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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從那個角度說，辛亥革命都是一個分界線：作為正統史學界的公議，

辛亥革命劃開了帝制和共和兩個時代；而在有些人的眼O，它卻標誌T無序和

動盪的開始。中國近代史上這非同小可的一筆，雖然在當時看來似乎純粹是由

革命黨的精英塗抹出來的，但於被視為「後知後覺者」的普通百姓其實同樣有T

很大的關係。從某種意義上講，老百姓的態度事實上影響了這場革命的形勢，

甚至決定了它為甚麼日後會有那麼多不盡人意之處。也可以說，這場某種意義

上算是精英革命的革命，其意義越是深遠重大，就越是有必要討論一下當時民

眾對它的反應。

一　「氣數說」與變革的悖論

中國近代史的教科書告訴我們，辛亥革命得到了勞動群眾普遍而熱烈的擁

護。除了一點必要的誇張之外，應該說這種說法並無大錯，儘管我們可以在當

時的史料中找到熱烈擁護的場面，也可以發現冷漠旁觀的人群，但下層老百姓

對革命表示強烈反感確實也非常少見。應該說，這對於一場以西化為目標的變

革來說，的確是非常不容易，就在這場革命爆發前十幾年，康梁變法失敗的時

候，老百姓還普遍地將這些改革志士視為漢奸。到目前為止，我翻遍了所能找

到的史料，也僅有一條說在江蘇靖江的小縣城O，一位賣五香豆的老太婆，對

這場革命發出了一聲「皇帝江山從此送掉」的歎息，還因此被警察拘押了半晌1。

雖然沿海和城市的平民百姓對革命反應熱烈，內陸和農村要相對漠然一點，但

很少有人對那個統治了中國260年之久的王朝的垮台表示惋惜。

二十世紀最初的十年，是清王朝統治威信大幅墜落的十年，對於那些對政

治並不敏感，甚至對革命黨人賣力地宣傳不甚了了的下層百姓來說，如果說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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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百年中國與世界 們也有一些改朝換代的預感的話，那麼恐怕更多的來源於歷史習慣。在多少懂

得一點歷史知識的老百姓眼O，一個統治了260年的王朝，無論如何也是該壽終

正寢了。一時間，有關清朝氣數已盡的民謠，盛傳於大江南北，黃河上下，隱晦

一點的有：「爺爺落，鬼出窩，趕上小兒跑不脫。」《成安縣誌》為此加注說，此

歌謠意為「朝廷微弱，列強肆橫，清代不久將喪失主權，清祀一二傳亦將斬也」2。

比較明白的則有：「遼陽今何在，二四旗不古，天下誰是誰，一省各有主。」3

「不用掐、不用算，宣統不過二年半，今年豬吃羊，明年種地不納糧。」4「頭戴

小饃盤，身穿一裹園，宣統作了帝，不過二三年。」5辛亥革命前夕，在西安的

大街上，引車賣漿者流居然敢公開說：「大清家快完了！」因為「明朝不過二百幾

十年，清朝也差不多二百多年了，還不亡麼？」6這些民謠和傳言，有些固然有

革命黨人的因素，但能夠迅速地流傳開來，畢竟說明它們契合了老百姓的某種

心理。反過來說，革命黨人其實也受到了「氣數說」的影響，我們在許多起義後

建立的軍政府的文告上，都能看到諸如「上徵天意，下見人心」以及「胡運告終」

之類的說法7。

「氣數說」是一種中國固有的帶有神秘色彩的政治理念，蘊涵了五德循環的

古老觀念，而且為王朝興衰的周期律所證實，受歷史感頗強的民間戲曲小說的

熏染以及《推背圖》、《燒餅歌》之類的讖書的影響，民間自然不難接受這種觀念，

但是這種說法成為針對「本朝」的普遍流行意識，畢竟要有嚴重的政治腐敗，普

遍的社會動盪的背景襯托。氣數已盡的民間說法，往往意味T民不聊生和民怨

沸騰，統治者不僅失政而且失德。在南通，由於清政府苛捐雜稅繁重，經辦官

吏又層層勒索，「工商業者怨恨極了，大罵亡國政府，且有附會《推背圖》、《黃

蘗詩》各種讖言，以決定清朝必然覆滅」8。自然，一個氣數已盡的王朝，在百姓

眼O繼續維持下去的合法性依據也就沒有多少了。比較耐人尋味的是，民眾對

於清朝政府的怨恨，有很大一部分來源於新政的實施。

自1903-1905年開始推行的清廷新政，是清朝最後一次，也堪稱是最認真

的一次西方式的改革，但是這場改革卻只能依靠行政手段來推行，本來就已

經陷入腐敗和失效的行政網絡，正好借助新政施展其最後的瘋狂，「借新政之

名，其實金錢主義」9。幾乎所有的新政名目，從辦學堂、辦警務到興辦地方自

治、清查戶口、丈量土地，都成了官吏們斂財的機會，各種田賦附加和捐稅，

均直接被冠以各項新政的名義。地方自治實際上成了行政觸角的延伸，自太

平天國以來已經逐步劣化的鄉紳，名正言順地把持了具有政府職能的各級自治

機構，成為農民的直接統治者，喪失了原來處於政府與農民之間的調處者身

份。先前受人尊重的鄉紳，變成了農民切齒的對頭，各地時常發生自治局的紳

董受到農民圍攻甚至被殺的事件。進而，新政以來的民變，有相當大的部分與

新政有關，農民由反對攤派和勒捐，到反對新政舉措的本身，各地的徵收機

構、警察局甚至新學堂都成了圍攻的對象。辛亥前夕，各地農民和市民打鬧自治

局、徵收和清丈機關的事情層出不窮，比較極端的事例像山西的乾草會騷動，

不僅主張「進城先抄洋學堂，以後再殺巡警兵」，而且發生了多起殺害學堂教員

事件b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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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說，新政的實施，雖然在程度上有很大差別，但在大方向上與辛亥革

命的目標是一致的，均屬於西式的向T現代化的改革。然而，對於這種改革的

怨恨，卻成了同一目標更大變革的動力，這對於清廷和民眾來說，都是難以想

像的。庚子以後，巨大的賠款和外債壓力，已使民眾對於經濟負擔的承受力非

常脆弱，而日益臃腫和失效的官僚體系更是難以承擔改革重負。不幸的是，清

朝政府將自身拖到了病入膏肓的關頭才進行改革，社會根本無力承受越來越大

的改革成本，分崩離析在所難免。而死到臨頭尚不自知的滿清王朝，卻又在最

後關頭不自量力地企圖將久已散在地方的權力收回中央，甚至利用假責任內閣

一舉改變自太平天國以來滿輕漢重的局面，結果是得罪了所有人，為自己墓穴

挖好了最後一鍬土。新政或多或少被人們視為清朝政府氣數已盡、倒行逆施的

表現，而對新政的仇視，則成為一般民眾樂意看到清朝垮台的心理基礎，其實

他們並不知道這場革命的性質到底是甚麼。

二　對革命與革命黨的印象——反清復明與改朝換代

儘管革命黨人做了大量宣傳工作，但是影響基本上僅限於知識階層。下層

民眾對於革命的理解，極易誤會為反清復明。同時，革命黨也難以跟會黨劃清

界限，我們知道，同盟會最樂於聯繫的下層社會中人就是會黨。「反清復明」雖

然只是會黨的一個與自身的現實目標關係模糊的口號，但畢竟他們沒有將它全

然忘掉。在清朝呈現出明顯的末世+象的時候，他們自然樂意重提往昔的宗

旨，也好從「第三社會」衝殺出來，重溫稱王稱帝的好夢。革命黨人在與會黨合

作的時候，一般都遷就會黨的固有主張，雖然有所修正，但微乎其微，多數革

命黨人其實自己也往往更在乎排滿，而對共和理想不甚了了，甚至有人在進行

革命鼓動時，居然操T跟會黨差不多的話語。魯迅的好友，屬於光復會的孫德

卿，曾經很熱心地拿從畫像上翻拍下來的明朝皇帝的照片分送給農民，並宣傳

說：「清朝的政府是外面侵入的人組成的，我們應當把他們打出去。」bl在革命前

夕，凡是感覺到革命暴動+象的人們，很容易將革命聯想成歷史上曾經有過的

「殺韃子」，陝西起義前夕，八月十五殺韃子之說，真的「又復充盈街巷」bm。不僅

如此，在革命中，會黨的身影幾乎無處不在，天地會、哥老會、清幫、洪門、

漢留與袍哥，在各地民軍中佔據了相當的份額，有的地方如西北甚至舉足輕

重。在獨立各省，他們自稱「兵馬大元帥，見官大一級」，穿戲衣，蹬皂靴，兩

鬢結絨球，招搖過市，他們理所當然地認為革命後的中國已經是洪家的天下

了。所以，老百姓以對會黨的固有印象來看革命黨，將革命視為反清復明的暴

動，也的確順理成章。

從另一個方面說，革命黨人在革命中的行為也加強人們的這種印象。魯迅

的小說《阿Q正傳》，反映辛亥革命時鄉下人傳說革命黨人白盔白甲，為崇禎皇

帝戴孝，而革命黨人在各地起義時，大多數都真的張白幟、袖白臂章，甚至有

的還紮白腰帶，以至於有些冒充的革命黨，比如一度進據揚州的流民孫天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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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百年中國與世界 則「一身纏白色洋綢（由足脛至頭頂）」，白了個徹頭徹尾bn。不管革命黨人「尚白」

的真實意圖是甚麼，但老百姓和孫天生之輩，確實將之理解為反清復明的一種

表示，革命黨的行為實際上印證了老百姓的想法。

但是，反清復明的口號與逝去的明朝一樣，即使對於會黨也過於遙遠了。

幫會雖然一直屬於一種令政府頭痛的社會異己力量，但他們並不真的非要貫

徹這個宗旨不可，他們長時間不放棄這個口號，更多的是出於某種歷史的慣

性，也許革命黨與會黨之間更多的是相互利用，但彼此更在乎的都是排滿。

在革命中，幾乎所有投入起義的會黨中人都不再打朱家的名號，過去會黨起事

中常見的「朱三太子」之類的名目，此次悄然地銷聲匿+。所以，對於會黨自

己和旁觀的老百姓來說，革命對他們更多的是意味T一次成功的改朝換代，一

次漢人取代滿人的朝代更迭。革命黨人在革命中也對這種思想予以支持。各

地黨人在起義時，往往更強調「光復漢族」，對「建立民國」則較少提及，在他

們高舉的白色旗幟上，往往寫上一個大大的「漢」字，告示上一般都用「黃帝紀

元」，所以，一般老百姓很難不將之想像為漢人取代滿人的「鼎革」之舉。經過

辛亥革命的一位四川老人回憶說，革命中，一些地方猛然間冒出了不少頭戴

方巾，身穿白色圓領，寬袍大袖衣服的人，四川軍政府成立，人們問一個從

成都回來的人，軍政府都督蒲殿俊是怎樣穿戴的，那人回答說：「他頭戴紫金

冠，插野雞翎子，身穿大紅袍，腰圍玉帶，足穿粉底朝靴」，而聽者卻都信以

為真bo。顯然，在相當多的老百姓心目中，通過革命上台的新統治者，理所應當

就該有這樣一種戲台上的漢官威儀。甚至明明白白的共和制度擺在面前了，

下層民眾還是將新的當成舊的來看。據當時在南京的英國領事跟他的公使匯

報說，南京的下層人士「通常談到孫文博士是新皇帝，他們不了解總統這個專門

名詞，認為它不過是更高頭銜的一個委婉的說法」bp。事實上，幾乎所有革命後

冒出來的新頭銜，無論是總統還是縣O的民政長，在老百姓眼O，與過去的皇

帝與縣太爺並沒有甚麼區別。對於有的老百姓來說，甚至革命是甚麼意思都

不太清楚。揚州的市民以為「革命黨就是大家合（揚州方言讀「合」如「革」）一條命

的黨」bq。

雖然老百姓對革命黨該是甚麼樣子，腦袋O是一盆糨糊，糊O糊塗，但卻

往往將他們傳得神乎其神。揚州市民就傳說革命黨的厲害——「能把炸彈吞入腹

中，遇到敵人時，將身一躍，人彈齊炸」br。而革命黨人的兵器更是神得不得了，

說是革命黨人有一種「無煙炮」，「只要二指頭挨到機器一搬，對面的人立刻一排

一排的倒地而死」bs。革命黨的這種神奇，似乎與洋人有點關係，老百姓往往將

革命黨人與之聯繫起來，當然，這與革命黨人的領袖多為來自海外的留學生不

無關係。由於這層因素，以至於革命期間一有外國軍隊的動靜，民間便傳說是

來幫助革命黨人革命的bt。這種神化革命黨的傳說，對革命黨無疑是有利的，也

是民眾希望革命成功心願的一種曲折的反映。

將革命視為改朝換代，將革命黨視為會黨甚至是戲台上的英雄，屬於民眾

心目中舊影像的再現，而傳揚革命黨人洋派和神奇，則又摻入了「新」的感覺，

但都是希望革命黨能夠成功。民眾所圖的只是朝代能夠改換，至於新朝是甚麼

樣子他們並不太在乎，只要能比舊的強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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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不無關係。



辛亥革命的民眾 53
回應散論

三　新名詞的浸潤與老百姓的期待

雖然對於革命並不真的理解，但是相對於其他幾次現代化的變革，辛亥革

命對一般老百姓的震動是比較大的。戊戌維新的時候，絕大多數鄉下人根本不

清楚京城O發生了甚麼事情，而辛亥年間皇帝的江山從此送掉，卻是大部分農

民都知道的事。同樣，與前幾次變革不同，老百姓對於辛亥革命也有某種希

冀。一位留日的湖北籍學生在北京聽聞武昌起義的消息，決定前去參加，「他看

到沿途小販，只顧宣傳革命，不暇照顧買賣。有人問他們為何不注意自己做生

意，一致答稱：『只要革命成功，不愁沒有飯吃』」ck。說小販「宣傳革命」多少有

點誇張，但是幻想革命成功有飯吃卻是老百姓實實在在的希冀。還在1911年的

5月，就連任長沙稅務司洋人司偉克都已經看出，「大多數老百姓是希望換個政

府的」cl。換個政府會怎麼樣？並沒有太多的人會去想，只知道清朝太糟糕，改

換天地之後，無論如何都應該會有所改變。

大多數老百姓對政府的指望，一是維持社會安定，二是減輕一點租稅和負擔。

辛亥革命期間，各地農村紛紛出現抗租抗稅的騷動，有的還具有相當的規模，

近乎於農民暴動。這些騷動顯然不同於那些乘革命之機起事搶劫發財的暴

亂，參加者既不是綠林好漢也非幫會人物和散兵遊勇，他們都是在鄉間種地為

生的農民，他們的要求也帶有很強的合理性。對於一個前現代國度，既要發展

現代工商業，又要進行現代化的體制改革，同時還要承擔巨額的賠款和外債負

擔，幾乎所有的成本都要由農民來支付，在這種情況下的農民實在是不堪重

負。改朝換代對農民來說無疑是一種機會，在一些農民看來，「皇帝已經沒有了，

租米也可以不交了（租米不僅指地主的租，還包括官府的捐稅）」cm。當然，他們

中的大多數指望T新的政府，尤其是直接管他們的地方政府能有所行動，改善

他們的境遇，而其中性急的，就自己幹了起來。特別耐人尋味的是，某些農民

抗租騷動，居然打出了他們所不懂的新名詞和新頭銜，用來號召人眾。湖北黃

梅縣張天霸組織「政黨」，取名為「農林黨」，並「黏貼告示，開堂散票」，宣稱「農

人得入黨籍，將來佃人可以不交納租課」cn。江蘇無錫常熟地區農村的「千人會」

組織，在辛亥革命期間發起抗租抗稅活動，成立「司令部」，推舉農民孫二孫三

為「都督」，樹起的大旗上寫T「千人大會」、「仁義農局」字樣co。而南通絲魚巷農

民抗捐起事，首領則是「總司令」、「軍政長」、「財政長」。最出奇的是他們的口

號，居然是甚麼「自由擇善」、「自由擇君」cp。其餘像打出革命軍、民軍、獨立、

共和招牌的還有很多。很明顯，這些起事的農民對於他們拿來的新名詞和新頭

銜並不理解，但卻沒有因此而減少他們拿來的熱情。值得注意的是，這種現象

在辛亥前是非常少見的，那時的農民和流民的起事，往往還襲用過去的名號，

諸如皇帝、王、將軍和軍師等等，應該說是辛亥革命的成功才點燃了農民模仿

和拿來的熱情之火。

國門打開70餘年以後，經過長期中西間的碰撞和西學，特別是西方事物的

浸潤，以及庚子義和團事件的大刺激，即使是農民，不僅知道洋槍洋炮厲害，

甚至也有一部分知道了西方非物質層面的東西也同樣具有威力。辛亥革命那些

頂T新頭銜、喊T新名詞的革命黨人推翻清朝政府的活生生的現實，無疑強化

農民大多指望改朝換

代後的新政府能改善

他們的境遇，耐人尋

味的是，某些農民抗

租騷動，居然打出他

們所不懂的新名詞和

新頭銜。例如南通絲

魚巷農民抗捐起事，

首領是「總司令」、「軍

政長」、「財政長」。最

出奇的是他們的口

號，居然是甚麼「自由

擇善」、「自由擇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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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銜的農民們，肯定以為這些東西具有某種說不清的力量。雖然他們弄不清「革

命」、「政黨」、「共和」以及「自由」這些名詞的真實含義，但既然強大的洋人喜歡

這些東西，而學習這些東西的新派人物居然推翻了皇帝，那麼這些東西肯定是

有用的。從這個意義上說，辛亥期間人們存在T的「制度迷信」，多少已經影響

到了下層社會，儘管下層社會的人們可能只是出於某種近乎巫術的心態，經過

農民固有的實用理性的中介作用，才會迷信新名詞會給他們帶來好運。

然而，這些看起來似乎有點可笑的現象，實際上卻蘊涵T悲苦的無奈。農

民煞費苦心地打出「新」的旗號，其實不過是為了減輕一點租稅。借新名詞為自

己的抗租抗稅之舉披上一件「合法」的外衣，用他們以為是革命黨人的「道理」來

為自己壯膽。這O，既有對革命和革命後建立的政府的迎合，更有迫不及待的

期待。可是，剛剛嚐到政權滋味的革命黨人，卻只將這些現象當成笑話，將農

民的抗租抗稅視為作亂，毫不猶豫地採取了鎮壓手段，他們的行動甚至比那些

保留下來的舊政權還要果決。攻克南京之後，江浙革命黨人最忙的事情不是北

伐，而是鎮壓抗租抗稅的農民，在革命黨人的都督和軍政長的命令下，剛剛與

清軍作完戰的民軍，一次又一次地開進了農村，不分青紅皂白地將農民的都督

和軍政長剿滅，非但不准阿Q式的農民革命，連農民合理的要求也置之不理。在

革命進行過程中，一位英國外交官通過觀察感覺到，「實際情況是：改變統治者

對大多數人是毫無意義的，而從君主制變為共和制，對大多數人來說只不過是

改變統治者而已。關於皇帝和議會，除了作為名稱之外，老百姓是一無所知

的。他們所熟悉的政府機構中的那部分主要是衙門差役，而已經發生的事情

並未包含對該部門進行根本改革的希望」cq。一位美國學者的看法似乎更苛刻一

點，但也不能說沒有道理，他認為，同盟會在革命後，是「按照傳統的方式，作

為軍隊和徵稅者進入農村」，這樣一來，「那些新貴們及其政策，就和他們的

軍事和財政基地一樣，很難與既得利益的舊秩序區別開來」cr。在農民眼O，新

政權在徵稅催捐方面似乎與清政府並沒有多少分別，縣政府的衙門，除了插

了一面白旗而外，一切照舊。滿清還沒推翻，革命黨人與袁世凱的談判尚在進

行，而各地的民政與軍政長官則均忙於催租、徵稅和「拿辦亂民」，不旋踵則

布袍子就換成了皮袍子，可是南京臨時政府卻連一分錢上繳經費也拿不到。時

人諷刺道：「新朝氣象百弊無，惟有租賦難蠲除。大府火急籌軍需，嘵嘵抗訴

胡為乎？多言爾且罹罪辜，即不笞杖亦孿拘。小民畏法長歎吁，痛深不覺涕

淚濡。」cs

四　留住辮子

當然，我們說革命後的新政府與清朝政府沒有分別也是有點冤枉。新政府

至少有一件事是與舊政府根本相異的，那就是為男人剪辮。當年滿清入關，剃

髮留辮是作為順從統治的標誌而強行推行的。為了頭上的頭髮和腦後的辮子，

漢族老百姓死了不少。然而，兩百多年過去了，漢族人在不知不覺中已經習慣

在革命過程中，一位

英國外交官觀察到，

「實際情況是：改變統

治者對大多數人是毫

無意義的，而從君主

制變為共和制，對大

多數人來說只不過是

改變統治者而已。」

在農民眼}，新政權

在徵稅催捐方面似乎

與清政府並沒有多少

分別，縣政府的衙

門，除了插了一面白

旗而外，一切照舊。

時人諷刺道：「新朝

氣象百弊無，惟有租

賦難蠲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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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腦後的辮子，雖然晚清以來某些知識人在西風熏染之下，受不了洋人譏辮子

為pig tail（豬尾巴）而憤然剪辮，但絕大多數老百姓還是將辮子看得相當重，決

不肯輕易地讓它損傷分毫。

然而，革命的到來使辮子的命運再一次發生了重大轉折。在人稱革命政府

最忙的三件事，即剪辮、放足和打菩薩中，他們最熱心、執行最力的就是剪去

男人的辮子。凡獨立各省，尤其是那些靠革命黨人拼殺而獨立的地方，幾乎一

進城就會有剪辮的文告出台，武裝的剪辮隊上街強行為人剪辮。有的地方甚至

有好幾撥剪辮隊，有來自民軍的，也有來自警察的和學生的。其中學生和民軍

的積極性最高，而警察則視之為例行公事。當然，強行剪辮的「武行」出台之前

往往有屬於「文行」的宣傳，在街頭為老百姓宣講剪辮的好處和必要性，但是由

於往往文的沒有演完武的就開鑼，所以老百姓只要一聽到有人宣傳剪辮，馬上

望風而逃，結果最後只剩下「武行」了——就是突然襲擊，抓住按頭便剪，或者

守在城門口，所有進出人等，有辮子的就是一剪。有的地方，革命黨人對於辮

子不僅強按頭採取斷然措施，而且通過法律手段硬性推行。比如浙江寧波軍政

府就貼出告示，宣稱凡不服從剪辮令的，「剝奪其公權及訴訟權」ct。為了抗拒剪

辮而吃官司的也不乏其人dk。

如果說，老百姓對於革命黨推翻清朝的行動還算擁護的話，那麼對於掌握

權力的革命黨人的強行剪辮之舉，他們可是非常的不情願。被抓住剪辮的人，

哭鬧喊叫甚至與剪辮隊發生扭打的都有，農民則乾脆不進城了，集市為之一

空。某些聰明人為了逃避剪辮，將辮子盤起，再戴上頭巾，以遮人耳目，還有

將辮子散開，紮成抓髻裝道士的，道士服裝一時也值錢起來。某些地方甚至開

始流行一種尖頂帽，「帽的款式，尖頂聳起，帽的容量，由於高高聳起，足可容

辮子而有餘，一時皆大歡喜，中少年人紛紛購置，貧窮人情願衣不蔽體，食不

裹腹，也須購買一頂，以為藏辮之需」dl。

這種大規模的剪辮，有時居然會惹到洋人頭上。當一些為西方人做事的

買辦和僕役難逃劫運丟掉自己的辮子的時候，他們的主人往往會出面交涉，

英國駐長沙領事就曾經為太古洋行的一位買辦的遭遇提出過「強烈的抗議」dm。諳

熟西方政治的外國人，從共和政體的規範出發，質疑革命黨人的這種有礙自

由和人權之舉，往往令革命黨人有些難堪，但也只做到了涉及到洋人時才有所

收歛dn。

有時，強行剪辮也會釀成風波。1911年11月，蘇州新軍的某排長等率領士

兵在城O強剪路人辮子，結果「被眾不服，圍住痛毆」，將該排長打傷do。而安徽

事情鬧得更大，獨立後，擁護前清巡撫朱家寶的舊勢力，恰是煽動一些對剪辮

不滿的安慶市民，圍攻革命黨的都督王天培，以反對剪辮為名，將其迫走，「遇

有西裝無辮之人，遂任意毆毀。旋經紳商學界仍公舉朱家寶為臨時都督，並沿

街勸導，其事始寢」dp。

當然，革命黨人如此急切地要人們去掉腦後的辮子也是有他們的道理的。

首先，他們將辮子看成滿清留在漢族人身上恥辱的標記，所以必須去之而後

快。我們知道，即使是同盟會中人，大多也將「驅逐韃虜」看得遠重於「建立民

國」，經過同盟會長期的宣傳，像與辮子有關的「嘉定三屠」之類的滿清血案，已

革命政府最忙的三件

事是剪辮、放足和打

菩薩，他們最熱心、

執行最力的就是剪去

男人的辮子。尤其是

那些靠革命黨人拼殺

而獨立的地方，設有

武裝的剪辮隊上街強

行為人剪辮。當然，

強行剪辮的「武行」出

台之前往往有屬於

「文行」的宣傳，但往

往文的還沒有演完武

的就開鑼，所以老百

姓一聽到有人宣傳剪

辮就望風而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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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要盡快洗刷這種長達260年的恥辱。其次，革命黨人也將辮子視為奴隸的標

誌，他們要給人們自由。以先知先覺者自居的黨人，既然革命，當然要親手解

放老百姓，而不願意剪辮則被視為「奴隸根性」頑固不化，所以非得以外力打破

不可。其實最刺激革命黨人，使他們不僅要去掉自己的辮子，而且還要去掉別

人的辮子的動機，原為西方人的嘲笑。晚清時節，西方人一直將中國人視為不

開化的「土人」和「野蠻人」，而其標誌就是纏足和辮子。他們譏中國男人腦後的

辮子為pig tail，而且上海租界的外國巡捕抓中國人以及八國聯軍搜捕義和團，

往往揪住辮子，一抓一串。我們在許多革命者的記H中，都能發現這種譏諷和

場景的刺激而留下的強烈印象。實際上，正是要盡快地消除這種奇恥大辱的印

象，他們才會不惜放下手中要務，先來對付辮子。我們看到，潮州的剪辮文告

中就有這樣的文字：「蓄髮垂辮，滿清陋制，豚尾懸肩，供人戲弄；民族光復，

理應毀棄，若不自動，軍民代剃。」dq顯然，從這個角度講，剪辮實際上是在向

西俗看齊，並非恢復清以前的傳統，用老百姓的話來說，就是做「假洋鬼子」，

所以，老百姓接受的難度就更大一點。

在華的英國外交官看到中國老百姓為了躲避剪辮而戴上頭巾和帽子，而革

命政府的警察居然還要檢查時，不無揶揄地寫到：「警察對自由的熱忱，常常促

使他們去攫取那些沒有惡意的過路人的帽子，以便查明在這個自由的領域內，

這些過路人是否在內心仍然是滿清的奴隸。」dr也許革命黨並沒有想到，他們的

作法實際多少墮入了傳統征服者強迫歸順的老套，而這正是他們所憎恨的滿清

統治者當年做過的事情。人們內心是否歸順，實際上是不容易測出的，而在當

時特定的歷史條件下，留T辮子，並不就意味心向滿清。我們知道，剪掉辮子

在清朝意味T反叛（晚清雖然有鬆動，但在老百姓眼O，依然是了不得的事情，

具有生命的危險），而在革命黨則意味T投向革命，雙方未卜勝負的時候，強迫

信息閉塞的老百姓做出在他們看來有性命之憂的抉擇，委實是強人所難。我在

前面說過，其實老百姓對清朝並無留戀，於革命黨的革命也基本上持歡迎態

度，但同情革命是一回事，投身革命又是一回事，在老百姓心目中，剪掉辮子

就意味T投身反叛，自己就成了叛黨，而這恰是株連九族的事情。所以讓農民

將辮子如阿Q式地盤起容易，但讓他們將辮子剪掉卻難，剪掉了辮子，一時半會

兒長不起來，如果皇帝再坐龍廷怎麼辦呢？雖然辛亥年底，迫於革命的壓力，

清廷頒布了允許自由剪辮的詔令，但是大多數老百姓並不知道。

更往深O說，對於那些風氣未開的農民和市民而言，辮子還有另一重意

義。讀過孔飛力（Philip A. Kuhn）《叫魂》（Soulstealers）的讀者想必會知道，人們

對乾隆年間剪辮風波的恐慌，主要是巫術性質的。人們害怕辮子被剪，主要是

擔心剪下來的辮子會被用來行巫，從而危害被剪人的生命，這也正是為甚麼辛

亥期間被強行剪辮的農民苦苦哀求討還被剪掉的辮子的原因。基於這個道理，

即使老百姓大部分要回了自己被剪的辮子，但畢竟被剪掉的辮子很可能會丟

失，所以，恐慌很快就瀰漫起來。顯然，這種恐慌對革命政權並不利。如果

說，催糧納賦不過是襲承前朝，農民雖然失望，但還說得過去，而剪辮政策，

晚清時節，西方人一

直將中國人視為不開

化的「土人」和「野蠻

人」，而其標誌就是

纏足和辮子。因此革

命黨人要盡快地消除

這種奇恥大辱的印

象。但風氣未開的農

民和市民害怕辮子被

剪後會被用來行巫，

從而危害被剪人的生

命，這也正是為甚麼

被強行剪了辮子的農

民苦苦哀求討還被剪

掉的辮子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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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老百姓眼O，不啻是一種添加出來的暴政。從某種意義上講，它成為革命政

府失掉民心的開始。

五　結 語

從表面上看，下層民眾對於革命的態度，與這場革命能否成功並無多大的關

係，起義和戰爭，起決定作用的往往是直接的軍事力量對比，以及雙方戰略戰術

的選擇和武器與其他和軍事有關的條件。但是，即使是最唯武器論的軍事家，

恐怕也難以否認士氣這一類因素在戰爭中的作用。在辛亥革命中，恰恰是這種類

似精神性的因素幫了革命的忙。革命黨人的軍事力量未必強於清軍，其指揮也不

見得高明，清朝的垮台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其自身的統治信心已經瓦解，這種瓦

解近乎某種普遍的崩潰，幾顆炸彈就能讓滿朝文武作鳥獸散，有的地方，革命黨

人還沒有露面，僅僅十幾個根本沒有來頭的烏合之眾，就能讓擁有兵馬的清朝地

方官交印投降。這種統治信心的瓦解，無疑與「民心已失」的普遍認同有T關聯。

當社會上充斥了敵意，反叛行為得到普遍的同情，社會秩序陷入紊亂的時候，

不僅紳士階層對王朝的信心會受到影響，連帶T各級官吏也會心存另謀出路的異

心，老百姓的態度實際上是在日常生活中一點一滴地刺激T官吏和鄉紳，日積月

累地銷蝕和瓦解T上流社會對王朝的信心和忠誠。幾個、幾百個甚至幾萬個老百

姓對政府不滿、希望政府垮台當然並沒有多少效用，但是如果這種情緒成為一

種普遍而持久的心態，就可能從根本上瓦解統治，這個時候，只要遇到外力或者

內亂的刺激，而且這種刺激又具有一定強度的話，就可能導致全面崩潰。

孫中山曾經說過，庚子以前，「舉國輿論莫不目予輩為亂臣賊子、大逆不

道，咒詛謾罵之聲，不絕於耳」，而庚子以後，「則鮮聞一般人之惡聲相加，而

有識之士且多為吾人扼腕歎息，恨其事之不成矣。前後相較，差若天淵」ds。雖

然孫中山將這種「差若天淵」的變化半歸之於其黨人鄭士良惠州起義的「喚醒」，

未免有革命黨人的自負，但他對民心變化的感覺卻是相當準確的。

只是，民心的變化並不是因為革命黨人那一次次小打小鬧的起義，跟他們

聲勢不小的宣傳也沒有太多的關係。庚子義和團運動無疑是與下層民眾關聯最

為密切的歷史事件，清廷的表現有目共睹，令下層百姓寒心也是理所當然。接

下來奉旨（洋人之旨）變法的新政，又火上澆油，使這個王朝喪失了在老百姓眼

O的最後一點合法性依據，辛亥革命的成功，有T十分複雜的原因，但與民眾

的普遍反感和期望「變天」不無關係。

然而，成功了的革命黨人似乎並沒有注意到這一點。在革命後袁世凱的北

洋系、各省鄉紳和前立憲派混合的地方實力派以及革命黨人的力量對比中，革

命黨人雖然看起來人多勢眾，其實在革命時期擴張起來的勢力中，農民和流民

遠沒有與革命黨人達成起碼的親和，很多地方的民軍，其實像是各行其是的烏

合之眾。地方實力派出於對清廷收回散在地方的權力的不滿，順從了革命，但

是他們對革命黨人的敵意卻並未消失，情願擁護似乎更講究規矩的袁世凱。革

命黨雖然與地方實力派在革命過程中結成了事實上的聯盟，但並不在意維護，

表面上看，下層民眾

對於革命的態度，與

革命能否成功並無多

大關係，起決定作用

的往往是軍事力量的

對比。但是，即使是

最唯武器論的軍事

家，也難以否認士氣

這一類因素在戰爭中

的作用。在辛亥革命

中，恰恰是這種類似

精神性的因素幫了革

命的忙。清朝的垮台

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民

心已失」，導致對其統

治信心的瓦解。



58 百年中國與世界 同時卻在與地方實力派「咸與維新」的種種努力中，摒棄了下層民眾，甚至為了

維護鄉紳的利益，不惜鎮壓農民。大力推行的強迫剪辮的舉措，更是無端製造

下層社會的恐慌，失掉了本來可以獲得的民心，某種程度上將民眾推到了地方

實力派那O，革命後真正革命的革命黨人屢屢在地方政府失掉權力，老百姓寧

願擁護前立憲派的官僚和紳士上台，江蘇甚至傳出了歌頌某些前清開明官僚的

民歌（蘇州有兒歌云：「蘇城光復蘇人福，全靠程都督。」dt），這實際上已經說明

問題了。在南京臨時政府成立之初，南京英國外交官發現，強迫徵稅和強迫剪

辮已經在南京城內引起普遍的厭惡情緒，「廣大群眾開始認識到，豁免一切捐稅

以及關於新太平盛世將帶來繁榮昌盛的其他一些普遍幻想的前景，事實上是沒

有根據的。在許多場合下，他們開始對他們所給予革命運動的同情和支持感到

後悔」ek。當然，這種後悔還不至於導致針對革命政權的騷亂和反抗，但足以銷

蝕這個政權的基礎，遇有外力壓迫，就難以支持。

革命後，由於革命自身的聲勢，革命黨人依然在政壇上十分活躍，但實際

上已經成了空架子，地方基層政權不是偷天換日，就是改頭換面。中國不是西

方國家，第一次國會大選的勝利其實並不能說明革命黨的實力（農民根本就沒有

投票），擁護它的多是浮在面上的「洋」學生，而這些人遠沒有他們作為紳商的父

兄的根底。革命政權雖然時日不多，但已經在老百姓中留下了毛糙浮躁的印象

（農民對此特別反感），他們對這樣不穩的統治自然不無擔心。雖然革命後革命

黨人擁有的軍隊數量大為減少，但在革命黨、袁世凱和地方實力派的三方實力

對比中，革命黨人的軍事力量依然有相當規模，然而在還談不上精銳的袁軍打

擊下，居然雪崩似的瓦解，確實是件令人費解的事情。革命黨的組織渙散固然

是原因之一，但民眾對他們喪失信任和失去親和力確也是個不小因素，不是說

老百姓的傾向直接促使了革命黨人的慘敗，而是地方實力派在民心求穩的情況

下得分增多，無形中強化了反對勢力。甚至民心的歸附與否，也影響到了革命

黨人軍隊的士氣和人心，從而大大削弱了民軍的戰鬥力。外力的壓迫激活了民

眾的反感，而這種反感則放大了外力的效應。

如果說，在一般的歷史條件下，下層民眾的意向是通過一個相對緩慢的過

程釋放能量的話，那麼，當袁世凱揮起屠刀砍向革命黨的時候，在突然到來的

軍事壓力面前，民眾的反感和冷漠終於轉化成了某種情景，促進了革命黨雪崩

式的瓦解。在革命黨和袁世凱的較量中，地方實力派毫不猶豫地成了幫兇，而

老百姓則變成了麻木的旁觀者，甚至寧願跟在實力派的後面看熱鬧，對革命黨

人的遭遇，他們甚至連一點起碼的同情和留戀都沒有，在某些黨人看來，民眾

對他們似乎比對滿清還要冷酷無情。二次革命後，革命黨人頹廢的多、出家的

多、自殺的多，或多或少跟吾國吾民這種「麻木」有些關係。

「得民心者得天下」倒不見得是個始終能被歷史所印證的命題，但失民心者

卻是有可能失去已得的天下，尤其是在剛得天下，而又有外力的壓迫的時候。

在北洋和地方勢力的雙重壓迫下，革命黨人要想保全革命果實固然很不容易，

但像後來那樣被迅速地掃出門卻也出人意料。我們當然不能期望當年的同盟會

中人，像後來的共產黨人那樣進行民眾動員，但在當時的情景下，要求他們做

到將老百姓的感受當回事也似非屬求全責備。

雖然革命後革命黨人

擁有的軍隊數量大為

減少，但在革命黨、

袁世凱和地方實力派

的三方實力對比中，

革命黨人的軍事力量

依然有相當規模，然

而在袁軍打擊下，居

然雪崩似的瓦解，確

實是件令人費解的事

情。革命黨的組織渙

散固然是原因之一，

但民眾對他們喪失信

任和失去親和力確也

是個不小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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