。
需说明的是，在 《观察》 同人基于对国民党
及其政府彻底绝望而消沉、无言和有关国民党及
其政府的文章明显减少后，取而代之的是大量讨
论国际问题、社会科学和边疆问题等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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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得以明确感知。

樊亚平 刘

期许多与国民党及其政权相关的文章中流露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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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政府的积极鼓吹，对经济形势、政治与经济之

微露、民主之愿景似乎靠近时，基于知识分子精

关系及当时“经管情形”等的分析，针对当时经

神与使命感，他们便满心欢喜，踊跃著文力促

济问题所提出的解决思路与对策，均是停战和

之；当现实与理想背道而驰、和平与民主渐行渐

平、实现民主这一元诉求与元主题在较为乐观之

远时，基于知识分子之精神与使命感，他们的反

情势下的衍生主题。创刊中期对各种严重经济问

应便是不无焦虑但诚挚恳切的批评规劝，以此寄

题之根源的剖析，对非法逮捕、残酷镇压群众运

望于挽回之；而当和平与民主彻底无望和完全远

动的批评，对封闭报馆、侵犯人权的谴责，对战

去时，虽然知识分子精神与使命感犹在，其内心

争所带来的工农业凋敝、民生艰困的反映，也均

的消沉与绝望却已如春天的潮水日日见涨、难以

是停战和平、实现民主之目标与诉求愈行愈远时

抑制了。

自然产生的内心关切与应激反应。创刊后期谈到

需要强调的是，《观察》 对国民党及其政府

国民党或国民政府时文字中的消沉与言论本身数

的呈现，反映出的是 《观察》 所代表的自由知识

量的骤减，同样也是停战和平、实现民主之“元

群体对国家前途命运的赤子情怀和基于这种赤子

诉求”导致的自然结果，是在“元诉求”彻底破

情怀而不懈努力与求索的精神，其文章背后显现

碎的情况下产生的一种内心的应激反应。

出的心态演变反映出的是 《观察》 同人履行自己

因此，完全可以说，《观察》 114 期中有关国

作为知识分子的责任感与使命感过程中特有的理

民党及其政权的所有文章，最终诉求都是停止内

想与困惑、激情与无奈相互交织的矛盾状态。从

战、实现民主；《观察》 同人及其背后的知识群

《观察》 周刊对国民党及其政府的呈现及其态度

体之所以创办 《观察》，之所以借助 《观察》 来

演变，我们可以深切感受到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

论议政治，其核心目标与诉求都是希望藉以力促

子对国家、民族的诚挚热爱，对和平、民主的戮

国内和平与民主。也正因为如此，当和平之曙光

力追求，对社会进步、民生幸福的热切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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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Hope to Despair and From Proposal to Silence
—The Observation Weekly’
’s Presentation on Kuomintang and Its Diachronic Change
FAN Ya-ping1,2 LIU Jing3
(1.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730000;
2. School of Journalism,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3. AVIC Chengdu CAIC Electronics Co., LTD, Chengdu 610031,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document analysis and data statistics, this paper tries to not only describe the Observation Weekly’s presentation on Kuomintang and National Government, but also explore the change of its articles’content, subject and attitude in such presentation.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Observation Weekly’s content and subject in presenting Kuomintang and National Government have gone through a kind of change
from proposal to silence, and that the Observation Weekly’s attitude to Kuomintang and National Government has gone through a kind of change from being hopeful to dropping into despair. By such a research, this
paper aims to enter Chinese liberalism intellectuals’spirit world and touch their soul and psychology.
Keywords: The Observation Weekly; Kuomintang; liberalism intellectual; diachronic change
24

（责任编辑：李向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