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十世紀初年是中國人結束帝制、建立共和的奮鬥時期。這個時期也是近

代教育制度建立的關鍵時期，在中國近代文化史上的開新意義誠屬不可低估。

1902年後「壬寅—癸卯」學制建立，近代教育體系由此形成。學堂課程的制訂和

新式教科書的應用，伴隨近代印刷業和傳媒網絡的成長而發達，成為深刻改變

中國人知識結構和價值觀念的利器。

教科書的特殊意義在於它是形成近代常識的重要力量。新式教科書誕生於

晚清。從二十世紀初到民國初年的十多年間，發育中的新式教科書注定成為這

場政治文化大變革的記錄者和參與者，甚至是第一©述者。從當時的教科書

中，可以看到時人史觀的轉變、對近代國家的理解，以及對共和制度的認知，

近代「國家認同」（national identity）或「國家意識」（national consciousness）的建立

過程在其中得到充分的體現。這¿的「認同」或「意識」都帶有「想像的共同體」的

意義；但正如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所說，「想像的共同體」所指涉的不是甚

麼「虛假意識」的產物，而是一種社會心理學上的「社會事實」1。

通過「閱讀」語言文字來「想像」，是造就「想像的共同體」的基本方法之一。

具體到教科書中，上述這種「社會事實」可以在政權象徵符號的變化、史事©述

的更迭，以及國家知識的輸入等方面得到鮮明的體現。

一　從皇帝到五色旗：國家象徵的轉變

（一）晚清教科書中的「君」與「國」

「大清皇帝治天下，保我國民萬萬歲，國民愛國呼皇帝，萬歲萬歲聲若雷。」2

這是1902年無錫三等公學堂所編的《蒙學讀本全書（二編）》第一課〈愛君歌〉的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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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該讀本產生於「壬寅—癸卯」近代學制頒布之前。戊戌年（1898）八月，無錫

學者俞復聯合丁寶書、杜嗣程和吳稚暉等幾位同人，仿照日本尋常小學校創辦

了無錫三等公學堂，隨編隨教，重講字意，每課後根據本課內容設問題數條，

令學生筆答，數年後成書，由京師大學堂管學大臣鑒定准予發行使用3。此時近

代學制規範下的教科書尚未出現，此讀本只是新式教科書的萌芽；即使不是唯

一，也是筆者所見民間教科書中殊不多見的頌聖課文。

在這部教本之後，1904年以「癸卯學制」的頒布和商務印書館陸續推出「最新

教科書」為標誌，中國教育進入了「教科書時代」。民間教科書先拔頭籌，獨步一

時。在此後的民間教科書中，筆者尚未發現如上直接頌聖的課文，而是將君臣

身份置於「國」之教育中。

以商務印書館1905年出版的初等小學用修身和國文教科書為例，前者由商

務印書館編譯所編纂，高鳳謙、蔡元培、張元濟校訂；後者由蔣維喬、莊俞編

纂，兩書分別有〈愛國〉和〈死國〉一課，很典型地代表了清末民間教科書中的

國家觀念。兩課皆取材於先秦史事。〈愛國〉一課講兩個故事：一個是齊國伐

魯，孔子召諸弟子說：「父母之國，不可不救」，遂率子貢冒險說齊；另一個

是楚國攻宋，墨子「裂裳裹足，日夜不休」，趕回國都率弟子拒楚4。〈死國〉一

課講楚國白公作亂，莊善辭別母親，母親問他為何棄母而拼死以戰，他回答說：

「為臣者，內其祿而外其身。今所以養母者，國之祿也。食其祿而不死其事，

不可。」5

毫無疑問，「臣」與「君」相對，這是帝制政體下政治文化中的身份確認。不

過，這兩本教科書中更為強調「國」對個人的恩惠，以及個人對「國」的情感道義，

而「君」隱於「國」之後。這是民間教科書中所傳達的教化觀念。

既然有「民間教科書」，就意味ç有「官方教科書」。不錯，稍晚於民間教

科書的出現，清廷學部在1905年底成立後也重視編輯出版新式教本、讀本，

試圖與民間教科書爭奪市場，並實現印行「國定本」的願望。故而晚清教科書

可分為官編教科書和民間教科書兩類，官編教科書一般即指學部編纂的新式

教本。

在學部教本中，忠君的意旨得到了突出的強調，這實際上是清廷教育宗旨

在教科書中的反映。學部成立次年即上奏清廷，請宣示「忠君、尊孔、尚公、尚

武、尚實」為教育宗旨6，要求「融會其意於小學讀本中，先入為主，少成若

性」，以達「君民一體」7。學部教本嚴格貫徹了這一宗旨，指出忠君、尊孔為「我

國民性所固有」，人人尊君方能實現「君民一體」8。教本中凡涉及「朝」、「萬歲」

等字樣，均換行頂格，以示尊重。

在宣統二年（1910）學部第一次編纂發行的《高等小學國文教科書》第一課〈開

學記〉中，有如下內容9：

正月吉日，高等小學堂行開學禮。⋯⋯龍旗交竿，華綵燦爛。同學皆衣冠

肅立。俄而搖鈴預備。未幾，鳴鐘鏗然。⋯⋯學生魚貫入，分班序列，以

次恭向　萬歲牌　至聖位前各行三跪九叩首禮。

在學部教本中，忠君

的意旨得到了突出的

強調，這實際上是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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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反映。學部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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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尚武、尚實」為教

育宗旨，要求「融會其

意於小學讀本中，先

入為主，少成若性」，

以達「君民一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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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百年中國與世界 開學第一課課文，往往最能體現教科書編者的教育宗旨和意圖。傳統教育開蒙

拜師本有行大禮之儀，表達對孔子和師長的敬拜。學部課文將「萬歲牌」置於「至

聖位」之前，是對尊君的強調。

由此，我們來看學部教科書中ç重闡釋的「君」與「國」的關係。學部編纂《高

等小學國文教科書》第二課〈堂長訓辭〉，指示學生用功學好各門功課，方「得以

盡其忠君愛國之職分」bk。另有第十五課〈忠君愛國〉，核心思想在於指出君即是

國、忠君才是愛國：「儒者之言曰：忠君愛國，未有不忠於君而可為愛國者也。」

之所以忠君，是因為「吾儕生於盛平之世，耕而食，鑿而飲，安居而樂業者，皆

吾君之賜」。人民世代受君恩，理當感恩圖報，否則即是「非人類」bl。如果以此

處學部教科書中的「君之祿」，對比前述商務教科書中的「國之祿」，學部的尊君

教育顯然可判。所以說，相對於民間教科書中對「國」的強調，學部教科書的重

心在於說明「君國一體」，尊君才是愛國。

除了上述「國」與「君」關係上的微妙區別，民間教科書中還有一種對「國」的

解釋，其所持政治文化立場有別於晚清官方的「主流」觀念。

1897年，南洋公學外院師範生陳懋治等人編成一部《蒙學課本》，學界認為

這是中國人自編近代教科書之始bm。雖然課本內容尚不具備近代分科意識，也無

學制、學時設計，但其體裁篇章和傳統的「三百千」及「四書五經」等讀物已有很

大區別。該課本有生詞、有課文，以兒童常見的「燕雀雞鵝」開篇bn，第二十九課

方涉及「國」之概念bo：

凡無教化之國謂之蠻夷戎狄。我國古時所見他國之民，其教化皆不如我

國，因名之曰蠻夷戎狄。後人不知此意，見他國人不問其教化如何，皆以

蠻夷戎狄呼之，幾若中國外無一非蠻夷戎狄也，不亦誤乎？

課文編者顯然以「文化」論國家，這是傳統儒家以文化別夷狄觀念的體現，也是

蕭公權所指出的中國古代種族、文化觀念混合，並不具有近代民族國家觀念的

表現bp。放置於晚清背景中，在主流認識仍然充斥文化偏見和傲慢之時，課文編

者指出視不同文化的他國為「蠻夷戎狄」不僅是錯誤的，更是誤國的。這是一種

平等的文化觀，隱含了應該學習他國之長的觀念，實為珍貴。

誠如王汎森指出，「國家」作為晚清時期一個全新概念，開啟了一個「以國民

的活動為主體的歷史探討空間」bq。不過，從清末教科書中可以發現，建立在「臣

民」底色上的「國民」認知才是晚清「國家」觀念的主流，不論學部還是民間教科書

皆如此。正如季家珍（Joan Judge）發現並指出的，清末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最新

初等小學修身教科書教授法》將「臣民」和「國民」互換使用，「國民」一詞也含有相

當的服從意義br。也就是說，清末朝野對「國家」的主流認識偏向身份認同意涵，

而不指向個人權利。不過，官方和民間教科書還是有所不同。學部教科書中強

調君上的「恩賜」，說明「忠君」、「尊君」的合理性和至上性；而民間教科書則強

調「愛國」是保°國家、為國獻身，「死國」而非「死君」。更為重要的是，民間教

科書中的「國家」觀念更多繼承了「文化中國」意涵，「國家」成為一種文化寄託和

情感寄託，在文化平等和相互開放方面走得更深更遠。

誠如王汎森所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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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華國」與「五色旗」：民初教科書中的國家新象徵

民國建立後，君主不復存在，國家元首換成了大總統，所謂「我國數千年

來，國家大事，皆由皇帝治理之。今日民國成立，人民公舉賢能，為全國行政

之長，是謂大總統」bs。這個最明顯的政治現象，在革命成功後的民初教科書中

就出現了。在政治變革後，「國家」的新象徵符號也同步出現在教科書中：

中華，我國之國名也。溯自遠祖以來，居於是，衣於是，食於

是。世世相傳，以及於我。我為中華之人，豈可不愛我國哉？bt

學生，汝觀杆上之五色旗，隨風飄蕩，非吾國之國旗歟？此旗之

色，紅居首，黃次之，藍又次之，白與黑更次之。凡我同胞，皆當敬

此國旗也。ck

由上所見，「共和國教科書」之初等小學用國文教本直到第四冊方才有課文

講述新建立的國家，第四十四課方給學童教授有關國旗的知識。課文中的「國

家」並非「中華民國」，而是「中華國」，這是一種文化情感薰陶而非政權教育。

至於「中華教科書」初小修身教本

則在第一冊第一課以圖畫形式進行

國家教育。第一課〈入學〉，其中一圖

是學童在家長帶領下進入學校大門，

校門口斜插兩面旗：國旗和校旗；

另一圖是學童列隊向國旗敬禮cl。但

其教員用書中對第一課的解釋，只

說明「入學」應「使學生知上課之規則

及其儀容」，絲毫未涉及「國旗」或「國

家」cm。〈國旗〉一課被安排在第六冊

最後一課：「校門懸五色旗。先生

曰：此中華國旗也。諸生愛國，當敬

國旗。」cn在另一種修身教授書中，

第一次出現較為詳細的國旗教育，

指出課文要旨在於「啟發學生國家之

觀念，藉以誘導其愛國心」，「國旗

者，一國之標識也⋯⋯國中人民遇

有大事，則懸掛國旗，以示不忘國家之意。吾人既為中華國人，即當愛中華民

國，故即當敬中華國旗」co。

不論是「共和國教科書」還是「中華教科書」，在有關國家象徵（即國名和國旗

等）的教育中，有兩點相似之處：其一是強調「中華」，這既是民國國名，又是一

個歷史概念，文化傳承性十分明顯；其二是從國家象徵在教科書中所佔份量和所

處位置來看，它並不佔顯要位置，沒有得到特別強調，教科書仍以學童應該掌握

的相關知識為主。國家教育與政權教育稍有分際，但二者都不特別突出。

不論是「共和國教科

書」還是「中華教科

書」，在有關國家象

徵的教育中，有兩點

相似之處：其一是強

調「中華」，這既是民

國國名，又是一個歷

史概念，文化傳承性

十分明顯；其二是它

並不佔顯要位置，沒

有得到特別強調，教

科書仍以學童應該掌

握的相關知識為主。

《新制中華修身教科書》，第一冊，第一課〈入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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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這個歷史時期具有相當特殊性：一個「外族」王朝所面臨的國家轉型、

文化轉型同時進行，其複雜性非同一般。政權更迭期間教科書所反映的歷史認

知的變化，十分值得剖析。

（一）晚清教科書中的歷史©述：以清末立憲為例

一般來說，清史或「國史」©述中，官方教本比民間教本更為強調王朝的神

聖性和開基宏業。對於形勢急轉直下的近世史事，官方教本和民間教本的立場

則基本一致。而從教科書如何©述晚清最後一次、也是近代中國一次重要的政

治改革——清末立憲，尤可看出官方和民間對「朝事」和「國事」的不同理解。

商務印書館「最新教科書」之高小國文課本，開篇前五課都是關於預備立憲的

時事知識。第一課全文照錄光緒帝上諭，包括慈禧太后冗長的封號都不曾省略。

第二、三、四課〈君主立憲〉，說明現今各國之政體包括君主專制、君主立憲和

民主立憲三種，簡略說明君主專制的害處，證明唯「君主立憲，實最宜於今日之

世界」cp。第三課以圖畫標明議會內席位座次狀況，介紹上議院、下議院議員之

職分及人民應享有的自由。第四課講立憲原因是由於外患之憂，清帝「知非立憲

不足救國」，於是派五大臣考察而確定立憲之策cq。第五課為〈慶祝立憲歌〉cr：

煌煌一詔開群聾，雷動歡呼嵩。四千年史掃而空，堯舜無茲隆。嗚呼神聖

哉我　皇，堯舜無茲隆。⋯⋯莘莘學子　聖所望，大廈須棟梁。匹夫有責

當自強，努力翊　皇綱。龍旗飛動燈輝煌，此會無時忘。嗚呼自今億萬

年，此會無時忘。

此最後一課依然給人以頌聖達到頂點的印象。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商務印書館「最新教科書」有四年間再版八次的

良好銷售紀錄，除了歸功於優秀的編纂外，這部教科書通過了學部的審定也是

一個重要因素。如果再聯繫清政府立憲詔下紳民擁護、萬民歡騰的場面cs，那就

更可以理解這些課文所表達的社會各界對立憲的擁護、期盼，以及「自強」和做

「棟樑」的責任感。更重要的是，課文藉立憲之機講述了不少近代政治常識和國

家知識，這一點為學部教科書所遠不及，殊為難得。

再看學部教科書中的立憲©述：

皇上親任陸、海軍大元帥，未親政以前，暫由　監國攝政王代

理。自此國威日振，國勢日強，開國鴻規，可復見於今日矣。ct

沿往古之隆規，採列邦之成法，疊降　預備立憲明詔⋯⋯此固上

下數千年，環球九萬里，所絕無而僅有之盛世也。dk

海內臣民復以縮短預備期限為請。我　皇上俯順輿情⋯⋯吾國之

國勢隆隆然如旭日之升天，冠五洲而跨萬國，可計日而待矣。dl

一般清史或「國史」Q

述中，官方教本比民

間教本更為強調王朝

的神聖性和開基宏

業。對於形勢急轉直

下的近世史事，官方

和民間教本的立場則

基本一致。而從教科

書如何Q述清末立

憲，尤可看出官方和

民間對「朝事」和「國

事」的不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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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在風雨飄搖中面對內憂外患、危機四伏的統治集團，竟還有如此虛驕的盛

世心態。這幾篇不像教科書語言、更像上諭口吻的課文，或許正是清廷崩潰前

兆的一種映射。

比較可見，民間教科書在可能的條件下傳布新知，並對政治制度變革有較

為深刻的述介；而官方學部教科書的最終目的只是為維護統治。這是二者最明

顯的區別。

（二）民國成立後國史©述的變化

相比帝制時期，改建「共和」後教科書的最大變化是「主角」和©述線索的

改變。

晚清的新式學制規定，歷史科目的教學要義為「略舉古來聖主賢君重大美善

之事，俾知中國文化所由來及本朝列聖德政，以養國民忠愛之本源」dm，「尤宜

多講本朝仁政，俾知列聖德澤之深厚」dn。「聖主賢君」及其「重大美善之事」，成

為教科書的主角是必然的。民國成立當年，教育部制訂〈小學校教則及課程

表〉，規定小學校的「本國歷史」課「宜略授黃帝開國之功績，歷代偉人之言行，

亞東文化之淵源，民國之建設，與近百年來中外之關係」do。「歷代偉人」的言行

事v取代「聖主賢君」成為兒童尊崇的榜樣，文化變遷和國家制度建設成為主要

©述線索。

在此宗旨的引導下，「共和國教科書」之「新歷史」編者宣布，「本書尤注重於

國土之統一，種族之調和，而於五大族之豪傑，擇其最有關係者，一律編入本

書。」dp「中華教科書」之歷史教科書的編者「擇述自黃帝以來開化之概略，歷代

偉人之言行，與夫最近中外交通之關係」，使兒童「既知文化之由來，復知世界

大通之利益」dq。由此足見教育出版界同人對教育部教學宗旨的認同。

在這一理念下，「龍興」之類用語不再出現在教科書中。對洪秀全領導的太

平軍不再稱「髮賊」，立場更為中性。對「預備立憲」的©述，ç重說明國事不堪

造成民眾反抗，於是一場革命性變革發生了。教科書中這樣闡發「革命」概念：

「國家政治，拂逆人民之公意。人民不得以，以武力顛覆政府，謂之革命」dr，

其結果是：「清帝退位，孫文辭職，公舉袁世凱代之。統一政府移往北京。革命

於是成矣。」ds民初教科書中對民國取代清朝這一「革命」性轉型的評價，傾向於

制度深層的反思，指出革命發生的根本原因是「清廷不知改良政治為根本上之解

決，惟循例嚴飭查拿以防繼起」dt，而「以專制政體演成此現象，固為不可逃之

公例」ek。民國建立的最大意義就是「千年專制政體，一變而為共和」el。

「共和」的本意之一即是多民族共存。「共和」宗旨指導下的民初教科書，不

見「反滿」©述，而強調「中華民國」的本質在於「五族共和」。過去滿清統治製

造了種族成見和階級不平等等問題em，「今者，合五大民族，建立民國，休戚與

共，更無畛域之可言矣」en；「前此為一姓專制時代，各私其種，人故多不平等

之制度。今民國建立，凡我民族不問何種何教，權利義務皆屬平等，無所軒

輊，利害與共，痛癢相關，同心協力，以肩國家之重任」eo。更為深刻的是，教

「共和」的本意之一即

是多民族共存。「共

和」宗旨指導下的民初

教科書，不見「反滿」

Q述，而強調「中華

民國」的本質在於「五

族共和」。更為深刻

的是，教科書還闡發

了民族團結並非政體

變革之結果，而是政

體變革的促動因素這

樣一個道理。



48 百年中國與世界 科書還闡發了民族團結並非政體變革之結果，而是政體變革的促動因素這樣一

個道理：「我國數千年文化，非一民族之功。即今日改專制為共和，亦我五大民

族共同之力。」ep

這種符合歷史事實又充滿溫情和敬意的©述，反映了教科書編寫者深刻

的歷史認知。這也正反映了學者所探討的國家整合的意義，乃是在於把文化與

社會背景互不相屬的集團集合於同一疆土，並建立國家認同感的過程eq。「五族

共和」教育是確立國家認同的一個重要因素。清末革命黨人因對「中國滅亡」的

憂慮而闡發了種種以「反滿」為底色的「中國」©述。在那些©述中，明末抗清

英雄往往成為宣傳主角，如1903年《江蘇》雜誌刊載的「中國鄭成功大破清兵圖」

和「為民族流血史公可法像」等er。相比之下，不論清末還是民初的教科書中，都

不曾有「反滿」©述，「國家」始終為政權而非族群意義上的「國家」，這一點尤為

難得。

三　近代國家知識進入教科書

雖然遲至二十世紀初，很多政治學詞語例如「國體」等，還未完全演變成

為一個嚴格的近代政治學概念：比如1901年，時任出洋學生總監督的夏偕復在

《教育世界》上發表文章，談到「中國今日之國體，內治棼亂，外權壓迫，國體隳

矣」es，幾處「國體」都指國家制度體系和整體境況，並不是與「政體」相對應、相

關聯的政治學詞語。不過我們發現，作為近代政治學常識的國家知識的精準

化、普及化，正是在教科書的普及過程中得以完成。

（一）晚清教科書中的近代國家知識

在學部教科書中，「主權」在於君上的觀念清晰可見。

學部教科書中已出現關於近代國家知識的介紹，比如國家三要素：「西儒之

論曰：有民人、有領土、有主權，三者完備而始成為國家，是謂國家三要。」教

科書指出，孟子早有類似的觀點，並指出孟子所言的「政事」即「主權」，「主權」的

應用在於「一國之人，當同心協力，以助其君上共保主權，勿使為他人干預」et。

這是典型的「朕即國家」觀念。

學部教科書還把近代民主政治的主要表現之一——「選舉」與中國悠遠的歷

史文化相聯繫。如初小國文教科書的〈選舉〉一課指出：「各國選舉議員之法，尚

近三代之意。為議員者，與民同其好惡、共其利害。凡民所欲言者，皆代言

之。雖不能人人議政，而與議政者無以異。故謂之參政權。」課文以上對下的口

吻談到國家預備立憲目的是「君民一體、共圖富強」，但也能指出「立憲政體」的

核心是「參政權」fk；並在下一課中，簡略介紹「各國選舉之制」包括「普通選舉」和

「限制選舉」，選舉之法分為「單選舉」和「複選舉」，以及「我國諮議局議員，則用

限制選舉及複選舉之法也」fl。

在民間教科書中近代

政治知識的介紹比學

部官方教本要深刻許

多，主要表現於對人

民「權利」的介紹。不

過總的來說，晚清教

科書對個人之於國家

的義務多加強調，對

個人權利的論述則較

為不足。一個重要的

原因是學部往往利用

教科書審定權力對相

關論述加以查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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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初步的近代政治常識教育，無疑是清政府預備立憲的成果。雖然學部

教科書在知識深度和內容豐富程度，以及出版先後、發行影響上，都不及商務

印書館的教科書，但畢竟表明，官方認可這些近代政治常識進入了初級教育和

普通教育領域。

更重要的是，在民間教科書中，「主權在民」的觀念出現了。

在民間教科書中近代政治知識的介紹比學部官方教本要深刻許多，主要表

現於對人民「權利」的介紹。出版較早、影響較大的《蒙學修身教科書》中，強調

國民的一項權利：「納稅者皆有監督用此稅項之權，故用此稅項者，稍有情弊，

即無顏對此納稅之人。」fm這是晚清教科書中少有的對個人權利的論述。不過總

的來說，晚清教科書對個人之於國家的義務多加強調，對個人權利的論述則較

為不足。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學部往往利用教科書審定權力對相關論述加以

查禁。例如，1908年何琪編的《初等女子小學國文教科書》一冊在浙江出版，「書

中取材有平等字樣，學部認為不合，下令查禁」fn。學部對於他們認為「危險」的

思想，是絕不姑息的。

除伸張個人權利之外，在清廷還未退位、民國尚在醞釀之時，陸費逵的《修

身講義》中就有關於國體、政體知識的介紹。課文說，「國體以主權之所在而

分」，「主權在人民之全體，公舉總統以統治國家者，曰民主國體；主權在特定

之一人，而其人之位世世傳授者，曰君主國體」；政體則「以主權運用之形式而

異」，「立法、行政、司法三權，由一機關行之者，曰專制政體；三權各有獨立

之機關者，曰立憲政體」fo。以近代政治學理論來說，「主權在民」是近代國家的

標誌。這一知識第一次出現在清末教科書中，意義重大。陸費逵還提出「人之權

利，本無等差」fp，體現了他的眼光和魄力。這些都是民間編纂教科書在觀念和

知識上優於官編教本之處。

（二）民初專門系統的國家教育——「法制大意」

民國建立後，學部教科書被廢除。1912年，教育部訂定小學校教則規定，小

學校修身「宜授以民國法制大意，俾具有國家觀念」fq。在高小課程第二年和第三

年的修身科目中，除了教授「道德之要旨」外，還要求教授「民國法制大意」fr。晚清

學部時期作為立憲附屬品的國家知識教育，現在成為國民教育的主要內容。「法

制大意」課程承擔了傳布「國家觀念」的責任。

1914年，商務印書館推出《共和國教科書法制大意》，成為體現這一教育導向

的範本。編者說明此書目的是使學生「藉得法政常識，以養成共和國民之資格」fs。

那麼「共和國民」需要具備哪些知識呢？該教科書的目錄使人一目了然ft：

上冊十六課：國家，國體，政體，國民，國籍，憲法，國民之權利，國民

之義務，統治權，國會，選舉，議員，大總統，行政官廳，

總統制與內閣制，集權制與分權制。

下冊十六課：審判廳，監察廳，訴訟，行政訴訟，行政訴願，法律，命令，

警察，財政，租稅，國有財產及國家營業，國債，預算，決

算，審計，自治。

《共和國教科書法制

大意》的一個重要特

點是第一次全面宣

示：「共和國民」與專

制時代「臣民」的不

同，表現在新政體下

國民所擁有的全部權

利。這是晚清以來中

國人所編教科書中對

公民權利前所未有的

全面而系統的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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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知識的綜合融匯。

這部教科書的一個重要特點是第一次全面宣示：「共和國民」與專制時代

「臣民」的不同，表現在新政體下國民所擁有的全部權利。它講道：「在君主國

國民與君主相對，故稱臣民；在民主國，則通稱曰人民。」gk「人民」擁有的權利

被記載於憲法，包括身體自由、居住、財產、營業、言論、著作、出版、集

會、結社、書信、遷徙、信教、請願陳訴、訴訟受審、選舉被選舉權利等十多

種gl。這是晚清以來中國人所編教科書中對公民權利前所未有的全面而系統的

論述。

四　結論：中國走向「近代國家」

如果說，「國家認同」可以化約為三個主要層面——「族群國家」、「文化國

家」和「政治國家」，文明古國一般靠文化認同來維持成員共同體的歸屬，而新興

國家則靠制度凝聚向心力的話gm，那麼從清末民初新教育、新知識的傳布可以看

到中國從傳統國家走向近代國家的清晰痕v。在這¿，我們總結一下清末民初

國家知識傳播和國家觀念樹立的成就和特點。

第一，「共和」觀念成為民初教育的堅固遺產。商務和中華兩大民營出版社

都曾宣布，教科書編輯的宗旨在於「養成（中華）共和國民」gn。「共和精神」成為教

科書的核心理念，而「共和制度」成為教科書ç重向學童傳達的新知。文教界對

此認識清晰：「欲實行共和政治，必先使人民人人知共和之本旨。欲人民知共

和之本旨，必以共和國之制度學理，使國民略知大概。」go三權分立、國體、政

體、國民之權利義務，以及國家權力機構形式及運作等，都在民初教科書中第

一次得到完整的介紹。而「共和」的另一個重要理念——族群和平共存共榮，也

在「五族共和」的歷史©述中得到充分強調。至此，中國學童才有機會學習何為

「國家」以及怎樣成為一個「共和國民」，「中華」國家觀念初步建立。在這個意義

上「中華民國」方告建成。

第二，清末民初的「權利」教育開啟新文化運動時期「人權」觀念的先河。教

科書中個人權利的論述正是從晚清的零星萌芽發展到民初的系統而全面的論

述。由於政體局限，晚清時期「臣民」的「權利」有限，一般教科書中極少涉及「權

利」這個字眼。民國建立提升了「國民權利」意識，教科書中對「國民權利」得以系

統全面論述，《共和國教科書法制大意》是典型例證。同時「愛國」替代了「忠君」，

個人與國家的關係發生變化：個人不再是君主的走卒炮灰，而是「國民全體，不

啻即為國家之主人」gp，清晰的「主權在民」觀念進入普通教育，這是具有重要歷

史意義的飛躍。

從知識體系上較為完整地介紹人民的權利是不小的進步。如果說後來新文

化運動時期「人權」觀念迅速普及的話，那麼其種子在清末民初的普通教育中就

已經萌發了。國家觀念的樹立和法制知識的薰陶培養了學生制度建設的參與意

識，開啟了1920年代公民教育的大門。

從知識體系上較為完

整地介紹人民的權利

是不小的進步。如果

說後來新文化運動時

期「人權」觀念迅速普

及的話，那麼其種子

在清末民初的普通教

育中就已經萌發了。

國家觀念的樹立和法

制知識的薰陶培養了

學生制度建設的參與

意識，開啟了1920年

代公民教育的大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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