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然而中國的「近代」卻選擇了一條建設民族國家的

道路。因此，中國必須面對的一個實質性問題，就是如何解釋「民族」與「國民」

之間的關係。在近代民族國家思想的影響下，中國人首先意識到的民族是「漢」

與「滿」，而不是在內涵上可以與「國民」部分一致起來的「中華民族」。中國之所

以選擇走民族國家的道路，首先是與十九世紀中期以來所面對的國際局勢有

關。在帝國主義列強的侵略面前，為了保�自己的主權和領土，就不能不說明

國家疆界所在1。按照「民族」的範圍確定國家疆界的想法，卻是受到了自稱為

「單一民族國家」的日本的影響2。

以孫中山為首的中國革命家接受了日本的「民族」和「民族國家」思想的影響，

在實際生活中也與許多日本人發生過非常密切的關係。眾所周知，許多日本人大

力支持了他們的革命活動，甚至直接加入了辛亥革命的行列，為辛亥革命的勝利

做出了不可磨滅的功績。但是，這些日本人的活動背景上，有沒有日本「民族國

家」思想的痕È？中國革命家之所以選擇了走建設民族國家的道路，與這些日本

人支持中國革命之間有無關係？反言之，這些日本人之所以理解和支持中國革

命，與中國革命家選擇走民族國家道路之間究竟有無關係？如果以上問題可以

得到肯定的回答，那麼這些日本人在中國革命家選擇走建設民族國家道路的問

題上究竟扮演了甚麼角色？釐清這些問題，就可以明白這些日本人究竟是何種

人士，出於何種目的來支持一百年前發生的那場中國革命。這對於幫助我們加

深理解辛亥革命的性質以及中國近代歷史的進程，應該具有一定的意義。

一　日本黑龍會與「革命的搖籃」

1916年6月，日本最具有代表性的大陸浪人3團體「黑龍會」的最高首領、代

表（有時又稱「主幹」）內田良平以其個人名義，秘密地向日本政府提交了一篇手

寫的〈對支私案〉，其中有這樣一段畫龍點睛之語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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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支那本部置於共和政體下，以國民黨或國民黨系中有德有力者為執政；

再分割滿蒙及西藏三地委託於宣統帝進行統治，同時將其變成日、英、俄

的保護國並在一定程度上對英、俄兩國的保護權進行限制；從而使〔日本〕

帝國居於實際掌握全部統轄權的地位，此即本私案之梗概。

〈對支私案〉的主題，就是要分裂中國，這與內田良平以往的言論一脈相

承。1913年以來，他以黑龍會名義就日本的中國政策向日本政府提交了不少報

告，其中尤以〈對支問題解決鄙見〉最為有名。此份報告中提出的中日《國防協約

私案》，事實上成為日後「二十一條」的藍本5。然而，〈對支私案〉在說法上卻有

讓人耳目一新之處6：

如果說要國民黨或國民黨系掌握政權，就要以形成一大親日潮流為要。如

果舊約法時代約佔當選議員總數七成的國民黨一流人物有可以被看做是親

日派的理由的話，欲於將來進一步扶持親日勢力，最妙的就是讓該黨中有

德有力的黃興等成為新政府的首腦人物。如果滿蒙及西藏的處分方案得到

實現，這樣〔中國〕就可以減少領土被分割之虞，還不會傷害到英、俄兩國

的利益，帝國的勢力也因此得以擴充，並且毫無疑問能夠在指導民國方面

得到方便和增添威力。同時對於民國來說，不僅可以因此一舉得以有效轉

用全部的前朝優待費，同時民國政府也才可以名副其實得到實現完全統一

之利益，何況這也能讓革命的目的之一、即興漢滅滿的宣言得到真正實

現。我堅信自己的這一私案實為鐵定的最合適宜的對支政策，因此希望諸

公能夠在斟酌之後快刀亂麻一斷了之。

在主張分裂中國的事情上，內田良平之所以敢說得如此肯定、具體，與他

以及黑龍會勢力長期以來一直與以孫中山、黃興為首的中國革命派之間保持c

密切的聯繫有關。孫中山1897年8月第二次來日，9月中下旬結識了宮崎滔天和

平山周等日本大陸浪人。9月27日，孫中山通過平山周的介紹，與同大陸浪人有

c密切聯繫的政治家犬養毅見面。平山周又經過犬養毅的介紹，從眾議院議員

平岡浩太郎那�，為孫中山拿到了在日的生活費用7。平岡浩太郎曾是日本大陸

浪人的重要母體、位於福岡的玄洋社的第一任社長，與頭山滿、箱田六輔同稱

為「玄洋社三傑」，日後為了支撐玄洋社的對外活動而開始經營礦山，並進而進

軍政界。內田良平即是平岡浩太郎的外甥。此次孫中山在日本生活了一年有

餘，在此期間中國國內戊戌變法失敗，日本大陸浪人參加了救助戊戌變法領袖

的活動，宮崎滔天和平山周分別陪同康有為和梁啟超由香港來到了日本。他們

也曾極力促成保皇黨與革命黨聯合，但遭到了康有為的拒絕。孫中山此次在日

本期間，結識了許多對中國政治問題感興趣的日本政界和財界人士，也包括玄

洋社的精神領袖頭山滿以及內田良平等日本的大陸浪人的頭目8。

因甲午戰爭之後俄、法、德三國干涉還遼，這讓具有國權主義思想的日本

大陸浪人極端仇視俄國。內田良平等人於1895年《馬關條約》簽訂以後紛紛渡

俄，以符拉迪沃斯托克（即海參崴）為據點，通過開設柔道道場並利用日本妓女

來接觸俄國軍官等方法，觀察俄國實力、盜取俄軍情報和分析俄國對清國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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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百年中國與世界 動向，並與日本軍參謀本部所派出的偽裝成京都西本願寺符拉迪沃斯托克別院

僧侶的諜報人員花田仲之助中佐9、參謀本部第一部長田村怡與造等相互配合，

直接偵察俄國駐軍情況bk。內田良平1898年從俄國回到日本後即提出了「對俄必

戰論」，鼓吹日本應該率先對俄發動戰爭。正是在這年秋天，經宮崎滔天介紹，

內田良平結識了孫中山。孫中山希望內田良平支援他發動革命，內田良平則告

訴孫中山，「支那革命」的先決條件應是日俄開戰，不然俄國就會趁亂掠奪中國

領土。孫中山告訴他：「支那革命」倘若成功，恢復被俄國所侵佔失地當為易

事，何況還有「日支提攜」掣肘俄國。於是，內田良平告訴孫中山：如若中國革

命發動在先，他即停止對俄計劃，首先支援孫中山的行動bl。

1900年孫中山發動惠州起義時，的確得到了宮崎滔天、平山周以及內田良

平等日本人的積極援助。然而，按照內田良平等人日後的解釋，當年他們之所

以投身於中國的革命，「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孫逸仙等人的革命思想以滅滿興漢為

標誌。漢民族的革命成功了，成為失敗者的滿洲民族只能將自己的衰殘命運託

付給北方的故鄉滿洲，自然就要依賴俄國，這時我國就可以與革命成功了的新

支那互相提攜以對付俄國的南下政策，從而席捲滿洲與西伯利亞，將這些地區

置於我們的勢力範圍之中，因此確定東亞大勢，將我皇德遍照大陸之地。這種

做法可以在拯救東亞危局的同時擴張我國國勢。我們東方志士正是能夠從這種

大的視野出發，所以才開始參加籌劃支那革命。愛國與義俠的兩種精神的結

合，讓我們的心臟開始在清國南部躍動」bm。也就是說，日本大陸浪人之所以支

持孫中山的革命，是在將東北地區最終納入日本帝國主義勢力範圍的目的驅使

下開始的；之所以讓他們能夠看到這種可能性的，就是中國革命派所提出的「滅

滿興漢」的政治主張。

惠州起義失敗以後，內田良平再次埋頭於挑動發起日俄戰爭的活動之中。

1901年2月，他發起成立了日本的大陸浪人組織黑龍會，其宗旨為：出於東亞的大

局和帝國的天職，為了防止西力東漸和經綸東亞，與俄國開戰並將其趕出東

亞，在此基礎上將滿洲、蒙古、西伯利亞變為一團，從而打下經營大陸的基礎bn。

這個組織之所以取名為「黑龍會」，就是因為他們的目標是要建設一個以流淌在

滿洲和西伯利亞之間的黑龍江為中心的「經營大陸的大業」。內田良平被推為黑

龍會的主幹，黑龍會的本部就設在當時位於東京市芝區西久保巴町的內田良平家

中。黑龍會的主要成員多為玄洋社出身，初建時的第一批會員中，除了內田良平

外，深得孫中山信賴的平山周和深得黃興信賴的末永節也在其中。內田良平此後

一直是黑龍會的最高首領，頭山滿後來受到邀請就任黑龍會顧問，對黑龍會的

決策產生影響，但是從嚴格的意義上來說，他並不是黑龍會的正式成員bo。

1905年7月，孫中山由法國再次來到日本東京，此時也是日本在日俄戰爭中

節節取勝的時期。在宮崎滔天等人的介紹下，孫中山與留日清國學生中具有革

命思想的黃興、宋教仁等人先後取得聯繫，決定合併興中會（孫中山、胡漢民、

汪精�）、光復會（陶成章、章炳麟、蔡元培、秋瑾）與華興會（黃興、宋教仁、

陳天華），於7月30日召開了中國革命同盟會（後為避免日本政府反對，改名為中

國同盟會）籌備會議。值得注意的是，這次籌備會議的會址就是黑龍會領袖內田

良平赤阪區檜町的住處b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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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會議的除了以留學生為主的七十位在日中國人之外，還有宮崎滔天、

內田良平和末永節三位日本人。前已述及，內田和末永就是黑龍會的成員。更

加重要的是，這次會議確定了同盟會的名稱、宗旨和「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

立民國，平均地權」的入會誓詞，並由孫中山帶領出席會議者宣誓入會。據說當

天因為來人太多，內田良平家的地面都被踩塌了bq。8月20日中國革命同盟會成

立後，頭山滿、犬養毅、平岡浩太郎、內田良平、宮崎滔天等人又成立了「有鄰

會」，從財力和人力等方面支持同盟會br。

因為以上種種關係，黑龍會稱中國同盟會成立前後的這一時期為「支那革命

黨的搖籃時期」bs，言外之意不言而喻：這種具有民族革命思想的中國革命，就

是在日本由他們這些所謂的「東亞先覺志士」所哺育的。

二　大陸浪人之「大陸經營」與辛亥革命

1911年武昌起義發生後，宮崎滔天、平山周、末永節、萱野長知、北一輝bt

等與黑龍會有c緊密關係的大陸浪人紛紛趕來，通過他們與革命黨核心領導人

物之間的關係，參與了辛亥革命的各種活動。宮崎滔天跟c陳其美（當時孫中山

尚未回到國內），末永節、萱野長知跟c黃興，北一輝跟c宋教仁；而在日本國

內與這些進入革命領導中樞的日本大陸浪人進行聯繫的，主要就是黑龍會首領

內田良平。這從宮崎滔天、萱野長知和北一輝在給日本國內發報時總是將內田

良平放在收電人首位就可以看出。內田良平利用他與日本國內各界的關係，應

孫中山、黃興、宋教仁和陳其美等人的要求，積極籌措軍火和資金，有力地支

援了革命軍。例如，內田良平11月25日就向到達上海投入陳其美陣營不久的宮

崎滔天發電報，告知他可以用非常低的價錢購買到外套15,000套、絨毯4,000張，

並詢問這些物資對革命軍是否可以派上用場ck。

內田良平支持辛亥革命最大的一件事就是促成了三井銀行借款。1911年12月

12日上午，內田良平給上海的北一輝發電：「昨夜原口cl電報所談之事，實為費

盡苦心方成之事，時機不可放逸。」而在當天下午，宋教仁和陳其美即回電委託

內田良平為宋教仁、陳其美、伍廷芳和李平書的代理人，辦理以「年利7分」從三

井銀行借款30萬元事宜，包括締結契約和接受現金cm。1912年1月25日下午，內

田良平給北一輝發電報告知：可以借到30到50萬，但年利為「8分5厘」，手續費

10%，不需擔保或以革命軍軍票擔保，債務人為孫中山、黃興和宋教仁。宋教仁

當夜回電，對內田良平為借款30萬成功所付出的巨大辛勞表示深深感謝，並告

知將有人送去15,000元，「雖然很少，但請作為外交及其他活動費收下。」cn與此

同時，內田良平還接下了為革命軍輸送武器的工作。1月25日下午，北一輝給內

田良平發報，請他幫助檢查利用三井銀行借款通過三井、高田和大倉等日本商

社購進的武器，而內田良平則立即找來日本軍人幫助一起前去檢查武器質量co。

1912年元旦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後，孫中山立即聘請多位日本人為政府

顧問，包括聘請內田良平為外交顧問，這也是對他多年來支持中國革命功勞的

肯定。當時，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黨人，非常希望日本政府能夠率先承認剛剛

成立的中華民國政府，1月下旬即開始計劃派遣宋教仁到日本進行活動。而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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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百年中國與世界 找到的日本方面的主要聯絡人，又是內田良平。當時，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內派

別林立。宋教仁在日本的活動如果取得成果，可以增強他的威信，否則反會授

人攻擊口實，危及到宋教仁在臨時政府中的地位。與日本大陸浪人有c密切關

係、被他們視為「親日派」cp的實力人物宋教仁如果被排除出權力中樞，是日本大

陸浪人最不願意看到的結局。於是，北一輝和內田良平等人，為了能讓宋教仁

不虛此行，進行了一系列緊鑼密鼓的活動cq。

1月29日，日本的國會議員、記者、律師等一百多人在上野精養軒聚會，要

求日本政府在其他國家之前迅速承認「支那共和政府」cr。2月3日，北一輝再向內

田良平以及有「日本政界黑幕」之稱的浪人領袖人物杉山茂丸cs等人發電，說明對

於宋教仁之行，「孫逸仙的確也請求了犬養君給予幫助，然該君一直採取攻擊

〔日本〕政府的態度，故孫氏也沒有抱太多期待。」ct其言外之意不外乎就是這次

最主要還是要靠內田良平。

2月6日，北一輝再次以長電向內田良平等人強調宋教仁此次訪日之意義：

宋教仁作為全權代表前往日本，可以一舉奠定中華民國臨時政府中親日派的扎

實地位；為了日本的利益，有必要將此次功勞記在宋教仁身上。當時，各國為

了爭取在華利益，不分南北，競相向清王朝以及革命黨人各方提供援助、供給

軍隊及武器。而日本軍人和浪人在武昌起義時竟然貪污二十五萬元，此事招致

武昌到處貼出禁止日本人入內的標語；而在進攻南京時，日本的商社甚至賣出

已經成為廢鐵而無法使用的武器，以致社會輿論和臨時政府中的親美派再次拿

出甲午戰爭時期的「日本觀」來攻擊親日派和日本。所以，大陸浪人強調，此次

日本政府如果能夠抓住機會表明支援革命政府的態度，既能夠挽回日本的形

象，也能夠幫助親日派在新政權內站穩腳跟、強化地位dk。

但是，杉山茂丸2月7日提出了宋教仁來日的三項條件，即必須具有臨時政

府賦予的與日本政府進行交涉的全權代表資格，不以日本政府之外任何人為交

涉對象，不要求虛榮繁華的外交禮節dl。其言外之意，不外乎是既要宋教仁具有

代表新政權做出最後決斷之權限，以便日本政府在談判時可以真正得到他們想

要的東西，同時又不承認宋教仁具有代表中國政府的正式外交使節身份，以免

得罪清朝政府。

然而，2月12日清帝遜位。隨c形勢的驟變，內田良平次日給宋教仁直接發

出電報，不再提出先決條件：「不僅承認問題，為了商議支那永遠安康之道路，

請在時局解決以前緊急來日。」dm此電文內容抽象，但是卻透露出要求讓日方參

與或參照日方意見決定清帝遜位之後中國未來道路的意思。杉山茂丸和內田良

平的行為，顯然引起了孫中山等人的懷疑。孫中山提出：「如果得到承認，卻有

難以保全領土之虞，就不進行和議。」dn在摸不清日本方面是否有藉機提出領土

要求的情況下，宋教仁也決定推遲訪日do。面對這種偷雞不成反蝕把米的局面，

內田良平和黑龍會幹事小川平吉於2月20日分別向宋教仁發出電報，反覆申明

「滿洲獨立只是一句虛言，已向當局認證，務請安心」dp。

事實上，從十九世紀末期直至辛亥革命發生前後，日本政府的中國政策與

日本大陸浪人的活動之間有c一定的距離。儘管日本許多政治家對中國抱有侵

略野心，但作為一國政府，日本政府不得不以當時的中國政府為交涉對象，因

而日本政府在孫中山當初來日本進行革命活動時，曾經應清朝政府之請而設置

內田良平利用他與日

本國內各界的關係，

應孫中山、黃興、宋

教仁和陳其美等人的

要求，積極籌措軍火

和資金，有力地支援

了革命軍。內田良平

支持辛亥革命最大的

一件事就是促成了三

井銀行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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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礙，在辛亥革命之後也採取觀望態度而不肯立即承認中華民國，在孫中山發

動二次革命時也沒有主動拋棄袁世凱而採取支持孫中山一派的政策。然而，這

在一部分日本人看來，從開始處理朝鮮問題時與清國發生衝突以來，「政府當局

的外交方針總是因循姑息，缺乏為東亞全局而進行遠大經綸的氣魄」dq。因此就

有了以「在野」身份考慮「東亞經綸」、進行「大陸經營」，以確立日本在東亞的主

導地位，進而擴大日本「國權」為使命的「大陸浪人」這樣一個特殊的群體。

大陸浪人的所謂「大陸經營」，按照他們自己的說法是「形似侵略而實非侵

略」：日本與清、韓兩國之間的關係實為唇亡齒寒，如果兩國具有值得結為友邦

的實力，共同抵禦歐洲列強侵略更好，但當今西力東漸年年加劇，鄰邦的支那

和朝鮮自身已是「老朽將倒」，「清韓兩國遭到列強侵略之際，餘波必然威脅到我

國的存亡」。為了防止這一情況的發生，不如由日本「喚起鄰邦覺醒，指導進行

改善，在這些國家扶植我們的勢力以擴展我國國防線，從而達到保全東亞的目

的」。也就是說，「大陸經營」實為一種通過納中國與朝鮮半島於日本的勢力範圍

之中以及從歐洲列強侵略魔掌中「保護東亞不受侵略的不得已的做法」dr。這就是

十九世紀末期以來許多日本人所提倡的「亞洲主義」的真髓。大陸浪人之所以敢

於不知羞恥地稱自己為「東亞先覺志士」，就是來自於他們這種所謂的「東亞經綸

論」。然而，令人遺憾的是，包括孫中山在內的革命家當時也常常以「志士」相稱

這些大陸浪人。

大陸浪人在日本堅持「在野」的立場，卻對中國的政權更替抱有極大的興

趣，並且拼命接近中國的政權中樞，這不得不說是一個值得深思的現象。「考察先

覺志士的大陸經營論，構成其思想根底的毫無疑問就是熱烈的愛國心和民族的

自信。」ds黑龍會的這段自我表白，不僅能夠說明大陸浪人「大陸經營」的性質，

同時也能夠說明，大陸浪人知道只有通過主張日本國家利益的形式，他們才能

夠以日本國家為後盾實現個人野心。日本的大陸浪人中，其實不乏抱有另闢蹊

徑、在大陸實現個人野心之人，這也就是他們當初之所以能夠從「民權派」輕而

易舉地變身為「國權派」的真正原因。比起與日本政府面和心不合的關係來說，

大陸浪人與日本軍部的關係更為接近。他們的「大陸經營論」與日本軍部中主張

侵略大陸的勢力不謀而合，大陸浪人的個人野心自然使他們成為日本帝國主義

侵略大陸的尖兵。

大陸浪人進行「大陸經營」的第一個對象是朝鮮半島。為了給日本侵略朝鮮

製造藉口，內田良平等人與當時在朝鮮的浪人組織武裝集團「天佑俠」，在朝鮮

製造動亂。1882年壬午兵變之後，大陸浪人感覺到：「要想從根本上徹底解決朝

鮮問題，最終勢必進一步與支那發生衝突。⋯⋯朝鮮被支那吞併意味c我國國

防露出破綻，從結果上來說是阻塞了我國向大陸擴張的出口，不得不說是對帝

國之大不利。」dt由於事件後日本在朝鮮的勢力仍然沒有超過清國，「讓先覺志

士不能不深感憂憤」，熊本的宗像政、土佐的中江兆民、奈良的樽井藤吉、愛媛

的末廣重恭等一起商議「對支方針」，並得到了福岡玄洋社社長平岡浩太郎和玄

洋社精神領袖頭山滿的支持。頭山滿認為：「得到了大頭，小頭不勞自得；拿下

了支那，朝鮮不招自來；與其與朝鮮衝突，不如直接料理支那。」ek

朝鮮問題最終引發了中日甲午戰爭，《馬關條約》簽訂後的三國干涉還遼令

日本深感屈辱，開始以俄國為最大敵人，大陸浪人更是積極主張對俄開戰，其

大陸浪人的「大陸經

營」實為一種通過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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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百年中國與世界 目的還是在於奪回日本當年在中國失去的權益，首當其衝的當然就是遼東半島

乃至包括整個東北地區和內蒙東部的所謂「滿蒙」地區。

三　內田良平對中方針的變遷與「滿蒙」問題

中國同盟會在東京成立不久，孫中山在《民報》的發刊詞中，把同盟會「驅除

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的政治綱領闡發為「民族」、「民權」、「民

生」三大主義，即三民主義el。孫中山使用的「民權」，可能與他接受日本的近代

國家思想有c直接的關係。因為當時在國內，「民主」一詞已經被討論和使用，

而孫中山此時所用的「民權」實際上也包含了「民主」的涵義em，這樣我們就不得不

考慮孫中山為甚麼捨「民主」而取「民權」來表示他對民主主義的追求。關於這一

點，很多學者已從當時對各個詞彙涵義廣狹理解不同的角度進行了探討，然而

卻沒有人注意到與孫中山有所交往的日本人與「民權」之間的思想聯繫。

其實，「民權」也是一個近代日本自己發明的話語。孫中山在日本政界最主

要的盟友犬養毅，實際上就是日本明治時期「自由民權運動」en的代表立憲改進黨

的創始人之一。日本大陸浪人的最重要母體玄洋社，最初就是一個以「要求民

權」為口號而建立的政治性社團eo。大陸浪人中有很多原為武士階層（日語中稱

「士族」）出身。士族在明治維新過程中被剝奪了特權，加上他們對明治政府中專

制和腐敗的現象不滿，1877年爆發了由西鄉隆盛領導、以士族為中心的反對明

治政府的西南戰爭（又稱「丁丑之亂」、「十年戰爭」）。戰爭失敗後，參加了西南

戰爭或追隨西鄉隆盛的福岡士族，為了繼續與明治政府對抗，成立了玄洋社

（1878年初名為向陽社，1881年改名為玄洋社），投入了自由民權運動ep。

但是，在當時處於國力上升時期的日本，國內追求民主的「民權」與對外爭

取日本國家利益的「國權」，兩者之間並不存在互相對立的關係。關於這一點，

可以從1880年時向陽社就曾發起建立「討清義勇軍」eq，改名玄洋社時又制訂了

「敬戴皇室，愛重本國，固守人民權利」的三條綱領等事例上得到印證er。由於明

治政府1889年制訂了《大日本帝國憲法》，1890年實行了第一次議會大選，使自

由民權運動失去奮鬥目標。堅持走在野道路的玄洋社，將更多精力投向追求國

權，由此催化了大量具有國權主義思想的「大陸浪人」的誕生。

孫中山不可能不知道日本自由民權運動的歷史，也不可能不清楚在這些人

從民權主義者向國權主義者的蛻變過程中民族主義思想的催化作用。儘管孫中

山日後解釋的「民權主義」內容，與日本當年的自由民權運動有c很大的差異，

然而也沒有任何材料可以證明孫中山在選擇中國走民族國家道路的同時，在東

京選擇了使用「民權」一詞沒有受到圍在他周圍的日本大陸浪人思想的影響。

如上所述，日本的大陸浪人支持孫中山進行革命其實都有一定的目的，而

其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要將東北和內蒙古東部納入日本的勢力範圍之中。按

照黑龍會日後的說法，清朝末年以來瞄準中國的日本大陸浪人大致可以分為三

種：一是希望藉中央綱紀鬆弛、地方匪賊橫行之機，來到中國甚至不惜成為匪

賊首領以開拓新天地之人；二是耐心等待中國國內出現叛亂，支持叛亂力量打

孫中山不可能不知道

日本自由民權運動的

歷史，也不可能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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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清朝政府並實現支那更生之人；三是認準「先下手為強，將遲早逃脫不了遭到

歐洲這些虎狼之國侵略的支那拿到手中才為上策」之人es。

黑龍會內田良平一派選擇的是第二種道路，因為「孫逸仙等來到日本為準備

革命頻頻奔走時期，孫曾說過只要日本援助革命黨，革命成功之際支那為日本

而讓出滿洲之類的話」et。按照內田良平1927年的說法：「我們賭上生命援助孫

的革命，是因為它與日本的利益一致。孫舉起的大義名分的革命旗幟為滅滿興

漢，驅除滿人並建立漢人的中國。所以我們可以幫助漢人將滿人逼到不得不借

助俄國力量的地步，然後日支合手打敗俄國，將滿洲和西伯利亞收歸我有，一

舉打下大陸經營的基礎。」fk所以，黑龍會及其周圍的大陸浪人「期待隨c革命

的成功而調整兩國關係、解決滿洲問題，因此才極大地援助了革命黨」。他們當時

認為，孫中山「即使做不到像他所說的那樣放棄滿洲，至少也可以輕而易舉地達成

協議，將該地區完全納入日本的勢力範圍，從而排除威脅東亞不安的因素」fl。

出於這種考慮，辛亥革命發生以後將近一年半的時間�，內田良平一直主

張日本要支持中國「保全領土」fm。1911年12月，他在黑龍會本部編輯的《內外時

事月函》中發表〈支那改造論〉，指出日本政府爭取主動，由日本指導「改造支那

帝國，建設新政府」的重要性。按照內田良平的說法，日本能夠幫助發生革命後

的中國決定未來國家形式的，無非有三種方案可行：一是「保護滿清朝廷，鎮壓

革命黨，改革現政府，保全清國」；二是「兩分支那，以黃河以北為滿清政府區

域，黃河以南為革命黨政府區域，各自建設適合支那國情的政府」；三是「廢除

滿洲皇帝，以革命黨政府取代滿清政府，建設一個新機軸的聯邦共和國」fn。

然而，第一方案即「清國保全案」雖然是歐洲列強之所望，然因滿清政府腐

朽透頂實為最難實現；第二方案即「支那兩分案」只能是一時權宜之策，因中國

具有追求統一和民族融合的歷史傳統，所以從消除內亂的角度來看並非是「東亞

永遠之策」；第三方案即「實施聯邦共和案」，不僅符合中國歷史傳統、儒教傳統

和國民性，還可以杜絕人種傾軋、動輒革命的禍根，促進吸收先進文明，因此

日本政府應該「活用主動地位與主動勢力，讓列國贊成日本方案，完成解決支那

問題的任務」fo。

〈支那改造論〉中有這樣一段對日本政府的警示，非常耐人尋味：「如果我國

政府當局者依然採用因循姑息的手段，步列國尤其是俄德兩國的後塵，扶持老

朽的滿廷，壓制革命黨，在北方就會失去帝國在滿洲的優越地位，在南方長江

一帶就會喪失帝國已經到手的利益圈，而誤國家百年大計。」fp但是，內田良平

為甚麼認為「保全清廷」就會使日本失去「在滿洲的優越地位」呢？反言之，內田

良平為甚麼會暗示日本政府如果支持革命黨建立聯邦共和政府，就會能得到強

化日本「在滿洲的優越地位」的效果呢？這不得不讓人聯想到是不是與他們所說

的孫中山當年有關「滿蒙」的言論有關。

然而，第一次革命的成果很快就落在了袁世凱手中，這使黑龍會和內田良

平當初希望通過扶持親日勢力掌握政權而拿下「滿蒙」的如意打算完全落空。在

他們看來，「第一次支那革命因為袁世凱的出現，其結果恰似播種下稻穀卻只收

穫了稗子」。因為「老獪的袁世凱反而利用滿洲問題，提出同胞鬩牆就會被日本

奪走滿洲，所以應該迅速停止內爭而一致對付日本，並以此點為契機壓制革命

1911年12月，內田良平

發表〈支那改造論〉，

指出日本政府爭取主

動，由日本指導「改造

支那帝國，建設新政

府」的重要性。實施

聯邦共和，不僅符合

中國歷史傳統、儒教

傳統和國民性，還可

以杜絕人種傾軋、動

輒革命的禍根，促進

吸收先進文明。



52 百年中國與世界 黨達成了妥協，自己坐上了大總統的位置，使孫向日本的有志之士所承諾之事

頃刻化為烏有，形勢已經變得難以順利圓滿解決滿洲問題」fq。出於在朝鮮問題

上與日本打交道的經驗，袁世凱對日本抱有很深的戒心和反感，因此他也成為

日本大陸浪人在辛亥革命發生後的主要防備和攻擊對象。他們堅決反對南北媾

和，反對孫中山將政權讓於袁世凱，「一旦袁世凱左右時局，萬事皆休」fr。日本

的大陸浪人，其實很清楚親日派掌握中國政權對於他們在中國擴張日本國權上

的作用。

許多大陸浪人在辛亥革命以後，仍然對於孫中山等革命黨人抱c很大的期

待。內田良平日後公開提到，當年孫中山曾經親口對他說道：「原來吾人之目

的，在於滅滿興漢，至革命成功之曉，即令滿蒙西伯利亞送與日本亦可也。」fs

但是從前述孫中山反對以領土為條件換取日本政府承認一事來看，即使孫中山

當年有過類似的發言或「承諾」，毫無疑問也只是一種為了尋求支持、以早日推

翻滿清政府奪取政權的權宜之語。民國元年，孫中山就任中華民國政府臨時大

總統之後不久在一次與記者談話時，記者問：「滿蒙現狀若何？」孫中山回答

道：「中國方今自顧不暇，一時無力控制蒙古。惟俟數年後，中國已臻強盛，爾

時自能恢復故土。中國有四萬萬人，如數年以後，尚無能力以恢復已失之疆

土，則亦無能立國於大地之上。余深信中國必能恢復已失之疆土，且絕不需要

外力之幫助。」ft

今天我們已經無法知道在這段談話中孫中山為何只談起蒙古而沒有言及「滿

洲」，但是仍然可以從中感知，在辛亥革命發生、尤其是就任中華民國政府臨時

大總統之後，孫中山在「滿蒙」問題上開始具有強烈的領土意識。黑龍會首領內

田良平1913年春天開始逐漸改變他的對中國方針gk，很可能就與孫中山的這種態

度有關。1913年7月，內田良平與1890年時已經開始策劃「滿蒙獨立」gl而被稱為

「滿洲建國先驅者」的川島浪速gm合流並結成了「對支聯合會」，開始c力推動分裂

「滿蒙」的工作gn，這就是內田良平在〈對支私案〉、〈對支問題解決鄙見〉等提出分

割中國方針的背景。尤其值得引起注意的，就是前述〈對支私案〉中有「欲於將來

進一步扶持親日勢力，最妙的就是讓該黨中有德有力的黃興等成為新政府的首

腦人物」的說法，認定國民黨中「有德有力」的不是孫中山，而是黃興，這是內田

良平對孫中山態度發生轉變的最好註解。它說明，走到分裂「滿蒙」這一步的內

田良平，已經不再認為孫中山值得日本扶植，因為孫中山在分割「滿蒙」予日本

的問題上背信棄義。

內田良平在其1914年提交給日本政府有關部門的〈對支問題解決鄙見〉中，

已經完全拋棄了他1911年12月在〈支那改造論〉中所提倡的保全中國領土、在中

國實現聯邦共和的主張，公然提出「支那的共和政體將來必然成為實現日支提攜

的一大障礙」，為了保證日本能夠對中國進行指導的地位，必須藉機「改變支那

的共和政體為立憲君主制，以與日本的立憲君主制形式相統一」。〈對支問題解

決鄙見〉中的中日兩國《國防協約私案》（即前文所述及「二十一條」的藍本），公然

提出要讓中國「承認日本在南滿洲及內蒙古的優越地位，將統治權委託給日

本」，同意日本拿回德國所佔領的膠州灣地區鐵道礦山及一切權益，同意租借福

建沿海重要港口給日本建設海軍根據地，同意將改造陸軍和建設海軍事宜委託

許多大陸浪人在辛亥

革命以後，仍然對於

孫中山等革命黨人抱

�很大的期待。但是

從孫中山反對以領土

為條件換取日本政府

承認一事來看，即使

孫中山當年有過類似

的發言或「承諾」，也

只是一種為了尋求支

持、以早日推翻滿清

政府奪取政權的權宜

之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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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日本，同意一律採用日本兵器規格，甚至要求同意日本在中國發生內亂時有

權向中國出兵go。

為了迫使中國政府接受這個協約，內田良平還向日本政府提出了這樣一個

「帝國支援支那民眾要訣」：「促使以革命黨、宗社黨為首的各種具有不公平感覺

的黨派四處起義，在中國國內陷入混亂狀態、袁政權土崩瓦解之際，我們從四億

民眾中選擇擁立最有信譽最有名聲者進行支援，通過他實現改造政府和統一國

家的大業，並由我國軍隊來恢復秩序，保護國民生命財產，因此〔讓日本〕得到

人民悅服、政府信賴，這樣就能夠輕而易舉地達到簽訂國防協約的目的。」內田

良平在〈對支問題解決鄙見〉中還說道：「革命黨即不平黨至今沒有起事的原因不

外乎缺乏資金力量，因此我帝國只需在資金力量方面暗中假以援手，哪怕數量

僅少，彼等自會一舉蜂起使其國內即刻陷入混亂狀態，確為一件易事。」gp這一

點，應該是內田良平在他長年與中國革命黨人打交道中所得出的真實體會。

不僅是孫中山，黃興、宋教仁、陳其美等許多辛亥革命的領袖，都和日本

大陸浪人發生過種種聯繫，都曾經得到過他們的有力支持。應該說，直到今天

發現的各種歷史文獻資料，還不足以證明這些革命領袖當年的確向日本的大陸

浪人做出過割讓領土的正式承諾gq。然而，即使如此，為甚麼內田良平等日本大

陸浪人會從孫中山等革命黨人「滅滿興漢」的思想脈絡中強調他們從中國分裂「滿

蒙」的合法性？這一點不能不引起我們深思。

四　結論

筆者向來認為，比起中國與歐美的關係，中日關係對近代中國的歷史走向

發生了更直接和更大、更強烈的影響。其中最具有代表意義的，就是中國近代

革命家從日本學到了建設「民族國家」的思想。這一點，也是從努力追求單一民

族國家的日本之外的國家所無法學到的地方。日本追求單一民族國家的歷史經

驗，造成許多日本國民也相信自己具有其他國民所無法比擬的民族優越性，因

而大言不慚地說指導東亞以不受歐洲侵略是自己的天職、日本具有拯救東亞的

使命。但是，這種所謂的「亞洲主義」與日本的國權主義思想之間存在c一種天

然的聯繫，包裹在亞洲主義中的民族優越感必然不斷膨脹，最終導致日本逐步

走向一個侵略國家並走向自毀道路。本文利用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所藏當年

外交文書和防�省防�研究所所藏當年軍事文書，以及當事者當年的9述資

料，從日本「大陸浪人」與一百年前發生的那場中國革命之間關係的角度再次證

明了這一點。

辛亥革命發生之前，由於革命黨當時處於非法地位，所以支持中國革命家

活動的多為日本在野人士，而其中當然又以將自己政治活動的舞台主要定位於

中國和朝鮮半島的大陸浪人為主。「民族國家」的思想不可能是大陸浪人的發

明，但卻是造成他們個人野心不斷發酵的觸媒。縱觀他們在中國問題上的所作

所為，能夠發現他們心中都有一種盲目的日本民族優越感。但是值得注意的

是，孫中山等革命家是為了推翻滿清王朝才追求民族國家，而日本的大陸浪人

〈對支私案〉中認定國

民黨中「有德有力」的

不是孫中山，而是黃

興，這是內田良平對

孫中山態度發生轉變

的最好註解。走到分

裂「滿蒙」這一步的內

田良平，已經不再認

為孫中山值得日本扶

植，因為孫中山在分

割「滿蒙」予日本的問

題上背信棄義。



54 百年中國與世界 卻是從另一個角度認識中國革命家追求民族國家的意義。那就是，他們從革命

家提出的「滅滿興漢」和「驅除韃虜」口號中看到了一種將中國的東北和內蒙古地

區、甚至西藏地區從中國分割出去，最終納入進日本勢力範圍，甚至變為日本

領土的契機。

在圍繞於孫中山、黃興、宋教仁等革命領袖周圍的諸多日本大陸浪人中，

即使有一部分可能沒有像內田良平那樣直接表露出對擴張日本在中國勢力範圍

的興趣，但是從他們與內田良平一直都能夠互相配合默契進行活動上，可以看

出他們不可能不清楚黑龍會支援中國革命的最終目的。從各種文獻中也可以看

出，孫中山等革命領袖當年也並不是沒有察覺到日本大陸浪人的這一動機，也

許是認為必須真正實施「滅滿興漢」和「驅除韃虜」，也許是為了得到支援以便早

日達到推翻滿清政府、奪取政權的目的，他們從來沒有對大陸浪人的這一想法

進行正式批評，這也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民權、政權、國權，孰重、孰輕？在

中國革命家和日本黑龍會那�會有不同的理解；敵乎、友乎？在不同時期的不

同價值判斷中必然發生變異。這些看來似乎讓今人難以接受的歷史，讓我們不

得不再次深思民族國家思想出現在中國近代史上的利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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