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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皆革命黨
———從“新革命史”談起

彭　 劍

［提　 要］ 　 提出“新革命史”這一術語的學者的闡釋，和以該術語為題發表的其他學者的作品，都給

人留下很深的“新革命史”只是“新中共革命史”的印象。 實則近代的革命有著豐富的內涵，都應該

成為革命史研究的對象。 辛亥革命、國民革命、共產革命這 20 世紀三大革命中，在“傳統革命史”觀

照下的被革命者國民黨、北洋、清室，其實也分別是中國近代波瀾壯闊的革命運動中某一階段的主

導者。 近代中國，在內憂外患的交迫之下，幾乎人人都是革命者，只是革命方案各有不同，因此存在

方案的競爭與更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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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革命曾經是中國近代史領域研究的主題，但是，在 20 世紀後半段，革命史研究卻有退潮之勢，
出現了“把中國革命從歷史舞台中心移開的傾向”。①不過，革命畢竟是中國近代史上的關鍵問題，
將它從歷史舞台中心移開，就會使史學研究抓不住要害，造成研究的碎片化。 有鑑於此，一批學者

或堅守，或投入革命史研究，從而在 21 世紀之初形成了“一股新的革命史研究熱”②。 正是在此過

程中，一個新的學術概念“新革命史”出現了。 這一術語雖然不能涵括近些年來所有革命史研究的

新現象，但比較典型地反映了學界將革命史研究推入新境界的努力。
這一概念是李金錚提出來的。 據其自述，2008 年，在“中國社會史研究的理論與方法暨紀念喬

志強先生誕辰 80 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上，他提交的論文《何以研究中共革命與鄉村社會》的最後

一節以“向新革命史視角轉型”為標題。 這篇論文經作者修改充實，成為次年他在南開大學中國社

會史研究中心舉辦的全國社會史研究生暑期學校的講題《向“新革命史”轉型：中共革命史研究的

社會史視野》。 在那之後，又經修改，以《向“新革命史”轉型：中共革命史研究方法的反思與突破》
為題發表於《中共黨史研究》2010 年第 1 期。③從那以後，“新革命史”這一術語遂廣為人知。 即使

不以革命史為專攻的學者，對這一術語也“如雷貫耳”。④

那麼，何為新革命史？ 李金錚在 2016 年發表的論文中給出了自己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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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要給“新革命史”做一個比較明確的界定，大概可以這樣表述：“新革命史”是

回歸樸素的實事求是精神，力圖改進傳統革命史觀的簡單思維模式，嘗試使用新的理念和

方法，對中共革命史進行重新審視，以揭示中共革命的艱難、曲折與複雜性，進而提出一套

符合革命史實際的概念和理論。⑤

這一定義令筆者印象最為深刻的，是特別強調新革命史與中共革命史的關聯。 其後，在 2018 年和

2019 年發表的相關論文中，李金錚也作了幾乎相同的闡釋。⑥但是，如此界定“新革命史”，總令人

感覺有所不妥。 由於他將“新革命史”僅僅定位為推進中共革命史研究，加上迄今為止冠以“新革

命史”標題的研究成果，全都是關於中共革命史的，且大都發表於中共革命史的專業期刊，這就給

人留下很深的“新革命史”只是“新中共革命史”的印象。⑦不以中共革命史為專攻的學者可能忍不

住問：“傳統革命史”關注的對象還包括了太平天國、義和團、辛亥革命、國民革命，“新革命史”卻只

關注中共革命，豈不是有窄化革命史研究範圍的嫌疑？ 若要成為一個更富創意的學術概念，“新革

命史”是否可以增強其包容性，擺脫“新中共革命史”的印象，致力於理解近代中國的各種革命運

動？ 20 世紀初，孫中山將自己領導的革命分為民族革命、政治革命、社會革命，實則尚有思想革命、
宗教革命、家庭革命、婚姻革命、史學革命、文學革命、詩界革命、心靈革命等等絢麗多彩的革命。 諸

如此類的革命現象，似乎都可成為“新革命史”的學術陣地。 即使是耳熟能詳的 20 世紀“三大革

命”（即辛亥革命、國民革命、共產革命），也可再轉換思維，發現新天地。 比如，一場革命，有革命

方，必然有革命的對手方。 通常認為，革命方是革命者，而革命的對手方則是被革命者、反革命者。
但這很有可能是低估了近代中國革命複雜性而造成的誤解，實則 20 世紀三大革命的對手方也是中

國革命運動中的某一段的參與者甚至主導者，也就是說，他們也是革命者。 有趣的是，在李金錚與

陳紅民討論“新革命史”的時候，已涉及到了這方面的內容。 這充分顯示，“新革命史”有成為一個

開放性學術概念的可能性，因此筆者樂意就一己所見，在這方面多談一談。 寫作的態度，跟陳紅民

和李金錚兩位一樣，是為了活躍革命史研究的氣氛，推動革命史研究的進步。

一、國民黨的歷史是“新革命史”的一部分

在 2018 年舉辦的“多元視野下的中共蘇維埃革命”學術研討會上，陳紅民做了一場大會發言，
後經整理擴充，以《“新革命史”學術概念的省思：何為新，為何新，如何新？》為題，發表於當年《蘇區

研究》第 5 期。 這是“新革命史”概念提出以來第一篇正面商榷的文章，認為既然只有研究方法的

進步，而在研究的核心內容方面並無變化，就沒有必要在“革命史”前面加一個“新”字；“新革命

史”的重要方法創新是引入社會史的方法，但過於強調從其他學科借用方法，有“學術自卑”的嫌

疑；並且，李金錚所闡釋的“新革命史”的方法並不新鮮，因為這些方法乃是“近些年來中國近代史

研究的普遍趨勢，各領域的學者均做過不同程度的努力”；被李金錚稱為“新革命史”代表作的一些

作品，其作者並無“新革命史”的自覺意識，有點“被‘新革命史’”了的味道。 他還為“新革命史”的
完善，提出了四點建議。

針對陳紅民的質疑和建議，李金錚一一作了回應。 筆者最感興味的，是兩位關於國民黨的

討論。
陳紅民在文章開頭說，他的學術專攻是國民黨史與蔣介石，“對於革命史的研究我雖關注，但

沒有任何的研究成果”。 他對“新革命史”所提的第四條建議，是“借鑑學界研究革命對象的成果”，
為此，他論述道：“民國時期，幾乎中共所有的重大事件、政策與決策，深究其背後，大都能找到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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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的因素。 國民黨是中共革命的主要對象，要全面認識共產黨革命的歷史，必須了解國民黨的歷

史。 如果沒有國民黨及其政權的存在，共產黨的革命歷程（包括其艱難性和曲折性）肯定會大不相

同。”⑧這些論述給人的印象是，作者認為中共才是革命者，國民黨則是革命對象，因此，研究國民黨

的歷史不是研究革命史。
本來，李金錚此前所論證的“新革命史”，就是關於中共革命史的，因此，陳紅民的說法，與李金

錚的主張是吻合的。 以此之故，當看到李金錚在回應文章中的如下論述，筆者難免有點訝異：
要全面認識共產黨革命的歷史，就必須了解國民黨的歷史，這是從對立面的鏡像中反

觀自身歷史的有效方法。 革命與反革命本來就是難以分割的對立統一體，任何一方的研

究都可以促進對方的研究。 筆者所提出的“加強區域和層級間關係的研究”，正是提醒這

一方法的運用。 但更值得注意的是，國民黨的歷史不僅僅是共產黨的對立面，它也曾有過

“革命”的歷史，原本就在“新革命史”的範圍之內，只是迄今少為注意罷了。⑨

訝異之餘，更多的是驚喜。 這一段論述表明，雖然李金錚在這篇文章裡還在重申此前的觀點，宣稱

自己提出“新革命史”的概念，為的是“對中共革命史進行重新審視，以揭示中共革命的運作形態尤

其是艱難、曲折與複雜性”，⑩但其實在他心裡，“新革命史”已有更大的關懷，因為國民黨的歷史既

然屬“新革命史”的範疇，則“新革命史”顯然不僅僅是中共革命史。
不過，國民黨的歷史屬新革命史的範疇，這並非李金錚的回應文章探討的重點，而像是靈光一

閃的產物。 那麼，該如何看待國民黨與革命的關係？ 國民黨談自己的歷史，總是追溯到 1894 年成

立的興中會，而興中會及其後的同盟會，無疑是清季革命派的主體，辛亥革命的成功，與這一派的努

力密不可分。 辛亥革命之後不久，又有“二次革命”，以及護國、護法諸役，都屬革命事業。 至於改

組之後發動的北伐戰爭，更是以“國民革命”或“大革命”之名載入史冊。 這一些，無疑都屬國民黨

曾經有過的革命行為。 那麼，1927 年奠都南京之後呢？ 在“傳統革命史”的敘事裡，國民黨“清共”
之後就變成了反革命，不再是革命者。 但實際上，1927 年之後的國民黨也長期以革命者自居。 蔣

介石的愛將陳誠在其回憶錄裡提到一件有趣的事：1949 年初，蔣介石下野之後，陳誠於 1 月 21 日

趕到杭州，向蔣介石請示今後的施政重點，究竟是“行憲”還是“革命”？ 蔣介石沉吟了一會，很肯定

地說：“我們當然要繼續革命。”通常認識中的“反革命頭子”蔣介石，在一敗塗地的時候，居然說

出“繼續革命”的話，真是一件頗有意味的事情。 從這一記載來看，至少蔣介石自認為是革命的。
他在“革命”前加了“繼續”二字，說明他自認為已經革命了一段時間了。 同書還記載，在蔣介石說

“當然要繼續革命”之前不久，面對中共軍隊的凌厲攻勢，陳誠說過這樣的話：“現已至與反革命者

短兵相接之時，亦至革命者與不革命者之分水嶺。 反革命者無時不想阻撓革命，但真有革命之決心

者，必將因此而益增深刻之認識與努力。”顯然，他所說的“反革命者”是中共，中共所阻撓的“革
命”則是國民黨的事業。

就是敗退台灣之後，國民黨政權也在相當長時間裡繼續高唱革命之歌。 僅舉陳誠幾件事：
1952 年 10 月 12 日，陳誠出席國民黨七大二次會議報告三年來的施政狀況。 其書面報告中寫

道：“過去的已經過去了，我們決不怨天尤人。 展望將來，我們深信革命的前途仍是非常光明的。
但奮鬥的過程將是異常艱苦的。” 

1954 年 11 月 12 日，陳誠談紀念孫中山的方法時有言：“革命原來就是犧牲個人貢獻於社會及

人類的事業，國父所能貢獻於社會人類的，已無保留地貢獻出來。”

1955 年 6 月 16 日上午 10 點，陳誠到鳳山主持陸軍官校三十一週年紀念慶祝大會。 閱兵後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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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講話，有云：“軍校近三十年來的歷史，也就是一部國民革命史。 ……我們國民革命軍有四大口

號，即：嚴守紀律、服從命令、實行主義和完成革命。”

類似言論，還不僅僅出現在公共場合，就是在日記裡，也經常出現。 比如：
他在 1950 年初的日記中寫道：“投降乎？ 逃跑乎？ 自殺乎（自私自欺）？ 革命乎？ 大家都知道

只有革命，但大家都走自殺的路。”

1958 年 3 月 12 日，陳誠在日記中感嘆：“今年是國父逝世三十三週年紀念，回憶當年，正在東

江作戰，當時全體官兵咸抱只有奮鬥犧牲才能補國父逝世於萬一。”與之相較，今日則“彼此爭權爭

利爭言爭氣”，革命精神已消失。

從以上的簡單引證，我們可以感受到，國民黨在敗退台灣之後，確實並未放棄“革命”言論。 這

可以作為李金錚所提出的國民黨也曾有過 “革命”的歷史，原本就在“新革命史”的範圍之內這一

觀點的注解。 相信加強對國民黨“革命”歷史的研究，將有助於豐富“新革命史”的內涵。

二、軍閥與革命

共產黨是革命者，國民黨也是革命者。 那麼，被國共合作推翻的北洋系呢？ 在“傳統革命史”
言說下，“北洋”與“軍閥”相連，“軍閥”與“割據”相連，都是負面的，自然和革命無與。 但實際上，
北洋軍閥也好，其他軍閥也好，大都在 20 世紀的革命中佔有一席之地。

民國何以演變成了軍閥割據的局面？ 長期以來，羅爾綱的研究使人們相信，是由太平天國興起

後出現的督撫權力加重（“外重內輕”）現象演化而來。而近年來李細珠的研究則顯示，由晚清督

撫演變成民初軍閥的少之又少，軍閥的來源，多為新式軍人和革命領袖。

李細珠的發現很有意義。 有一部分革命將領成了軍閥，也就是說，這些軍閥原本是革命者。 細

究起來，即使是來自新式軍人的軍閥，大多也曾經是革命者。 如眾所知，在袁世凱玩弄權謀推翻清

廷的過程中，有 47 位軍事將領，由段祺瑞領銜，於 1912 年 1 月 26 日發過一通電報，要求清政府放

棄政權，“明降諭旨，宣示中外，立定共和政體”。這一舉動，難道不是革命？ 如果沒有他們的這一

行動，共和的降臨恐怕還需要更多時日。 因此，後來被稱為北洋軍閥中的相當一部分，都可以說是

革命者。
至於袁世凱，則更加可以說是那場推翻清室的革命的重要一極。
在“傳統革命史”的認知裡，袁世凱是個陰謀家，是個反革命，他竊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實，是個

竊國大盜。 在辛亥革命中，他的通天大陰謀不但玩弄了清政府，也玩弄了革命派。
說袁世凱玩弄了清政府大致不差，說他欺人孤兒寡母也與事實相符，但若說他玩弄了革命派，

竊取革命果實，就有些不準確。 因為當時革命派的力量並未大到足以推翻清廷，袁世凱如果站在清

廷一邊，革命便很難成功；如果他站在革命一邊，則清廷也很難自保，因為雖然他開缺了兩年，但北

洋軍依然聽他指揮，而北洋軍乃是當時力量最強的新式軍隊。 在這種情況下，不但清廷重用他，就
是革命派，也努力爭取他。

如 1911 年 11 月 9 日，正在湖北前線與清軍作戰的黃興致函袁世凱，稱袁的才能“高出興等萬

萬”，勸袁氏“以拿破崙、華盛頓之資格，出而建拿破崙、華盛頓之事功，直搗黃龍，滅此虜而朝食”，
並稱這是袁世凱建立不朽功勳的好時機，“千載一時，祈毋坐失”。

11 月 11 日，“首義都督”黎元洪與袁世凱的代表談判時說，只要袁世凱參與到革命陣營中來，
反戈北向，則“將來大功告成，選舉總統，當推首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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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中山回國之後，於 12 月 29 日當選為臨時大總統，但當日即致電袁世凱，表示自己只是“暫時

擔任”、“暫時承乏”，對正以“旋轉乾坤自任”的袁世凱，他“虛位以待”，唯恐袁世凱因南方選舉臨

時大總統而改變初衷。
革命派如此重視袁世凱，袁也審時度勢，站在了革命一邊，通過種種手段，使清廷放棄了政權，

中國遂實現了從君主制到共和制的轉變，完成了一次重大革命。 在此過程中，要說袁世凱耍了陰

謀，那主要也是向清廷耍的；要說袁世凱竊國，也是竊了清廷的國。 革命後出任臨時大總統，可以說

是兌現了革命派對他投身革命的承諾，也可以說是他應得的酬庸，不存在“竊”的問題。
北洋軍閥中的很多人，不但參與了那場以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為主題的革命，在進入民國之後，

還很以自己在革命中的表現為豪，將其作為重要政治資本。 據時人觀察，袁世凱在民初有一特別心

理，“謂共和係彼誘獲於清室，鄂人何功之有”。另，據親歷者言，1912 年 8 月 27 日袁世凱在迎賓館

舉辦盛大筵席招待孫中山及其隨員的時候，一幫北洋軍人在筵席開始不久即製造風波，吵吵嚷嚷

中，有一種聲音特別強大，那就是宣稱“共和是北洋之功”，並罵同盟會，罵孫中山，稱孫“一點力量

也沒有，是大話，是孫大炮”、“大騙子”。從這些細節中當然可以看出北洋系試圖與湖北的首義者、
孫中山、同盟會競爭，但也不要忽視這種競爭中傳達出來的北洋系對“共和”的看重。 而廢除君主

制，創立共和制，乃是中國歷史上極具革命意義的事件，這也是辛亥革命的最大歷史功績。
有的北洋軍人，還直率地談論辛亥革命的意義。 舉例來說，喜歡以“三造共和”自我標榜的段

祺瑞，1925 年 2 月 1 日在善後會議上發表的宣言中，就曾大談“辛亥革命之意義”。 他說：“辛亥一

役，易帝制為民主，閱時未及半載，而清帝遜位，民國政府成立，南北統一，並世史家，至稱之為無血

之革命，何其幸也。 國人誠一注意當時經過之事實，可得極精確之意義如下：辛亥革命之成功，完全

基於民意，絕非決勝於武力。”他還分析，十多年來之所以混戰不已，不是因為辛亥革命期間頒布的

《中華民國臨時約法》有問題，而是因為正式憲法未能確立：“垂十三年非爭則亂者，不能謂為《約
法》不良之佐證。 蓋國憲未定，革命因之而延長也。”言下之意，民國建立十多年以來的戰亂紛爭，
均屬延長的革命。 以他的身份而言，這“延長”的革命，應該不僅僅是孫中山一派的事業，因為他肯

定不會說自己所幹的是反革命。 因此，這一演講無異於說，北洋軍閥的重要人物段祺瑞認為，自己

從辛亥以來所幹的，都是革命事業。
民國時代的軍閥是革命者，這不僅是相關軍人的自我標榜，也符合革命派的觀感。 陳獨秀在

1923 年發表的《革命與反革命》一文中，寫了如下一段話：
秦始皇以武力兼併六國，建設統一的政制，建設統一文字，這是革命的，至於焚書坑儒

壓迫言論，便是反革命的了。 段祺瑞在贊成辛亥革命反對洪憲帝制討伐張勳復辟時，本是

革命的人物，後來組織賣國機關（安福俱樂部）討伐西南護法軍，便是反革命的行為了。
康梁一派人在戊戌變政時代是屬革命性質的，辛亥革命以後完全取反革命的行動。 趙恒

惕在參與辛亥革命及討伐洪憲時，也算是革命分子，到了割據湖南慘殺黃龐時，便是反革

命的軍閥了。 陳炯明在辛亥革命時代，在漳州時代，在討伐陸榮廷、莫榮新時代，都是一個

很好的革命黨，後來阻撓北伐軍，驅逐孫中山，便是反革命的行為了。 胡適之先生說陳對

孫是革命行動，這實在是一個很大的錯誤，因為陳炯明舉兵逐孫不但未曾宣告孫中山反叛

民主主義之罪惡及他自己有較孫更合乎民主主義之主張，而且逐孫後，做出許多殘民媚外

的行為，完全證明他是一個反革命的軍閥。 吳佩孚在奉袁世凱命討伐護國軍時，在奉段祺

瑞命討伐護法軍時，本是一個反革命者，但是他討伐段祺瑞、安福部、張作霖、交通系，都是

571



革命的行動；因為段祺瑞、張作霖、安福部、交通系這班賣國的反動派失去政權，是給資產

階級的民主派能夠得著政治上發展的機會。

按這位老革命的看法，段祺瑞、趙恒惕、陳炯明、吳佩孚這些軍閥中響噹噹的人物，都在某個時期是

革命者。
吳佩孚是革命者，還不僅僅是陳獨秀一人的觀感。 據陶菊隱記載，1920 年，他就被武漢的學生

當面高呼為“革命將軍”。

至於馮玉祥，則喜歡自我標榜為“革命將軍”，雖然他曾被人稱為“反革命將軍”。
1930 年，國民黨指責桂系、馮玉祥、唐生智、張發奎等“新軍閥”，“不惜犧牲一切國家利益與民

眾之利益及個人以往革命之歷史，而稱兵構亂”。這無異於說，在國民黨的認知裡，這些軍閥是有

過革命歷史的。 如眾所知，這個時候，國民黨也被貼上了“軍閥”的標簽，國民黨與各實力派之間的

戰爭被稱為“國民黨軍閥混戰”。

這是很有意思的，它提醒我們，軍閥與革命的問題，確實值得重新審視。 在此，筆者只想提醒新

革命史的學者們，可以考慮將北洋史納入新革命史的視野之中。 因為國民黨雖被貼過軍閥標簽，在
“傳統革命史”那裡是反革命者、被革命者，但李金錚卻說，國民黨的歷史在“新革命史”的範疇之

內。 准此以談，民國時期被貼過軍閥標簽的其他人物，雖然在“傳統革命史”那裡完全是反革命者、
被革命者，其歷史似乎也可視為“新革命史”的一部分。

三、清室與革命

進一步說，清室也是革命者。 這一觀點，在“傳統革命史”那裡，是不可思議的。 在外憂內患的

衝擊下，清室的反應是“師夷長技”，但其“自強”之夢在甲午一役中被擊碎；光緒帝有意革新，但戊

戌年的變法才開了個頭就被無情鎮壓；進入 20 世紀之後，雖重啟新政，甚至打出“預備仿行憲政”
的旗號，但缺乏誠意，敷衍塞責，終至人心離散，遭遇失國之痛。 這是傳統革命史對清室的基本認

知。 這種認知有其合理之處，但誤會也很大。 讓我們從梁啟超《釋革》一文的一段議論入手：
朝貴之忌革也，流俗之駭革也，仁人君子之憂革也，以為是蓋放巢流彘、懸首太白、系

組東門之謂也。 不知此何足以當革義。 革之云者，必一變其群治之情狀，而使幡然有以異

於昔日。 今如彼而可謂之革也，則中國數千年來，革者不啻百數十姓。 而問兩漢群治有以

異於秦，六朝群治有以異於漢，三唐群治有以異於六朝，宋明群治有以異於唐，本朝群治有

以異於宋明否也？ 若此者，只能謂之數十盜賊之爭奪，不能謂之一國國民之變革，昭昭然

矣！ 故泰西數千年來，各國王統變易者以百數，而史家未嘗一予之以 Revolution 之名。

商滅夏之後，將夏桀流放於南巢，是為“放巢”；西周國人暴動，將厲王流放於彘地，是為“流彘”；周
滅商後，將紂王梟首，懸掛在太白旗上，是為“懸首太白”；“組”是係印的絲帶，“係組”是指帝王將

組係在脖子上，表示降伏。 劉邦至霸上，秦王子嬰投降時素車白馬，“係頸以組”，“係組東門”當出

典於此。 梁啟超說，朝貴忌諱“革”，流俗駭於“革”，仁人君子憂心於“革”，是因為大家認為“革”乃
是歷史上發生的“放巢流彘”、“懸首太白”、“係組東門”一類故事。 其實，這些改朝換代的舊事，都
不能稱為“革”，充其量，只是盜賊相爭。 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革命之事，乃“一變其群治之情狀”，
“幡然有以異於昔日”。 借用今天的話說，國家層面的革命，是指在國家治理模式上有根本性變革，
而非改朝換代。 秦漢以來雖朝代頻繁更易，但歷代群治之情狀沒有發生根本性變革，因此，不能稱

為革命。 這也就是他在文章開頭所說的“即以政治論，則有不必易姓而不得不謂之 Revo.者，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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屢經易姓而仍不得謂之 Revo.者”。 在政治領域，朝代更替不等於革命，沒有朝代更替卻可能發生

了深刻的革命，這一見解是有意思的。
梁啟超在這裡說，本朝群治無以異於宋明，可知在其心中，清室也不是革命者。 這不僅僅從以

清代明這一點來說是這樣，就是世紀之交的“新政”也是這樣。 在梁啟超看來，當時的很多舉措（如
科舉方面），都只是“補苴掇拾一二小節”之舉，不是根本性的，因此也不是革命。

不過，梁啟超此文作於 1902 年。 到那時為止，清廷的各種措施，確實看不出能在國家制度方面

帶來根本性的變革。 但是，在此文發表之後數年，清廷有許多令人耳目一新的舉措。
如眾所知，清廷在 1905 年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要回答的關鍵問題，就是中國是否可以改

行憲政。 考察歸來之後，大臣們都建議推行憲政改革，清廷遂於 1906 年 9 月 1 日頒發諭旨，“仿行

憲政”。當時制定的方案，是從官制改革入手。
在改革內官制的階段，負責起草官制的官員們認識到，憲政的關鍵，是實行分權制衡，但考慮到

議會一時難於成立，因此先從行政和司法分權入手。將以前的三法司之一的大理寺改為大理院，
專門負責司法審判事宜，將刑部改為法部，專門負責司法行政事宜。 用這種辦法，將司法行政和司

法審判分開，以實現司法獨立。 在行政系統內部，則擬成立責任內閣，以總理大臣和協理大臣為首，
各部大臣均為政務大臣。 立法系統方面雖然不是改革的重點，但也擬設立資政院，以防止大臣專

權。由於反對聲音很大，這次改革未能確立責任內閣制度，與之匹配的資政院也成為廢案，但大理

院成立了起來，刑部也改為法部了，可以說朝著司法獨立的方向邁出了一大步。

內官制改革告一段落之後，隨即進行外官制改革。 1907 年公布的《各省官制通則》規定，各省

城要改按察使為提法使負責司法行政、成立高等審判廳負責司法審判，各府廳州縣要成立地方審判

廳和初級審判廳，負責司法審判，並要在各府廳州縣設立議事會、董事會，推行地方自治。依此推

行，則外官體制也將偏離原有模式，朝憲政體制轉變。
1908 年 8 月 27 日，清廷又頒布欽定《憲法大綱》，雖然以“鞏固君權”為主旨，但也確實如學者

所論，體現了君主立憲制的精神。 與《憲法大綱》同時頒布的，還有九年籌備清單，這是清廷對憲政

改革的一份完整規劃，分年列舉了從 1908 到 1916 年間應該完成的工作。 這一清單中混雜了很多

與憲政建設無關的事務，但在憲政建設方面，則完全是按照三權分立的方案設計的。 立法系統方

面，中央要在 1910 年成立資政院，各省要在 1909 年成立諮議局，城鎮鄉議事會要在 1913 年建設完

畢，州縣的議事會要在 1914 年建設完畢，這是一個包含了從最基層的鄉議事會到國家層面的國會

的議會系統。 在司法方面，各省要在 1915 年完成從高級審判廳、地方審判廳到初級審判廳的建設，
加上中央的大理院，將構成四級三審的審判體制。 伴隨著新的內外官制的頒布與實施，行政系統也

將重新調整，其中最為重要的，是設立責任內閣。 待這些工作和其他一些事務都完成，就頒布憲法，
召開國會，完成憲政建設。

如果這一規劃完全實現，則中國的治理模式將“幡然有以異於昔日”，建立三權分立的君主立

憲體制。
在《釋革》中，梁啟超曾經說明日本的明治維新是一場革命：

日本以皇統綿綿萬世一系自誇耀，稍讀東史者之所能知也；其天皇今安富尊榮神聖不

可侵犯，又曾遊東土者之所共聞也。 曾亦知其所以有今日者，實食一度 Revolution 之賜

乎？ 日人今語及慶應、明治之交，無不指為革命時代；語及尊王討幕、廢藩置縣諸舉動，無
不指為革命事業；語及藤田東湖、吉田松陰、西鄉南洲諸先輩，無不指為革命人物。 此非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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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讕言也，旅其邦、讀其書、接其人者，所皆能徵也。 如必以中國之湯武、泰西之克林威爾、
華盛頓者而始謂之革命，則日本何以稱焉？ 而烏知其明治以前為一天地，明治以後為一天

地，彼其現象之前後相反，與十七世紀末之英、十八世紀末之法無以異。 此乃真能舉 Rev⁃
olution 之實者，而豈視乎萬夫以上之一人也！

如眾所知，清廷的憲政改革完全是以明治維新為取法對象的。 日本的明治維新是一場革命，則中國

的預備立憲也是一場革命。 只是由於九年籌備清單的目標未能實現，因此預備立憲是一場失敗的

革命，而明治維新則是一場成功的革命。
講到明治維新是一場革命，不惟梁啟超有此認識，孫中山也有類似說法。 1924 年 3 月 24 日，

當他對駐紮在廣州的滇軍發表演講時，說過如下的話：
中國革命沒有成功，外國革命有許多是成功的。 離我們最近的就有日本。 日本維新，

大家都知道是成功的。 維新事業和革命事業是相同的。 維新成功就是革命成功。

維新事業跟革命事業相同，則清廷模仿日本維新的預備立憲，當然也是革命事業。 這不禁讓人想起

前引陳獨秀 1923 年發表的論述晚清以來的革命與反革命的那段話中，有“康梁一派人在戊戌變政

時代是屬革命性質的”一句。 康梁在“戊戌變政時代”所做的，就是一場維新事業。
看來，從 20 世紀初到 20 年代，人們在界定革命的時候，並沒有將其限定在暴力革命的範圍之

內，而是將一切帶有根本性變革的事務，均視為革命。 這種思考問題的方式，在那之後也一直延續。
比如毛澤東，雖然在 1920 年代說過“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但

是，在 1939 年成文的《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中，他說過如下的話，表明在他的意識裡，革命是有

和平革命與武裝革命之分的：“中國革命的主要方法，中國革命的主要形式，不能是和平的，而必須

是武裝的。”到了 1950 年代，他則說過這樣的話：“各種突變、飛躍都是一種革命。”而在 1980 年

代，主持改革開放的鄧小平則說了如下的話：“改革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若依各種突變、飛躍都

是革命之說，則預備立憲不必說，就是梁啟超覺得意義不大的科舉改廢問題恐怕也可納入革命的範

疇。若依改革也是革命之說，則 1860 年代以降的自強運動，以及甲午以後的各種革新，也都可以

視為革命。
值得一提的是，關於清廷的革命事業，學界已有關注。 如 1990 年代出版的郭世佑著《晚清政治

革命新論》，雖以探討辛亥革命為主，但在作者眼中，“無論是民主立憲制，還是君主立憲制，相對於

君主專制來說，兩者都屬近代政治革命的範疇”。在他筆下，清廷主導的預備立憲雖然只是“蘊藏”
了“政治革命的萌芽”，但還是承認了其具有革命意義。至於同時期出版的美國學者任達（Douglas

R. Reynolds）的著作《新政革命與日本———中國，1898⁃1912》，則賦予了清季新政以“革命”的意義，
如下一句較好地表達了其核心觀點：“粉碎了經歷 2100 年中國帝制政府模式及其哲學基礎的，不是

以孫中山（1866⁃1925）及其同伴為中心的 1911 年政治革命，相反地卻是 1901—1910 年以晚清政府

新政為中心的思想和體制的革命。”他的這一認識，就有點類似於改革也是一場革命了。
既然在革命年代，人們對革命的理解並未局限於暴力革命，既然在“傳統革命史”還比較盛行

的時候，就已經有學者指出清廷所主持的革新事務的革命意義，那麼，今日的“新革命史”是不是也

可以考慮接納清廷的革命呢？

結語：革命方案的競爭與更迭

1907 年，蔣智由在政聞社機關報《政論》上發表了一篇文章，題曰《人人皆革命黨，人人非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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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人人皆革命黨”，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提法。 在“傳統革命史”那裡，太平天國將士、義和團

民、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派、共產黨都是革命者。 “新革命史”初起時只關注中共革命，可知其意

中的革命者基本與共產黨同義；李金錚新近提出國民黨的歷史也屬“新革命史”的範疇，可以推知

國共兩黨將來都會成為“新革命史”關注的革命者。 而當我們進一步擴大視野，轉換思維，發現被

國共合作推翻的“北洋軍閥”以及被國民黨和“北洋軍閥”的前身們合作推翻的清廷也都是革命者，
則幾乎等於說“人人皆革命黨”了。 “人人皆革命黨”，可以說是近代中國革命的一個顯著特徵。 近

代中國的各大政治勢力，不存在誰革命誰不革命的問題，而只有革命方案的不同。 方案不同，就難

免競爭，競爭的結果之一，便是革命方案的更替。 不同革命方案之間的競爭與更替，可以說是近代

中國革命的另一個顯著特徵。
在經歷了西方列強的炮火洗禮之後，清廷中的有識之士“師夷長技以制夷”，試圖通過在軍事、

交通、企業等方面借鑑西方、大辦洋務而實現“自強”，擺脫淪為殖民地的命運。 這確實帶有民族革

命的意味。 但是，這一方案不久就受到了質疑，如第一任駐英公使郭嵩燾，在自強運動方興未艾的

1870 年代就尖銳地批評，李鴻章所主持的洋務，“皆末也，無當於本計”，因為據其觀察，英國立國

的根本，並不在堅船利炮，而在於議院和市長制。 到了 1880 年代，兩廣總督張樹聲在其臨終遺摺

中也說，捨棄議會政治不學，而停留在學習輪船、大炮、洋槍、水雷、鐵道的階段，只是“遺其體而求

其用”，建議清廷“採西人之體以行其用”。

議院是立憲政治的精華，當人們將關注點漸漸集中於此，其攻擊點就不再是中國的“技”，而是

中國的“政”。 中國的“政”，也就是前引梁啟超所說的自秦漢以來歷朝歷代無甚差異的那一個政治

體制，也就是譚嗣同在《仁學》中所說的延續了兩千年的“秦政”。長期以來，我們都說近代中國的

革命主題是反帝反封。 這裡所反的“封”，並不是先秦時代的“封建”，而是從秦始皇時代開始確立

的君主專制體制，也就是“秦政”。 當朝野的有識之士將矛頭指向“秦政”，試圖通過建立以議院為

核心的憲政體制來實現自強、避免亡國之禍的時候，其中既有“反帝”的一面，也有“反封”的一面。
從這一角度來看，在 1860 年代萌蘗，到 1900 年代終於啟動的憲政改革，確實是近代中國反帝反封

革命的一部分。 這一改革的鼓吹者和主持者，確實是反帝反封的革命者。
不過，當君主立憲這一革命方案還在醞釀階段，尚未取代“師夷長技”方案的時候，另一種革命

方案便出現了，那就是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黨人所提出的民主立憲方案。
君主立憲方案與民主立憲方案之間的較量構成辛亥革命的主體。 當清廷被推翻、民國被建立，

人們確實有耳目一新之感。 但大家很快發現，新建的民國離理想中的“新中國”距離太遠。 因此，
國民黨繼續高舉革命的大旗，新文化諸人則掀起了一場思想革命。 其後，共產黨成立，國共合作，將
矛頭對準了辛亥革命的重要參與者北洋政府。 在“北洋軍閥”還沒有被完全推翻的時候，國共兩黨

就起了紛爭，隨後數十年，雙方都堅稱自己革命、對方反革命，兩種革命方案之間的競爭異常激烈。
簡言之，或者是由於革命者內部的分歧，或者是由於外部的刺激與壓力，造成了近代革命史上

諸多革命方案的競爭與更迭。 在此過程中，革命風生水起，波譎雲詭，前面的革命者因在後來者眼

中不夠革命而被貼上反革命的標簽甚至被革命；被稱為反革命的，因不甘於退出舞台而一面繼續自

己的革命路線、一面大革競爭對手的命。 誠如魯迅在一則雜感中所寫的：“革命，革革命，革革革

命，革革……”這其中有太多的權謀與無數的悲歡，值得深入探究。 因此，可以預見，近代中國的革

命，不論是否用“新革命史”的名義，都將繼續吸引無數學者去探微索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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