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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挑戰與民族危機深化的條件下，變法者要在清末中國這樣一個傳統

官僚專制國家進行變革與政治創新，就必然會面對一系列特殊的矛盾與困難：

政治結構的僵滯與封閉，傳統風俗與官學意識形態的保守，社會上極度缺乏具

有現代知識與通曉世界知識的人才，年輕皇帝有改革的願望卻沒有實權，等

等。在這種種客觀的制約條件下，應該怎樣進行變革才能取得成功？

實際上，當時就有不少主張變革的士紳知識份子意識到了這些客觀的制約

條件。本文通過考察戊戌同時代的人士對戊戌變法的約束條件、變法的戰略與

策略等問題所發表的議論與看法，來認識這場變法運動存在的問題與失敗的原

因。在這一基礎上，再進一步從歷史與文化的角度分析作為中國二十世紀政治

激進主義思潮的最早出現的一種類型——戊戌激進主義與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

關係，及其對中國以後變革歷史的影響。

一　官僚政體下變革的兩難矛盾

是甚麼原因使康有為、梁啟超這些激進的書生政治家走到了歷史的前台，

並由他們揭開中國近代政治變革史的第一幕？歷史為甚麼選擇康有為這樣的人

物而不是更成熟練達的官僚精英，來承擔中國變法的歷史使命？其間的原因不

應僅僅從康有為這些個人身上，而更應從中國傳統官僚體制變革過程固有的矛

盾中尋找。

人們在深入分析戊戌變法失敗的原因時會發現，中國早期現代化過程存在

0一個深刻的兩難矛盾。

首先，在中國傳統的官僚群體中，很難產生對西方文明挑戰作出敏感反應

的人才。在政體與價值體系都相當封閉的條件下，在傳統的認知方式與官學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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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形態的束縛下，中國權力精英與官僚士大夫精英的無能、封閉與文化上的僵

化，是導致近代中國陷入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機的內在原因。與此相對，最早對

這種危機情境作出敏銳反應的，恰恰是那些身處體制外、較少與主流文化或正

統學術有關聯的年輕士紳知識精英，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這些維新派就是

這類更具「文化邊緣性」的知識精英代表。由於他們與傳統政治實踐聯繫較少，

所以才能比一般官僚士大夫更敏感、更清醒、更深切、更強烈地認識到民族危

機的嚴峻性。這說明了這些具有激情、熱忱、樂觀脫俗信念、大膽而充沛想像

力的新型人物之所以能在政壇上形成巨大衝擊波，並脫穎而出的原因。正是由

於上述的兩難困境，康有為、梁啟超這些布衣之士才能在甲午戰爭之後一朝得

志，獲得光緒皇帝的青睞。

試想一下，大清建國兩百餘年來，有誰能像康有為那樣敢在給皇上的奏摺

中大聲疾呼：如果不再變革，皇上「求為長安布衣而不可得矣」？這種敢冒殺身

之禍的膽量，甚至連慈禧太后也為之驚歎。當大清王朝正需要能應付危機的忠

臣與政治家的時候，當這位血氣方剛而又憂心忡忡的光緒皇帝覺得「廷臣一無可

倚」的當頭，康有為這些「特立獨行」的知識精英由於受年輕皇帝的特殊眷顧而得

以從體制外直接進入官僚體制的決策中心。也就是說，他們是以一種前所未有

的「非制度化」的方式進入政治中心的。在進入最高決策圈以前，他們從來沒有

機會在官場環境中接受「政治社會化」的訓練與浸淫，因而在行為方式、態度、

人際交往、角色的自我認定與期待等方面並沒有任何改變，遂未能符合一個「正

常」官員應有的規矩。

康有為（圖）剛到北京

不久，理應按慣例拜

見本省本籍的先輩，

以表示尊重之意。康

有為則聲稱，如果自

己無才，就根本沒有

資格去參見先輩；如

果自己有才，也就根

本不必去參見。保守

的政敵與反對派人士

後來以此作為指斥其

狂妄的證據，可見他

的「官場社會化」程度

是相當低的。



戊戌激進主義 43
及其影響

按官場常規，康有為剛到北京不久，理應按慣例拜見本省本籍的先輩，以

表示尊重之意。康有為則聲稱，如果自己無才，就根本沒有資格去參見先輩，

如果自己有才，也就根本不必去參見。保守的政敵與反對派人士後來以此作為

指斥其狂妄的證據，可見他的「官場社會化」程度是相當低的。換言之，作為個

人，康有為可以保持自己的個性，但作為官僚，他又應取得他人對其角色期待

上的肯定。

另外，康有為具有強烈的宗教熱忱和執拗鯁倔的個性，使他不計政治後

果，也不聽同道的勸誡。當他的弟弟康廣仁勸他在嚴峻的局勢面前應考慮暫時

退卻以保實力時，康卻以「孔子之聖，知其不可為而為之」表明自己的「義不能

退」。在他看來，「知難而為」、「勇往直前」與「鍥而不捨」是無須計較實際後果

的。為此，康廣仁曾告誡他：「捨身於事不能有益，徒一死耳，死固不足惜，然

阿兄生平所志所學，⋯⋯他日之事業正多。」康有為卻回答：「生死自有天命。」

他還例舉了當年路經華德里時，只差半寸險被一塊飛磚擊中而大難不死的往

事，以此證明「今日之事雖險，吾亦以飛磚視之。但行吾心所安而已，他事非所

計也」1。

中國傳統官僚集權政治體制在適應變革方面存在0一個兩難矛盾：一方

面，只有當改革者在這種體制下被充分「官場社會化」，並以廣大官僚群體認

可的行為方式與態度取得對改革舊體制的政治經驗與政治技巧後，才能使改

革的計劃更為周全與切合實際，而不致引起官僚階層的嚴重對立與反抗；另

一方面，由於這種政治體制的極度封閉性，當官員在這種制度下生活得越久、

閱歷與經驗越是豐富，也就是說「官場社會化」的程度越高，他也就越會習於

所安、承襲舊章，他的銳氣、感覺越是遲鈍，越是缺乏改革的熱情與能力。用

康有為的話來說，中國的官僚們「尋至暮年，名位稍達，雖欲振作，而精力已

銷矣」。

戊戌變法初期，剛返國不久的駐日本神戶領事鄭孝胥，就相當清楚地認識

到這個矛盾。他在給皇帝的奏摺中指出：「默察京師大局，其老成者既苦於素無

學術，其新進者又苦於未經歷練。」2此言可謂一語中的。而戊戌變法的失敗，

又恰恰與此有關。

中國變法這種特有的矛盾，導致一種局面：社會一旦要進行變革，就會缺

乏那種富於體制內政治經驗的適當人才來擔當改革大任。正因為如此，鄭孝胥

指出：在中國提倡變法的「求新求變」、富於敏感的「好奇者」，「多無當於求實」；

反之，那些富有政治經驗的「求實者」，又「無當於好奇」。鄭氏還指出，中國往

往是「求變時，溺於所安，既變之日，又失於紛擾」3。中國最需要的，是那些既

富有官僚政治經驗而又感覺敏銳、通曉世界大勢的改革人才，然而，這種人才

卻很難找到。正因為如此，鄭孝胥指出，中國變法最大的困難是「有君無臣

之憂」4。這就一針見血地指出中國變法所面臨的兩難困境。

近代中國還面臨0另一個巨大的文化矛盾：一方面，這個古老文化的惰性

是如此牢不可破，以致只有具備強烈宗教人格精神的人，才有衝擊這種文化惰

性的感召力；另一方面，這些人又往往不能以世俗的理性與求實的態度，來冷

靜地面對如此複雜的現實問題。對於改革的成功與否，這種世俗理性是至關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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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百年中國 要的。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人們可以理解梁啟超為甚麼會說康有為「出世太

早」，原因是他超越時人、不適宜於現時。由於他的理想高遠，以致「動輒

得咎，舉國皆敵」，因此梁啟超說他「大刀闊斧，開闢事業」而又「自今未有一成

者」5。正如後來在戊戌變法失敗後一位英國外交官一針見血地指出的那樣，

康有為「富於幻想」，「很不適宜作一個動亂時代的領導者」6。正因為如此，「在

目前中國的情況下，他的建議不是被忽視，便是惹起反抗」7。由這樣一個理想

家、「宗教家」來充任中國改革決策與實行的大任，既是這個時代文化的自然結

果，也是這場變法運動的不幸。

中國傳統政治造成了官僚不可兼得體制內的政治經驗、能力與變革所需要

的政治活力與能動性（包括對危機的感知力、對外部世界的知識、熱誠與創新精

神等），兩者可以說是呈反比關係的。這恰恰是戊戌變法失敗的悲劇原因所在。

二　戊戌同時代人對變法失敗的反思

事實上，在變法失敗後不久的一段時期內，支持變革的士紳知識份子中就

有人質疑康有為變法的戰略與策略。長期以來，這些見解與議論並沒有受到人

們的重視。我們在百年以後重溫那些變法同時代人的思想見解，無疑具有重要

的意義。

在戊戌變法失敗後，《慈禧傳信錄》的作者費行簡就開門見山地指出，康有

為的失敗乃是由於「書生誤國」。他明確指出，戊戌變法派的改革戰略根本是錯

誤的。他認為康有為「浮躁自矜，且襲講學家故智，附會經義，以聖自居。竟以

粗疏僨事，致帝幽禁。蓋書生不足決大計」8。費行簡感歎地認為，如果光緒皇

帝不是採取明火執仗的、大規模撤換舊官僚的措施，而是在變法初期以傳統的

「綜核名實，整飭綱紀」的方式來加強皇帝的權威，其效果就會大不相同。費氏

指出，通過「綜核名實，整飭綱紀」的方法，可以進而「退貪庸代以俊義。徐以心

腹分任駿寄，行之三年，主權既尊，兵權在己。然後更國是，改制立法。后雖

阻撓，亦不可得矣。不此之圖，徒用三五少年，而欲俄頃盡廢二千年相蒙舊

制，其復敗亦宜矣」9。

有鑒於慈禧太后的至尊權勢地位一時難以動搖，費氏提出了一個解決變法

難題的基本思路，那就是以數年時間，運用「綜核名實，整飭綱紀」這一傳統政

治手段和名義來加強皇帝對官員的實際控制。並在這一名義下，以皇帝的心腹

人士逐步取代權力中樞的平庸保守官僚，直到軍權行政實權完全掌握在皇帝手

中。到了那個時候，喪失實權的太后將不再對改革派皇帝構成政治障礙。那也

就意味0，進行大規模體制變革的時機成熟了。

早在百日維新正在進行的戊戌年六月，著名經學家皮錫瑞就如何在當時的

條件下進行變革提出了頗富啟示的看法。

變法是在少數先知先覺的精英與多數後知後覺的官僚士紳對峙的條件下進

行的。皮錫瑞認為，改革者在面對清末中國這一客觀現實條件時，應採取相當

謹慎的策略，否則，變法派就會「或以一時之激烈，盡棄前功，或以細故之參

在戊戌變法失敗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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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貽誤大局」bk。他亦指出，在傳統專制體制下進行變法，特別要注意變革的

階段性。在變法的最初階段，相應的做法應該是「風氣未開，持之以理，畛域難

化，感以積誠」bl。這V的「持之以理」，只能是多數人能夠認同的道理。其次，

在人們一時難以用觀念進行溝通與理解之前，情感的誠摯與懇切卻能夠起溝通

作用。皮錫瑞還認為，在改革者的政治實力尚沒有強大以前，應通過隱蔽含蓄

的方式來發展自己的力量，而不是鋒芒畢露。用皮氏的話來說，那就是「養鋒銳

以和平，戢囂張於堅定」bm。

為甚麼必須這樣做？因為在傳統力量十分強大的情況下，長期處於封閉環

境中的人，大多無法接受那種向傳統價值觀念與習俗公開挑戰的言辭與主張。

正因為如此，改革者一方面應盡可能避免對抗，抑制那種亢奮情感的衝動；另

一方面則應不動聲色地、堅定地積聚實力，這樣才能使改革者在未來的政治角

鬥中穩操勝券。正是基於上述考慮，皮氏認為改革者應該「謀事期於久遠，不必

取快於一時」，做到從長遠的眼光來考慮問題，尤其是「立言毋過高苛，恐其驚

駭流俗」，「勿恃才傲物，而反渙其群」，「勿盛氣凌人，而欲速不達」。在皮氏看

來，以這種「中庸」的方式來求進取，才能「收繫斷金之利」，實現變革者所

期待的「禮運大同」的目標bn。皮錫瑞的議論，深刻地批評了康有為在戰略上的

失策。

變法失敗後兩年，《濟變篇》的作者尹彥禾分析了中國變革過程中特有的兩

極震盪現象，並以「化」這一中國哲學概念的豐富內涵，頗富創意地演繹出改革

所應重視的一些基本原則。他指出bo：

甲午以還，居民上下頗知變矣。乃一則敗於頑固，一則敗於操切。⋯⋯管

子曰：變法易教，不知化不可。又曰漸也，順也，靡也，久也，服也，習

也，謂之化。⋯⋯改革當以漸。民自順教而風靡。久則服而習之矣。此言

為變法最精之誼。惜戊戌之間，不知此義，故始而維新，旋即復舊。敗於

操切者也。

以上所提到的「漸」、「順」、「靡」、「久」、「服」、「習」等六個方面的內容，

實際上構成前後相續的幾個基本階段，它們構成所謂「化」的有機部分，並相互

滲透與影響。當人們以這種方式進行變革時，舊體與新體之間便存在0相互交

融的有機聯結，這樣就不會引起新舊之間由於界限分明與對立而出現的兩極衝

突。於是，通過作者的創造性解釋與發揮，傳統的中庸哲學就成為防止變革轉

型過程中「物極必反」的兩極震盪的思想方法。

嚴復可以說是中國漸進變革思想的最早提倡者。他在戊戌變法前三年就指

出，一個社會長期形成的風俗人心，是制訂變法計劃時應充分考慮的前提。他

指出：「王介甫（王安石）之變法，如青苗、如保馬，如僱役，皆非其法之不良，

其意之不美也，其浸淫馴致大亂者。坐不知其時之風俗人心不足以行其政也。」

因此，嚴復認為，在「民智已下，民德已衰，民力已困」的情況下，「有一倡而無

群和，雖有善政，莫之能行」bp。這一思想充分表現了嚴復對變法的客觀條件的

重視，他正是基於這一認識來批評戊戌變法派的政治戰略。他指出，變法派為

嚴復是中國漸進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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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百年中國 了圖存於「物競最烈」的時代，「上其意誠善也」，然而根本的問題卻在於，中國

數千年來所形成的「民質」卻難以在短時間內「速化」，「不速化，故寡和，寡

和則勍者剋之」。其結果只能使變革者在反對勢力的壓迫下，「相率為犧牲而後

已」bq。

嚴復認為，變革者本人儘管可以為國事而作出某種犧牲，然而「天之生先覺

也不易，而種之有志士也尤難。以一二人倡說舉事之不祥，謀事之未臧，而又

使吾國受大損也。且其效又何如？」br嚴復還認為，康有為在變法戰略上的根本

錯誤，可用十六個字來概括：「輕舉妄動，慮事不周，上負其君，下累其友。」

他認為，中國局勢之所以陷入如此不可收拾的地步，康梁是負有重要責任的，

而他之所以在變法失敗之後不願公開議論此事，只是不願被人利用來「打落

水雞」而已bs。

在這V，嚴復一方面對戊戌變法者的動機與誠意表示了明確的肯定和同

情，但另一方面又認為這些同志對變法的失敗確實負有重要責任。而戊戌變法

之所以失敗，乃是因為變法派單從良好的願望出發來決定變法的速度與幅度，

而忽視了人心風俗這一條件對於變法的約束。其結果，必然因「曲高和寡」而導

致變法失敗。

嚴復之所以反對以激進主義的方式來解決中國的現代化改革問題，也正是

以這一思想觀點為基礎的。他認為激進主義者的根本錯誤，就在於他們把中國

在長期歷史條件下形成的複雜問題看得過於簡單。後來，在戊戌變法失敗之後

五年，即1903年，他還進一步指出bt：

淺譾剽疾之士，不知其所從來如是之大且久也，輒攘臂疾走，謂以旦暮之更

張，將可以起衰，而以與勝我者抗也，不能得，又搪撞呼號，欲率一世之

人，與盲進以為破壞之事。顧破壞宜矣，而所建設者，又未必其果有合也。

特別值得指出的是，嚴復在這一段文字中所提到的那些「淺譾剽疾者」，當

他們在現實面前碰壁之後，由於「不能得」而「搪撞呼號」。這一觀點點出了激進

主義者所陷入的「自我循環」問題：激進主義者一旦在遭受失敗之後，由於他們

簡單化的政治思維，以及他們在現實中受挫折而產生的焦灼與心態失衡，往往

會進一步在這種激進主義思維定勢的支配下，變本加厲地謀求更為激進的解

決，如此而形成惡性循環。正因為如此，嚴復還進一步指出，對於中國的變革

來說，「其進彌驟，其途彌險，新者未得，舊者已亡。倀倀無歸。或以滅絕。是

故明者慎之」ck。

三　戊戌激進主義與傳統的「極致性文化」

為了進一步考察戊戌激進主義心態與中國傳統政治文化之間究竟存在0一

種甚麼樣的深層關係，我們借用西方政治文化研究中的「極致性文化」（consum-

matory culture）概念來作為分析的工具。極致性文化與工具性文化相對應。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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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影響

性文化在追求終極性目標時，允許中間性目標的存在，在追求目標實現時，允

許多樣化的手段與途徑。而以中國官學化的儒家為基礎的傳統意識形態與政治

文化，強調「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也不變」，而這種「道」又是「不可須臾

離者也」。這種非此即彼的價值觀與思維方式，是「極致性文化」的基本特質，深

深影響0變革派人士。

極致性文化把目標與手段視為道德上的不可分離的整體，由此衍生兩個基

本特點：首先，它否認從現實狀態向理想狀態的進步存在若干並不完美的中間

階段；其次，在這種思維方式與價值觀支配下，人們習慣於對問題與選擇作非

此即彼、非正即邪、非善即惡的兩極分類。在極致性文化中，漸進、寬容、妥

協、多元性存在的價值與權利、異質體之間的互補性，都並不具有合法性。

這兩個特點，極易使處身在這種文化中的精英階級在政治行為層面產生價值

上的獨斷論。更具體地說，只要當政治精英認定自己所從事的事業與理想是動機

正義與願望良善的，那麼，凡是不同意自己政見的反對派，就必然是出於道德上

的邪惡與墮落。對於邪惡者，就只有採取排斥、鬥爭與消滅的方式來對待。正

因為如此，極致主義文化下的政治觀就蘊含0極端的、不妥協的鬥爭傾向。

在明定國是詔發布之後很長一段時期內，康有為反覆強調「新舊水火不

容」，改革與保守「勢不兩立」。他在回答榮祿問及應如何變法的問題時，竟稱「殺

兩品以上阻撓新法大臣一二人，新法則可行矣」，凡此種種言論、獻策與措施，

決不能簡單地僅僅看作是因康有為等人士的個性缺點或缺乏政治經驗所致。人

們應當看到，傳統的極致性「完美主義」的政治文化對中國早期變革者們所造成

的深刻影響。實際上，人們也可以從戊戌變法以前的清流黨身上看到上述「極致

性文化」的某些表現。這種影響不僅表現在他們對待反對派的態度上，而且也表

現在他們在失敗之後對這種失敗原因的解釋上。

在康有為看來，既然他們的動機與意圖是純正的，那麼，變法失敗的責任

就不應由他們承擔，而只能由那些「邪惡的」反對者承擔。康有為在這一點上表

現得特別突出，他事後從來沒有承認自己在變法過程中有任何過失，以致梁啟

超在1902年與康有為因政見分歧而發生爭執時，曾在給康的信中尖銳地批評他

從來沒有聽取過別人的任何勸告，總愛一意孤行。在變法派內部，康廣仁、王

小航這些人士都勸說過他，但都無功而還。在康有為看來，只要意圖純正，行

為自然也是正確的；如果失敗了，那只能是由於敵手過於強大，由於中國人太

愚昧，由於天意或其他種種因素，而所有這些均與他無關。

可以說，極致性文化是一種最不利於推進改革的政治文化。

改革過程特別需要在現存體制不發生根本變動的條件下，盡可能團結大多

數人群，盡可能利用現體制內的共識資源與傳統權威合法性，使改革過程的權

力與利益再分配所引起的震動減到最低程度。當中國最需要它的政治精英運用

智慧與能力來進行改革時，傳統文化中那些極致性文化因素卻激活了早期中國

改革精英中最不利於改革而最有利於革命的因素。

人們也許會認為，上述對以康有為為代表的戊戌變法派的分析未免過於嚴

苛。人們或會提出，難道生活在當今的中國人，不應該對在專制統治壓迫下最

早出現的改革者們抱有更多的同情與敬意嗎？難道他們的行動不正體現了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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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百年中國 世紀的歷史潮流與進步方向嗎？難道他們的缺點還值得近一個世紀之後的人作

過多的抨擊與指斥嗎？

近一個世紀以來，我們對戊戌變法的失敗與研究恰恰是傾注了太多的道德

同情與辯解。多年以來，人們對戊戌變法的認識，大多停留在對保守派責任的

追究與道德聲討上，而較少對變法派本身的政治行為與決策上的失誤進行反

省。沿0這條思路進行思考，得出的結論自然是：由於在一個過於僵化的保守

制度下，變法從根本上難以實現，所以中國只有通過革命暴力來掃除舊勢力、

重建新秩序。這種思路會導致人們形成一種思維誤區，即認定在中國傳統專制

政體下，由於保守勢力特別頑固，由於改革派受到保守派的壓力過於強大，所

以，在中國集權體制下進行任何變革都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人們甚至還會進

一步認為，在中國，「所有的改革者都是沒有好下場的」，而要解決中國社會與

政治變革的問題，只有通過大刀闊斧地、畢其功於一役地「與舊體制的徹底決

裂」，於是導致戊戌變法失敗的那種激進主義思維模式，反而進一步又成為人們

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對待變革問題的前提與出發點。

對於一個生活於新的變革時代的中國人來說，不應該繼續簡單地把這些改

革發起者們視為詩化的審美對象，而應該進一步去發掘他們失敗的悲劇對於當

代人在從事新的變革事業時所具有的啟示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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