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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死活都要┌革命┘

● 陳建華

一　小引

辛亥百年，理應紀念一番。算不得大肆張揚，各種學術會議、紀念會、展

覽會、文藝表演等活動星羅棋布在各地進行；在書店的暢銷架上，幾本趕W應

時的關於辛亥革命的歷史_事書籍，放在一起斑斕而吸睛。作者非等閒之輩，

作品幾乎沒有註解，力圖通俗，但無不訴諸歷史「現場感」，力圖把我們帶回王

朝鼎革、共和伊始的百年之前，風雲詭譎、可歌可泣，在當下「革命」之聲不絕

於耳的全球化境遇中，別有一番甜酸苦辣在心頭。筆者也心血來潮，放下手頭

的研究，重讀晚清史料，或許有感於一個會議上一位長者專家的辛亥革命「三百

年」的說法，謂其歷史意義要從它的前後兩個百年才能看得更清楚。筆者的視域

沒那麼長遠，這Ó想在十九世紀末以來世界革命的背景下談談「革命」話語的內

在轉折與報刊的傳播功能，也是舊話新說，不至於擦槍走火，或許能碰撞出些

許思想火花來。

圍繞百年辛亥，有兩種歷史觀。一種是偶然論，意謂辛亥革命本來是可以

避免的，清末的新政已經成績不小，如果慈禧或光緒不一起死，人心還不會那

麼浮動；如果載灃攝政稍能對漢人作些讓步，局面還不至於那麼糟糕；如

果⋯⋯偶然論後面有些說不清的情愫，講革命有些無奈，因為辛亥革命沒有帶

來民主共和，反而導向專制和混亂。這Ó面或許還有某種帝國的懷舊，且不說

這幾年「中國模式」風靡一時，影影綽綽閃爍W帝國的影子。其實滿漢是一家，

至少這些年來電視劇Ó，清帝一個個活色生香。如果百年前中國真的實行君主

立憲，到今天碰到皇室大婚的話，風光必定壓過英國威廉王子。

另一種是宿命論。既然辛亥革命發生了，必定有歷史的內在邏輯，清朝注

定要滅亡。這種說法了無新意，比較安全，但事後諸葛亮也不好做。說實在，

與其說革命是自然發生的，倒不如說它更有賴於人為的持續的狂熱。在辛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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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百年中國與世界 十年Ó，有很多堂皇的歪理、流血的策略、無謂的犧牲。過去筆者研究晚清「革

命」，做的是語義學的考索，這比較適合最初「革命」話語的跨民族、跨語言的翻

譯階段，但如果要講辛亥前十年，這是不夠的。或許更應該探究心理和情緒的

層面，革命的狂熱是怎麼造成的？為甚麼能持續不息？這和報刊雜誌的傳播有

甚麼關係？

二　「革命」話語由奴入主

造就辛亥革命的，無論如何，首推孫中山。雖然「辛亥革命」的名稱是後起

的，但武昌首義打的是「革命」旗號。以「革命」為名義的反清運動已進行了十數

年，從推翻帝制、實行共和這一點來說，「革命」源頭當仁不讓得追到孫中山那

Ó。據他自述，早在1895年廣州起義失敗逃到日本，見到當地報紙稱他為「革命

黨」，從此以「革命黨」自稱。這引起學者懷疑，因為找不到當年稱他為「革命

黨」的那張日本報紙。懷疑不無道理，但孫中山也不見得存心製造傳奇。確切的

是，次年他在倫敦遭到囚禁，以叛亂的罪名被起訴，成為一則國際新聞，日本

外相大隈重信注意到了孫中山，便叫手下派人去找這個「革命黨」頭目。1898年

孫中山的Kidnapped in London（《倫敦被難記》）一書被譯成日文〈清國革命黨領袖

孫逸仙——幽囚錄〉（以下簡稱〈幽囚錄〉），在《九洲日報》上連載，因此孫中山從

日本報紙得知「革命黨」的說法並非空穴來風，只是他的記憶出現了誤差1。

孫中山自稱「革命黨」，現在看來順理成章，然而在當時環境Ó，卻非同小

可。另據陳少白的回憶，孫跟他說「革命」一詞出自《易經》，即所謂「湯武革命，

順乎天而應乎人」。現在日本人把我們叫做「革命黨」，意思很好，以後我們也用

這個名稱。陳聽了吃一驚，因為他覺得，從前人的心理，要做皇帝的才可以稱

作「革命」，像他們那樣的行為只能算是「造反」2。中國二十四史就是改朝換代的

記錄，成功了的新政權可稱「革命」，意謂承天啟運，與民更始，具有開創世俗統

治的合法性。此外大大小小的起義反抗不知其數，以失敗告終的屬於「叛亂」、

「造反」，所謂「成則為王，敗則為賊」。在孫中山那Ó「革命」和「造反」換了個位

置，兩千年傳統的「革命」話語則被顛覆，他的反清行動被賦予合法性。這一由

奴入主的內在轉折對於二十世紀中國可了不得，從此打翻三綱五常，人人高唱

「造反有理」，不管願意不願意，都在「革命」大熔爐Ó反抗、鬥爭、廝殺，要說

「中國現代性」的話，「革命」是它的天字第一號特徵。

孫中山的「革命」理論從「驅逐韃虜」到「三民主義」到「聯俄聯共」，其不斷演

變也是革命話語現代化的過程，但傳統仍在，即不曾擺脫用暴力手段推翻舊政

權的怪圈。孫中山毫不猶豫接受「革命」，因為認同「湯武革命」的歷史傳統，他

年輕時代最崇拜的偶像，在外國是耶穌基督和華盛頓，本國就是湯武這兩位「應

天順人」的古代君主。從他自稱「革命黨」的一刻起，絲毫沒有叛逆罪感或奴隸心

態，反而確信真理在手，代表道德正義與歷史方向，這確實給他帶來神奇的精

神力量。1895年之後一再舉行武裝暴動，屢敗屢興，給人以輕率魯莽的印象，

而他似乎更W眼於武裝起義的象徵性，就傳播「革命」這一信念而言是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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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中國人來說，誰奪得「革命」的話語權，誰就獲得了天意民心，即政治權力的

合法性。當他的名字與「革命」相連並廣為流傳時，已在意識形態方面佔了上

風，而對於清王朝來說，在理論上已危及其統治的合法性；然而，當一般士大

夫、改良派甚至清廷官員也在這麼流傳的時候，就顯得不那麼正常了。

孫中山橫空出世自命為「革命」，與他以「先知先覺」自居不無關係，事實上

這與其說是他的個人行為，毋寧說正逢世界革命風起雲湧的時代，他的思想由

是得以形成。自十九世紀中葉在徐繼畬《瀛環志略》中就有關於華盛頓與合眾國

的介紹，更不必說孫中山早年在海外受教育，受風氣鼓蕩，無怪乎「世界潮流浩

浩蕩蕩」幾成其口頭禪。遠的不說，十九世紀末國內對孫的輿論已置身於世界革

命潮流之中，其間跨國媒體發揮不小的影響。

1897年《時務報》上有麥孟華的〈論中國會匪宜設法安置〉一文，對於反清「會

黨」勢力愈益蔓延表示憂慮。有意思的是，在羅列哥老會、小刀會等七八個會黨

時，作者把三年前孫中山在美國檀香山成立的興中會看作是一種新式會黨。過

去的那些會黨是亡命之徒、烏合之眾，只是仇視洋人、謀圖財物與個人名位而

已，但興中會「援希臘自立之例，倡美洲合眾之義」，具有某種世界眼光，就不

能等閒視之，所謂「今日之會匪，其勢之大，其人之智，更非髮逆所能望其肩背

者」，比「髮逆」即洪秀全之流要厲害得多。因此麥孟華向清廷獻策，建議改變鎮

壓而取安撫的策略。雖然他未提孫氏，但對於興中會的反應及時而到位，且評

價極高：「試問秦漢以來二千餘年，所謂盜賊者，有若是陳義之高，托體之尊，

知識之達者乎？其去歐美政變之黨，日本尊攘之徒幾何哉？」3簡直要把孫氏與

法國革命、美國獨立或日本明治維新的領袖人物相提並論了。

孫中山在倫敦受審，結果被釋放，此事使清廷在國際上丟盡面子。國內如

《申報》等雖有報導，但主辦《實學報》的王仁俊直接看外國報紙，從倫敦、香港、

日本等地的報紙得到有關孫中山的消息。他發出驚呼：「孫文者，亂臣賊子

也。」說他「悍然創議改立民主，一欲將中土開闢自沿海以達L藏，俾得通商，

一欲各省都會設電線，建鐵路，天下同軌，俾無阻隘，甚至謂中國人心攜貳，

以本朝非中國血脈」。一面罵孫氏，一面言及他的「設電線，建鐵路」等主張，對

於一般夢想富強的中國人來說是富於誘惑的，因此這麼說也等於在義務宣傳。

王仁俊代表極端保守勢力，堅決主張「仍以經制之學為斷，必覈乎君為臣綱之

實，則民主萬不可設，民權萬不可重，議院萬不可變通，不然者，羅馬結死

黨，立私會，法黨叛新君，南美洲民起而爭權，不十年而二十三行省變為盜賊

淵藪矣」4。這Ó把法國與美國的革命，連同「民主」、「民權」都視為洪水猛獸而

斥之為叛黨、盜賊。

在1898年初《申報》的〈防內患說〉一文介紹「粵東逆犯孫文」在美洲學醫，

回香港行醫，但不安分守己，想種鴉片，又上書與李鴻章，皆不成功，於是糾

集黨徒，購買軍火，舉兵謀反。所謂「轉徙飄流，行蹤靡定」，孫中山像個江湖

劇盜，帶有神秘與傳奇色彩。文中雖指斥他「狂妄悖逆，罪不容誅」，卻直接稱

他為「革命黨」，顯然政治不正確，又說「每在海外創為革命之說」，「一時信從者

眾，竟有縉紳士類，附會其言」5。《申報》是家商報，消息看來也很靈通，這類

頭版文章多半出自王韜之類的另類文士的手筆，也說明「革命」的新觀念已進入

一般的報紙傳媒，在社會上發生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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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百年中國與世界 新聞無國界，數月之後在日本《九洲日報》刊出的〈幽囚錄〉就引用了《申報》

的這段報導。其作者宮崎滔天，原來就是大隈重信叫人派遣去跟蹤打探孫中山

的，但與孫接觸後，對孫油然生敬佩，且全力參與中國革命。在〈幽囚錄〉中宮

崎利用〈防內患說〉這篇文章，盡斷章取義、移花接木之能事，把那些咒罵孫文

的話都拿掉，保留並發揮了那些傳奇性描寫6。1902年他寫成《三十三年之夢》一

書，即被譯成中文，對於孫中山的形象轉變起了關鍵的作用7。

三　混用「革命」與「改革」

晚清知識份子喜歡讀報，從中了解西學和國際動向。當時的消息來源還只

不過是星星點點，但中國人也喜歡私下Ó傳播小道消息，因此安德遜（Benedict

Anderson）說的現代報紙對於建構國族「想像共同體」的功效8，還得包括一個讀

者共同體。從上面引述麥孟華和王仁俊的文章可知，美國獨立和法國革命的歷

史既成普及知識，也形塑了一般士人的政治判斷。這方面日本的「革命」觀念起

了橋樑作用。日本歷史上政治動亂也不少，卻從未危及其「萬世一系」的天皇

制，因此「湯武革命」不適用。但「革命」產生轉義，也用來指政治上的改革，如

「明治維新」也被稱作「明治革命」。

這一點很有趣，也很微妙，筆者的同事呂宗力精於古代讖緯研究，熟悉歷

史上「革命」之精義。他說日本人不光把孫中山稱作「革命黨」，也企圖向滿清當

局輸入「革命」觀念。筆者聽了不由一楞，此話怎講？他即出示一部珍藏的大隈

重信所編纂的《開國五十年史》一書，厚厚一大部，翻開書頁有作者題簽，是送

贈清朝大臣的，用意是給他們提供明治維新的經驗。書中有「革命與改革之差」

一節：「革命與改革語本異，而日本人恆混同之⋯⋯。明治之初，將軍奉還政

權，新政府改革庶政，有觖望者一時亦嘗用兵，人或誤謂之革命，然決非有革

命之實也。」9因此日本人稱孫中山為「革命黨」，意思也許是含混的，但到了中

國就產生「革命之實」，毫不含糊。梁啟超在戊戌變法之後到日本，學日本人「混」

用「革命」，結果吃了大虧。

正因為「革命」與「改革」交叉混用，在明治時代日本人用「革命」來翻譯英文

“revolution”，自然把“The French Revolution”譯為「法國革命」，其中既有湯武

式的政權交替，也含有政治改革之意，尤其是在確立「人權」、「民主」等現代價

值方面使「革命」含有光榮崇高的意義。日本人對「法國革命」有反對也有贊成的，

然而涉及本土國情時，態度一致，贊成的是其所代表現代民主的價值觀，反對

的是其暴力流血的手段。當這含意複雜的「革命」重返中國時，其勾起的歷史傳

統與記憶卻極其強烈而頑固，結果完全兩樣：不僅造成「革命」與「改良」之間的

對立，且圍繞「革命」的話語權動輒兵戎相見，展開了數十年未知鹿死誰手的殊

死搏鬥。

約在1890年代「法國革命」經由日本的翻譯進入中國，引起的反應是恐懼與

排斥。1897年章太炎在《時務報》上發表〈論學會有大益於黃人，亟宜保護〉之

文，論述新出現的「學會」在啟蒙民眾方面的好處而要求朝廷加以保護，但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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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到「不逞之黨，假稱革命以圖乘釁者，蔓延於泰西矣」。發生在「泰西」的「革

命」，法國是首選，而這Ó「假稱革命」頗可玩味。按照傳統理解，革命是改朝換

代，即「係一國一姓之興亡而已」，現在由「黨」來搞「革命」，不僅是更換國號，

更含有從專制轉向「民主」的性質。章氏似乎預見到這種「革命」的巨大威脅，因而

驚呼：「民智愈開，轉相仿效。自茲以往，中國四百兆人，將不可端拱而治矣。」

他呼籲清廷應該立刻實行改革，即「以革政挽革命」，方可避免滅頂之災bk。這篇

文章對於認識早期的章太炎很重要，應當說他在形容「不逞之黨」時，腦中已有

孫中山的影子了。那時他與康有為一樣主張改革，也和王仁俊那樣的頑固份子

一起反對西學，鼓吹「實學」。其實康和王對「革命」諱莫如深，章膽子大，敢面

對「革命」話題，那時在觀念上他已經把「改革」與「革命」對立起來，不久他轉向

「革命」的極端，其二元對立的邏輯是一樣的。

十九世紀後半期西方傳教士在傳播西學方面居壟斷地位，在他們的筆下法

國革命如地獄般可怕——巴黎暴民大肆捕殺王黨，路易十六（Louis XVI）上斷頭

台，血流成河，慘不忍睹——被描繪得極其恐怖；而且也不稱之為「革命」，而

稱之為「民變」、「作亂」bl。傳教士以仁愛為懷，自然不贊成革命。在英語世界

“revolution”也指武力政變，意思與“revolt”即「反叛」含混不清，至十九世紀後期

逐漸含有“evolution”即「演進」之意，才獲得正面的意義。這一用法反映在英國

史家麥肯齊（Robert Mackenzie）所著的《十九世紀史》（The Nineteenth Century: A

History）一書中。該書以歷史進化觀_述近代歐洲政治的變革與演進，雖然渲染了

法國革命的殘酷與恐怖，但肯定了它的自由、民主信念對於人類文明的貢獻bm。

1895年出現該書中文版，名為《泰西新史攬要》，是由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與蔡爾康合譯的，出版後成為改良派的教科書。書中寫到1879年7月14日

晚上法皇聽到巴黎市民攻陷了巴士底獄時，他脫口而出：「這是叛亂！」但旁邊

的朝臣卻回答：「這是革命！」法皇說“revolt”，朝臣說“revolution”，一詞之差，

天壤之別，正反映了“revolution”詞義的變化。如果由日本人來譯這段對白，就

會把前者譯成「叛亂」，後者譯成「革命」。但李提摩太和蔡爾康這樣翻譯：法皇

說：「吾民竟盡反乎？」侍臣回答：「民叛事小，恐非民叛，直欲為國家整頓，事

正大也！」bn譯得囉哩囉囌，或許他們不知道日本的譯法；他們應該知道「湯武

革命」的經典，但或許覺得並不妥當。

事實上在當時流行的英文中，“revolution”被譯成「造反」，孫中山早期在香

港時就是這麼理解“revolution”的，這也是為甚麼日本人稱他「革命黨」使他興奮

開竅的緣故。1897年孫中山在倫敦遭難之後拜訪李提摩太，李對於孫的反清

行為不以為然，說中國需要的是「改革」，而不是「革命」bo。不管有意無意，傳教

士迴避或否定「革命」確有其不忍之心在，然而不數年間，當中國知識份子從

日本不僅吸取「革命」的思想資源，而且對日本人翻譯的關於西方文明的「新名詞」

趨之若鶩時，傳教士數十年辛苦經營的西學啟蒙很快就成為歷史陳�，可歎

也已。

我們也許可以發問，假如中國人早些時候知道日本「革命」和「改革」混用的

情況，或者早些知道英國人有過“The Glorious Revolution”，即「光榮革命」的和

假如中國人早些時候

知道日本「革命」和

「改革」混用的情況，

或者早些知道英國人

有過「光榮革命」的和

平變革的歷史，那麼

也許會借鑒日本和英

國的經驗，以「革命」

的名義來進行和平改

革？不過，「革命」取

向與甲午國恥帶來的

激進態度有關。



62 百年中國與世界 平變革的歷史，那麼對於「革命」就不會那麼死心眼？也許會借鑒日本和英國的

經驗，以「革命」的名義來進行和平改革？歷史不能瞎猜，有一點難以忽視：

「革命」取向與甲午國恥帶來的激進態度有關，中國不一步到位，似乎難以安撫

深刻的創傷。特別在庚子之後，革命者無不崇拜法國革命，連梁啟超也傾情

歌頌：「結數千年專制之局，開百年來自由之治，其餘波亙八十餘年，其影響

及數十國土，使千百年後之史家，永以為人類新紀元之一紀念物。嘻！何其偉

也！」bp「革命」本身含有推翻舊政權的預設，而法國革命更包含社會與政治的

整體的改造。

霍布斯鮑姆（Eric J. Hobsbawm）在《革命時代，1789-1848》（The Age of

Revolution, 1789-1848）一書中把近代世界史歸結為「雙輪革命」——法國政治革命

和英國工業革命，它們「曾經改造，並繼續在改造整個世界」bq。晚清時期知識份

子對於世界各種政治體制的認識，在多方討論之後，歸結為君主、君民共主和

民主三種類型，君主制指中國或俄國，君民共主指英國或日本，民主則指法國

模式。在「變法」聲浪中比較不同模式的優劣成敗時，清王朝自然面臨挑戰，似

乎被置於世界革命的風口浪尖之上，當它失去自我拯救的機會時，中國不得不

尋求與「雙輪革命」接軌的方式。康梁的戊戌變法的政治目標是所謂「虛君共和」，

使君主制轉向英國模式，而對他們更具說服力的是日本模式。在變法的政治操

作層面，出現「康黨」與「后黨」的對峙，1900年之後，在海外形成「保皇黨」與「革

命黨」，孕育W政黨政治的萌芽。「革命」話語的演變不僅是個理論問題，也取決

於黨派政治實踐，某種意義上是「君民共主」與「民主」模式之間的競爭，然而在

理論上革命派勝出，則借助於「湯武革命」的內在動力。

戊戌變法期間康有為要求光緒皇帝效法日本明治維新，全面改革政治機

制。確實，日本通過變法，短短三十年便躋身於世界列強。這使康梁他們嚮往

不已。還有，在明治初年，一批下層武士發起「尊王倒幕」運動，出生入死，幫

助明治天皇從幕府手中奪回政權，使維新事業順利進行。康梁本來默默無聞，

由於光緒的破格提拔，忽然置於王朝政治中心，遂對清帝感恩戴德。在與「后

黨」的鬥爭中，他們面對明治初年相似的情景，心頭更激起那種「尊王」的悲壯熱

情。那時康有為通過編輯《日本書目志》，已經接觸到「法國革命」、「宗教革命」

一類的譯名，對於主張在天皇領導下進行「革命」的吉田松陰推崇備至。這一日

本版本的「革命」似乎在他們心頭顫動——是否也能以「革命」的名義在中國實現

一場和平變革？但問題是對於已經變得十分脆弱的清王朝來說，「革命」等於要

他們的命，根本提都不能提。

1900年由康梁策劃、唐才常領導的「勤王運動」似乎是一次仿效日本明治志

士「覆幕尊王」的機會，卻是又一次歷史的錯覺。一方面光緒帝在禁錮之中，不

像權力不可動搖的明治天皇；另一方面唐才常等人本來屬於保皇黨中激進份

子，受了反清「革命」的影響，想要推翻滿清專制，建立民主政權。目標很大，

結果很慘，犧牲了數十個優秀份子，對保皇黨來說損失巨大。這時梁啟超卻進

入他的言論的黃金時段，在《清議報》上正大力鼓吹「革命」，極其煽動，一般認

為是因為受了孫中山的感召，的確梁把自己比作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

孟德斯鳩（Charles de Montesquieu），以傳播法國大革命式的思想精神為己任，

有些研究梁啟超的學

者只看到他在日本接

受了西學之後而產生

的思想轉變，卻忽視

了他的思想發展的連

續性。實際上他在實

踐早已仰慕的明治志

士的經驗，用模棱兩

可的修辭來宣揚一套

和平改革的「革命」理

論。這一招收到效果，

在海外華僑當中為保

皇事業募到不少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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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有些研究梁啟超的學者只看到他在日本接受了西學之後而產生的思想轉變，

卻忽視了他的思想發展的連續性。實際上他在實踐早已仰慕的明治志士的經

驗，用模棱兩可的修辭來宣揚一套和平改革的「革命」理論。這一招收到效果，

在海外華僑當中為保皇事業募到不少錢。這樣一來孫中山的情況變得很糟糕，

他的地盤幾乎全給康梁收羅了過去。

四　人人都要「革命」

八國聯軍攻陷北京，國已不國，清廷威信掃地；而勤王運動失敗，保皇黨

也失勢，此時天意民心垂意於「革命」，勢在必然，對於陷於低谷的孫中山來說

真是時來運轉，更得到真人相助——先是從保皇陣營殺出來的秦力山。造成勤

王運動失敗的一個主因是康梁答應的支助款項沒有及時交付，因此延遲了起義

的時機，據說那些從海外得到的捐款都給他們吞沒了。秦力山原是東京高等大

同學校的學生，日讀福祿特爾（J. F. M. Arouet de Voltaire，又譯伏爾泰）、盧梭

的學說，醉心於法國大革命。他是勤王軍頭目之一，死Ó逃生跑到新加坡，當

面指責康有為，遂脫離保皇黨而轉向孫中山，在孫的資助下創辦《國民報》，打

破了保皇派壟斷輿論的局面。秦在1901年發表〈中國滅亡論〉、〈政黨說〉、〈說奴

隸〉等文，踔厲風發、立場鮮明，他指出，清廷興亡只是一家一姓的命運，在滿

清統治下，漢人早已「亡國」；更嚴峻的是「黃種」人淪為「白種殖民」的奴隸。因

此中國的志士豪傑應該結成「公黨」，秉承法國革命和美國革命的理念，團結起

來為爭取自由民主而奮鬥br。

康有為說：「辛丑以來，自由、革命之潮，瀰漫捲拍，幾及於負I之孫、三

尺之童，以為口頭禪矣。」bs這感覺可靠的話，就得聯繫到那一年秦力山的那些

文章，不像梁啟超那樣高談理論，更切合中國實際，開啟了革命派的言論導

向。在此後兩三年Ó，革命報刊風起雲湧，圍繞W「黃帝」、「國民」、「種族競爭」

等議題，排斥滿人，喚醒漢人的歷史記憶，眾聲喧嘩地建構了一套以漢族為主

體的具現代性質的「國族」意識形態，不折不扣發揮了報紙的建構民族「想像共同

體」的功能，在這方面沈松橋論之甚詳bt。

針對保皇派安內攘外——即帝國主義列強瓜分中國已迫在眉睫，更應當不

分滿漢立即實行立憲改革，否則自相殘殺只會加速滅亡——的理論，革命派紛

紛論證革命的必要性，首先在於否定清廷的合法存在。清廷是專制王朝，僅代

表一家一姓的利益，這種政權在世界革命的時代應當被徹底剷除。而且「物競天

擇」的鐵律體現為種族之間的優勝劣敗，而從血緣、歷史和文化上都可證明只有

「炎黃子孫」才有資格代表「中國」，三百年前漢人就淪為滿人的奴隸，因此其首

要任務是驅逐異族，「光復」故土ck。這Ó「亡國奴」理論充滿悲憤，在激發仇滿情

緒方面起到了極大作用。此時「革命」話語進一步開展，在主奴易位的基礎上，

「中國」實即漢族成為推進歷史進化的主體，革命並非歷史上改朝換代的重演，

在結束千年帝制的同時，還面臨建設現代國家的任務，因此「政治革命」與「種族

革命」必須同時並舉，畢其功於一役。

革命派的「亡國奴」理

論在激發仇滿情緒方

面起到了極大作用。

此時「革命」話語進一

步開展，在主奴易位

的基礎上，「中國」實

即漢族成為推進歷史

進化的主體，革命並

非歷史上改朝換代的

重演，在結束千年帝

制的同時，還面臨建

設現代國家的任務。



64 百年中國與世界 這一套論證言之鑿鑿，但推敲起來有不少問題。既然漢人這麼偉大，怎麼

會在歷史上一再受「劣等」種族的奴役？既然聲稱「亡國」，不等於承認清朝也是

個國家？更不用說把滿人看作「犬羊賤種」，現在看來屬於種族歧視。但不管怎

麼說，推翻滿清這一條是雷打不動的。正如1903年章太炎在回答《新聞報》時

說：「夫民族主義，熾盛於二十世紀，逆胡羶虜，非我族內，不能變法當革，能

變法亦當革；不能救民當革，能救民亦當革。」cl總而言之，好也罷，壞也罷，

滿人是死定了的。由是可見，在二十世紀初「革命」話語經歷了一系列轉折和發

展，可說是現代化了，但「以暴易暴」的方式沒變，傳統在頑強地延續W，而且

在黨派鬥爭中，「革命」和「改革」之間沒有通融妥協的餘地，「革命」被絕對化，

即暴力的絕對性。

這些理論建構為1905年孫中山成立同盟會並提出「驅逐韃虜，恢復中華」的

口號打下了基礎。據王德昭《孫中山政治思想研究》一書，此時孫氏脫離了會黨

性質而轉向知識份子cm。其實從一開始在晚清士人眼中，孫氏的知識背景就與一

般的「會黨」有別。的確以庚子之亂為契機，繼秦力山之後，章太炎也從保守陣

營Ó殺了出來。1903年他在〈駁康有為書〉中說：「公理之未明，則以革命明之。

舊俗之俱在，則以革命去之。」即表明「革命」旨在除舊布新，即實現獨立、民主

的普世價值。文中稱光緒皇帝為「載湉小醜」cn，傳誦一時。

康、章分別是當時今、古文學派巨頭，他們在政治與學問上的較量煞有看

頭。另一個要角是章士釗，1903年他把宮崎滔天的《三十三年之夢》摘要翻譯成

中文，對於改變孫中山的公眾形象頗富象徵，使他不再是「會匪」而成為堂堂正

正的「革命家」。有趣的是儘管孫氏以「革命」自稱，但正如歷史上須得到儒士的

認可一樣，這些知識份子在加盟之時，授其以「革命」的現代加冕儀式，意味

W承認孫的黨魁地位，這也是一種集體的「正名」行為，同時也賦予「革命」以「中

國」主體。

「革命」的承認也來自其政敵，儘管以否定的方式。保皇派中反對革命的

莫如康有為。他的〈南海先生辨革命書〉和〈法國革命史論〉，分別發表於1902和

1906年的《新民叢報》上，後者導致革命、保皇兩黨大論戰，結果革命派愈張大

其勢co。康有為痛斥「革命」，當然是針對以孫中山為首的反清運動。這Ó涉及概

念使用的問題：康有為在這麼反「革命」時，實際上已承認孫中山自稱「革命」的

正當性。這一點在別人猶可，如章太炎說：「撥亂反正，不在天命之有無，而在人

力之難易。」cp作為古文學家，章把「革命」歷史化，使之與傳統的「天命」切割，

也蘊涵他的現代「祛魅」立場。但對於相信「天命」的康氏則不然。作為今文學派

領袖，他應當清楚知道歷史上該派的職能就是運用「革命」的意識形態為皇權服

務，其中「天命」扮演了關鍵角色。難道他忘了孔老夫子凡事首先得「正名」的教

訓？難道也像章太炎一樣已經站在現代立場上？事實上康有為正屬於後者，或

許是不自覺的。他反對「革命」，但在價值取向上有不少地方與革命派可說是殊

途同歸，情況更為複雜。

「法國革命」是康有為的一個心結。據他自言在戊戌變法期間曾經向光緒帝

進呈過《法國革命史》一書，這已為學者們否定cq。他能否對皇帝直言「革命」是一

回事，但他深刻了解法國革命，且在其改革理論中生了根。在戊戌變法之前康

有趣的是儘管孫中山

以「革命」自稱，但正

如歷史上須得到儒士

的認可一樣，這些知

識份子在加盟之時，

授其以「革命」的現代

加冕儀式，意味�承

認孫中山的黨魁地

位，這也是一種集體

的「正名」行為，同時

也賦予「革命」以「中

國」主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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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

有為即出版了《孔子改制考》一書，假託孔子闡發公羊學派的「三統」、「三世」的

微言大義，作為變法的理論根據。所謂「三世」即人類社會從「據亂世」進化到「昇

平世」，最終到「太平世」的大同境界。專制政體處於「據亂世」，俄國和中國即屬

此列；「昇平世」指君民共主的政體，以英國和日本為代表；「太平世」則以法國

和美國的民主政體為楷模。戊戌變法期間康有為要求光緒帝「以俄國大彼德之心

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為政法」，要求他一面學習彼德大帝（Peter the Great），

乾綱獨斷，堅決推行新法，一面以日本明治維新為榜樣，全面改革政治體制，

首先要開議院和立憲法，藉此使中國轉變為「君民共主」，即由「據亂世」走向「昇

平世」，雖然這不是最理想的，因為還沒有達到「太平世」cr。

康有為要使光緒帝明白，如果不立即變法，就會像法國革命那樣，王朝覆

滅，人頭落地。他的「三世」理論已含歷史進化觀，其中法國革命代表「民主」的

最高價值，也構成變法運動的精神動力。從這一點上，康已經背離了公羊家的

立場。他小心翼翼避免使用「革命」這一字眼，惟恐觸犯皇帝。在體制內改革，

他只能用「變法」、「變政」、「維新」這類口號，然而字Ó行間滲透W法國革命乃

至湯武革命的暗示與隱喻，實際上已是運用世界革命的強勢話語對年輕的皇帝

威脅利誘，迫使清廷改革。另一方面，儘管康已經了解到明治日本對「革命」和

「改革」含混的使用，但他的謹慎和清廷的拒斥，都不可能造成「革命」的創造性

轉化，從而喪失了加強皇權合法性的精神資源。這對於康的人格與清王朝的命

運來說，都具有悲劇性。

回顧百年前「革命」的口舌之戰，心有戚戚焉。自道光、咸豐以來清王朝已

走下坡路，以致病入膏肓，經不起世界浪潮的衝擊。當「革命」聲起，名器轉

移，大勢漸去，再要改轍，正所謂動輒得咎，回天乏術。再說要退出歷史舞

台，即要放棄既得利益，也難。在追求富強中國及理論上接受民主、自由等

普世價值方面，其實某種意義上改革派的激進程度不下於革命派，所不同的

是不贊成暴力手段（雖然也搞過政變暗殺之類），這一點在今天仍有啟示。的確

二十世紀初革命派所建構的現代中國的「革命」話語，為辛亥革命奠定了理論的

基石，正因為辛亥革命的成功和失敗，這一份精神遺產成為現代中國浪漫激情

的源泉與難以擺脫的夢魘，伴隨W暴力、仇恨、愚昧與瘋狂，從「革命尚未成

功」到「繼續革命」，「革命」由手段而成為不斷追求的目標，當然那是後話，不說

也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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