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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革命話語曾經長

期統治現代中國並滲

透到百姓的日常生

活，所以追問革命話

語是怎樣形成的、中

國革命的獨特性與中

國現代語言的形成有

甚麼關係，就成了中

國現代思想史研究的

重要課題。

現代中國革命話語之源

●  陳建華

一　中國革命與「革命」的翻譯過程

考察本世紀初中文「革命」、日文「 」和英文「revolution」三詞之間跨文

化翻譯的複雜關係，其結果或可視作從語言角度對現代中國革命起源的一種詮

釋。在我們重新挖掘、洗發這一被壓抑、被遺忘的現代革命之鏡時，希望在觀

念上能為今日中國的革命創造性轉型提供某種借鑒。

不消說，有關革命的論述不必從使用「革命」這一詞語開始。在大量�述

十九世紀中葉以來中國革命的著作中，被描述的是政治與社會急遽變革的過

程，此中包含了我們對革命意義的一般理解。然而，把中國革命同「革命」一詞

的使用相聯繫，對理解中國革命現代性經驗無疑極其重要；此外，由於文化、

意識和語言不可分離的關係，這種聯繫亦會為我們揭示現代中國革命經驗的某

種本質。革命話語曾經長期統治現代中國並滲透到百姓的日常生活，而革命過

程本身不斷展示的某些特徵，可追溯到「革命」這一詞源及傳統的革命話語。富

蘭克斯（Wolfgang Franks）指出，中國古代傳統的「革命」的意義和近代西方思想

及西方「革命」概念相結合，而產生了現代中國的「革命」意義1。如果我們從翻

譯理論的角度來考察形成這「革命」意義的複雜歷史，那麼就會產生一些有意思

的新問題：革命話語是怎樣形成的？它為甚麼能在現代中國產生如此深刻而持

續的影響？中國革命的獨特性與中國現代語言的形成有甚麼關係？於是，疏理

革命話語最初形成的內在脈絡成了中國現代思想史研究的重要課題，它既可彌

補思想史研究長期忽視語言經驗的不足，亦能在某種程度上回應西方對中國革

命的詮釋。

梁啟超值得重新探討。學者普遍認為，儘管梁氏自稱為改良主義者，但他

在1898至1903年間的許多言論，卻有力推動了當時的反滿革命傾向。他的著作



84 百年中國 M有關革命意識形態形成的一些細節一直被忽視。如在1902年，梁對於國內革

命情緒的高漲表示擔憂，他說2：

一二年前，聞民權而駭者比比然也，及言革命者起，則不駭民權而駭革命

矣。今日我國學界之思潮，大抵不駭革命者，千而得一焉；駭革命不駭民

權者，百而得一焉⋯⋯。

由此可見，革命作為一種話語形態，是在本世紀初的數年M才出現的。的

確，「革命」是本土語彙，而它在本世紀初的復活，很大程度是借助於日語的翻

譯，也即受了某種西化的洗禮，遂構成如史華慈（Benjamin Schwartz）所說的「革

命之謎」——在本世紀最初二十年M激進主義的形成3。從今天來看當時戲劇性

的歷史轉變，我們不禁要追問：接受「革命」這一口號的心理障礙是甚麼？為

甚麼一旦「革命」代替了「民權」，「革命」卻找不到別的替代，能歷久而不衰？

梁啟超為甚麼對「革命」如此敏感和憂慮？我們以為理由是，一方面這一新的革

命意識從傳統中獲得深厚、神秘的文化資源，喚醒狂歡節日般的集體記憶；另

一方面，由於「世界革命」意識的引進和融合，革命話語和意識形態變得如此

複雜而富於包容性，因而能在急劇變動的時代適應政治、經濟和心理的變革的

需求。

在西方使用「中國革命」（Chinese Revolution）一語，已包含了自十七世紀以

來歐洲的革命常識。亦即透過「現代性」的多棱鏡，把中國革命看作現代現象，

是世界歷史的一部分，或確切地說是一個從屬部分。頗具代表性地反映西方

霍布斯鮑姆提出英法

「雙輪革命」曾經改造

並繼續在改造整個世

界的觀點，其中包含

了兩種基本的歷史運

動模式：一種是政治

體制的激烈變革，包

括暴力的顛覆；另一

種是科技力量和社會

改革的漸進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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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常識的，是霍布斯鮑姆（E.J. Hobsbawm）的《革命時代：1789-1848》（The Age

of Revolution: 1789-1848）一書。霍氏提出所謂「雙輪革命」——法國政治革命和

英國工業革命——「曾經改造，並繼續在改造整個世界」的觀點，包含了兩種基

本的歷史運動模式：一種是政治體制的激烈變革，包括暴力的顛覆；另一種是

科技力量和社會改革的漸進過程。霍氏又說4：

由於世界革命從這英法雙輪向外擴展，它首先是以歐洲擴張的方式征服世

界的其他地區。確實，對於世界歷史最顯著的結果是由少數歐洲強權（尤其

是大不列顛）建立了統轄全球的霸權。

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偉大的中國革命，1800-1985》（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 1800-1985）一書，典型地反映了在西方注視下的中國革命。

在費氏眼中，現代中國的命運是一個漫長而充滿顛簸的「現代化」——從西方引

進和發展科學技術——的進程。雖然他不無同情地強調中國的現代化必須與其

本土的文化傳統相適應，但他缺乏像霍布斯鮑姆那樣對世界革命即強權擴張歷

史的自我反省5。

使霍氏深感困惑的，是1848年馬克思所預言的「共產主義幽靈」及後來世界

範圍內風起雲湧的民族解放浪潮。這意味ó英法「雙輪革命」進程的挫折，世界

革命出現了另一種走向。相關的問題是：現代中國是怎樣回應世界革命的？早

在「共產主義幽靈」進入中國之前，最值得注意的是1905年的革命和改良之爭，

它意味ó中國知識份子在尋求一種能使中國與世界革命掛鉤的理想形式。且不

論這次爭論的複雜內容及背景，光從「革命」和「改良」的基本意義及提法來看，

就已說明霍布斯鮑姆的「雙輪革命」模式很難移植到中國。作為爭論的結果，「革

命」被等同於政治結構的激烈變革，它與暴力密切相連，並與「改良」相對立。在

本世紀最初的二三十年間，有關法國、英國、俄國及日本明治維新（改良派一度

稱之為「維新革命」）的歷史雖然不斷被介紹到中國，但像革命和改良的二元模

式，與其說是對世界革命各種模式的審慎比較和選擇的結果，不如說是在很大

程度上遵循了自身文化的語言和思維的歷史軌道，尚未脫離傳統暴力革命的語

境。1927年毛澤東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宣稱：「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

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6這樣定義「革命」，體現了馬克思主義的階級

鬥爭要素和暴力革命的簡單結合。「共產主義幽靈」固然使中國傳統革命話語借

屍還魂，但是在階級鬥爭論的背後，其實包含ó十九世紀以來的歷史進化論，

它對於中國傳統的革命理論來說卻是新的因素。

本文在方法論上直接受惠於當下西方學界流行的「翻譯理論」7，它為研究

跨國之間思想和文化交流的歷史課題提供了新的途徑和工具。早有學者指出，

本世紀初大量西方學理名詞的翻譯皆由日本輸入中國，這為中國思想界帶來巨

大影響；也有學者注意到，「革命」一詞原為中國所有，但最終再度轉由日本進

入中國，這使問題變得更複雜8。在我們運用翻譯理論作為分析工具時，「革

命」一詞的漢、日、英語之間的翻譯，被視作革命話語在不同文化間的「旅行」過

程；而在追溯具體時、地、人的使用情況時，需要辨認有關的符號、表述、事

中國古語¬，「革命」

一詞早已存在，基本

含義是改朝換代，以

武力推翻前朝，包括

了對舊皇族的殺戮，

這是西方revolution的

意義¬所沒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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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從而確定這一話語的歷史軌y和意義。我們不能將這些關鍵詞語的「輸入」

過程，僅僅描述為一種文化表象。通過對詞義和思維模式轉變的內在脈絡的剖

析，這樣的研究能為我們揭示思想史發展的隱秘層面和新的結論，並為從其他

方法入手的思想史研究提供參照。

二　中國傳統「革命」話語

中國古語M，「革命」一詞早已存在。如許慎《說文解字》：「獸皮治去毛曰

革」，其中含有脫離、劇變和死亡之義；「命」意謂生命、命運、天命等義。兩字

合成「革命」，是儒家學說中重要的政治話語，源出《易經》：「天地革而四時成，

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義大矣！」9成湯滅夏而建立商朝，後來

武王滅商而建立周朝，這些歷史為人熟知。所謂「革命」的基本含義是改朝換

代，以武力推翻前朝，包括了對舊皇族的殺戮，它合乎古義「獸皮治去毛」，這

是西方revolution的意義M所沒有的。此種用法仍見諸現代口語，如周立波的小

說《暴風驟雨》M，貧農趙玉林在批鬥惡霸地主韓老六時說：「非革他的命，不能

解這恨！」bk但作為儒家經典話語，《易經》中「革命」一詞的意義並不那麼簡單，

因它是儒者為使「湯、武革命」法定化的表述，修辭巧妙而含混。「革命」就像自

然四時運行，意謂皇朝循環的歷史運動具有必然性，這樣「湯、武革命」也意味

ó某種既定的政治行為模式（這和日本天皇「萬世一系」的政治理論截然不同）。

「順乎天而應乎人」，意謂「湯、武革命」得到天命的首肯和民眾的擁戴。換言

之，如果王朝循環的革命方式沒有天意民心的眷寵，就可能喪失合法性；另一

方面，任何武裝叛亂也可以天意民心為藉口，從而對現行政府造成威脅。

這段充滿張力的「革命」話語，常引起後儒爭辯。如司馬遷《史記》所載，轅

固生和黃生在漢景帝前爭論湯武革命，最後涉及漢高祖（劉邦）造反是否合法的

問題，以致景帝不得不阻止這場爭論，說：「學者不言湯武受命，不為愚。」bl

由此，後儒在觸及這個理論禁區時都小心翼翼。中國歷史上，帝王在改朝換代

之際通常自稱承天受運，「革命」一詞幾乎成為強權的專利。如朱元璋說：「前代

革命之際，肆行屠戮，違天虐民，朕實不忍。」bm他以否定歷代「革命」的方式來

宣稱自己的「革命」才是真正的「應天順民」，這種專橫的修辭當然也排斥了儒者

議論他是否合法的可能。

問題仍然存在：誰能決定革命的合法性？決定這合法性的根據是甚麼？它

是否真正將天意民心作為革命的道德基礎？還是這「革命」的尊號僅僅是強權者

的戰利品，證明「成則為王，敗則為寇」？《孟子》記述齊宣王與孟子之間關於

湯、武的一段對話，其中雖然沒有提到「革命」兩字，但與「湯武革命」那段話相

參輔，也被視作儒家經典革命話語的權威文獻。齊宣王問：「臣弒其君可乎？」

即道出當政君主對革命話語的恐懼心理，但真正受到挑戰的是儒家「君君臣臣」

的倫理原則。孟子回答：「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一夫。聞

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孟子從「君輕民重」的基點出發，以「仁」、「義」作

中國歷史上，帝王在

改朝換代之際通常自

稱承天受運，「革命」

一詞幾乎成為強權的

專利。如朱元璋以否

定歷代「革命」的方式

來宣稱自己的「革命」

才是真正的「應天順

民」，這種專橫的修

辭排斥了儒者議論他

是否合法的可能。



現代中國革命 87
話語之源

為衡量政治行為的標準，一旦違背「仁」、「義」，「君」便不成其為「君」，而淪為

平常的「一夫」。因此，所謂「君君臣臣」的大義名分便不再具有權威性bn。

但在歷代儒者的註釋中，孟子所主張的理想色彩卻大為減弱。宋儒張載的

說法注重實際，功利色彩濃：「此事間不容髮。一日之間，天命未絕，則是君

臣。當日命絕，則為獨夫。然命之絕否，何以知之？人情而已。諸侯不期而會者

八百，武王安得而止之哉？」bo孰勝孰敗決定「天命」，所謂「獨夫」是失敗的結

果，不像孟子說的，君主不行仁義便成「獨夫」。當時武王如果沒有「八百諸侯」

的支持，就變成了「叛臣」或「逆賊」。如果說張載所提的「人情」過於空洞，那麼

在趙岐那M，它是判斷「天命」的標誌：「征伐之道，當順民心。民心悅，則天意

得矣。」bp同樣的，如朱熹：「蓋四海歸之，則為天子；天下叛之，則為獨夫。」bq

他並沒有像孟子那樣，把「仁」、「義」當作衡量政治行為的道德標準而加以強

調。

在現代中國，伴隨「世界革命」的翻譯過程而得到復活的，是出自《易經》的

那個革命話語br。它走出儒家經典並滲入日常的社會生活，其基本要素——四時

交替的自然秩序、暴力的政治行為方式、天命和民心對這種政治暴力的法定

性——與世界革命話語構成了拒斥或融合等複雜的關係。在具體引述和分析之

前，應當對英語revolution的含意稍作�述。

英語revolution一詞源自拉丁文revolvere，指天體周而復始的時空運動。

十四世紀以後，反政府的起義或暴動被稱為rebel或rebellion；而在十六世紀之

後，revolt一詞也指「叛亂」，它與revolution的詞根相同，「叛亂」與「革命」的界

線模糊。由是，revolution轉生出政治含義。1688年的英國「光榮革命」和1789年

的法國革命，使「革命」在政治領域M產生新的含義，衍生出和平漸進和激烈顛

覆這兩種政治革命模式bs。霍布斯鮑姆提出的英法「雙輪革命」說即基於此。亞

蘭特（Hannah Arendt）在《論革命》（On Revolution）一書中認為，自十八世紀末以

來，革命的含義隨ó政治和哲學潮流在不斷演變，而最重要的莫過於脫離過去

「周而復始」的含義，衍生出一種「奇特的唯新是求的情結」。「革命」被喻為「洪

流」、「巨浪」等，標示了不可抗拒的歷史前進方向。這種革命的意識形態在黑格

爾哲學中得到充分發揮，人類的命運不由自主地處於世界歷史這一自由和必然

相互交替的過程中。亞蘭特指出其中蘊含的荒誕bt：

經由十九至二十世紀，那些法國革命的追隨者不僅自視為法國革命的繼承

者，而且是歷史和歷史必然的推動者。明顯而弔詭的結果是，必然代替了

自由而成為政治革命思想的主要概念。

三　中國「革命」理論的日本之旅

「革命」一詞從中國輸入日本，僅有音讀 ，純屬一個外來詞ck。早在

八世紀，《孟子》中有關湯武革命的理論就傳入日本cl。隨ó中國儒學在日本文

化和社會背景中展開，「革命」話語在被接受的同時也在被改造，而中日之間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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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百年中國 治體制的不同，是造成革命意義相異的關鍵。如溝口雄三精辟地指出：「兩者之

間橫亙ó難以逾越的兩國傳統之差異，即一方是根植於中國易姓革命思想的傳

統；另一方則是根植於日本萬世一系的天皇觀這一歷史事實。」cm

較早運用「革命」學說來維護天皇權力的是三善清行。公元900年，他向大臣

菅原道真上書，並根據《易緯》預言，翌年辛酉年正值「帝王革命之期，君臣剋賊

之運」，勸道真有所警惕。清行此舉，其實是對道真權傾一時深為不滿，勸其能

急流勇退。他製造的「革命」輿論果然奏效，次年朝廷實行所謂「大變革命」，改

元為「延喜」，罷黜了道真。這段歷史，其實已經體現了「革命」理論在日本政治

現實中的具體特色cn。

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在《菊與刀》（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

一書中論及「仁」是中國儒家倫理系統的核心，而「這一中國的倫理原則從未在日

本被接受」co。王家驊認為本氏的這一說法有欠正確，並指出日本儒者如新井白

石等是接受中國儒學中有關「仁」和「有德者王」的思想的。「而十七世紀中期以

後，大多數儒學者都放棄了『有德者王』思想，反對孟子的『放伐』說，提倡臣下

的無條件忠誠，這是由於『神國』思想和天皇萬世一系的『國體』觀的流行。」cp也

就是說，在江戶時代（1603-1867），隨ó日本本土意識的強化，儒學學者越來越

強調民族主義和「神道」宗教，並對中國儒學展開批判，而孟子的「湯武放伐」說

便是爭論的焦點之一。較典型的是山崎闇齋作〈湯武革命論〉一文，反對孟子的

「放伐」說，宣揚日本天皇「寶祚天壤無窮」，提倡極端的忠君報國主義。他的弟

子淺見絅齋則乾脆把湯、武說成是「殺主之大罪人」cq。

儘管批判中國革命理論，日本並沒有摒棄儒學，也沒有排斥革命。至江戶

末期，激進的愛國志士提倡「尊王攘夷」運動，革命話語在與儒學、神道相結合

的情況下被重新鑄造，總的精神是在反對幕府專權的同時，主張在天皇的領導

下進行封建制度的改革。在這個脈絡下，傳統的革命理論與「改革」或「維新」的

意義相近。持這種觀點的代表人物是吉田松陰。他雖然深受孟子的道德理想影

響，卻徹底摒斥了「湯武放伐」說，宣揚絕對主義的天皇觀，崇尚以日本神武天

皇辛酉年開國的「革命」傳統。他的思想結合了民族主義、儒家道德倫理和向西

方學習的精神cr。

在明治時代，由於「革命」一語包含的尊王改革之義已經深入人心，所以「明

治維新」和「明治革命」變成了同義語。梁啟超在戊戌變法失敗後流亡日本，不久

便發現日人將英語revolution一詞譯成「革命」，其意義並非僅指政權的激烈交

替，也指「群治中一切萬事萬物莫不有」的「淘汰」或「變革」。尤其在政治領域

M，他說cs：

日人今語及慶應明治之交無不指為革命時代，語及尊王討幕廢藩置縣諸舉

動無不指為革命事業，語及藤田東湖、吉田松陰、西鄉南洲諸先輩，無不

指為革命人物。

梁啟超於此使用的「革命」一詞，其實已脫離了以暴力手段改朝換代的中國傳統

「革命」的語境，而帶有強烈的日本色彩，並與西方和平演進的革命意義相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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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梁氏由是接受了這一「革命」的新義，並竭力鼓吹，希望中國能以日本明治

維新為榜樣，以和平方式完成政治現代化。

梁氏接受經由日語翻譯的「革命」，與當時著名政論家和學者德富蘇峰甚有

關係ct。1899年底，他在〈夏威夷遊記〉中說：「德富氏為日本三大新聞主筆之

一，其文雄放雋快，善以歐西文思入日本文，實為文界開一別生面者，余甚愛

之。中國若有文界革命，當亦不可不起點於是也。」dk這幾乎也是他的自畫像。

德富主編《國民之友》雜誌和《國民新聞》報，積極參予民權運動，並對日本的浪

漫主義文學運動作出貢獻。自1882至1887年，德富在其家鄉熊本縣創立「大江義

墊」，並編輯出版《大江義墊雜誌》，推進民權運動。《雜誌》有濃厚的革命傾向，

學生們對美、英、法諸國的革命，對華盛頓、克倫威爾、彌爾頓、拿破崙都備

加讚頌。由此可見，他們所理解的「革命」含義是相當廣泛而混雜的。儘管他們

也批評當局的政策和封建制度，但他們所提倡的革命並無鼓吹暴力顛覆現存政

體的成分。德富本人最傾心於英國模式的革命，走議會政治路線。在他們眼

中，明治維新是以英國式革命為楷模的，因此他們稱之為「維新革命」。「革命」

和「改革」的字眼在《雜誌》中頻頻出現，據花立三郎的研究：「雖然在我們現在

的使用M，這兩個詞的意義明確不同，但在當時並無分別。」dl這一經由日本輸

入的「革命」理論，對促使中國走上現代革命之途的重要性不可低估。換言之，

如果沒有日本文化傳統在長時間M完成了對中國傳統革命意義的改造並通過梁

啟超的這番譯介，革命意識形態就很難獲得知識份子和民眾的廣泛認同，它也

不可能在本世紀初如此迅速地形成。

四　傳統「革命」話語的變化：1890-1898

1895年中日戰爭之後，清王朝日薄西山、衰象畢現，在一片夾雜ó懷疑清

政權合法性的改革聲浪中，已隱隱顯露革命的幽靈。在此前後，「革命」一詞已

經在改良派的著作中出現，並與西方的revolution意義有所接觸。同時，孫中山

等人也以「革命」黨自居。但無論改良派在否定的意義上還是革命派在肯定的意

義上使用「革命」一詞，都使傳統革命話語的內在脈絡轉換路徑增生出新的意

義，悄悄突破其原先的歷史和文化的局限，負載ó新的歷史使命。

1897年，上海出版的改良派刊物《時務報》刊登了章炳麟的〈論學會有大益於

黃人，亟宜保護〉一文。當時正是戊戌新政時期，各地大量出現學會這一新的民

間教育機構。章氏對此表示興奮，建議學會應學習中國儒、墨之學，以國粹抵

制西方教會文化。異乎尋常的是在文章的最後一段，章氏的語氣變得嚴峻起

來，他說原先中國的「革命」「係一國一姓之興亡而已」，但如今「不逞之黨，假

稱革命以圖乘釁者，蔓延於泰西矣」。使章氏深感不安的是，由於「民智愈開，

轉相倣效。自茲以往，中國四百兆人，將不可端拱而治矣」。因此章氏竭力提倡

改革，所謂「以革政挽革命」dm。在康有為給光緒帝的〈進呈法國革命記序〉中，

有關法國「革命」的描述極其悲慘：「流血遍全國，巴黎百日而伏屍百二十九

萬，⋯⋯暴骨如莽，奔走流離，散逃異國，城市為墟，而革變頻仍，迄無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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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百年中國 息，旋入迴淵，不知所極。」康氏最後又說：「臣竊觀近世萬國行立憲之政，蓋

皆由法國革命而來，y其亂禍，雖無道已甚，而時勢所趨，民風所動，大波翻

瀾，迴易大地，深可畏也。」dn

章炳麟和康有為對西方的革命都深懷恐懼，而極力貶斥，但他們都把這樣

的革命看作難以抗拒的世界性風潮，並認為中國如不及時改革，就難免這種革

命。當民眾的叛亂被說成是「革命」，或如康有為使用「法國革命」一詞時，其實

已在否定的意義上接受近代西方「革命」的意義，而與中國傳統的「革命」觀念造

成微妙的錯置。他們已把revolution譯成「革命」，賦之予「革命」的「應乎天而順

乎民」的法定性。換言之，與日本維新志士以「革命」尊崇天皇的權威相反，像

章、康這樣使用「革命」一詞，其實意味ó他們對清王朝法定性的懷疑，同時不

自覺地使清王朝失去了傳統革命話語的權威性資源，因此堵塞了使「革命」向「改

良」或「改革」轉化和融合的可能性。

十九世紀後期，中國知識份子紛紛熱心追求西學，有關西方革命的歷史知

識已在不知不覺中傳入中土。早在1890年，王韜在《重訂法國志略》中�述關於

1789年法國大革命的歷史，顯然受到日人岡村監輔《萬國史記》的影響do，但卻

反映了王韜內心特有的矛盾和緊張。他在正面�述革命過程時，並未使用「革

命」一詞。在寫到巴黎民眾起義時，王韜稱他們為「暴徒」、「亂民」，而馬拉段

敦（即丹東）、羅伯卑爾（即羅伯斯庇爾）則被稱為「亂黨」、「叛黨」。整個革命過

程被寫得一團漆黑，慘不忍言。「暴徒得志，肆橫日甚」，「無所忌憚，日行暴

殺」之類的措詞充斥字M行間dp。有意思的是，只有寫到波旁王朝復辟時，才使

用「革命」一詞。如〈同盟各國流崙厄襪島〉一節：「一千八百十四年五月四日事。

法人迎路易十六王弟於英，即王位，是為路易十八，定四疆畛域如革命

前⋯⋯。」又如〈拿破崙流之荒島〉一節：「一千八百十五年十一月，聯合諸邦

既逐拿破崙，流之荒島，遂會於法京巴黎斯，與法人議和。⋯⋯法國自革命

以來全歐戰鬥二十餘年，至是兵事始息，庶民得以目擊昇平，額手稱慶。」dq

在這M，「革命」的含意完全是否定性的，但又極其曖昧。從中國傳統的「革命」

意義來理解，具體的革命過程雖然被描述得慘酷無比，但既然使用了「革命」一

詞來形容，實際上是給「暴亂」貼上了金。反過來說，如果像王韜所描寫的失敗

的叛亂或造反可冠之以「革命」，那麼原先革命話語所包含的君君臣臣的倫理原

則就失去了權威。這樣，「革命」的傳統意義被錯置在世界歷史的框架中，而產

生了另一種含義。王韜此書在當時很有影響，康有為和章太炎承襲了「革命」的

否定意義，而孫中山等人則從肯定的角度加以使用，自稱為「革命黨」。

孫中山從甚麼時候自稱「革命黨」或以「革命」作為反滿口號，至今難以釐

清。據馮自由《革命逸史》所載，孫中山於1895年赴日，「登岸購得日本報紙，中

有新聞一則，題曰〈支那革命黨首領孫逸仙抵日〉。總理語少白曰：『革命』二字出

於《易經》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一語，日人稱吾黨為革命黨，意義甚佳，

吾黨以後即稱革命黨可也」。相似的記載也見於陳少白《興中會革命史要》dr：

到了神戶就買份日報來看看。我們那時，雖然不認識日文，看了幾個中國

字，也略知梗概。所以一看，就看見「中國革命黨孫逸仙」等字樣，赫然耀

與日本維新志士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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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眼前。我們從前的心理，以為要做皇帝才叫「革命」，我們的行動只算造

反而已。自從見了這樣報紙後，就有「革命黨」三字的影像印在腦中了。

儘管有學者懷疑這些材料的可靠性，但陳少白說到「我們從前的心理」，對

於認識當時人們使用「革命」一詞的語境和心理的微妙轉變（即從「做皇帝」到「造

反」）特別有價值。無論是孫中山、陳少白從日本的視角來理解「革命」，還是王

韜、章太炎、康有為等人講的西方「革命」，全都可以視為中國向世界開放後，

世界革命風潮衝擊傳統革命話語的標誌。雖然其基本意義並無變化，但隨ó使

用者和指涉對象的轉換，實表明了封建皇朝已失去「革命」權威的庇護，也預示

ó中國政治體制將朝激烈變動的方向移動。

五　梁啟超與「革命」意義的世界性和現代性

梁啟超並非使革命話語在現代復活的第一人，但他肯定是在現代意義上使

用「革命」並使之在中土普及的第一人。他雖然使中國真正融匯於所謂世界「雙輪

革命」的進程之中，但從今天的目光來看，這一寶貴的革命經驗卻是曇花一現。

由於歷史的成因，他的廣義的「革命」卻推進了那個狹義的「革命」，也即反過來

促進了中國現代激進主義「革命之謎」的形成。梁氏只是這悲劇性的歷史進程中

的要角之一。

1898至1905年，梁啟超在日本流亡期間曾擔任《清議報》和《新民叢報》的主

筆，他用「筆鋒常帶感情」的「新文體」大量宣傳了西方的新理論和他的改良主義

主張，並抨擊以慈禧太后為首的保守派，因此激起讀者尤其是愛國青年的改革

熱情。梁啟超在1899年12月的〈夏威夷遊記〉（亦名〈汗漫錄〉）中首次使用他所接

受的、由日語轉譯revolution的新義。他在文中先是批評中國「詩之境界被千餘年

來鸚鵡名士」所糟蹋，因此一定要進行改革，進而提出「詩界革命」和「文界革命」

的口號。他最後說ds：

吾雖不能詩，惟將竭力輸入歐洲之精神思想，以供來者之詩料可乎？要之

支那非有詩界革命，則詩運殆將絕。雖然，詩運無絕之時也。今日者革命

之機漸熟，而哥侖布、瑪賽郎之出世必不遠矣。上所舉者，皆其革命軍月

暈礎潤之徵也，夫詩又其小焉者也。

「詩界革命」是梁啟超自鑄的新詞。在這M，「革命」被限定在詩歌領域，意

謂一種變革或一種含有歷史性的質變，這就完全擺脫了中國傳統的革命政治話

語的局限，和改朝換代、政治暴力、天意民心等因素沒有直接關係。對中國來

說，這個廣義上意謂變化的「革命」，是一種外來的現代語彙。這個意義在此後

的中國革命進程M產生深遠的影響，與中國原先的「革命」話語形成難分難解、

錯綜複雜的關係。從整個翻譯過程來看，「革命」是中國固有的，但當梁啟超經

由日本將受過西化的「革命」（revolution）傳入中土，和本土原有的「革命」話語接

梁啟超在1899年12月

的〈夏威夷遊記〉（亦

名〈汗漫錄〉）中首次

使用他所接受的、由

日語轉譯revolution的

新義。然而，由於

「革命」自身的漫長歷

史和現實政治的激烈

變革要求，這個新義

卻只能起到加強或促

進暴力政治革命的實

際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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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體。尤有甚者，一旦當這個西來的「變革」意義的「革命」被等同於進化的歷史

觀，並與中國原先「革命」一詞所包含的皇朝循環式的政治暴力相結合，就只會

給現代中國政治和社會帶來持續的、建設和災難並具的動力。

梁啟超提倡「詩界革命」含有明確的功利性，目的在於「輸入」「歐洲之真精

神真思想」，詩歌這一文類首當其衝，被當作一種重鑄國民靈魂的啟蒙工具。梁

啟超的這篇文章並非一篇純粹的詩界革命宣言，而是與改良主義者的「革命」事

業密切相關的。文中所謂「今日者革命之機漸熟」以及「革命軍」云云，乃暗指唐

才常等人在國內醞釀武裝勤王的舉動，試圖藉此推翻后黨頑固勢力，擁戴光緒

帝。他們屬於改良派M的激進份子，其所暗中傳誦的「革命」意義含混，一方面

既受孫中山的反滿主張影響，另一方面又接受日本明治「維新」意義上的「革

命」。因此，由梁氏介紹的這個西化的「革命」新義和舊有的政治「革命」糾纏在

一起。如米樂（Hillis Miller）在〈跨越邊界：翻譯理論〉一文中說：「理論是可能

無法翻譯的，因為它不能脫離它起源的當地地誌。⋯⋯這些字眼的每一個在

西方文化中都有ó漫長的歷史，而且無法輕易跟那個歷史切斷。那個歷史是以

往對那個字眼主要的用法的歷史。」dt由於「詩界革命」帶來了「革命」的新義，使

「革命」這個字眼真正加入世界歷史，其意義也變得更豐富、更有彈性，因而更

易為人接受。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一新義的加入，是轉化人們從恐懼到擁護「革

命」的關鍵。然而，從當時的接受情況看，由於「革命」自身的漫長歷史和現實政

治的激烈變革要求，這個新義卻只能起到加強或促進那個暴力政治革命的實際

效果。

比如在「詩界革命」的旗號

下，出現在《清議報》和《新民叢

報》上的許多詩歌宣傳了西方「自

由」、「民主」等學理，也不乏排

滿革命傾向，遂喚醒了讀者激進

的革命意識ek。蔣智由的〈盧騷〉

一詩讚頌法國革命，傳誦甚廣：

「世人皆曰殺，法國一盧騷。民

約昌新義，君威掃舊驕。力填平

等路，血灌自由苗。文字收功

日，全球革命潮！」el如果我們把

此詩與王韜、康有為視法國革命

為洪水猛獸的觀點相對照，作為

改良主義者的蔣智由如此盛讚法

國革命，也可視作近代思想的一

個轉捩點。同樣的，當梁啟超把

法國革命看作是人類的進步，是

合乎社會進化的定律時，「革命」

由「變革」的意義被延伸到一種

直至1 9 0 2年的上半

年，梁啟超才意識到

他努力宣傳的維新

「革命」論會造成可怕

的後果。在〈釋革〉一

文中，梁氏遂主張應

避免使用「革命」一

詞，而只用「變革」來

翻譯 re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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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爾式的「歷史的必然性」。如他在〈進化論革命者頡德之學說〉一文中，稱

達爾文學說「為科學界哲學界起大革命者」em。其實梁氏幾乎把「進化」、「淘汰」、

「變革」、「革命」都看作是同義語，這一點也是構成現代「革命」觀念演變的

關鍵。

引進這個「革命」新義帶來了傳統與西化、文化與語言等問題，其複雜性遠

非梁氏所能預料。直至1902年的上半年，梁才意識到他努力宣傳的維新「革命」

論在實效上適得其反，於是對使用「革命」一詞本身是否合理產生懷疑，這種想

法反映在〈釋革〉一文中。他在該文首次對「革命」加以定義，並指他使用的

「革命」是日人從英語revolution翻譯過來的，本意是「人群中一切有形無形之事

物」的「變革」，與中國湯武式的易姓「革命」了不相涉，以前他所提倡的「詩界革

命」、「文界革命」等也都是「變革」的意思。但使他困惑的是，「革命」在中文M

源遠流長，一直和暴力流血相關，日人以此來翻譯 revolution，使「變革」的意思

彰而不顯，因此他認為這樣的譯法不確切，而且會造成可怕的後果。他說：「故

妄以革命譯此義，而使天下讀者認仁為暴，認群為獨，認公為私，則其言非徒

誤中國，而污辱此名詞亦甚矣。」梁氏遂主張應避免使用「革命」一詞，而只用

「變革」來翻譯 revolution。

梁啟超要把revolution完全同「以暴易暴」的「革命」區分開來，在邏輯上很難

成立，因為正如他自己在該文中提到的revolution即包括了「以暴易暴」的法國革

命。但這反映了當時梁氏對於與革命一詞相連的政治文化傳統的負面性有深刻

的認識。大約是他意識到革命一詞實際上已深入人心而不能避免，所謂「近今泰

西文明思想上所謂以仁易暴之revolution與中國前古野蠻爭鬩界所謂以暴易暴之

革命遂變為同一名詞，深入人人之腦中而不可拔」en。因此〈釋革〉一文越要解釋

「革命」，其意義就變得越模糊。而他自己在後來寫的文章M仍不能不講「革

命」，雖然基本上持否定態度。在1904年寫的〈中國歷史上革命之研究〉一文M，

他不得不承認：「近數年來中國之言論，複雜不可殫數。若革命論者，可謂其最

有力之一種也已矣。」他不再堅持把「革命」同revolution分開，而較理性地區分

出「革命」的廣狹二義eo：

革命之義有廣狹。其最廣義，則社會上一切無形有形之事物所生之大變動

者皆是也。其次廣義，則政治上之異動與前此劃然成一新時代者，無論以

平和得之以鐵血得之皆是也。其狹義則專以武力向於中央政府者是也。

梁啟超經過數年的「革命」實踐和思考，終於對這一與現代中國命運密切相

關的字眼作了一個基本的界定，成為現代漢語詞典M「革命」定義的根據。對梁

啟超來說，中國的大敵是那個狹義的革命，所謂「吾中國數千年來，惟有狹義

的革命，今之持極端革命論者，惟心醉狹義的革命」ep。不幸的是，他的憂慮卻

不斷被此後的歷史所證實。直到80年代，當中國不得不以「四個現代化」替代

「繼續革命」的口號時，歷史的鐘擺似乎才開始回到他所主張的廣義的革命，這

是否意味ó中國走出狹義的革命，而重新融匯於世界歷史背景的廣義的革命

進程？

直到80年代，當中國

不得不以「四個現代

化」替代「繼續革命」

的口號時，歷史的鐘

擺似乎才開始回到梁

啟超所主張的廣義的

革命，這是否意味ù

中國走出狹義的革

命，而重新融匯於世

界歷史背景的廣義的

革命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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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認為1903年是中國現代革命意識趨向成熟的一年。孫中山〈革命運動概

要〉說：「鄒容之《革命軍》、章太炎之〈駁康有為書〉尤一時傳誦。同時內外出版

物為革命之鼓吹者，指不勝屈，人心士氣，於以丕變。」eq然而錢基博的說法更

合乎歷史真像：「啟超避地日本，既作《清議報》，醜詆慈禧太后；復作《新民叢

報》，痛詆專制，導揚革命。章炳麟《訄書》、鄒容《革命軍》先後出書，海內風

動，人人有革命思想矣！而其機則自啟超導之也。」er如果我們以《革命軍》為

例稍作分析，那麼此書開宗明義即訴諸暴力的政治革命：「掃盡數千年種種之

專制政體，脫去數千年種種之奴隸性質，誅絕五百萬有奇披毛帶角之滿洲

種，⋯⋯」這M「脫盡」、「誅絕」等語，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革命」一詞的最原

始意義。但將該書所講的「革命之旨」和傳統革命話語相映照，卻處處可見現代

的革命意義，如es：

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革命者，爭存爭亡過渡

時代之要義也；革命者，順乎天而應乎人也；革命者，去腐敗而存良善者

也；革命者，由野蠻而進文明者也；革命者，除奴隸而為主人者也。

准此，中國傳統的革命話語和「天演之公例」、「世界之公理」接軌，意味ó

中國從此被納入黑格爾、馬克思所勾劃的世界革命的進程。在這意義上，《革命

軍》提供了一個具有中國特色的革命現代性的範本。所謂「天演之公例」等語，實

即重複了梁啟超在這數年中有關革命和西方進化觀的論述，只是它比梁氏表達

得遠為直接和徹底而已。更重要的是，鄒容表述了所謂「文明之革命」的具體內

容：從建成獨立的「中國人之中國」，實現「言論自由、思想自由、出版自由」到

保護「人民營業之生活」，提出了以西方共和政體為底本的民族國家的藍圖，並

預示了暴力所能帶來的、令人醉心的遠景。這一時期的社會心理，是由恐懼革

命而突然轉向歡呼革命。造成這一戲劇性的轉變，除了因為清廷失卻了正統地

位外，我認為更重要的是因「革命」一詞已突破傳統而具有世界性和現代性的意

義，在宣揚暴力手段的同時亦包含ó有關民主和民族內容的社會變革的種種許

諾。而在本世紀初數年內，革命話語幾經裂變，始終未能脫離中國傳統政治變

革的歷史和認識的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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