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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的是是非非

● 袁偉時

辛亥革命90年了，眾說紛紜。辱承友人下問，不揣淺陋，僅就若干疑點，

敬獻芻蕘。

一　歷史鏈結看「革命」

友：辛亥革命建立了亞洲第一個共和國，後來的歷史卻不太爭氣，帶來的是災

難而不是福祉。回首話當年，究竟應該怎樣看待這個歷史事件？

袁：評價這一歷史事件，應該把它放在近代中國歷史發展全局下，弄清它給此

後的中國增添了甚麼。總的看來，建樹不多，主要是加速了思想觀念的變

革。三綱是中國中世紀意識形態的核心，辛亥革命後它的合法性成了問

題，這是新文化運動能夠一呼百應的重要原因。辛亥革命是新文化運動的

真正起點，更準確地說，是中國文化從中世紀的宗法專制意識形態向現代

文化轉型的新階段。經過一代又一代的先驅持續努力，清末最後十年的新

政中，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保障個人自由（包括90年代在中國大陸才廣為人

知的隱私權）已經寫入法典。辛亥革命爆發推動這個變革直指過去無法觸及

的君臣關係，「軍人不得干政」、「法治」、「公理」等新名詞被文武官員背得

滾瓜爛熟，如此等等都體現$思想觀念在變遷。可惜，這些變革很不徹

底，並且多半停留在嘴巴上，沒有在制度層面鞏固下來。其他方面的發展

（如經濟立法）是清末新政的繼續，不是革命的成果；而後來的社會動盪則

有目共睹，不必多說了。

友：難道推翻帝制本身不是一大功勞嗎？

袁：對現代社會來說，有沒有皇帝不是大問題，關鍵是政治制度的性質。辛亥

革命前夕的清王朝，正在向立憲政體轉化；而號稱民國的政府大都是專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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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百年中國與世界 政權。兩者差別不大。而就實行真正的憲政的可能性來說，前者的機率似

乎更大一些。這樣說的根據有幾條：

1、國家是統一的，沒有1916年以後沒完沒了的各地軍閥之間的紛爭，

精力可以集中於政治體制改革。

2、外部環境比較穩定，經濟狀況比較好。民族工業以年均15%的速度

增長。財政收入由十九世紀末的8,000萬兩左右，穩步增長至1910年的將近

三億，赤字約8,800萬兩。而民國建立後，軍費劇增，收入銳減，1912年的

赤字估計高達2.8億兩1！財政處於破產狀態，不借外債就活不下去。1928年

以前，除少數幾年外，情況沒有根本性的改變。這樣的狀況大大增加了外

國操縱、威脅的可能性。英、俄兩國正是以此要脅袁世凱政府在西藏、外

蒙主權問題上讓步的。

3、中央政府處於弱勢。滿族只有500萬人，皇族和親貴更少，他們已

經腐化，精銳的新軍不在他們手中；這有利於地方自治和民主制度的建立

和發展。

4、以各省諮議局和商會為中心的民間社會相當強大，他們的獨立性很

強，幾次請開國會運動就是他們領導的。

政治是不同社會力量之間的博弈。沒有各種力量牽制，靠統治者恩賜

的民主、自由和法治是不牢靠的。如此看來，當然是辛亥革命前夕的清政

府比後來軍閥統治時期的政府更容易向民主、法治體制過渡。

二　袁世凱的角色轉換

友：民國初年，民主共和制度的框架已經建立起來，問題是沒有鞏固下來，反

而向專制蛻化。孫中山經驗不足，選擇非人，有些責任，但袁世凱是罪魁

禍首。

袁：讓袁世凱當總統是孫中山無可奈何的選擇，說不上有多大的罪責。史家大

都同意，在大清帝國袁世凱是個頗為前í的人物。從1895年開始的變法維

新運動中，他是強學會的支持者，嚴復的朋友；除了小站練兵成績突出

外，所上奏章，談論國事也頗有見地。進入二十世紀，身為北洋大臣和直

隸總督，推行新政成績最為顯著。

大清王朝最後十年推行新政的主要成就之一是廢除科舉，實行新的教

育制度。促使朝廷當機立斷，在1905年開始永遠廢除科舉的就是他和張之

洞，而興辦學堂最多的也是他所管轄的直隸（今河北省）。他的精明之處還

表現在汲取過往改革受制於原有官吏而失敗的教訓，把現有官吏的培訓擺

在突出地位。

在政治體制改革和建立新的社會管理體系方面，直隸也走在全國前

列。1907年的天津市政選舉是全國首次地方選舉。這是他努力推行的地方

自治運動的成果之一。義和團事件後，規定中國不准在天津地區駐軍；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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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的袁世凱的建樹之一，是訓練3,000警察進駐這個地區，維護了主權和地

方治安。用警察取代衙役管理社會治安，應該說是一個進步。在建立和推

廣這個制度上，袁世凱功不可沒。同時，他對清末的立憲也是支援的。

在經濟領域，發展工商企業用力很勤，成績顯著；有的至今仍在繼續

發揮作用。中國人今天仍熱情傳誦詹天佑修京張鐵路的功績，但往往不了

解這條鐵路的決策、資金籌措，包括決定用中國人和中國資金修建等等主

要是袁世凱的功勞。一位美籍華人史家說：「它（京張鐵路）是由袁發起、提

出和取得的驚人成就。」2

友：那麼，為甚麼進入民國後，他掌握了最高行政權，反而向後倒退，做出那

麼多與時代潮流格格不入的錯事和蠢事呢？

袁：與其指摘他倒退，毋寧說他是停滯不前。不妨看看他當上臨時大總統後第

一次到參議院發表的政見：「古今立國之道惟在整飭紀綱，修明法度⋯⋯邇

來兵事擾攘，四民失業，公私交困，已達極點。而士兵多昧服從之義，人

民鮮知公共之益⋯⋯循此不變，必至紀綱廢墜，法度蕩然。」3中國傳統文

化所說的紀綱，包含法制和倫常兩個方面。他認為民國建立後，問題出在

下民不懂紀綱。這表明在政治層面，他嚮往的仍然是傳統的統治關係；根

本不懂現代國家必須實行法治，其要義首先在限制政府權力，使之依法運

作，保障公民的權利（自由）不受侵犯，而在道德層面，政府無權也不應干

預。正如著名記者黃遠庸當時所指出：袁世凱這個時期的宣言、命令和文

告等言行，「純然滿清時代之空文上諭，道德與法律絕對不分⋯⋯實無異於

晚清末造」4。也就是說，他腦子Æ法治和中國傳統的德治含混不清，其政

治思想基礎仍是傳統統治術的晚清修訂版：中體西用。按照張之洞1898年

間在《勸學篇》中的詮釋，即既要堅持三綱五常，又要學習「西政、西藝」；

所謂西政指的是「學校，地理，度支，賦稅，武備，律例，勸工，通商」。

也就是說，要發展教育；發展經濟；用新武器裝備和訓練部隊；建立新

式的財政稅收制度；制訂律例，依法治國。至於西政的核心：法治和民

主政治則排除在視野之外；即使把這些字眼寫在紙上，在他們的心目

中，不過是多了一些統治老百姓的手段，與真正的民主、法治還相差十萬

八千里。

了解這個中國社會轉型期屢見不鮮的現象，我們才能比較準確理解他

這一類統治者新舊參半的言行。例如，袁世凱當上大總統後既標榜法治，

又成立軍政執法處，可以不經法定程序，搜查住宅、逮捕乃至處死有關人

士（湖北革命元勳張振武就是如此「就地正法」的）。又如，口口聲聲「依法治

國」，又對當時的憲法——《臨時約法》規定的公民自由視而不見；把封報

刊、抓記者、檢查來往信件等侵犯言論自由和公民權利的犯罪行為統統不

當一回事。此外如出動「公民團」包圍國會等等破壞民主、法治的伎倆，早

已臭名遠揚，史有定論。

這不等於說在民國時期，他的作為一無是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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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百年中國與世界 首先，袁世凱執政的第一年，就制訂了《國會組織法》，接$又依法進

行選舉，並在1913年初召開了國會。

其次，1913年1月9日公布《文官考試法》，表明他有意建立現代國家機

關。其中規定文官高等考試，以國法學、刑法、民法、國際公法、行政

法、經濟學和財政學七種為主科，一定要考。商法、政治學、刑事訴訟

法、民事訴訟法、通商約章等五種為附科，應試者自擇其一。這些科目設

計很有意思，如果主科加上外語、電腦兩門，用來考選今日中國的高級文

官，我們的官僚機構一定大不一樣，必將對建立真正的法治國家大有裨

益。

再次，他推行軍民分治，一再下令軍警不得干預政治，也是完全正確

的。

友：不能光看表面，他是野心家！例如，在冠冕堂皇的軍民分治背後，無非是

冀圖剝奪國民黨都督的權力。

袁：中國知識階層有兩個奇特的傳統：一是正心誠意的老傳統，動不動就先審

查道德取向和人們的動機。其實，野心、雄心有多大區別？道德判斷受判

斷者的主觀影響很大；從社會生活的全局看，有些政治人物的道德缺陷，

也無關宏旨，儘管它往往令人噁心乃至氣憤。他們大都是政客，把他們當

聖人，是幼稚者的蒙昧。對政治人物，與其追究其道德，不如認真關注他

在制度建設上的取向和作為，那才是影響深遠的東西。恰恰在制度層面，

袁世凱在執政第一年有可取之處。

另一是階級鬥爭、路線鬥爭的新傳統。以軍民分治來說，提倡者是袁

世凱、黎元洪；胡漢民、李烈鈞等國民黨都督則反對得很厲害。是不是胡

漢民、李烈鈞等革命家就代表正確路線？不一定。當時的總理唐紹儀（國民

黨人）說得好：「紹儀等按之東西各國，皆恃此法（指軍民分治）以為治，行

之久遠，因進於強盛之域，我民國自當引為導師。」5黎元洪不學無文，但

他的智囊給他寫的鼓吹軍民分治的通電，洋洋灑灑有聲有色：「自各省光

復，軍人柄政⋯⋯文武兼資，古難其選⋯⋯學識所蔽，左道乘之」。「司法

獨立，憲國所同⋯⋯自重兵在握，任意執行，假軍法為護符，視民命為兒

戲」。「軍民並轄，積厚培高，權力之雄，罕與倫匹⋯⋯稍擁重兵，即圖反

側⋯⋯兵連禍結，更嬗為雄。」「內訌不息，外患相乘」。「消隱患於無

形⋯⋯惟有將軍務民政劃為二途。民政長綜攬政綱，必須選諸議會，命諸

政府⋯⋯司法獨立，直隸中央⋯⋯每省定一都督，轉轄軍隊，悉歸中央委

任節制，一除干預政治嬗舉軍官之弊。」6如果不以人廢言，應該承認這是

一篇擲地有聲、切中時弊的好文章。

反對的理由歸納起來，無非一點：「國本未固，亂機四伏，而欲使軍

政、民政劃然分立⋯⋯不相統屬，一有緩急，倚恃何人？⋯⋯設使都督於

軍政之外，號令不行，財政計劃勢難過問，一有貽誤，餉無所出，兵何能

戢？」7我想，這Æ對危機和如何解決危機兩方面的判斷都不準確。

袁世凱當上大總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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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成立，南北統一，各地治安狀況確實不佳。經濟發展不足於解決

人口膨脹帶來的種種問題，清末已經民變蜂起，辛亥革命召喚和遣散「民

軍」，又使局勢更為混亂。但這不是革命和反革命之爭。當時，幾乎每月都

有兵變消息傳來。但兵變大都出於欠餉。除前清陝西巡撫（曾任陝甘總督）

升允1913年6月規模不大並迅速平息的叛亂外，幾乎不存在來自清皇室及其

支持者的武力反抗。發展經濟，吸納破產貧民是治本之策；建設正常的治

安管理機關，防匪緝盜，也是當務之急。兩者都需要建立和健全現代國家

機關。「軍政統一」，聽任軍人予取予奪，只能增加經濟和財政混亂，飲鴆

止渴，製造更多土匪；而在政治上，這樣的「軍民統一」，妨礙民主政治和

地方自治，更是貽害無窮。看看後來的歷史發展，黎元洪的通電，可謂不

幸言中了。

友：他一上台就不惜出賣國家主權，不經國會同意，答應苛刻條件，同六國銀

行團簽署2,500萬鎊的「善後大借款」。

袁：這是以鬥爭觀點歪曲歷史的又一典型。此事的經手人是財政總長周學熙，

他的說明是：「時民國初建⋯⋯庫空如洗，危急萬狀。乃與六國銀行團續議

大借款。由國務會議決定借款大綱五條，出席臨時參議院，說明通過。即

本此條款與銀行團磋商⋯⋯迨十二月間，始將合同擬定。同時具說帖報告

參議院，全體通過。」8黃興等人最初不明真相，加上黨派鬥爭因素，也曾

責罵沒有通過參議院。又一經手人熊希齡曾公開答覆：當時「南北兩方軍餉

每月七百萬兩」，而庫存不足九萬！「存亡呼吸，間不容髮。」迫不得已，忍

辱借款。「至於事實原委，則國務員全體贊成，參議院亦先商及。」9談判底

線和最後文本均經過國會批准；有關文件現在不難查到。

友：他走馬燈似的換總理，無非是想大權獨攬，踐踏民主制度。

袁：袁世凱無疑朝思夢想大權獨攬，「二次革命」失敗後更是如此。1913年10月

16日，他提出《臨時約法》修正意見三條，要把文武官員任命、宣戰媾和及

締結條約的大權都抓到手，擺脫國會的審議批准，並要求規定「大總統為保

持公安防禦災患，於國會閉會時，得制定與法律同等效力之教令」，「得以

教令為臨時財政處分」bk，但需國會開會後審查批准。邁向獨裁專制的意向，

在這Æ非常明顯。不過，當時的紛爭還有另外的內涵不容忽略：總統制與

內閣制之爭。

《臨時約法》是在南京臨時政府即將結束之際匆忙制訂的。在行政權的

運作上，它規定「臨時大總統代表臨時政府，總攬政務，公布法律」並「得發

布命令」、「得任免文武職員」，包括總理和各部總長在內的「國務員輔佐臨

時大總統負其責任」，儼然仿效美國，實行總統制。直到1918年孫文與「非

常國會」的議員談話，仍堅持說：「約法規定為元首制。」bl但它又規定「國務

員於臨時大總統提出法律案，公布法律，及發布命令時，須副署之」bm。又

中國知識階層有兩個

奇特的傳統：一是正

心誠意的老傳統，動

不動就先審查道德取

向和人們的動機。其

實，從社會生活的全

局看，有些政治人物

的道德缺陷往往令人

噁心乃至氣憤，但與

其追究其道德，不如

認真關注他在制度建

設上的取向和作為。

另一是以階級鬥爭、

路線鬥爭歪曲歷史的

新傳統。



40 百年中國與世界 使總理和各部總長對總統公布的法律和命令有否決權。據此，當時包括宋教

仁在內的不少政治領袖和當今的一些學者，又把它理解為實行內閣制。同時

也出現了總統免總理職務要總理副署的怪事；也產生了如被免職的總理不副

署，該命令是否有效的爭議。據參與制訂約法的有關人士回憶，原來考慮美

國式的總統制，但在政權即將移交給袁世凱的情況下，為了提防袁氏專橫，

特地制訂條文作出種種限制，乃至可以理解為轉而改用內閣制。約法條文的

不嚴密，加上沒有設立憲法法院，風浪迭起就難於避免了。

兩種制度各有長短，關鍵是要有正常運作的國會。宋教仁鼓吹內閣

制，當然有利鞏固民主共和制度。袁世凱蓄意實行總統制，也沒有逸出民

主共和的範圍；何況只要民選的國會還在，他未必可以如願以償。

友：你總不能說撤掉國民黨三都督也不是為獨裁專制鋪路的舉措吧？

袁：宋案發生後，袁世凱確實處心積慮，想一舉摧垮國民黨。但撤換三都督，

特別是撤李烈鈞，情況卻比較複雜。1913年6月9日袁世凱下達的免職令是

這樣寫的：「江西都督李烈鈞，前經臨時參議院咨送議員郭同等以專制殘毒

暨罪惡五端兩次質問。又經江西旅京公益會李盛鐸等，全省商會羅志淦

等，鐵路股東會朱益藩等，旅滬商會陳三立等，以違法殃民恣睢暴戾，條

列十四罪⋯⋯嗣因任命汪瑞闓為江西民政長，該省有反對情事⋯⋯該督旋

又擅自改編師團，並調兵派員管理九江炮台，迫脅鎮守史弋克安離潯⋯⋯

乃數月以來，復有調兵運械進逼鄂境之舉，商賈停滯，居民播遷」bn。當時

的李烈鈞也許忙於行動，沒有辯白。奇怪的是到了1944年，有空寫自傳和

回憶「二次革命」了，他卻只留下這麼幾行字：袁世凱「乃先派大員赴贛遊

說，且曰：『赴北京與袁世凱一晤，當以二百萬為壽，並晉給勳一位。』余

不為動⋯⋯袁見不能利誘⋯⋯欲去余尤急。余亦燭其奸，思擺脫，乃卸江

西都督之任」bo。言下之意是他自己不幹了。究竟如何「卸江西都督之任」，

袁氏所說是真是假，居然避而不談！

此外，撤掉李烈鈞，任命歐陽武為江西護軍使，武裝還在國民黨人手

中。廣東是胡漢民下台，陳炯明上台，國民黨仍然掌握$軍權；加派了一

個廣東人陳昭常為民政長。此事也許可以作另一種解釋：推行軍民分治的

步驟。

一位深悉北洋內幕的記者說過這樣的話：「癸丑（1913）以後，袁氏厲行

軍民分治⋯⋯袁歿段繼，威望大減，故已經袁氏灌入之『軍人不得干政』的

思想完全打破，各督皆認以兼省長為應享權利，湖北王占元首開其端，各

省相率效尤，軍民兩政，操自武人，吏治遂有江河日下之感。」bp這段話值

得深思。不能認為袁世凱推行軍民分治，就是為了對付國民黨。否則就無

法理解國民黨被打下去以後，他為甚麼還要繼續推行。

友：「二次革命」失敗後，袁世凱日益專制，一心想做皇帝，總不能說還有甚麼

建樹吧！

《臨時約法》的制訂是

仿效美國，實行總統

制。但它又規定「國

務員於臨時大總統提

出法律案，公布法

律，及發布命令時，

須副署之」。這又使

它可以被理解為實行

內閣制。兩種制度各

有長短，關鍵是要有

正常運作的國會。宋

教仁鼓吹內閣制，當

然有利鞏固民主共和

制度；袁世凱蓄意實

行總統制，也沒有逸

出民主共和的範圍；

何況只要民選的國會

還在，他未必可以如

願以償。



辛亥革命的 41
是是非非

袁：復辟帝制是踐踏憲法、背叛民國的罪行，但與他在這一時期有沒有做其他

值得肯定的事，是不能混淆的兩件事。恰恰在這個時候，經濟領域卻頗有

作為。簡單說來是：

1、起用周學熙、張謇等內行人主管財政和工商行政，做了不少排憂解

難的事。例如，為鼓勵製造業和加工業各民營公司，由政府出資建立保息

制度。投資第一年開始，即可獲得四至六釐股息。第六年起才按保息金的

1/24，分年攤還bq。開辦廠礦的手續簡化；有的稅收也降低了。例如，採礦

稅就從原來25%降至10-15‰，從而促進了礦山開採br。到處設卡收釐金是

清代遺留的弊政，非常不利經濟發展，雖沒有全部撤銷，但做到了土布免

收釐金。

2、依靠各地商會，充分聽取工商業家意見，制訂了一系列經濟法規，

完善了市場機制。張謇一上台，便痛陳法律對企業興敗的作用，宣布「農林

工商部第一計劃，即在立法」bs。粗略統計，袁世凱政府制訂有關經濟法令

八十多件，推進了清末新政的未竟事業。

3、糾正清政府混淆壟斷與專利的錯誤，取消創辦企業動輒給予專營權

若干年的規定，專利只給予真正的發明創新，從而促進了自由競爭。

4、整理和健全財政稅收制度，民國三、四年間（1914、1915）實現了財

政收支平衡，「約計每年可餘二千萬」bt。

5、整頓金融秩序，收回各地亂發的紙幣（如廣東），統一鑄造銀幣（袁

大頭），奠立了統一幣制的基礎。

總的看來，袁世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過去有個流傳很廣的

說法：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列強無暇東顧，推動了中國民族工商業發

展。歐戰確實為中國人騰出較大的發展空間，但決定性的是本國的制度建

設。統計數字表明，歐戰前中國民族工商業已以較高速度發展，大戰爆發

只是加快了發展速度。清末新政和袁世凱政府在經濟制度方面的建樹，應

該得到公允的評價。

友：自由經濟加專制政治，許多東方政治家都有此愛好。

袁：專制與法治是勢不兩立的，而沒有法治現代市場經濟不可能長期、健康發

展。我們將這個常識問題撇開，還是討論甚麼原因使袁世凱變壞吧。

自由、民主的現代社會制度能否建立，有兩個重要條件：一是民間社

會比較發達，並有比較強大的大眾傳媒，能監督和牽制政府，使政府官員

不敢為所欲為。二是通過各種途徑「開官智」，讓他們的認識達到必要的高

度。清末民初那些身居高位號稱開明的官員，大都沒有受過系統的現代教

育，而是通過挫敗，逐步積累經驗而提高的。這類人的特點是對現代社會

的認識很不全面，其知識基礎仍然是中國傳統文化。以袁世凱來說，本是

落第秀才，無論軍事還是現代政治、經濟，都是零敲碎打，似懂非懂。在

做重大決策之際，作為他知識基礎的中國傳統文化必然制約其行為方式。

他的政事堂不過是大清帝國軍機處的翻版，他要的總理或國務卿無非是皇

袁世凱本是落第秀

才，無論軍事還是現

代政治、經濟，都是

零敲碎打，似懂非

懂。在做重大決策之

際，中國傳統文化必

然制約其行為方式。

他的政事堂不過是大

清帝國軍機處的翻

版，他要的總理或國

務卿無非是皇上身邊

的宰相。他心目中的

總統不過是開明專制

的皇帝。



42 百年中國與世界 上身邊的宰相。他心目中的總統不過是開明專制的皇帝。徐世昌、段祺

瑞、黎元洪等人的認識水平也高不了多少。

更深一層看，官智未開，無非是整個社會的文化更新滯後的表現。現

代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及其運行機制的常識，仍是部分精英的認識；從

而政客們以民族性對抗現代性的說教，還能獲得不少人認同。

三　國民黨的錯誤選擇

友：傳統文化當然會影響人們的行為方式。但光有這一條說明不了帝制會成為

現實。

袁：這就涉及牽制力量的狀況了。如果沒有必要的監督和制度建構上的互相制

約，政治家的獨裁專制乃至貪污腐化幾乎是不可避免的。

辛亥革命後，商會以每年一百個左右的速度繼續增長。其他社團和政

黨有如雨後春筍。可是，這些團體沒有正確發揮自己的牽制力，給統治者

輕而易舉分化瓦解了。

以袁世凱為代表的統治層在思想上有兩根殺手7：

1、用民族性對抗現代性，宣稱那些外來東西不合中國國情。

2、把社會穩定與自由、民主對立起來，藉口需要穩定剝奪公民的自由權。

要衝破這些思想牢籠，需要政治智慧。但當時的國民黨在不該出錯的

關鍵時刻作出無法補救的錯誤決策：宋教仁被刺後，在司法程式獲得重大

進展之際，不顧人民要求穩定的強烈情緒，也不考慮力量對比懸殊，盲目

發動「二次革命」。結果社會輿論目之為「暴民專制」，並給袁世凱找到藉

口，解散國民黨，剝奪其國會議員的議席，致使國會不足法定人數而被迫

停止運作。袁世凱失去制度性的約束，另行炮製御用的參政院，為黃袍加

身鋪平了道路。如果國會還能正常運作，一而再、再而三擁戴袁世凱當皇

帝的醜劇，恐怕就難以上演了。

友：國民黨又為甚麼會作出這麼不明智的選擇？

袁：衝破正統和革命史觀的桎梏，冷靜觀察辛亥革命後的國民黨（包括其前身同

盟會），我們看到的是一個不成熟的革命組織轉型中的艱辛。

友：辛亥前歷經十次武裝起義，還不成熟？

袁：得天下與治天下是兩回事，何況它所組織的武裝起義全都以失敗而告終，

武昌起義卻不是它計劃內的產品。

孫中山是個很不成熟的政治家。只要看看民國一建立，滿清退位，袁

世凱當上臨時大總統，他就急急忙忙宣布民族主義、民權主義都已成功，

宋教仁被刺後，國民

黨不顧人民要求穩定

的強烈情緒，盲目發

動「二次革命」。結果

社會輿論目之為「暴民

專制」，並給袁世凱

找到藉口，解散國民

黨，剝奪其國會議員

的議席，致使國會不

足法定人數而被迫停

止運作，袁世凱失去

制度性的約束。如果

國會還能正常運作，

袁世凱稱帝的醜劇恐

怕就難以上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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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剩下民生主義尚待努力；他自己要致力於修鐵路，十年內修二十萬里；

由此就知道他的政治水平實在不高。他頭上的光環，是國民黨建立全國政

權後為一黨專政的需要費盡九牛二虎之力刻意製作出來的。

他有民主革命家的虛名，卻非常缺乏民主素養。早在1906年的《中國同

盟會革命方略》中，孫文就提出「軍法之治」、「約法之治」、「憲法之治」的三

階段論，從奪取政權到實行憲政最少要九年。問題不在時間長短，而是沒

有給其他政黨留下活動空間，儘管那時已有與國民黨政見不同而又有廣泛

群眾基礎的黨派。

「二次革命」後他炮製的《中華革命黨總章》更加奇妙：

「凡中國同胞皆有進本黨之權利義務」。把參加某個黨說成是全民的義

務，已有點不倫不類，更奇特的是在他所設計的政治結構中，「凡於革命軍

未起義之前進黨者，名為首義黨員；凡於革命軍起義之後、革命政府成立

以前進黨者，名為協助黨員；凡於革命政府成立之後進黨者，名為普通黨

員。」而這三類黨員居然享有不同的公民權利：「革命成功之日，首義黨員

悉隸為元勳公民，得一切參政、執政之優先權利；協助黨員得隸為有功公

民，能得選舉及被選舉權利；普通黨員得隸為先進公民，享有選舉權利。」

「凡非黨員在革命時期之內不得有公民資格。」

一個政治團體的章程，居然規定要剝奪絕大多數國民的公民資格，在

世界政治史上可能絕無僅有。如此安排實際是在國家政治生活中建立一黨

專政體系。這是二十世紀的創舉，比俄德意諸國都早。民主主義性質的革

命或改革的目的是實現公民的自由、平等，孫文設計的政治生活藍圖中卻

要在一個時期內剝奪大多數國民的公民權，國民中的一小部分——革命黨

員則成為享有平民不能享有的權利的特殊階層，而這個特權階層還要進一

步依照與一個政黨關係的深淺劃分為三等！

這樣的創舉與民主主義背道而馳，並且直接違反了《臨時約法》關於「中

華民國人民，一律平等」的規定。

再以國民黨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為例，那些反民主的舉措令人吃

驚。代表半數是指定的；籌備過程中對方針政策上有不同意見，動輒開

除；黨章上明明白白寫上「總理（指孫中山）對於中央執行委員會之議決，有

最後決定之權」。並把「忠誠服從領袖」寫入《紀律問題決議案》。這些踐踏民

主的傳統不但為害全國，國民黨自身也被害慘了。丟掉大陸，在台灣選戰

中敗北，不是都與這個黨缺乏民主、自由的狀況息息相關嗎？

從政黨制度的角度看，這是沒有從革命政黨向民主政黨轉變的惡

果。現代國家的基本框架建立後，全社會（包括各政黨和各種社會團體）

都需要把法治擺到首位，堅決維護公民的自由，維護政治生活中的民主

運作機制，才能不斷自我更新，保持旺盛的生機；否則必然遭到歷史的

懲罰。

與其苛責某個歷史人物，毋寧更多考慮制度和文化缺陷。在思想文化

層面，可以把孫中山的品格看作衡量中國文化變遷的一個指標。他學習和

吸收了一些西學，但吸收現代文化很不充分、很不全面，而中國傳統的專

孫中山徒有民主革命

家虛名，卻非常缺乏

民主素養。他在《中

華革命黨總章》寫

道：「凡中國同胞皆

有進本黨之權利義

務」。把參加某個黨

說成是全民的義務，

已有點不倫不類，更

奇特的是在他所設計

的政治結構中，「凡非

黨員在革命時期之內

不得有公民資格」。

一個政治團體的章

程，居然規定要剝奪

絕大多數國民的公民

資格，在世界政治史

上可能絕無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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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者自命的人士，承襲了專制文化中以勢壓人的方式去解決他們與政敵

之間的歧見，而不是通過辯論或訴諸法律。早在1907年10月17日，同盟會

的張繼、陶成章等人就留下率領四百多人搗毀立憲派的政聞社成立大會的

不光彩記錄cl。民國元年7月7日，同盟會在北京的機關報主持人田桐等又

率領二十多人搗毀《國民公報》社，只因後者報端發表了對同盟會的不敬之

辭cm！在近代中國革命家和革命黨中，這種情況屢見不鮮，導致他們無法適

應民主共和制度框架建立後的新局面。中國文化中缺乏法治和自由、民主

傳統，使中國人在十九、二十世紀吃盡苦頭。時至二十一世紀，恐怕還需

要幾十年才能彌補這個缺陷。

四　梁啟超與立憲派的迷惘

友：不能光怪國民黨吧？其他社會力量難道就沒有責任？

袁：國民黨發動「二次革命」，弄亂了剛剛開局的民主政制，這個錯誤影響全

局。任何國家的民主政治不可能一帆風順，必然夾雜不少污穢；反覆操

練，就會逐步走向正軌；粗暴地打斷，後果難於預料。這樣說不等於其

他社會力量就沒有責任了。史家們有一個廣泛的共識：辛亥革命是革命

派和立憲派合力的產物。大部分地方幾乎兵不血刃就實現了政權交替，

立憲派和各地商會功不可沒。應該追問的是：辛亥革命後立憲派和各地

商會關注的焦點是甚麼？他們為甚麼無力完成鞏固民主共和制度的歷史

任務？

民國初年，商會和中產階級的數量和影響都在繼長增高。他們的基本

要求是有一個政治清明、社會穩定的環境，讓他們能大展身手。離開自由

和法治，這樣的環境無法建立。但沒有成熟的政黨和政治家足以代表他們

的意志，清醒地為這些要求不懈地奮鬥。與他們關係密切的立憲派處於迷

惘狀態，這突出表現在代表他們的政黨——進步黨及其思想領袖梁啟超一

些重大決策的失誤上。

（1）沒有處理好與政治強人的關係，喪失了批判銳氣。

辛亥革命爆發後，如何處理與袁世凱的關係，是所有政治力量不能不

考慮的重大問題。眾所周知，梁啟超堅決反對「二十一條」，反對袁世凱稱

帝，說明他在緊急歷史關頭是清醒的。但這不能掩蓋他在民國初年政治運

作全局的抉擇上有重大失誤。

梁啟超一開始就採取與袁世凱合作的方針。問題不在能不能與這個政

治強人合作，而在如何合作。他在一封信中寫道：「項城（袁世凱）若能與我

推心握手，天下事大有可為⋯⋯項城坐鎮於上，理財治兵，此其所長也。

鄙人則以言論轉移國民心理，使多數人由急激而趨於中立，由中立而趨於

我們可以把孫中山的

品格看作衡量中國文

化變遷的一個指標。

他學習和吸收了一些

西學，但吸收現代文

化很不充分、很不全

面，而中國傳統的專

制主義則已融入骨

髓。中國文化中缺乏

法治和自由、民主傳

統，使中國人在十九、

二十世紀吃盡苦頭。

時至二十一世紀，恐

怕還需要幾十年才能

彌補這個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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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和」cn。梁氏的這一決策的弱點是沒有把監督政治強人的言行放在突出位

置。這一差錯到袁氏當選臨時大總統，梁啟超借箸代籌，給袁世凱的一封

信中表露得更為明顯：「善為政者，必暗中為輿論之主，而表面自居輿論之

仆⋯⋯今後之中國，非參用開明專制之意，不足以奏整齊嚴肅之治⋯⋯然

在共和國非居服從輿論之名，不能舉開明專制之實」co。國師、策士心態躍

然紙上，卻與現代政治家的認識和運作相距甚遠。

錯誤的由來當然與政治經驗不足有關。袁世凱的密友和重臣徐世昌十

分了解其中內幕：「項城之與進步黨，本思引以為友，進步黨人亦曾為項城

幫忙，無奈任公一派學者氣味太重，彼一度加入熊希齡內閣，湯濟武參加

政事堂，均少表現。項城則以為此輩書生，不過紙上談兵而已。」cp梁啟超

及其追隨者卻缺少自知和知人之明，因而長期被袁世凱玩弄於股掌之間。

更深層的原因是對現代民主政治的認識處於若明若暗狀態。他對政黨

政治和議會制深深嚮往。清末民初，中國知識階層很多人是通過讀他的文

章了解諸如此類現代政治常識的。但他片面地強調現代政治的菁英性：「吾

以為中國今日膏肓之疾，乃在舉全國聰明才智之士悉輳集於政治之一途。

夫一國政治筦其樞者，恆不過一二人。而政治之為物，其本質原無絕對之

美；其美惡之效，又非可決於旦夕。國民既有所倚任之人，則宜盡其長以

觀其後。」cq於是，現代政治的公開性和當下監督的重要性被抹殺；從而政

治等同於少數人的縱橫捭闔，吸引民眾參與，包括在公開辯論中擴大參與

面和提高公民的政治認識都被忽視了。此文是1915年1月發表的，帝制的鼓

噪已甚囂塵上，吸引廣大公民明辨是非，阻擊破壞民國的逆流迫在眉睫；

此時呼籲人們毋談國事，可謂十分不合時宜。

這不是偶然的失誤。眾所周知，1903年赴美國和加拿大遊歷，是梁啟

超思想的重要轉捩點。美國的貧富差距巨大和華僑社會素質很低、秩序混

亂給他留下無法磨滅的印象，竟使他得出「今日中國國民，只可以受專制，

不可以享自由」cr的結論；宣布「我中國所最缺點而最急需者，在有機之統一

與有力之秩序，而自由平等直其次耳」cs。這各個狀況說明他認識中的兩個

重大缺陷：

1、沒有分清兩種秩序。當時的大清帝國經濟自由仍不徹底，言論自由

和政治自由還不存在。若要維持原有的專制統治秩序，當然不必追求自

由。而利於經濟持續發展的以法治為基礎的秩序，與自由是一體兩面無法

分開的。

2、不懂得自由是推動社會自我更新、革除弊端的最好機制。沒有止於

至善的社會。社會弊端的揭露和最佳克服方案的探求與實現，都離不開自

由的環境。

這認識失誤，導致他提倡開明專制，並冀圖使之同立憲政治並存。所

謂開明專制實質是專制。歷史的答案是只見專制，何來開明和憲政？

與開明專制的選擇相表Æ，無論組黨、辦報，他首先想到的是向袁世

凱要錢。1912年春，袁世凱的心腹梁士詒通知梁啟超：袁氏「現擬為兄在滬

1903年梁啟超赴美國

和加拿大遊歷，目睹

美國的貧富差距巨大

和華僑社會素質很

低、秩序混亂，竟使

他得出「今日中國國

民，只可以受專制，

不可以享自由」的結

論。這說明他認識中

的兩個重大缺陷：

1、混淆維持專制統

治秩序與利於經濟持

續發展的以法治為基

礎的秩序的區別；

2、不懂得自由是推

動社會自我更新、革

除弊端的最好機制。



46 百年中國與世界 組大報館」ct。1913年7月，國民黨敗局已定，進步黨乘機拓展，梁啟超又給

袁世凱寫信：「又本黨丁此時機，進行最宜奮迅，而黨費竭蹶不可言喻，亦

惟大總統速圖之。」dk梁啟超也毫不諱言拿了袁世凱的錢。他在一封家書中

寫道：「項城月饋三千元，已受之⋯⋯黨成後項城許助我二十萬，然吾計非

五十萬不辦，他日再與交涉也。」dl

與出賣靈魂的政客不同，這沒有妨礙他反對帝制和「二十一條」。可是

一些為開明專制服務的行動卻帶來嚴重後果。1914年，袁世凱組織御用參

政會，梁啟超居然受聘為參政員，受到包括一些進步黨員在內的各界人士

指責。更嚴重的是，面對袁世凱的倒行逆施，平常往往看不到梁啟超所向

披靡的巨筆揭露批判；進步黨也沒有把工作重點放在日益成長的中產階

級；於是，本該讓公民站出來阻遏邪惡的緊急時刻，清末請開國會運動那

種一呼百應、波濤洶湧的群眾政治運動卻無法再現。到梁啟超大聲疾呼「異

哉所謂國體問題」的時候，護國運動只能訴諸武力了。

（2）不恰當地回歸傳統。

梁啟超批判銳氣的消減，也表現在對傳統文化的態度大轉彎。1902年

他氣壯山河的鴻文〈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開創了批判總結中國思

想文化的新時代，啟迪後昆，胡適就坦言自己深受教益。民國初建，蔡元

培、唐紹儀、汪精í等人為國人素質與民主共和制度不適應而焦慮，告誡

人們「數千年君權、神權之影響，迄今未沫。其與共和思想抵觸者頗多」，

呼籲「以人道主義去君權之專制，以科學知識去神權之迷信」dm。這與《青年

雜誌》創刊號標榜的「科學與人權」前後呼應。此時的梁啟超卻抹殺新舊差

別，說：「德必有本，何新非舊；德貴時中，何舊非新。」把確立傳統倫常

或名教中的「報恩」、「明分」、「慮後」三個道德規範看作緊迫的任務dn。實際

是要引導中國人成為安分守己的順民。當年執輿論牛耳的啟蒙大師的氣勢

消失殆盡。與此同時，他與康有為、陳煥章、嚴復等聯名上書，請定孔教

為國教！而在他所草擬的憲法草案中，竟規定：「中華民國，以孔子教為風

化大本。」do

共和國的公民當然應有道德素養，但更應有公民意識，且前者必須以

後者為基礎，否則就會走入迷途。不幸，這時的梁啟超忘記了尚未完成的

啟蒙訴求；而蔡元培等人雖有警覺，卻沒有專注此事的開展，徒然留下思

想史的記憶，而與實事無補。可以合理假設，如果梁啟超等人保持世紀初

的批判銳氣，致力於監督統治者和啟發公民的民主、法治意識，新文化運

動的火炬提早點燃，也許歷史會呈現別樣風情。

五　不應忘記的經驗教訓

友：中國大陸有個流行很廣的說法是：辛亥革命所以失敗，是革命派沒有發動

農民，更不敢解決土地和其他農村問題。這個說法站得住腳嗎？

1902年梁啟超的鴻文

〈論中國學術思想變

遷之大勢〉，開創了

批判總結中國思想文

化的新時代。到了

1914年，袁世凱組織

御用參政會，梁居然

受聘為參政員，面對

袁世凱的倒行逆施，

往往看不到他所向披

靡的巨筆揭露批判，

當年執輿論牛耳的啟

蒙大師的氣勢消失殆

盡。如果梁啟超等人

保持世紀初的批判銳

氣，新文化運動的火

炬提早點燃，也許歷

史會呈現別樣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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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這是歷史為現實服務的典型。為了證明中國共產黨比近代中國任何政黨都

高明，這個論斷就出來了。我想，有兩個情況是無法迴避的：

1、革命派不是沒有發動農民。當時紛紛進城的「民軍」，基本隊伍都是

農民，大部分是破產農民，他們的組織形式或是土匪和會黨，或是民團。

他們一進城可就熱鬧了。擾亂社會秩序，所在皆有；有的只好動用武力包

圍他們，強行解散。養這些人很費錢；要遣散他們，費用也非常高；這是

民國初年財政不堪重負的主要原因之一。

2、怎樣解決中國農村人口爆炸問題？分田分地，即使不考慮這個過程

的可怕的破壞後果，沒有新的經濟發展，也無法真正吸收這些過剩人口。

比較可靠的辦法是發展資本主義工商業，構築全國市場體系，讓農民融入

現代經濟。

友：你認為辛亥革命留給後人最重要的歷史教訓是甚麼？

袁：我想，其中最不應忘記的是兩條：第一條是不要對開明專制抱不切實際的幻

想。有過英明決策的領袖，也可能作出匪夷所思的荒唐舉措。徐世昌說過一

句話：「項城一生走穩$，獨帝制一幕趨於險$，此余之不解者。」dp其實，

任何強者都有弱點，獨斷獨行，沒有制度約束，特別是失去反對力量的監督

和制約，任何個人或團體總有一天要出錯；這就是開明專制的危險所在。

友：歷史的進程是合力，恐怕怪不了哪一個人。

袁：這涉及另一個不應忘記的教訓：正視中國傳統文化的負面因素，擺脫民族

情緒羈絆，不要聽信「文化侵略」、「文化殖民」、「中國可以說不」之類的蠱

惑，讓文化在自由交流、自由討論中不斷自我更新。

重溫民國史，我的感受可以概括為四個字：在劫難逃。那些歷史人

物，說到底是各式各樣的歷史符號，是環境和個性凝聚成的符號。環境無

非是傳統和現實的網路。東方各國社會轉型的首要條件是擺脫傳統的重

負，吸收外來先進文化。袁世凱、孫中山、梁啟超他們的失敗不過是擺脫

中國文化負面因素所付出的代價。這不是說個人的選擇毫無意義，但個人

的行為方式無法逃脫文化的羈絆。多從這個角度考慮，也許可以避免以痛

罵某人為滿足，而更多注意個人言行後面的歷史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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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討論中不斷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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