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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社会由君主专制向建立近代民主国家急速变化的大转折时期,作为近代政治

家的梁启超与古代改良派划清了界限,即他将政治变革的希望明确地建立在 !国民运动 ∀的身
上,这与革命派并无二致。然而与后者不同的是: 其思想表现为重 !政体理化 ∀而抑 !国体革

命∀,即希望通过 !国民运动∀, 建立起以近代政党制度为主导, 和向国会负责的责任内阁; 而

这种内阁又必须执行 !保育政策 ∀,便从经济、政治, 乃至文化各领域扶助民力、民智以及参政

能力的增长,使整个国家在较为稳定的社会环境中, 实现向世界强国的发展。梁启超的思想

包含着深刻的革命内容, 正因为如此,当袁世凯要实行国体复辟的时候,他便旗帜鲜明地发动

了倒袁护国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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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 !政体进化∀为特色的中国宪政

主义理论家和宣传家

梁启超是近代思想家, 他清楚地知道 :近代的

宪政制度, 必须从理论上大力宣传立宪政体的内

容。而正是在这种宣传中,体现了他重政体之改良

而排拒国体之革命的基本特征。全面的说, 这种思

想就是重对国民素质之培养、重政权结构之改良、

重从政人员政治素质之提高。梁启超是这样论

述的 :

首先,立宪政体与 !人民 ∀、!国民 ∀之关系。早
在 1907年政闻社成立之际,他于 #政论 ∃第一号,发

表了 #政闻社宣言书 ∃, 直截了当地宣称: !立宪政

治非他 ,即国民政治谓也。欲国民政治现于实 ,且

常保持之而勿失坠, 善运用之而日向荣 ,则其原动

力不可不还求诸国民之自身。∀而求诸国民自身者,

不外乎国民当视政治为己任、对于政治是非具有判

断之能力,以及积极献身于各种政治活动。 !夫国
民必备此三种资格, 然后立宪法政治乃能化成 ;又

必先建设立宪政治, 然后国民此三种资格乃能进

步。∀ [ 1]
在他看来 ,他的这种说法是有充分的历史根

据的 : !遍翻各国历史,未闻无国民的运动,而国民

的政府能成立者 ;亦未闻有国民的运动 ,而国民的

政府终不能成立者。斯其枢机全不在君主而在国

民。∀ [ 1]
在梁那里, !国民运动 ∀是一个广义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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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国民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种活动, 当然,在

他那个时代, 政治活动是第一位的。故而又作 #政
治与人民 ∃一文,他一方面重复数年前的话说:国也

者,积民而成,良政府积良民而成,而恶政府不也是

得国民之默许吗? !论者徒知立宪国家, 为民意以

建立 ,而不知专制国家,亦从民意以建立,此所谓知

二五而不知一十也。∀所以他热切地希望人民能够

投入各项政治活动中,养成立宪政治所需的各种良

知良能和热情。另一方面,他又对人民提出新的警

告: 别看今天有了预备立宪之上谕, 以为立宪政治

就可以送到大家的面前。其实 ,政府提出立宪这是

被动的,没有民众的运动,难以持久。 !人民不费要

求而能得宪政者,犹浪子之不事生产而得博进,意

外博进,无终岁而不销耗。∀ [ 1]
总之,他把开展有理

性的国民运动,养成立宪政治所必须的各种品格与

能力 ,视为立宪政治的第一要务。正是从这个根本

点上 ,划清了他与古代改良政治家的界限。

其次, 立宪政体与建立代表民意的国家机

关 国会之关系。为此,他在 1908年 7月出版的

#政论 ∃上曾发表 #中国国会制度私议 ∃,因该文过长
以及 #政论 ∃的停刊,不得不延迟到 1910年 4月至 9

月出版的 #国风报 ∃上继续发表, 这其间, 他又写了

#宪政浅说 ∃诸文, 阐发了建立国会的至关重要性。
民主政治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如果不使自己陷

入空想,使社会走向无序,稍有头脑的人,都会想到

人们通过自己的代表来实施管理国权的制度。梁启

超更不例外。他说: !天下无无国会之立宪国。专制
政体与立宪政体之区别,其唯一之表识,则国会之有

无而已。∀因而,国会者, 乃是权力制衡的中枢机关

也。这种机构各民主国家或有各种形式的不同, 然

而, !抽象的以求各国国会普通之地位性质,则亦有

焉,曰:国会者, 为限制机关以与主动机关相对峙是

已 ∀。所谓主动机关, !能以自力发动国权,对于人民

而使生拘束力 ∀,如国家元首;所谓间接机关,则 !不
能以自己之意思,直接以生拘束国民之力,顾能以其

力限制主动机关之发动国权, 非得其同意,则不能有

效 ∀。此乃国会也。[ 2]

国会构成之成分而言 , 它应囊括将国内各地

区、各民族、各社会阶级阶层, 乃至特殊势力之代

表;而就代表产生的方法而论 ,即用普通选举为主 ,

辅之以特殊的方式。梁启超对于国会制度的建立 ,

不仅仅是介绍各国的普遍经验和西人的一般学说 ,

更重要者,他还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对国会之组织

和选民之资格等问题, 提出了一些很有见地的设

想。他认为, 在君主国体下, 中国当采取两院制。

之所以要采取 !两院 ∀, 最直接的理由是满汉民族
区域之外有蒙、藏少数民族 ,那里存在着 !特别阶

级 ∀, !使国会议员, 纯由人民平等选举之方法以发

生,则此两部者,将永见屏于国会之外, 非所以保国

家之统一也 ∀; 而在满汉民族区域之内,幅员广阔,

人口密度、经济文化发达程度有很大差别, 若照顾

到各地区的利益, 需于 !比例人口以行选举之一院
外,尤必须有平均代表各省之一机关, 然后两者相

剂,而适得其平 ∀。由特殊阶级和各省 !平均代表 ∀
构成的国会称左议院,由比例人口普选出来的代表

组成右议院。另外, 在实行普通选举的时候, 各国

对其选民,大都有阶级、职业、财产和教育程度方面

的限制 ,梁启超认为 ,就我国情况来说, 为了防止军

人干政 ,当限制军人的选举权。而对于选民的财产

状况,则不应予限制。理由是:国民参政权,一是由

政治上的利害关系所系,二是由行使参政权力的能

力所限。怎样来定有无政治能力的标准呢? 从实

际情况看,决定政治能力的是教育程度而非是财产

之多寡 ,再说,如果以财产多少来限制国民的选举

权,也有失设立国会之本意:设国会,本想让国民参

政,以增强爱国心和提高政治能力, 如果大多数国

民被拒之门外,而流于少数人的政治, !其反于立宪

之本意甚明 ∀。不实行财产限制是否就意味着必须
实行教育程度的限制呢? 不是。这是因为实行教

育程度的限制虽有理由, 但实行起来十分困难 ,与

其限而难行, !不如并此制限而豁除之之为愈也 ∀。
更何况 ,另外还可以实行等级选举制度来补充。等

级选举制度者,一是复数投票制 ,普通人民,一人得

投一票 ,惟法定某种之人得投二票三票 ;二是分级

选举制 ,是按其纳税等级给予特殊的份额照顾。
[ 2]

总之,无论是在国会之设置还是选民之限制诸方

面,梁启超的着眼点都是从国情出发, 将立宪制之

实行视为一个历史过程, 在其开始阶段 ,要照顾历

史、照顾多数。当然,这个照顾, 应以人民的平等参

政原则为基础,以有利于提高人民的参政热情和能

力为基础。这是梁启超对中国立宪政治理论的重

要贡献。

其三,立宪政体与 !虚君 ∀以及建立 !对于国民
负责之政府 ∀之关系。从 1907年政闻社成立, 至

1911年武昌起义后发表 #新中国建设问题 ∃时为
止,梁启超都不是共和立宪论者而是君主立宪者。

80



但他主张 !虚其君 ∀, 即维持君主国体不变的前提

下实行宪治政体, 让君主成为名义上的国家元首 ,

但不过问国家政治, 政府不再替君主负责 ,而仅仅

对人民的代表机关 (国会 )负责。因而 , !虚君 ∀和

建立 !责任内阁 ∀, 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早在
#政闻社宣言书 ∃中他就提出 : !凡政府之能良者 ,

必其为国民的政府者也。何为谓之国民的政府?

即对于国民而负责之政府是也。∀ [ 1]
这是用建立责

任内阁的提法 !虚其君 ∀; 而 1911年武昌起义刚刚

过后 ,他急急忙忙于 11月所散发的 #新中国建设问

题 ∃中仍抱有 !虚君 ∀之梦想。他说 :虚戴君主之共

和政体, !虽未敢称为最良之政体,而就现行诸种政

体比较之,则圆妙无出其右矣。∀同时他又说, 在此

政体下, !政无大小皆自内阁出 ,内阁必得议会多数

信任于始成立者也。∀ [ 3]
这是以 !虚其君 ∀来说责任

内阁也。如此说来, 梁启超的 !责任内阁 ∀说就是
!虚君 ∀说, !虚君 ∀就是 !责任内阁 ∀说。而这种主
张, 与革命派的 !废君共和 ∀说并无实质性的差别。

正因为无实质性的差别, 所以他在 #新中国建设问
题 ∃中, 竟将此主张名之以 !虚戴君主之共和政
体 ∀。这种政体的基本特征就是 !以君主不负政治

上之责任为一大原则 ∀。[ 4]
因而,它是一种民主制度

的政体而非专制制度的政体。而梁启超之所以要

给新的机体穿上旧的服装,纯粹出于一种策略上的

考虑 ,即有君主之虚位下,有利于民族团结, 有利于

团结旧人,有利于抑制社会的动乱, 有利于抑制地

方军阀的分裂活动,有利于争取国际舆论。也正因

为他的 !虚君 ∀说与 !共和 ∀说无原则性差别, 所以

当他看到 !虚君 ∀无法实行之时,虽不得已但也比

较自然地倒向 !共和 ∀说了。
其四,立宪政体与政党之关系。在 #政治与人

民 ∃一文中,梁启超就说过:国会是以人民之选举才

得以成立。 !其性质既已为代表国民之意思而申其
利益矣,重以国会既立 ,则政党不得不随而发生 ∀。
政党是某部分国民利益的代表者,由于国民的利益

不同 ,就有不同的政党; 而不同的政党要得到国民

的拥护,又必标举国民之利益 , !既采用以国利民富
为前提之主义以行政治,则其必为良政治而非恶政

治 ∀。一政党执政 ,另一政党在野对它实行监督,不

能兑现其诺言者 ,必受在野者的攻讦 ,所以, 无论哪

个党执政,都会兢兢于国民利益。
[ 9]
当然,梁启超的

这番设想,实是太理想化了。不过就他本人而论 ,

确实想通过政党之竞争,提高国民参政的热情和能

力。因而,从成立政闻社开始, 他一直在实践中探

求着如何建立新型的适合于宪政体制的政党问题。

而他的这一探求至 1913年初所写的 #敬告政党及政
党员 ∃一文中则进而指出:近代意义的政党非古之朋

党,古之朋党以人而非以 !主义 ∀为结合之中心,不许
党外有党而却在党内有党,以阴谋狠戾之手段对待

政敌。而近代政党则全然不同,不同政党间不是敌

我关系,而是有斗争也有合作的关系。梁启超说这

样的党有八大特征,其中, 有一定的组织原则、标举

一贯之主义、代表一部分国民利益又必须符合国民

全体之利益、对内来去自由对外要尊重对方,以及以

光明之手段影响于世之 !团体 ∀, 为最显著之特征。

他说:凡政党政治发达之国家,必有两大政党,两党

各标榜一主义,各自谓国利民福,相争辩、相替代 (政

党轮替 )、相妥协, 一方面使得每一个政党本身得到

除私为公的洗涤,另一方面,使得国民利益逐步地得

到相对的协和。只有这样的政党制度建立起来, 立

宪制度才有可能立于中国大地。
[ 1]

其五,立宪政体与新型政治家之关系。立宪意

味着实行议会制、责任内阁制、政党制等,而这些制

度之实行, 必须有新型的政治家。对此问题的阐

述,实是他坚持新民说思想的深入。他在 1910年 3

月和 10月先后发表了 #立宪政体与政治道德 ∃、
#责任内阁与政治家 ∃、#官制与官规 ∃等文,希望能

够通过这史无前例 (就中国而言 )的立宪运动, 涌

现、选拔一批新型政治家。针对两千年中国官场之

腐败,他竟认为, 新型政治家最重要是品德而不是

才干问题,所以提出一个 !道德立国 ∀的思想, 似乎

等同于今天的 !以德治国 ∀的主张。他认为: 新官

吏最根本的道德是应视自身为人民之 !公仆 ∀。所
谓人民之公仆者 ,既非君主之私臣, 更非以职谋私

之官员。他说: !一国官吏,悉自忘其身之为国民公

仆,而思假公职以牟私利 ,恬然不以为耻 ∀,这岂不
是与旧官吏为一丘之貉!

[ 5]
他又说: !凡政治家所计

划,必须以国家利害为前提 ∀, 要常须挂念 !其身为

国家之公人,将自己一身之利害与国家利害划清界

限 ∀, !惟知国家之利害, 而断无或假国家之力以自

牟其私利 ∀。这种公人、公仆的意识在向立宪国转

折的当儿非常重要, !日本维新之初 ,三条实美岩仓

具视辈 ,柄政十余年 ,其人实碌碌无所短长,然延揽

群英以资挟辅, 卒成其功名。若是者, 虽无政治家

之才能 ,然固有政治家之德量。 #记 ∃曰: %甘受和,

白受采 & ,此之谓也。使他日责任内阁成立之时,得

81



有此等人以尸其位,则吾国民犹或可以食责任内阁

之赐。∀[ 5 ]同时 ,作为立宪党之党员,一定要划清与

朋党之界限, 特别是要以现代文明之手段对待政

敌。他说: !政党者, 必期组织政党内阁。 ∋∋虽然

所求者不过占优势而已,而非谓取异己者之势摧锄

无馀也。又欲占优势, 必出于竞争, 然竞争恒用光

明稳健之手段, 故用诡道阴谋以求胜敌者 ,决非政

党。∀这对中国宪政党党员来说 ,无疑是一种新的时

代精神。因为 !以我国人之道心、之政习, 虽标政党

之名,终不能脱朋党之实 ∀。因而,梁启超特别担心:

政党作为近代世界上的利国之具,在中国说不定会

变为 !覆国之媒∀。所以,他特别提醒 !政党员 ∀,一定
要改掉古 !之道心、之政习 ∀。[ 6]

二、以 !政体改良∀为特色的中国宪政

主义理想的实践者

美国著名学者费正清、赖肖尔在 #中国: 传统与

变革 ∃第十三章第二节 #辛亥革命 ∃中有这样一个

瞩目的标题: !两位领导者 :梁启超和孙中山 ∀。作
者除了表彰梁启超的 !新民 ∀之功外, 还概要地提

到他 1907年之后的功绩: !他于 1907年组织的政

闻社宣扬在维护秩序的情况下推动政治进程。尽

管该社又陷入了以往的两面受敌的境地 受到

清政府和反清革命派两方面的抨击, 但是它对立宪

运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 7]

梁启超虽然不是革命党, 但他同革命党一样 ,

对清政府以及两千余年的专制制度持有批判的立

场。同样,梁启超虽然与革命党人均属反清分子 ,

但他绝不是革命党。所以, 当各省纷纷宣布独立 ,

清王朝即将颠覆之时,他首先想到的是使政局摆脱

革命党的影响,以便在政权的更迭中保持中国政局

之稳定 ,以免重蹈法国大革命后 !不断革命 ∀的覆
辙。 !虚君共和 ∀的设想未能实现, 在孙中山与袁

世凯之间,他宁肯选择宿敌袁世凯,以减弱 !国体革
命 ∀的影响。在 2月 15日袁世凯聘任临时大总统

之后 ,他不仅致电亲表祝贺, 同时还提出通过军政

强人以建立政党内阁和强力政府而对国民实行保

育政策的设想。但袁世凯毕竟是袁世凯,他不可能

按照梁启超和孙中山诸人的意志办事,当他获得了

最高的权力之后,面对着社会风气的败落、政党斗

争的纷乱、内阁的无能,他想不出新的办法来解决 ,

他想做和能够做的就是一步一曲地走回头路,先是

控制内阁,继之派人暗杀革命党首领宋教仁, 直接

引发了二次革命; 1913年 10月袁获得正式总统的

位子后 ,宣布国民党为非法, 并于 1914年 1月 10

日下令解散国会, 停止两院议员职务; 1915年 8月

初,袁氏美国顾问古德诺发表 #共和与君主 ∃, 放出
中国不能行共和之气球 ,数天后即 14日杨度等六

君子在京发起 !筹安会 ∀, 大力推动帝制运动; 年

底,袁世凯宣布恢复帝制, 来年为洪宪元年。他在

表演恢复帝制国体的过程中, 当然不会忘记拉拢

!言论界 ∀领袖梁启超, 梁在相继做了司法总长、币

制局总裁之后,又被列为总统的政治顾问。不过梁

启超也毕竟是梁启超,在有关立宪政治的大是大非

面前,他绝不肯含糊。随着袁氏马脚的败露, 他经

历了一个辞官、进言 ,直到举起反叛旗帜的过程,而

当他身临前线,与他的学生蔡锷将军共同指挥讨袁

护国大军的时候 ,在他人生的政治史上 ,终于写就

了最为光辉壮丽的一页。而在此过程中,有三方面

的思想对后来的历史产生深刻的影响。

其一, 1913年 10月,身为司法总长的梁启超在

为熊希龄 !人才内阁 ∀所写 #政府大政方针宣言书 ∃
中,对以前提出的 !保育 ∀政策进行了具体的发挥。

他在写于 1912年 4月而发表于 12月的 #中国立国
大方针 ∃一文中讲得十分明白:所谓保育政策者,乃

近代国家主义之政策 ,孔子道之以政、齐之以刑,道

之以德、齐之以礼之政策。 !吾国政治之蔽,不在烦

苛,而在废弛。夫烦苛者 ,专制之结果;而废弛者,

放任之结果也。缘专制之结果而得革命,则革命之

后当药之以放任,欧洲是也。缘放任之结果而得革

命,则革命后当药之以保育, 吾国是也。∀ [ 1]
在梁启

超看来 ,保育政策何止是古代休养生息的翻版 ,而

且是经历了 !国体革命 ∀之后亟需用 !富国安民 ∀政
策而药之的大政策, 所以 , 在 #政府大政方针宣言

书 ∃中,除了提出建立现代税收制度和金融体系外,

更重要的还提出了 !实业交通二政, 为富国之本 ∀
的思想 ,因为只有富民才能安定人心, 才能在稳定

的社会秩序中,实行种种政治改良。 !官营事业,惟

择其性质最宜者,乃行开办;其他皆委诸于民 ,不垄

断与争利,但尽其指导奖励之责而已。∀工商固所注

重,但必以农业为先河,一面要设法普及农业银行,

一面要以国力兴修水利。而交通机关, 实政治之命

脉,今路航邮电四政方始萌芽,当训练人才,逐步发

展。
[ 8]
这儿说的固然是经济上的 !保育 ∀,但它却是

政治文化教育保育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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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 1913年 8月 16日, #庸言 ∃ 1卷 18号发

表了梁启超起草的 #进步党拟中华民国宪法草
案 ∃,这份草案比民国临时政府成立时由孙中山起
草的 #中华民国临时法约 ∃前进了一大步, 实为中

国近代宪法之雏形。从表面上看, #临时约法 ∃的
特点在于重 !民 ∀,如它宣布 !中华民国之主权,属

于国民全体 ∀,并将公民种种之权利放在应尽义务

之前 ;而梁启超起草的草案,则较为重 !国 ∀。他批
评 !临时约法 ∀说: ! #临时约法 ∃第二条,采主权在

民说 ,与国家性质不相容,无论何种国体,主权皆在

国家。∀因而他提出 : !中华民国永远定为统一共和
国,其主权以本宪法所定之各机关行之。∀其最高权

力机关为国民特会,即由国民全体所选举出来的代

表组成,这个机构 ,很像我们现在的 !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 ∀,它 !超乎立法、行政、司法机关之上 ∀。他的

主张,表面上看是重 !国 ∀,实际上是把重民的思想落
到了实处,一点也不妨害人民的权利。因而在讲到

人民的权利时,他将 !请愿 ∀放在诸项自由权利之先,

这与 #临时约法 ∃将请愿放在诸项自由权利之后略有
不同。根据历史的经验,若保障人民的权利,必须对

!最高职位 ∀者的权利进行种种限制。所以他明确提

出总统任期为五年,并以 !从美制也 ∀之名,否定最高

职务的终身制;不仅如此,草案还规定: !大总统经国
家顾问院之同意,得解散国会两院或一院 ∀,所谓国

家顾问院由两院正副议长及总统代表五人组成,这

就大大限制了总统的特权。这就是说, 梁启超重

!国 ∀,乃是重 !民之国 ∀,较为充分地显示出建立法
治秩序的意图。这些原则为后来的中国宪法所

效法。

其三,共和国体既然建立 ,那就要设法完善它、

保卫它,防止新的 !国体革命 ∀。当袁世凯复辟帝
制的野心刚刚露头时, 梁启超曾好言相劝 ;经过再

三劝说而毫无效果时, 他拒绝收买和恫吓 ,毅然举

起讨袁护国大旗。 #在军中敬告国人 ∃中说: !启超
实国中最爱平和惮破坏之一人也。当元二年之交 ,

国论纷 ,启超惧邦本之屡摇 ,忧民力之徒耗,颇思

竭其驽骀,翼赞前大总统袁公,亟图建设。以为以

袁公之才居其位, 风行草偃 ,势最顺而效最捷。∀哪

知他居然置国家与万民利益而不顾, 搞起篡国之把

戏, 引起举国上下, 群情激愤, 启超 !遂不得不毅然
决然挥泪沥血从诸贤之后, 以与袁公相见于疆

场 ∀ [ 9]
。而梁启超之所以 !一反常态 ∀, 恰恰是他坚

守一贯立场的表现。这正像他在 #异哉, 所谓国体

问题者 ∃对杨度等筹安会成员所说: !以平生只问

政体不问国体如鄙人者,何为当前此公等第一次主

张变更国体时 (蒋注:指辛亥革命前 )而哓哓取厌,

当今日公等第二次主张变更国体时而复哓哓取厌?

夫变更政体则进化的现象也,而变更国体则革命的

现象也。进化之轨道恒继之以进化,而革命之轨道

恒继之以革命。此征诸学理有然 ,征诸各国前事亦

十九皆然也。是故凡谋取国者惮言革命。而鄙人

则无论何时皆反对革命。今日反对公等之君主革

命论与前此反对公等之共和革命论同斯职志

也。∀ [ 9]
看来, 他今日之 !与袁公相见于疆场 ∀,正是

为了捍卫他的 !政体进化 ∀的宪政主义理想。

三、结语

从君主国体到共和国体,从专制政体到立宪民

主政体,这是一场伟大的社会政治变革。这一变革

的实质是将中国人民的命运从 !异己 ∀ (天 )、专制

(君 )权力的压迫、剥削和残害下解放出来,让他们通

过自己的手为自己建立起富裕、文明、自由、幸福的

生活。这是一项意义深远且又要通过漫长的时间才

能逐步完成的历史使命。这里既需要长期的科学理

性逐步积累,同时也需要一种坚忍不拔、不怕牺牲的

大无畏精神的逐步生长。康有为和梁启超看到了这

场社会改革的艰巨性、长期性和复杂性,所以主张从

政体改良入手。这是他们改良主义立场在宪法学说

中的反映。而就梁启超来说, !政体进化 ∀包含着三
方面的意义:减少旧势力的阻力,培养民众和政治家

们的参政能力以及现代社会所需要的种种素质, 严

防社会陷入不断革命的混乱境地之中。然而,在社

会需要大变动的时期,历史的脚步不可能按照一种

有理性的方案直线前进。梁启超幻想以满清皇族的

让步来保留其虚君之位,但皇族们要的是实而不是

虚。梁启超希望革命者放慢自己的脚步,待各种现

代意识以及参政能力提高到一定的水平后再行 !国
体革命 ∀,但是清政府的顽固态度让他本人都不断地
被激愤,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的情况下,

怎能阻挡人们举起革命的旗帜呢! 20世纪 80年代

之前中国的政治史是国体革命的历史:孙中山的民

主革命还不能解放中国的民众问题,导之以共产党

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还不够, 需

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还不行,需要无

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在这一系列的革命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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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我们将国体定义为是 !哪个阶级掌权 ∀的问题,同

时又将列宁的 !无产阶级专政乃是不受任何法律限
制的政权 ∀的提法奉为圣经,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国体

!一革 ∀变为共党领导的四个阶级联合专政的国体,

即人民民主专政, !再革 ∀变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国体,

!再再革 ∀变成 !无产阶级革命派 ∀专政国体∋∋,执

政者的权力不受任何法律的限制,从而造成了 !无产
阶级文化大革命 ∀这样的空前浩劫。而在经历了种

种磨难之后,我们现在终于认识到 !国体革命 ∀不能
一个劲地搞下去,越搞敌人越多,最后使自己成为孤

家寡人。所以, 20世纪 80年代之后,中国共产党重

提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后,又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

的口号。被历史掩埋了的梁启超如今被我们重新挖

掘出来。总结百年来的历史, 我们深深体会到:在评

价顽固派、革命派和改良派在新旧社会交替过程中

的作用时,最让人费神的是那些改良派人物。顽固

派们既是医治旧制度的 !庸医 ∀,又是扼杀新生力量

!刽子手 ∀,执行着延长旧机体生命的功能;而革命派

为了建立新的社会制度,不能不以自己的血肉之躯

与武装到牙齿的反动派决以死战,因而是新制度的

!催生婆 ∀和 !助产士 ∀。而改良派也是旧制度的一
名 !医生 ∀,但他所开出的药方,与其是为了延长旧制

度的生命,不如说是给正在旧制度的母体中发育的

胎儿提供丰富的营养。由于他们与顽固派一样都是

!医生 ∀,所以现实的革命运动总是将它作为绊脚石

而清扫到社会的边角;然而, 被革命派催生的新制

度,由于是 !不足月 ∀的早产儿,历史不得不一而再、

再而三地将他们请来,让其医治因发育不全的早产

儿而产生的种种社会怪病。如此说来, 改良派实是

新制度的营养师和保健医生。这就是本文所得出的

重要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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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iang Q ichao: Ch inese Constitutionalist Activist Characterized by

!Government Form Evolution∀
JIANG Guang xue

( Ch inese Thinkers Research C enter o fN an jing Univers ity, Nanjing 210000, Ch ina)

Abstrac t: Dur ing the turning period of Ch ina s transfo rma tion from au to cra ticm onarchy to establishing am ode rn dem ocratic

nation, L iang Q ichao, as a m odern politic ian, separated from anc ient re fo rm ists, that is to say, he put the hope of po litica l

change on national movem ent just as those revo lutiona ries. Neverthe less, the fo llow ing are d ifferent from the latter: he empha

sized po litica l fo rm instead of state system, .i e. , he hoped to set up a cab inet respons ible for the par liam ent led bym ode rn po liti

ca l system through nationa lm ovem ent; the cab inet m ust imp lem ent ! nursing po licy∀ to suppo rt peop le s pow er, education and

participation o f public a ffa irs in po litics, econom ics and cu lture so that the who le nation cou ld realize its development into aw orld

pow er in a fair ly stab le soc ia l env ironm ent. There is some th ing revo lutionary in L iang s thoughts so that when Yuan Sh ika iw anted

to imp lem ent sta te system restoration, he started a w ar to defeat Yuan and protec t the sta te.

K ey words: Evo lution o f Governm ent Form; Revo lution o f State System; N ationalM ovem en t; Nursing Po 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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