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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先生对辛亥革命的反思及其启示

李蜀人

（西南民族大学 四川成都 610041）

内容摘要：梁启超先生对于中国现代政治的思考是有一定深度的。他对辛亥革命

这一中国现代政治的标志性事件以及意义的认识也非常独到。因为他的这些认识

并不是一些就事论事的看法而是他整体思想某些方面的表达。甚至从中国现代政

治发展的历史来说，他的一些认识都是错误的。然而，有意思的是，即便是他的

这些错误思想好像对于当今我们从事政治哲学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说，仍然是

具有巨大的启发意义。例如，他认为传统中国本来是一个民主和自由的国家这一

判断应该是错误的，但是，他得出这样判断的思路也是很耐人寻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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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无疑是现代中国民主政治历史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它已经成为

了中国现代政治建立的标志。因为主流意识认为正是这次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两

千多年的专制帝制，建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国家，从而使得传统的中国在政治上

走向民主之路上去了。然而，近年来历史学的研究成果完全否定了这一传统认识。

因为这些研究成果认为中国帝制并不是被“革命”推翻的而是当时中国各方政治

势力相互妥协而“潇洒隐退”的。这就是说，现代中国民主政治并不是用革命建

立起来而是政治妥协的产物。历史学家马勇先生在他的新作《1911年中国大革

命》一书中说道：“辛亥革命之所以能够从一个武装暴动转换为一场和平的权力

交接，不能不说是当时各大政治势力以大局为重，以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为重。

清廷、清政府、革命党、立宪党人和袁世凯以及他的那些北洋将领，各方政治势

力不论拥有怎样的力量，他们都没有在这场大危急关头执意诉诸武力，而是坚持

谈判，各自让步，从民族大义，国家前途着眼，退一步海阔天空。”[1]（P335-336）

这样对辛亥革命的新认识，也得到了张鸣，袁伟时、朱英先生等学者的赞同和支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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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现代中国民主政治开始于政治妥协而不是暴力革命的这一结论揭示出了现

代中国民主政治的一个特色，那就是强国富民的民族大义才是现代中国民主政治

的目的所在。所有构建现代中国政治的努力，无论是理论建构还是实践行为，都

必须紧紧围绕着这一伟大的历史使命而展开。

其实，早在辛亥革命爆发后的 1912年 10月，梁启超先生在题为《鄙人对于

言论界之过去及将来》演说中就这样说道：“当去年九月以前，君主之存在，尚

俨然为一种事实，而政治之败坏已达极点，于是忧国之士，对于政界前途发展之

方法，分为二派：其一派则希望政治现象日趋腐败，俾君主府民怨而自速灭亡者，

即谚所谓‘苦肉计’也，故于其失败，不屑复为救正，惟从事于秘密运动而已；其

一派则不忍生民之涂炭，思随事补救，以立宪一名词，套在满政府头上，使不得

不设种种之法定民选机关，为民权之武器，得凭借以与一战。此二派所用手段虽

有不同，然何尝不相辅相成！去年起义至今，无事不资两派人士之协力，此其明

证也。” [2]（P2510）这就是说，在他看来，清廷政治到辛亥那年已经败坏到极点。改

变这样腐败的政治已经成为了全民的共识。其起主要作用的政治力量是革命派和

立宪派。革命派的目标是直接推翻清廷，中国才能够获得新生；立宪派则是希望

通过立宪改革来拯救国家，从而实现强国富民的民族大义。在这个目标上，梁启

超先生认为革命派与立宪派又是一致的，因而这两派是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的。因

此，1912年的中华民国则是两派人士政治协商的结果而不是“革命”的产物。

马勇先生在他的《辛亥：摇晃的中国》一书中给出了史料证明。他写道：“辛

亥武昌起义的第二天，起义士兵群龙无首之际，逼来的黎元洪一言不发，死活不

肯‘从逆’，但作为湖北谘议局议长的汤化龙却来了，一来就不走了，连带着听

他指挥的商团，也参加了革命。正是由于立宪派绅士的帮忙，不仅稳住了局面，

而且争德了外国人的同情，说服了黎元洪改变了主意，甚至还策动了前来镇压的

海军舰队的反正，因为舰队司令的参谋汤芗铭，是汤龙化的弟弟。”[3](P010)

这就是说，辛亥革命中的很多问题，即便到现在我们还没有认识清楚，甚至

过去在对这场革命过程、作用和意义等问题上还有错误的认识。而如果我们对于

这一中国现代政治的起点认识不清的话，很有可能很严重影响到我们对于当今中

国政治改革的认识。因此，重新反思辛亥革命则应该是当今政治哲学研究中的一

个值得研究的基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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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从辛亥革命之前中国基本政治格局上讲，历史悠久的传统中国经历了鸦片战

争、甲午战争、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的入侵以及日俄战争等重大的历史事件。

也发动过试图来改变自己的国家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等运动。但是，中国仍然没

有实现强国富民的民族大义，反倒是已经处于亡国灭种的历史绝境之中。

因此，彻底改变中国传统的政治结构，建立现代国家形态，实现强国富民的

民族大义便就成为了现代中国政治的中心任务，也是当时举国上下的共识。因此，

现代国家政治制度的建立便成为了中国现代政治的核心。

而建立现代国家政治制度则必须走西方现代民主政治之路也是当时大家的

共识。因为西方国家比中国强大，在当时的中国人看来，则是因为西方国家他们

都是西方现代民主政治思想和制度。因此，如果中国要强国富民，那么，中国也

必然要走西方民族之路就成为了当时中国不二的选择。无论是以孙中山为首的革

命派、以慈禧为首的清廷、还是以康梁为首的立宪派，在坚持走西方现代民主这

样的思路都是高度一致，尽管在实现民主政治的路径和方法上他们的认识是有很

大差别的。

对于清廷来说，他们想效仿日本的明治维新，走君主立宪之路。因为这样既

能够维持清廷的江山社稷，又能够改变中国的现状。这就意味着，对于清廷来说，

现代中国国家的建立主要是立宪制度的建立而不涉及到改朝换代这样的根基性

问题。因此，清廷强调现代中国国家建立的基本工作就是立宪。为此，他们更关

心权力的分配和制约问题。为了立宪，清廷确实也做了很多工作。他们想用十年

时间来改革中国现实政治；而革命派却认为现代中国国家的建立首先需要推翻清

廷的统治。因为在他们看来历史悠久的中国之所以走到了绝境完全是专制的皇权

所致。专制的皇权是让中国走向历史绝境的根本祸根。为此，他们认为现代中国

民主政治建立的出路只能是彻底推翻清廷，建立与西方国家类似的共和制才能够

使得国家复兴。所以，用一切革命手段来推翻帝制，彻底地对社会进行改造，建

立共和，实现民权便成为了他们的首要任务。为此，他们更注重对专制皇权的批

判，崇尚暴力革命。因此，革命派强调的是共和制度的建立。

清廷于革命派当时是中国现实政治中最尖锐的冲突。迂回于这个冲突之中的

是立宪派。立宪派认为，中国确实必须立宪，应该确立一部类似西方民主政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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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来规范中国政治的格局。但是，他们又不同意革命派的革命主张。因为在他

们看来，中国同西方国家有着诸多不同。如果采用革命手段，很有可能引发全国

动荡，当时的中国已经是异常贫穷了，如果再出现动荡，无疑，这会加重和加深

中国人民的苦难。因此，他们认为应该走一条改良主义的道理，通过渐进的方式

来建立现代的中国国家。

尽管存在着这些尖锐的分歧和冲突，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无论是清廷，

还是立宪派与革命派，他们都认为中国现代政治构建的核心就是建立一套政治制

度而已。他们都相信，一旦他们所谓的民主政治制度建立了，无论是君主立宪的，

还是共和的，中国就会走到国富民强的康庄大道上去，中华民族就能够完成它的

伟大复兴。

三

梁启超先生对此也有充分的说明。他在 1921年 10月 10日所发表的纪念辛

亥革命爆发十年讲演中，对实业和教育两方面的进步做了非常乐观的总结，甚至

对于以后中国的政治发展也充满了乐观思想。他说道：“就算政治罢，不错，现

时是十分悲观，但这种悲观资料，也并非很难扫除，只要国民加一番努力，立刻

可以转悲为乐。” [2]（P3381）

不过，有意思的是，梁启超先生对于今后中国政治发展乐观的根据并不是中

华民国的建立而是他所谓的“国民自觉心”的发现。在他看来，正是因为有了“国

民自觉心”的发现，人们又应该有理由相信中国现代政治会不断进步，国家会不

断强大，人民会不断富裕。因此，他说到，他的“乐观的总根源，还是刚才所说

那句老话：‘国民自觉心之发现。’因为有了自觉，自然会自动；会自动，自然会

自立。” [2]（P3381） 这就是说，他认为辛亥革命及其民国建立最大的意义就是国民

的自觉心被开启出来了。有了这样的自觉心，他认为就有理由相信中国能够实现

民主政治。因为他认为：“一个人会自立，国民里头便多得一个优良分子；个人

人会自立，国家当然自立起来了。” [2]（P3381）

由此可见，梁启超先生的思路是这样的：在他看来，任何国家都是由国民构

成的。一个良好的国家应该是由许多优秀国民组成的。优秀国民的一个标志就是

他们会自立。“自立”就是指自觉，就是主动。尽管他并没起明确给出他自立的

含义，但是，通过他将自立等同于自觉或主动分析，梁启超先生的自立或主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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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个人能够认识到自己应该要主动参加到国家政治事务中去。

如果这样的分析是成立的话，那么，梁启超先生应该认可了这样一个事实：

传统专制的中国之所以走向了绝境，其最终的原因就在于国民不能够参加到国家

事务中去。而国民之所以不能够参加到国家事务就在于先前的专制不能够允许国

民参政。而现代西方民主国家却不是这样的。在这些西方国家中，主要的政治事

务都是由多数人多数国民决定的。

然而，西方现代民主肯定不能够简化为多数人决定国家事务。为此，梁启超

先生又注意到了西方民主国家的国民与专制中国里的国民不同。西方国家中所谓

的国民或公民都是一些具有自我意识能够使用理性进行判断之人。而中国的国民

还是某种“旧民”。因为他们身上还没有形成一种“自觉心”，还不能够使用自己

理性判断能力，还没有形成自己成熟政治参与意识。但是，经过辛亥革命后，他

认为中国国民这样的“自觉心”也被开启出来了。

梁启超先生所谓的自觉心是指这样一种心：“所谓自觉心，最要紧的是觉得

自己是‘整个的国民’，永远不可分裂、不可磨灭。” [2]（P3379） 这就是说，所谓的

“自觉心”个人在心里自觉地将自己的利益和命运同国家的利益和命运紧密联系

起来，并终身不同国家相分离。其实，这也是一种民粹意识。

对此，他举了三个国家的事例来说明。他认为犹太人有国家但没有国民意识；

罗马人国民却没有国家意识；印度人则既没有国民更没有国家意识。而中国人，

以前就有国家意识，经过辛亥革命的洗礼后，在他看来，现在已经具有了“整个

的国民”意识了。正是这样的民族精神才能够使得中国这样古老的国家永远不会

被消灭，反而会更加坚强。

而对于西方提出的民主精神，梁启超先生则认为那是中国传统的精神。这一

点是很大胆的。因为学习西方现代民主政治是当时甚至后来中国主流政治的共同

主张，即便在今天说传统中国中具有民主思想也是会受到很多人批判的。

但是，他认为中国一直就是孟子说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主

社会。这样的等差排序，在他看来，就是民主最直接的证明。为此，他打了这样

一个比喻。他说，在古代中国，人民是股东，皇帝是掌柜；股东固然有时懒得管

事，到他高兴管起事来，把那不妥当的掌柜撵开，却是认为天经地义。这是梁启

超所说的“中国式民主”；同时，他还认为，中国一直就有自由的传统。因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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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向来最不喜欢政府扩张权力，干涉人民。中国人喜欢自己料理自己的事。倘

若政府侵入自由超过了某种限度，中国人就不能容忍了。因此，他认为，“一个

乡下穷民，只要他有本事，几年间做了当朝宰相，并不为奇；宰相辞官回家去，

还同小百姓一样，受七品知县的统治，法律上并不许有什么特权。所以政治上自

由、平等两大主义，算是我们中国人二千年来的公共信条。” [2]（P3380）

显然，梁启超先生是清楚多数国人所理解的西方自由和民主的。但是，在他

看来，真正的民主不能够从地缘上去理解而应该从自由和民主思想的精髓去理

解。他认为民主思想的核心就是人民。凡是能够将人民当作核心的国家都应该是

具有“民主”国家。因此，他认为孟子的“贵民”思想就是将人民放在了国家的

中心位置并明确指出了君王地位是要比人民地位低的。而孟子是儒家思想的代表

人物，儒家又是中国主要的思想文化。所以，他认为民主和自由的思想是传统中

国固有的。

这样的话，在现代中国历史上可能只有梁启超先生敢如此说了。然而，梁启

超先生不得不面临这样一个严峻的现实问题：既然中国早就具有自由和民主的思

想，为什么这样的中国还会陷入绝境之地了？与他的看法相反，当时甚至到今天，

绝大多数的人都认为中国之所以陷入绝境，其中一个原因就在于中国政治缺乏了

西方自由和民主的思想。因为现代中国这样的绝境在很大程度上说都是西方国家

入侵的结果。而西方国家之所以比中国强大就在于西方国家具有了自由和民主的

思想。难得梁启超先生对此不清楚吗？

然而，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一方面，梁启超先生确实也是按照西方民主和

自由的思想来理解民主和自由，但是，他的结论是中国一直就是一个民主和自由

的国家；另一方面，同强大的西方民主和自由国家相比较，中国这样的民主和自

由的国家有相当的软弱和贫穷。因此，像西方国家学习又成为了中国现代政治必

然的选择。那么，梁启超先生这样的思想中什么地方出现了问题则是我们必须去

追问的。

四

由于民主的核心涉及到“人民”问题。为此，我们的追问就应该从中文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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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这个术语开始，进行一点词源学考证。

在中文里，“人”与“民”是有区别的。《说文》中是这样解释“人”字的：

“人天地之性最贵者也。此籀文。象臂胫之形。凡人之属皆从人。” [3]（P365） 这

是中文对人的定义。显然，在中文里“人”是指“个体”而不是后来所谓的“人

民”。段玉裁引用了《礼记 礼运》中的一段话进一步给予了人的高贵性进行了说

明：“故人者,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故人者,天地之心也,

五行之端也,食味,别声,被色,而生者也。” [4]（P803-804） 这就是说，人的高贵性就在

于只有人才能够有天地之心。只有在人身上才能够充分完全体现出阴阳五行的交

汇和鬼神的融合。而其他万物，包括禽兽都只能是由天地所生，它们都不能够自

觉地与天地融为一体。不过，人的高贵性仅仅是提出了一个衡量理想之人的普遍

标准。因为具体的个人之间是有很多的不同。首先从人的外在条件上讲，人的外

表是不同的。然而，尽管外表的不同，我们还是可以将这些外貌不同的人都称之

为人；其次从人的内在构成上说，我们又有将人分为“圣人”、“君子”和“小人”。

人的这种内在构成便是中国儒家特别强调的“人心”。正是由于人心的不同才会

形成人这样的区分。因此，在《尚书》中，我们就能看到这样重要的提醒：“人

心惟危，道心惟危． 惟精惟一，允执厥中。” [5]（P112） 后来儒家哲学便是按照这

个方向发展的。对于“人心”的修正就成为了中国所有哲学的心魂所在。这也认

定了这样一个政治哲学的前提，自然之人还不是“人”，真正的人是具有“本心”

或“道心”之人。

而中文中的“民”在甲骨文中表示的是被一刃物刺瞎眼睛的人或者说眼睛有

问题的人。从它的结构上看，“民”字由“尸”和“氏”构成的。“尸”指“不能

够移动”之义；“氏”则表示地域之义。由此可知，“民”原初的含义是指“固定

在某一区域不能够迁移的一群人”。也可以说，就是在某一地方死去了的人。但

是，到了《说文》时期对“民”字的解释又是这样的：“民众萌也。从古文职象。

凡民之属皆从民。氓，民也。” [3]（P627） 这就是说，《说文》中的“民”字虽然仍

然指一群人，即大众，但是，这里突出了“民”“萌”和“氓”（应该读:”meng”.

音）这两个含义：“萌”指个人与个人联合起来的一群懵懂之人；“氓”指外来之

人。这不仅说明了“民”具有社会的流动性，而且更具有了政治身份。因为对于

当地人来说，这些外来之人就是没有开化的懵懂之人。因此，“民”字从词源上

http://baike.baidu.com/item/%E7%94%B2%E9%AA%A8%E6%9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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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有四种含义：第一，是指眼睛受到伤害或眼睛出了问题之人：第二，是指具有

固定居所到没有了固定居所而必须迁移的一群之人； 第三，是指一群懵懂之人；

第四，还指人的职业和社会身份。在《春秋谷梁传》可以看到这样的说法：“古

者立国家，百官具，农工皆有职以事上。古者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农民，

有工民，夫甲非人人之所能为也。丘作甲，非正也。”《注》：“德能居位曰士；辟

土植谷曰农；巧心劳手成器物曰工；通财货曰商” [6]（P241-242）

这就是说，在国家中，所有的人都是有某种职业的“民”。“民”又是国家和

“人”的中介。因此，国家的构建应该是同“民”的问题直接相关则是中国政治

哲学的一个特点。例如，既然有四民之分，那么，国家就应该根据不同的“民”

来分配不同的职业才是正道。然而，如果让所有的人都只能是从事一种职业的

“民”，那么，国家就无法建立。这就不是国家构建的正道。

基于这样“人”与“民”的区分，孔子对“民”便有这样的提醒：“民可使

由之，不可使知之.” [7]（P115）他还说过：“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7]（P205） 这些

话里显然流露出了孔子对“民”严重的鄙视。因为在他看来“民”就是一群懵懂

之人。因此，管理和改造“民”则是国家政治中最重要的工作。其关键就在于“民”

中的“人心”。因为他认为只有具有了“天地之心”之后，“民”才能够成为人。

而只有成为了“人”，国家才能够长治久安。

为此，孔子认为管理国家的关键仍然在于人，在于人心的修炼而不是要用法

律等外在条件来约束“人心”。因为在孔子看来只有将“人心”修炼成为“本心”

或“道心”，只有人从内心深处真正约束自己，“民”才能够成为君子式的“人”。

如果国家中都是由“君子”构成，那么，这样的国家一定就是一个国泰民安的国

家。因为君子是不需要法律规定来约束自己。君子都是自我约束自己的人。因此，

儒家很少关心法律等外在的制度建设。他们始终关心的就是个人的修身养性问

题。

于是，孔子便提出了用“仁”来构建真正“人”的思想。因为在他看来人是

分成“君子”和“小人”这样两类人的。 于是，他认为人要有“仁”，有了“仁”，

 对此，段玉裁对“民”之的注疏中给予了详细的说明。见（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10 年 第 627 页。还可见：汉语大字典编辑委员会主编：《汉语大字典》四川辞书

出版社和湖北辞书出版社 1993 年 第 892 页。
 根据作者的统计，孔子在《论语》中说“君子”这个术语多达 107 次，说“小人”为 25 次。说“小人”

时多是同“君子”相比较。例如，孔子说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参见{魏}何晏注，{宋}邢昺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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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便可以用礼乐来约束自己。受到礼乐约束的人才是真正的人，即具有天地

之心之人。为此，他说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7]（P32）

这样，从“民”到“人”从而来解决国家构建的思路便成为了儒家政治哲学基本

的路径。

孟子首先并不是将“人”与“民”做区分而是将人与动物做了区分。他认为

尽管这种区分是不多的但是又是根本性的：“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

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 [8]（P263-P264）

在他看来，这个“几希”便是讲究“人伦”，便是做“仁义”之事。根据讲不讲

究“人伦”，做不做“仁义”之事，孟子便将人分成了“庶民”和“君子”。他认

为庶民丢掉了“几希”之人而君子则保留了“几希”之人。这就是说，孟子也是

特别重视对“人”而不是对“民”的研究。从根本上说，孟子也是鄙视“民”的。

所以，他才会说：“ 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

天下之通义也。” [8]（P172-P173）

五

当然，我们确实在《孟子》中看到了这样语句：“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

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

则变置。牺牲既成，粢盛既洁，祭祀以时，然而旱干水溢，则变置社稷。”[8]（P455-P456）

因此，有人认为，包括梁启超先生，从孟子开始，中国就有民主思想了。因为“民

为贵”强调的就是人民的当家作主的权利。

然而，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这样的理解是错误的。肖公权先生对此有过尖锐的

批评。他说到："虽然，孟子民贵之说，与近代之民权有别，未可混同。简言之，

民权思想必含民享、民有、民治之三观念。故人民不只为政治之目的，国家之主

体，必须具有自动参预国政之权利。以此衡量，则孟子贵民，不过由民享以达于

民有，民治之原则与制度皆为其所未闻。"[9]（P97）

如果从中国儒家传统政治哲学上看，我们认为萧公权先生的这个批评，尽管

尖锐，但是，他的批评也是不对的。因为他没有看到儒家对“民”的鄙视。也没

有搞清楚中文的“民”中根本就没有西方“人民”的含义。因此，根本谈不上他

所谓的“民权”思想。

《论语注疏》（十三经注疏）朱汉民整理，张岂之审定，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第 55页-第 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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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孟子上面那段话的解释是这样的，在说“贵民”这句话之前，孟子先

是论述了一个不仁之人可以得到一个国但绝不可能得到天下的原因。他认为一个

不仁之人可以得到一个国的原因是在一个国中个不仁之人可以利用亲亲之恩得

到一个国。但是，如果一个人是不仁的话，那么，他肯定不能够使得天下兴旺。

而所谓的“得”天下就是要使得“天下”兴旺。而那些“亲亲之恩”是不能够有

这样作用的。因为“亲亲之恩”只是“庶民”之恩而不是“君子”仁爱的天下之

恩。所以，孟子认为不仁之人是肯定得不到天下的。接着，孟子就说了那句著名

的“民为贵”的话。

在这句话中，涉及到了三个关键词：“民”、“社稷”和“君”。同孟子前面思

想联系起来理解，这里也就涉及到了“社稷”与“天下”的关系问题。因为前面

孟子认为不仁之人可以得到一个国，但是绝不可能得到天下。这里，孟子主要考

虑的是“国”的问题，即“社稷”问题而不是“天下”问题。

从词源上说，“社稷”这个词，是“社”和“稷”的合写。表示生育与生存

的问题。《周礼·冬官考工记 》中对“社稷”有这样的描述：“匠人营国，方九

里旁三门。国中九径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 [10]（P1345-P1346） 这

就是说，在一国中政治中心的王宫的右边设立有社稷坛，其左边设立有宗庙与之

相对。前者代表着一国的平安，后者代表一国的希望。它们都是一国政治的根本

保证所在，都是一国之内人们安身立命的需要。于是，在《礼记·曲礼下》中可

以看到“国君死社稷”[4]（P141-142）这样的语句。因此，社稷主要是针对天下中的一

个国，至多是多个国而言的。然而，“社稷”肯定不能够是“天下”而仅仅是“天

下”的一个部分,这一点则是非常明确的。

所以，孟子这句话是针对一个“国”问题而说的。由于他认为即便是一个非

仁爱的君子也有可能成为一个“国”中的统治者，因此，在他看来，在考虑“国”

的问题上，从顺序上应该是首先考虑“民”，然后再去考虑“社稷”，最后才考虑

“君”的问题。因为他和先前的儒家都认为“民”是一群没有受到启蒙的人。只

有将这些“民”治理好之后，江山社稷才能够稳定。只有江山社稷稳定之后，才

能够有“君”的问题。只有把“君”的问题解决了，才能够真正达到治理“天下”

 《说文解字》中“社，地主也，从礻土。”第 8页：“稷，齌也。五谷之长，从禾，,畟声。” 参见（汉）

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10 年

http://baike.baidu.com/item/%E5%91%A8%E7%A4%BC
http://baike.baidu.com/item/%E7%A4%BE%E7%A8%B7%E5%9D%9B
http://baike.baidu.com/item/%E5%9B%BD%E5%90%9B%E6%AD%BB%E7%A4%BE%E7%A8%B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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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的。因此，孟子这句话的核心仍然在于治理“天下”，而“民”、“社稷”和

“君”的问题都是为他那个气势宏伟的目的服务的。如果我们将关注点为了同西

方现代民主政治相吻合，强行将孟子的这句话放在了“贵民”上，一方面，我们

就没有看到孟子的雄心壮志；另一方面，也不符合传统儒家的政治哲学思想和中

文对于“民”字的解释。

当然，我们对孔孟关于“民”的认识也许不够准确，但是，无论从词源学上

考证还是对孔孟相关“民”的论述，我们都可以发现，他们说的“民”是指特定

身份而且还是懵懂的一群人，他们对于“民”的态度是鄙视的，这是毫无疑问的。

这也同西方所谓的“人民”（people）相差是很大的，甚至完全是对立的。因为

西方中的“人民”确实也是指一群人，但是，“人民”一词特别强调了这不是一

群任意结合而是由正义原则结合在一起的人。 因此，可以说，在西方，“人民”

这个词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崇高的术语，而在中国语境之中，“民”在很长一段时

间内都是受到批判，都是需要启蒙的。尽管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好像我们现在

也知道“人民”是崇高的。因为在中文的“民”字前面加一个“人”字也构成了

“人民”。但是，这样的添加是完全是任意的。因为迄今为止我们好像都还不能

够真正理解“人民”到底是什么。因为我们看不到“人民”，我们看到的这能是

这个人、那个人或者这些人或哪些人。所以，“人民”对于我们而言，到现在只

能是一个抽象的观念而已。有时甚至我们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人民”。

因此，梁启超先生对于中国具有民主和自由的历史传统的失误就在于他既不

能够深入理解西方民主和自由的思想，也不能够正确地理解中国传统儒家的思想

所致。然而，有趣的是，梁启超先生对于中国传统学术，特别是儒家思想是很有

研究的，同时，梁启超先生又是到过日本、美国和西欧等国家的，并写出过很过

见解独特的文字的，为在中国传播西方自由和民主思想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可

是，为什么在辛亥年之后，突然赞美起了中国传统社会的美好呢？

也许联系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思想来思考还有更有意思。1905年

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首次提出：“民族，民权，民生”的思想。1906年

 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公元前 106 年－公元前 43 年）曾经在他的那篇著名的《论共和国》

中借他的朋友斯基皮奥说到：“好吧。国家乃是人民的事业，但人民不是人们某种随意聚合的集合体，而是

许多人基于权利的一致和利益的共同而结合起来的集合体。这种联合的主要原因主要不在于人的软弱性，

而在于人的某种天生的聚合性。”参见西塞罗著，王焕生译：《西塞罗文集》（政治学卷）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0 年 第 29 页。还可参见西塞罗著，沈叔平和苏力译：《国家篇 法律篇》商务印书馆 2013 年第 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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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 2日在东京演讲《三民主义与中国民族之前途》中正式提出三民主义和五

权宪法的主张。这样，孙中山就将中文的“民”字增添了现代西方民主政治的

思想，从而将现代西方词语中“人民”的含义赋予了古老的中文“民”字之上。

这就使得我们在某种程度上也会将中文的“民”字等同于现代汉语中的“人民”，

而将中文“民”和“人民”之间的根本差异完全忽视了。

显然，孙中山先生同样没有注意到古老中文“民”字的特定含义，从而忽视

了中文“民”和“民”字之间的根本区别，在一定程度上说，他还混淆了这个区

别。因此，他的三民主义更多强调的是国家的建设，而对个人问题的论述则很少。

其实，从这样的意义上说，孙中山先生无意之间又回到了中国传统儒家路线上去

了。他真正关心的仍然是中文意义的“民”的问题而不是“人”的问题。这样的

关注注定使得他只能是政治家而不能够像梁启超先生那样是一位理论家。

然而，无论是理论家的梁启超先生和还是政治局的孙中山先生都没有从中国

传统哲学思想去考虑中国现代民主政治的问题，都是依据西方现代民主政治的表

面含义再构建中国现代政治思想、观念和制度。但是，他们那种为了实现强国富

民的民族大义所做的不懈努力，他们那些包含着很多错误的“创新”精神，仍然

对于现在的我们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例如，一般认为辛亥革命的意义就在于使得中国从专制走向了民主共和。但

是，梁启超先生则认为民国的建立是政治妥协的产物。在他看来，辛亥革命只是

为现代民主制度在中国的建立提供了一些条件而已。如果当时的各方政治力量，

不是为了民族大义而各方妥协，那么，中国就会爆发内战，使得人民更加苦难。

因此，在他看来，辛亥革命最重要的意义就不仅是一种新政治制度的建立而是国

民自觉心的开启和民族精神的建立。尽管他过于乐观地估计了这样国民心建立的

意义，但是，他注意到了即便是一种崭新的政治制度建立后，对于中国国民的改

造问题仍然是中国现代政治最基本问题的思路仍然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因为

人的观念和思想才是这些政治制度能够现实的基础。如果仅仅只是一些政治制度

的建立而缺乏相应的思想和观念与之适应，那么，再好的政治制度都会落空的。

因此，梁启超先生这种对于中国人的研究可以为当今我们政治哲学开启出一种新

 参加《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 288页和第 322页。（孙中山著，广东省社科院历史所、中国社科院近

代史所中华民国研究室和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 199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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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向。因为迄今为当今中国政治哲学研究的主流意识都在注意政治制度的建立

等相关问题的研究，大多数的研究都是以西方现代政治思想和制度来比照中国现

代政治，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些解决思路、方法和措施。然而，从事实上说，这样

的思路对于中国现代民主政治的建立所起到的作用并不是很大的。西方现代民主

政治思想和方法要在中国生根好像总是存在着巨大的抵抗。为此，按照西方现代

民主政治的标准，我们到现在还是不能说中国已经成为了一个民主国家了，甚至

我们还可以说当今中国离民主政治国家还有很长的路程。因此，现代中国政治改

革的方向何在仍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又呈现在了我们面前。

然而，如果中国现代政治的研究没有一种方向性的转变，如果这样的研究不

立足于中国自身问题上去研究，如果还是继续以一种西方民主政治的标准去研究

中国现代政治问题，那么，这样的研究哪怕再深入，要开阔，其成效仍然是不大

的。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认为梁启超先生先前的这些研究，至少可以从否定的

意义上给予我们一些启示。启示之一就是要深入研究中国传统思想中相关的政治

思想以及这些思想的作用和意义；其二，政治问题，从根本上说，是关于人的问

题。因此，应该从人的角度去研究政治问题，这就必然会涉及到人的多种面相，

其中“民”的问题是最基本的问题，而“人”与“民”的问题，按照中国传统思

想，那就是“人心”的问题。也许这样的研究或者是这样方式的研究才有可能使

得中国现代政治和政治哲学的研究才能够真正取得成效，为中国现代政治的建立

发挥作用。

2017年 4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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