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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研究]

[编者按] 本栏目刊发的两篇文章 ,系蒋广学先生主持的 晚清学术思想史 研究课题的部分成果。晚清社会是

中国皇权专制的国家制度走向瓦解, 并向近代民主社会过渡的初始阶段。在西方近代思潮的猛烈冲击下, 我国民

族本有的、虽然是十分孱弱且以自发的零散的形式存在的科学与民主思想, 同西方思潮相汇合, 对占统治地位的专

制主义意识形态开展了自觉的批判。而表现在学术思想领域, 晚清社会则是以 天人合一 为核心的思想观念, 以

及 以!易∀经为首其他经史随后,以儒为本其他子学为末 的四部目录体系,被近代科学、民主思想和近代学科形式

所代替、所融解的过程。这一过程是明末清初早期近代启蒙运动的继续, 同时也揭开了中国 20 世纪学术思想史的

序幕:整个 20 世纪中国学术思想史, 都表现为如何突破 中世纪 的影响, 在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教育诸领域向

着近代化和世界化逐步发展和过渡的过程。因而, 研究晚清思想史对于理解中国思想文化的近代化过程有着重要

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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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史学界一般将谭嗣同定位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派或改良运动左派人物, 这一观

点有失偏颇。谭嗣同是一位典型的改良主义者, 其根据有二: 其一, 谭嗣同和梁启超在戊戌变

法时期,其思想均未越出康有为的变法轨道; 其二,在 1898年之后, 惟有梁启超才真正继承了

谭嗣同的思想, 而将谭嗣同奉为旗帜的革命派,其主张与谭的思想只是 形似而实不是 。革命
派扬嗣同而抑康梁, 不仅是对康、梁、谭个人之不公, 而且也混淆了革命派与改良派的真实界

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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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变法以光绪帝被囚、六君子壮烈牺牲和

康有为梁启超亡命海外等重要事件而告失败。康

有为是戊戌变法时期的主帅和旗手; 而谭嗣同与

梁启超一样是参与变法活动的主将, 但声名远没

梁响。然而,当 1904年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正

式走上历史运动的前沿之后, 谭嗣同便成为革命

派的旗帜和对付改良派的重要武器。他们这样做

有一定的理由: 一方面,由于!仁学∀中有着非常激

烈的 民主 论,同时更由于烈士临刑前 有心杀

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 1] ( p. 287)的大

义凛然之举感天动地, 召引着大批青年走上反清

革命的道路。不要说像胡汉民这样的革命政治家

将谭嗣同与康梁分开, 很多学者也认同了谭乃革

命派的观点。欧阳中鹄的孙子欧阳予倩在 1943

年为桂林文化供应社出版的!谭嗣同书简∀所写的

序中说: 戊戌政变是政治改良运动,不算是革命。

但六君子就义, 当时的确给予社会很大的影响。

尤其是一般青年知识分子,因那一回政变的刺激,

从桎梏麻醉中觉悟过来,中国的革命也就急激地

走上了一条新的道路。 欧阳予倩还说: 六君子之

中,似乎以谭先生嗣同为最激烈。在他的著作中,

他对清政府不满的议论颇不明显, 他给我祖父的

信里却公然说满人视中国为傥来之物, 无所爱惜。

可见他骨子里的主张跟保皇党的主张有所不同。

他对于利用光绪行新政, 不过认为是一时的手段。

还有一事为证, 就是他曾秘密把!大义觉迷录∀、

!铁 函 心 史 ∀ 一 类 的 禁 书 介 绍 给

我父亲读。 [ 1] ( p. 534- 535) 由于欧阳予倩特殊的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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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 # # # 他不仅是谭嗣同终生顶礼膜拜的欧阳中鹄

师的孙子,更重要的,是与当初借谭嗣同来攻击康

梁的胡汉民诸公没有任何关系,所以,学术界一直

沿袭他的评价,直到杨廷福在 1957 年出版!谭嗣
同年谱∀时, 仍引用他的评价, 作为自己立论的重

要旁证。[ 2] ( p. 98) 后来, 尽管有王 在!维新运动

史∀、司绶延在!戊戌改良主义运动∀、孙工江、张立

文在!论谭嗣同∀等书中力辩谭的思想并未超越改
良主义之轨,但是,我国学术界的主流, 还是被他

的牺牲精神和反清言词所感染, 认定他为具有革

命思想的改良主义左派人物。周振甫!谭嗣同文
选注∀认为谭嗣同是戊戌变法运动中 最激进的

人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六册认定他是

激进的理论家和哲学家 ,徐义君在!谭嗣同思想

研究∀一书中专立一章: !谭嗣同政治思想 # # # 十
九世纪末叶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思想的最高峰∀,李

泽厚!近代中国思想史论∀(修订本)称谭是改良派

的左翼人物。台湾学者王樾在!谭嗣同变法思想
研究∀一书中,曾将学术界关于谭嗣同政治思想研

究中的不同认识以小注的形式给予分类,指出有

一部分研究者认为, 谭嗣同的思想包含了民主主

义的观点和反清革命思想,实际上确已超过了改

良主义的范围。 [ 3] ( p. 11)

那么,究竟如何来认识谭嗣同的思想属性,以

及确定他在改良运动中的地位呢? 我们认为应该

首先确立这样一个根本性的原则: 评价谭嗣同生

前的思想必须以当时的代表性人物为参照物, 将

他们的核心言行作一一对比, 这样才能做出客观

的结论。当时改良运动的代表人物无疑是康有

为、梁启超。而梁启超自己说过: 启超之学, 实无

一字不出于南海。 [ 4] ( p. 100) 所以,本文特以梁启超

为参照, 分析这两位出身不同、个性不同、师承不

同的人,为什么最后会走到一起;戊戌变法时他们

的主张是否相同;在谭嗣同逝世后,梁启超有无背

叛谭嗣同; 而谭嗣同这面旗帜被革命派抓到手中

之后,他们与谭的思想是否相同,以便恰当地确立

谭嗣同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中的政治地位。

一、谭嗣同与梁启超 小异而大同 

谭嗣同与梁启超是一对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的好朋友。然而,这两位在国家危亡在即,变法势

在必行之时走到一起的人, 又是何等的不同。谭

嗣同为世家公子, 谭家自 20世祖启寰公起, 就以

军功显世。其父谭继洵, 咸丰进士, 先为甘肃道

员,后为湖北巡抚,国家虽处衰世,但这个官宦之

家,仍很富足。[ 5] ( p. 13- 17)梁启超就不同, 他多次说

到: 余实中国极南之一岛民也。先世自宋末由福

州徙南雄, 明末由南雄徙新会,定居焉, 数百年栖

于山谷。祖之伯叔兄弟, 且耕且读。 [ 6] ( p. 15)又说:

启超故贫。濒海而居,世代耕且读,数亩薄田,举

家躬耘,获以为恒。 [ 7] ( p. 24)然而,虽说他们的出身

是谭贵梁贫,但就其童年的生活而言,谭嗣同遍遭

伦理之厄,性情刚烈而豪放;梁启超却生活在温暖

的家庭之中:祖父的循循善诱和同榻之乐,严父和

慈母的舔犊之情和百般关怀, 使他自幼就形成了

仁、勤、慧的品质。[ 8]谭嗣同由于父亲外放到大西

北 13年之久, 虽有良师,但未能受到系统的教育,

唯对船山学情有独钟。在国难当头之时,他迅速

走上了变法之路。梁启超自幼就受到良好的系统

教育,对于经史之学烂熟于心,特别是遇到今文经

学大师康有为之后, 以三四年的时间, 助师治学,

形成了完整的托古改制和学洋改制的变法思想。

当我们简述这两人不同的人生道路却向着一个方

向汇合,即谭嗣同所说的 混两派而并一流 之时,便

可发现:变法是事势之所趋、时代之必然。

那么, 从事变法运动的梁启超、谭嗣同, 除了

共同接受康有为的公羊三世说以及托古改制、学

洋改制的宏大方略外, 其具体的思想有哪些相同

之处呢?

其一, 他们共同确认西方民主学说的普遍价

值,并将西方的平等思想与孔孟学说相接引。 西

政,平等也 , 这是他们的共同口号。他们除了像

康有为那样将平等思想直接移植到!春秋∀之中
外,更与!孟子∀相比附。在 时务学堂 时期,梁启

超有!读春秋界说∀、!读孟子界说∀之作, 认为, 孟

子于六经之中, 其最得力者在!春秋∀, 而孟子之

学,是要由据乱至升平,最后进入太平世。他一再

强调: 孟子于!春秋∀之中,其所传为大同之义 、

孟子言无义战,为大同之起点 、孟子言井田,为

大同之纲领 、孟子言性善, 为大同之极致 、孟
子言尧舜,言文王,为大同之名号 。为落实 大同

义 ,孟子第一是讲求仁义: 仁义二字, 为孟子一

切学问总宗旨∃∃一切义理制度,皆从此出 ;第

二是 保民 : 孟子言民为贵, 民事不可缓,故全书

所言仁政, 所言王政,所言不忍人之政, 皆以为民

也。泰西诸国今日之政,殆庶近之。 第三是均贫

富: 井田为孔子特立之制, 所以均贫富。!论语∀
所谓不患寡而患不均。井田者均之至也,平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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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则也。西国近颇倡贫富均之说, 惜未得其道耳。

∃∃井田之意, 真治天下义第一义矣。故孟子一

切经济,皆从此出。 第四是每个人均有 独立之人

格 : 不动心为孟子内学宗旨。此中下手功夫,复

分三端: 一曰先立乎其大者,二曰养气, 三曰求放

心 。[ 9] ( p. 17- 21)

而!仁学∀一书对于!春秋∀一书也是奉若圣

经。谭氏认为!春秋∀之旨乃为变不平等为平等:

!春秋∀恶君之专也,称天以治之, 故天子诸侯,皆

得施其褒贬,而自立为素王。又恶天之专也, 称元

以治之, 故!易∀、!春秋∀皆以元统天。 [ 1] ( p. 333)
在

谭嗣同的笔下, 孔子成了中国宣传民主思想的老

祖,以及决意实行民主制度的 素王 。而孟子几

乎可以与孔子等身。!仁学∀对于墨、老、荀、庄诸

子,凡有引必明标出处, 独引孟子,多直接地放在

孔子名下,如 孔谓之仁,谓之元, 谓之性 [ 1] ( p. 293)

之句,其 元 字出于!易∀,其表示仁的 性 字就出

于孟子。或者干脆不明 言主 , 但一看就知出于

!孟子∀,如论性的问题, 谭嗣同说: 生之谓性, 性

也; 形色天性, 性也; 性善, 性也; 性无, 亦性

也。 [ 1] ( p. 300)谭嗣同所提出的性善论的命题实出

!孟子%告子上∀,其中关于 生之谓性 之语,表明

孟子的性善论, 与食色之性并不矛盾,这就澄清了

宋明理学家将存天理灭人欲之观点强加在孟子头

上的错误观点。特别是!仁学∀二十九节,径直地

说: 孔学衍为两支: 一支为曾子传子思而至孟子,

孟故畅宣民主之理以竟孔之志 。[ 1] ( p. 335) 而最后

讲到以大丈夫之气慨普度众生之时,再次引用!孟

子%万章下∀ 使先知觉后知, 使先觉觉后觉

也 。[ 1] ( p. 369)这说明, 谭、梁共同认为孟子为民主

思想的积极鼓吹者。

其二,他们都批判两千年的专制主义制度,因

而都把批判的矛头指向荀子。谭嗣同批荀子为乡

愿: 二千年来之政, 秦政也,皆大盗也; 二千来之

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 惟乡愿

工媚大盗也。 [ 1] ( p. 337)
梁启超何尝不是如此。他

们为什么同批荀子? 其重要原因之一, 就是共同

修补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的理论与中国中央集权

专制制度始点之间存在的矛盾。康有为将孔子作

为托古改制的 素王 , 而最初以明确的语言给予

孔子这一崇高地位、且给后世有极大影响者则是

董仲舒。因而, 康有为撰!董氏春秋学∀,力发素王

孔子变不平等为平等的改制之义。又是谁彻底地

改变了孔子变不平等为平等的初衷呢? 作为一位

经学家,康有为不可能在董仲舒之前来找罪魁祸

首。所以他找到了力主改今文经为古文经的刘

歆。这在康有为来说, 是顺理成章的事。但这里

也留下了一个漏洞: 难道中国高度集权的专制制

度真的起于王莽新朝吗? 显然不是, 是起于秦始

皇。康有为忙于构建鸿篇巨制, 就把这个支节问

题留给了他的弟子梁启超。

梁启超在!新学伪经考%序∀中说: 孔子之道

湮昧久矣。孔子神圣与天地参,制作百王之法,小

大精粗,其运无乎不在。自荀卿受仲弓南面之学,

舍大同而言小康, 舍微言而言大义, 传之李斯,行

教于秦, 于是孔子之教一变。 [ 10] ( p. 61) 在!读孟子

界说∀中他又说:汉兴,群经皆传荀子,十四经博士

大半属荀学,从东汉至六朝及唐, 皆从荀学中之

一派讨生活矣 ,二千年来无人知孟子, 其间虽有

韩愈倡之、宋儒和之,但孟子经世之大义, 无一人

能言者, 其所持论, 实则摭荀学吐弃之余而

已 。[ 9] ( p. 21)
这样就把康的漏洞补上了。

而谭嗣同也在做这方面的工作。他说: 方孔

之初立教也,黜古学, 改今制, 废君统,倡民主, 变

不平等为平等,亦汲汲然动矣。岂谓为荀学者,乃

尽亡其精神,而泥其粗迹,反授君主以莫大无限之

权, 使得挟持一孔教以制天下! [ 1] ( p. 337)他说: 在

孟、庄之后, 孔学无传人, 荀乃乘间冒孔之名,以

败孔之道。曰: &法后王, 尊君统。∋ 以倾孔学也。
曰: &有治人, 无治法。∋ 阴防后人之变其法也。又

喜言礼乐政刑之属, 惟恐箝制束缚之具之不系也,

一传而为李斯,而其为祸亦暴著于世矣。 后至王

莽, 竟以经学行篡弑矣, 刘歆术之于下,又窜易古

经以煽之矣。 [ 1] ( p. 335- 336) 于是, 康氏在理论与实

际之间所存在的矛盾就被梁、谭给予修补好了。

其三, 在维新变法的活动中, 梁启超长于

言 ,而谭嗣同则多于 行 , 然均未越康有为 托

古改制 以及 学洋改制 之图轨。百日维新可以

说是从议变学制开始, 至议设勤懋殿止。检梁启

超!时务报∀共发 论说 50篇, 竟占 69册 100篇

论说 的一半。[ 11] ( p. 737- 740)其!变法通义∀除了论

述不变法之害, 而变法务必越出洋务派器物更新

的界限而进入政治领域之外, 讲得最多的则是两

项:其一是变科举立学校, 以此推动官制改革;其

二是兴西学, 诸如!论译书∀、!西书提要农学总

序∀、!西学书目表∀、!西学书目表例∀、!西学书目

表后∀等。而谭嗣同在湖南新政期间,将器物更新

与政治变法一并而行之。他在!壮飞楼治事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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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全面地阐明了他的变法主张。有学会篇、平权

篇、变科举篇、变法律篇等, 其旨在于向民主政治

制度发展, 而其策略则是: 吾即今日之法, 程其

功,责其效, 求其无变法之名而有变法之实,则又

未始不可以有为也。 [ 1] ( p. 437)而从事这些活动,他

都是积极推荐、援引梁启超一道参加。所以, 在兴

办著名的 时务学堂 、南学会、!湘报∀等体现湖南

新政标志的活动中,均有他们两个人的身影。同

时,他们两位都是以 墨徒 自命, 梁启超自号任

公,而谭嗣同则以强聒不舍和磨顶放踵利天下之

精神鼓舞湘士, 以完成变法之大业。故而,在戊戌

变法期间, 谭嗣同与梁启超在 变法思想 的层面

上,难分伯仲。当然, 就其声名而言,梁启超的影

响则更大一些。

苏舆编辑的!翼教丛编∀是一份从保守派角度
批评当时湖南新政时期改良派活动的历史资料,

其批判的主要对象是康梁。资料在其序中列数梁

启超张其师说, 伪六籍,灭圣经也; 托改制、乱成

宪也、倡平等, 堕纲常也; 仲民权, 无君上也;孔子

纪年, 欲人不知有本朝也 等罪状, 又在他们搜集

的!湘绅公呈∀中, 仍将梁作为主要的攻击对象:

广东举人梁启超,承其师康有为之学, 倡为平等、

平权之说 ; [ 12] ( p. 1)在其后也带上了谭嗣同等人:

谭嗣同、唐才常、樊锥、易鼎辈,为之乘风扬波,肆

其簧鼓 。[ 12] ( p. 149)
足见当时谭氏之影响实在梁氏

之下。

二、梁启超是谭嗣同思想的积极继承者

百日维新失败后,于当生当死之际,谭嗣同以

长兄之身份对自己和梁启超之 天职 作了明确的

分工: 不有行者, 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 无以酬

圣主。今南海之生死未可卜, 程婴杵臼, 月照西

乡, 吾与足下分任之。 说罢便与梁一抱而

别。[ 1] ( p. 556)在狱中待刑之际, 又留书于梁: 嗣同

不恨先众人而死, 而恨后嗣同而死者之虚生也。

啮血书此,告我中国臣民,同兴义愤,翦除国贼,保

全我圣上。嗣同生不能报国, 死亦为厉鬼,为海内

义师之助。卓如未死,以此书付之,卓如其必不负

嗣同、皇上也。 [ 1] ( p. 519)

梁启超是一位不负情的人。他亡命日本后,

不仅将!仁学∀公布于世, 更为重要的,是他在弘扬

和继承着谭嗣同的精神和维新事业。最为突出的

有三点。

其一,积极开展墨学研究,力发谭嗣同所注重

的墨子科学精神和磨顶放踵利天下的大无畏精

神。谭嗣同曾说: 墨有两派: 一曰&任侠∋ ,吾所谓

仁也,在汉有党锢,在宋有永嘉,略得其一体;一曰

&格致∋ , 吾所谓学也, 在秦有!吕览∀, 在汉有!淮
南∀, 各识其偏。仁而学, 学而仁,今之士其勿为高

远哉! 盖即墨之两派,以近合孔、耶,远探佛法,亦

去汰矣。 [ 1] ( p. 289)这段话的含义十分丰富:墨学被

相对地分为仁、智两层内容, 只有合二者才是全

墨;从历史上看, 研究者多偏其一端,现在是将它

们合起来进行研究的时候了; 而这个研究又不能

仅以墨论墨,必须引援佛耶,探其精义也。毫无夸

张的说, 谭嗣同的这段话, 成了 1904 年梁启超著

!子墨子学说∀和!墨子之论理学∀的基本导因之

一。

梁启超在!子墨子学说∀的序言感叹道: 今举

中国皆杨也。有儒其言而杨其行者, 有杨其言而

杨其行者,甚有墨其言而杨其行者,亦有不知儒不

知杨不知墨而杨其行无意识之间者。呜呼! 杨学

遂亡中国,杨学遂亡中国。今日救之, 厥惟墨学,

惟无学别墨而学真墨。 [ 13] ( p. 1)!子墨子学说∀首章

为!墨子之宗教思想∀,而在这一章中,又将非命放

在重要地位,他特别强调: 物竞天择一语,今世稍

有新知识者,类(疑&颇∋ 字之误 # # # 作者注)能言

之,曰优胜劣汰, 曰适者生存。其事属于自然, 谓

为命之范围可也。虽然, 若何而自勉为优者适者,

以求免于劣败淘汰之数, 此则纯在力之范围,于命

丝毫无与者也。 他又说: 墨子曰: &命者暴王作

之。∋ 至言哉,至言哉。吾以为命说之所从起,必自

专制政体矫诬物竞、壅窒物竞始矣。 从科举制度,

到纲常学说,无一不窒息竞争,结果把人的创造力

都扼杀了。现在文明社会一日千里的发展,命在

何处? 所以,世运愈进, 而命说愈狼狈失据,岂待

问矣。墨子非命,真千古之雄识哉。 墨子之非命,

更有佛之业力说可作奥援。 佛说一切器世间有

情世间, 皆由众生业力所造, 其群业力之集合点,

世界也,社会也。而于此集合点之中,又各自有其

特别之业力,相应焉以为差别,则个人是也。故一

社会今日之果,即食前此所造之因;一个人前此之

因,亦即为今日所受之果。 此道理说明了什么?

有力无命也, 藉曰有命, 则纯为自力所左右者也。

呜呼, 佛其至矣, 使墨子而闻佛说, 其大宁可量

耶。 [ 13] ( p. 14- 17)而!墨子之论理学∀简述了!墨经∀

逻辑学方面的成就, 叹言: 以全世界论语学一大

祖师, 而二千年来, 莫或知之, 莫或述之, 若鲁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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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其亦空谷足音也已。惜其所著, 今亦亡, 无以

助我张目。吾草此篇, 恨不能起其人于九原而共

语之也 。[ 13] ( p. 71) 所以,梁启超借助西学和佛学知

识,又围绕着造就新民、改良国民人格 和提高民
族自信心而进行的墨学研究, 实是在执行谭嗣同

的遗愿。

其二,积极开展佛学研究,力发 微生灭 、齐

生死的宗教精神。在戊戌时期, 梁启超虽信佛而

未曾论佛。纵论佛者,谭嗣同是也。梁称谭为 晚

清思想界之彗星 , !仁学∀之作,欲将科学、哲学、

宗教冶为一炉, 而更使适于人生之用,真可谓极大

胆极辽远之一种计划。 他 治理佛教之&唯识宗∋、

&华严宗∋ ,用以为思想基础,而通之以科学。又用

今文学家&太平∋ 、&大同∋ 之义, 以为&世法∋ 之极

轨,而通之于佛教。 梁启超评之曰:!仁学∀虽有许
多驳杂幼稚之经, 但 其尽脱旧思想之束缚,戛戛

独造, 则前清一代, 未有其比也 。[ 14] ( p. 74- 75)梁启

超这样讲、这样评当然是正确的。但再做进一步

的归纳,可以看出,谭嗣同则着重探讨了佛学与群

治(含升平之民主制、太平之大同制)之关系, 也就

是由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转折过程中佛家 世间

法 与 出世法 之关系。谭认为: 虽不可感,但却

无所不通、无所不在的 以太 , 实是一切法之基

础;从 世间法 来说,从 以太 推演到 仁 ,便产

生了对纲常学说和专制制度的批判, 产生了对遍

通、平等理想的追求,主张无论是 升平 或是 太

平 , 均应为人与人平等、国与国平等的社会; 而从

出世法 来说, 大同世界的目标, 要以佛教之 微

生灭 (即超越生死轮回)的道路来完成,即每一位

先觉者,均须怀着菩萨度人度己之胸怀,提高全民

族的挽救 世劫 之心力, 第一步实现升平世, 最后

进入太平世。这种 转出世法为世间法 的应用佛
学,包含着佛学革命的思想。(

而梁启超 1902年后明确提出宗教革命的主

张。他写的!论佛教与群治之关系∀, 提出了几个

重要观点:佛教之信仰乃智信而非迷信、乃兼善而

非独善、乃入世而非厌世、乃无量而非有限、乃平

等而非差别、乃自力而非他力。[ 15] ( p. 45- 52)这实际

上是谭嗣同主张的延续。特别是!余之死生观∀一

文,将!仁学∀关于世界统一于众生心、真如心、灵

魂,它不生不灭, 和作为世界一部分的人身,处在

乍生乍死的无限序列之中,故当舍生忘死,以普度

众生的观点, 做了进一步的发挥。他说: 综诸尊

诸哲之异说, 不外将生命分为两界: 一曰物质界,

一曰非物质界。 物质界即由一个个物体构成的可

感世界,依佛家言为 无明 所生幻象, 它乍生乍

灭,刻刻不息; 非物质界, 即精神也, 前有所继, 后

有所承, 代代相续, 其中有众生心、真如、实相者

存。作为总体的众生心、真如,它存在于社会整体

之中,用我们今天比较容易理解的话说,可以称之

为社会精神、世界精神、宇宙精神;而作为众生心

一部分的个性之精神, 这种精神不仅可以代代遗

传,而且与世界精神相益相荡、相磨相长。所以,

凡物质的东西皆死, 每个人的身必死, 此 吾辈皆

死 也; 一个人死了, 但精神可存, 所以, 死中又有

不死者, 这不死之精神代代相续, 无有终止,故为

真我 。 我所庄严者, 当在吾本家。逆旅者何?

躯壳是已; 本家者何? 精神是已。吾精神何在?

其一在么匿体(个体 # # # 引者注) , 将来经无量劫

缘以为轮回, 乃入无余涅 ,皆此物焉, 苟有可以

为彼之利益者, 虽靡其躯壳不敢辞也。其一在拓

都体, 此群焉、此国焉、此世界焉。我遗传性所长

与以为缘而靡尽者也。若有可以为彼利益者,虽

靡其躯壳, 不敢辞也。 这是!仁学∀之翻版。梁接

下来又说: 夫使精神与躯壳可以两全之时也, 则

无取夫戕之,固也;而所以养之者, 其轻重大小,既

当严辨焉。若夫不能两全之时,则宁死其可死者,

而毋死其不可死者。死其不可死者, 曰心死。君

子曰: 哀莫大于心死!  [ 16] ( p. 6- 12)
谭嗣同为度 心

死之人 而死的精神, 在梁启超的笔下又闪耀出

来。

其三,梁启超的 新民说 亦是沿着谭嗣同 普
度众生 、以心挽劫 的思路而来; 既然是沿谭氏

而来,所以 新民说 中尚武精神、勇于牺牲的精神

便占有重要的地位。必须明白: 谭嗣同很早就提

出过 新民 的任务。在!)湘学∗后叙下∀,谭氏提

出:中国必须实行新政, 其所以为新之具不一,而

假民自新之权以新吾民者,厥有三要 : 建学堂、学

会和办报纸,以 新 民之心,即提高全民族的思想

觉悟。
[ 1] ( p. 418)

梁启超在数年后的

( 谭嗣同的佛学思想,与给他以深刻影响的杨文会相一致。杨文会说: 先圣设教,有世间法,有出世法。黄帝、尧、舜、周、孔之道,

世间法也,而隐含出世之法;诸佛、菩萨之道,出世法也,而亦该括世间法也。 见黄夏年主编:!杨仁山集∀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年,

第 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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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说∀中发展了谭嗣同的主张。他在 叙论 

中,从世界发展大势以及国与民之关系出发, 探讨

了 新 民之由。他说:地球自初有人类以来, 其国

家何止千万,而至今只有百十个国家;这百十个国

家,在相互竞争的大势中,也只有几个国家能立于

不败之地而左右世界, 这是何因呢? 是地理条件

吗? 不是, 是看这几个国家的人民啊。他说: 吾

知其由,国也者, 积民而成。国之有民,犹身之有

四肢五脏、筋脉血轮也。未能四肢已断、五脏已

瘵、筋脉已伤、血轮已涸, 而身犹能存者;则未有其

民愚陋怯弱涣散混浊, 而国能立者。故欲其身之

长生久视,则摄生之术不可不明;欲其国之安富尊

荣,则新民之道不可不讲。 [ 17] ( p. 1)新民之道, 就是

度国人至自由民主之道。这个使国人免受浩劫的

理论包括提高国民公德、树立国家思想、自由思

想、权利观念和义务观念,乃至长民气、增毅力、提

高政治能力和崇尚武德。梁启超在写!新民说∀的

同时,还编撰过!德育鉴∀以及摘编过!明儒学案∀,

就是要用阳明心学, 来救治已经麻木到了极点的

国人之心。这是!仁学∀与新形势, 以及与梁启超

新学到的知识的结合。而在这些结合中,大无畏

的英雄精神, 始终占有重要的地位。梁说: 尚武

者,国民之元气, 国家所恃以成立,而文明所赖以

维持者也。卑斯麦之言曰:天下所可恃者非公法,

黑铁而已, 赤血而已, 宁独公法之无足恃。立国

者,苟无尚武之国民,铁血之主义, 则虽有文明、虽

有知识、虽有民众、虽有广土, 必无自立于竞争剧

烈之舞台。 [ 17] ( p. 108)于是乎, 梁启超又写下了!子

墨子学案∀、!中国武士道∀、!袁崇焕传∀及!斯巴达
小志∀等等, 这些著作的字里行间, 都能看到轻生

忘死的谭嗣同的影子。

三、谭嗣同并非革命派,恢复其本来面目

对于正确总结历史经验意义重大

正当梁启超深入发挥谭嗣同的思想,阐发新

民说的时候,中国思想界发生了特别重大的事件,

即在唐才常发动的勤王起义失败后, 以孙中山为

首的革命派走上了历史舞台。开始的时候,两派

的界限并不十分鲜明, 梁启超还想争取孙中山加

入康门,而兴中会也列谭嗣同、唐才常、毕永年、梁

启超以及!清议报∀同仁韩文举、欧榘甲等人为同

志。[ 18] ( p. 150)然而,在康有为的干涉下,特别是由于

1903年梁启超东游北美大陆之后, 其思想急速变

化,他不再鼓吹 革命 , 反而以革命派为 论敌 。

所以, 改良派(此时称为保皇党)与革命派产生了

大论战。在此过程中, 革命派不相信谭嗣同刑前

曾有过 翦除国贼, 保全我圣上 ,以及 卓如其必

不负嗣同、皇上也 等遗言。曾任!民报∀社长的胡
汉民多次发表演说, 宣传谭与康梁不和;章太炎一

边写!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一边称赞谭嗣同卓厉

敢死; 革命军马前卒 邹容,曾把谭嗣同的遗像置

于案前,并题 赫赫谭君故,湘湖士气衰。惟冀后

来者, 继起志勿灰 一诗于遗像上; 著名资产阶级

民主革命的宣传家陈天华在!猛回头∀中亦称谭为

轰轰烈烈为国流血的大豪杰 。相比之下,梁启

超作为保皇党的二号头目,在革命派的心中黯然

失色。然而,只要我们将革命派的 三民主义 与

谭嗣同的思想相比较就能看出: 两者之间, 只是

形似而实不是 。
首先, 谭嗣同的反清言论与革命派 民族主

义 的种族革命存在着天壤之别。这里有两点必

须明白。一是谭嗣同的 反清言行 不是他个人
的,当时的梁启超也是如此。这是有案可查的。

苏舆所编的!翼教丛编∀中搜罗了梁启超对学生作

业的批语: 屠城屠邑,皆后世民贼之所为。读!扬

州十日记∀,尤令人发指眦裂。故知此杀戮世界,

非急以公法维之, 人类或几乎息矣。 !翼教丛编∀

的编者案曰: !扬州十日记∀之言, 明季遗老之言

也。不思二百余年之深仁厚泽, 而执明季一人之

言,以为民贼乎? 是亦贼民而已矣。 [ 12] ( p. 145- 147)

而梁启超自己在!清代学术概论∀中也说得十分明

白: 启超每日在讲堂四小时, 夜则批答诸生札记,

每条或至千言, 往往彻夜不能寐。所言皆当时一

派之民权论, 又多言清代故实,胪举失政, 盛倡革

命。 又说: 先是嗣同、才常等, 设&南学会∋ 聚讲,

又设!湘报∀、!湘学报∀, 所言不如学中激烈,实阴

相策应。又窃印!明夷待访录∀、!扬州十日记∀等

书,加以案语, 秘密分布, 传播革命思想,信奉者日

众,于是湖南新旧派大哄。 [ 14] ( p. 69) 所以, 康、梁、

谭、唐,当时在私下均有反清言行。前边所提及的

欧阳予倩所说的谭嗣同秘密地将反映清代雍正年

间文字狱事件的!大义觉迷录∀和记述南宋灭亡后

士人反元心态的!铁函心史∀, 均不越这个范围。

问题是这种反清言行一拿到公开发表的论著中,

就不能不 阴相策应 , 即采用曲折的言辞。所以

在评价谭嗣同的激进时,不能简单地将他私下的

言行, 与康梁(特别是梁启超) 阴相策应 的曲折
言辞相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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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不论是谭嗣同还是梁启超,他们在私下

所表达的反清言论, 并不妨碍他们借助开明皇帝

实现改变的现实主张。后来, 即在 1900 年, 谭嗣

同的挚友唐才常在康有为和梁启超的支持和策动

下,组织自立军准备举义,但是他所举的旗帜仍然

是勤王。所以, 我们没有理由将谭嗣同在私下所

表达的或像!仁学∀那样尚未公开的 反清 言论,

看作与后来的革命派所提倡的种族革命一样。

其次,谭嗣同在!仁学∀中所表达的激烈的 民

主论 , 并不等同于后来革命派的民主主义。的

确,在!仁学∀中, 谭嗣同有着非常激烈的民主论:

法人之改民主也,其言曰: &誓杀尽天下君主, 使

流血满地球, 以泄万民之恨。∋ 朝鲜人亦有言曰:

&地球上不论何国,但读宋、明腐儒之书,而自命为

礼义之邦者,即是人间地狱。∋ 夫法人之学问, 冠绝

地球,故能唱民主之义,未为奇也。朝鲜乃地球上

最愚暗之国,而亦为是言, 岂非君主之祸, 至于无

可复加, 非生人所能受耶? [ 1] ( p. 342- 343)
而梁启超

虽然坚持 民主论 的总方向, 但自 1903年访问美

洲大陆后,他从美国华人社团、社区的状况中看到

了中国目前尚缺少实行民主的政治条件,即认为

中国人 有族民资格而无市民资格 ; 有村落思想

而无国家思想 。特别是没有现代民主、权利与义

务意识,真地要实行起 民主 ,势必天下大乱。梁

启超虽明知这是 刍狗万物之言 , 但他还是不厌

其烦地陈列 专制安而自由危,专制利而自由害之

明证 的证据, [ 19] ( p. 121- 126)而后不久,竟又提出了

开明专制论,这在革命派看来,梁启超无疑是对谭

嗣同思想的背叛。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一个事实,即谭嗣同对于

民 的态度,是与梁启超相同或起码是十分相近

的。他们都同情百姓之苦难, 但他们对老百姓的

所谓 素质 问题,均持有否定的看法。在!上欧阳

中鹄书∀和!报贝元徵∀中,谭都写道: 今有亡国之

民 。所谓亡国之民者, 烧教堂, 打洋人,明知无

益,而快于一逞。 从各地的教案,到迷信风水而反

对开矿、阻止铺设电线等等,有这样的国民,怎能

不亡国家呢! [ 1] ( p. 152)

至此, 我们有必要将孙中山的民主主义革命

论的落脚点作一说明。孙中山谈论中国可以进行

暴力革命的基本出发点就是认定革命与民众到底

是否已经具备了民主政治所需要的素质并无关

系。他在 1905年宣传 本党 之三大(民族、民权、

民生)主义时,明确提出: 有谓&各国皆由野蛮而

专制,由专制而君主立宪, 由君主立宪而始共和,

次序井然,断难躐等。中国今日亦只可为君主立

宪,不能躐等而为共和∋。此说亦谬。于修筑铁路

可以知之矣。铁路之汽车始极粗恶, 继渐改良。

中国而修铁路也,将用其最粗恶的汽车乎,抑用其

最近改良的汽车乎。于此取譬, 是非较 然矣。

且夫菲律宾之人, 土番也, 而能拒西班牙、美利坚

二大国,以谋独立而建共和。北美之黑人,前者皆

蠢如鹿豕,今皆得为自由民。言中国不可共和,是

诬中国人, 曾菲律宾人北美黑奴之不若也, 乌乎

可! 所以吾侪不可谓中国不能共和,如谓不能,是

反乎进化之公理也, 不知文明之真价也。 [ 20] ( p. 5)

而由此说来,孙中山的这番主张,实与当年谭嗣同

所谓 有亡国之民 的思想根本不同。

其三,谭嗣同道归为一、天下大同的思想与后

来革命派以国有的方式解决民生问题的 社会主

义 思想, 也是不同的。谭嗣同是一位世界主义者

而不是民族主义者。( 他是要通过尽变西法之路,

来逐步实现世界大同的目标。不可否认的一点,

就是谭作为中国具有改革思想和反对专制主义的

政治家,其平均思想中无疑包含着绝对平均主义

的一面,但问题的要害不在这里,而在于可否通过

国有 的方式来实现均富的目的。孙中山是位国

有主义者,认为只要实现了土地国有,国家的一切

问题就迎刃而解。而谭嗣同却清醒地指出过官办

事业之失。在!报唐才常书∀中, 针对有人提出官

办矿山的主张, 他明确地说: 嗣同极不谓然。中

国所 以 不 可 为 者, 由 上 权 太 重, 民 权 尽

失。 [ 1] ( p. 248)在!报贝元徵∀中, 有一段不被人注意

的话: 商务者,儒生不屑以为意, 防士而兼商,有

背谋道不谋食之明训也。然此不惟中国防之,西

人亦何独不然? 官自官,士自士,商自商, 仕宦而

货殖者有常刑。富商虽挟敌国之赀, 不少假以名

位。其称商学商部, 特研究商务之赢绌, 而时消

息, 以匡救之, 非以其身逐什一也。 [ 1] ( p. 220) 政府

官员只做政事,商由商家自己做, 可以说, 这是梁

启超后来与!民报∀派辩论 国有制 问题时所坚
持的立场之一。因而, 不能笼统地将谭嗣同世界

(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 !仁学∀之政论,归于&世界主义∋ 。 见朱维铮:!梁启超清学史二种∀, 第 77页。张灏在!烈士精神
与批判意识∀ (台北:经联出版公司, 1988年)一书中,曾发挥了梁的这一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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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的思想与孙中山的国有论等量齐观。

在我们分析谭嗣同的思想与后来革命派的思

想之异时,人们不必感到奇怪,因为直到谭嗣同逝

世,中国还没有发生所谓革命与改良之争。李提

摩太根据当时的传闻而记录谭在临行前的豪言壮

语: 为了救国,我愿洒了我的血。但是今天每一

个人的牺牲,将有千百人站起来继续进行新的工

作,尽其忠诚去反抗篡夺。 [ 21] ( p. 566)
尽忠反篡 ,

最合乎他当时思想的境界。这说明他到最后,仍

然是一位典型的(而非是或左或右的)改良主义政

治家。

革命派抬高谭而压抑康梁, 造成了一个历史

性的后果,即在大半个世纪中,搞乱了革命派和改

良派的真实界限。须知, 划分改良与革命的标准,

并不在于 志行 、品德、性情, 以为改良派都是一

些胆小鬼、变节者;也不在于是否主张流血牺牲,

乃至武装起义, 谭嗣同的挚友唐才常所领导的勤

王起义,正是在康梁的发动和支持下进行的, 后来

的 护国战争 也是梁启超和他的学生蔡锷领导

的,这说明改良派并不一味地反对武装起义, 只是

不把它作为主要的手段罢了; 划分革命派与改良

派的标准更不在于要不要在中国实现民主制度。

区别他们的主要标准(虽不是惟一的标准)是以渐

进的方式实现民主革命的目标呢, 还是用较为急

速的、通常是暴力的方式达到目的。我们今天说

明这一点并不是一味地为改良派辩护。梁启超

!释革∀一文指出: 改良 Reform、革命 Revolution均

含 革 义, 前者主渐、主部分, 而后者主顿、主全

体; 其事物本善,而体未完法未备,或行之久而失

其本真,或经验少而未甚发达,若此者, 利用Ref. ;

其事物本不善,有害于群, 有窒于化, 非芟夷蕴崇

之,则不足以绝其患,非改弦更张之, 则不足以致

其理, 若是者,利用 Revo.。此二者皆大!易∀所谓

革之时义也。 [ 22] ( p. 40- 41)因而,革命派与改良派并

不绝对对立,在通常的情况下,当是你中有我而我

中也有你。是采用革命的手段还是改良的手段,

惟由社会发展的客观进程和当下的客观形势所决

定。由于在1905年之后,革命派们搞乱了两者的

界限, 其后数十年学术界又习惯地接受了革命派

们划分两派的标准, 造成了对改良派的全面否定。

所以,恢复谭嗣同典型的改良派的形象,公正地对

待康梁,无论是在理论上或是实际上,都是十分必

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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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Problem in Southern

Jiangsu Land Reform

CHEN Xiao jing
(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China)

Abstract: The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problem was an important one that arose in the land reform in south

ern Jiangsu. The solution to this problem not only affected the smooth going of the land reform, but was decisive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y in southern Jiangsu. The policies made and executed to protect industry and com

merce in southern Jiangsu not only went with the real local conditions, but boosted the social stability and continuous

economic development .

Key words: sunan; land reform; industry and commerce;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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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n Sitong: a Typical Reformist

HE Wei dong1, JIANG Guang xue2

( 1. Department of Advertisement, Nanji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Nanjing 210003, China;

2. Research Center of Chinese Thinkers,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China)

Abstract: Historians usually regard Tan Sitong as a bourgeoisie democratic revolutionary or a leftist among the

reformists, but this opinion is biased. Tan was a typical reformist, for 1st, his and Liang Qichao∋ s thoughts never

went beyond Kang Youwei∋ s reforming ideas in the period of reformation; 2
nd

, only Liang truly inherited Tan∋ s

ideas after 1898 while the revolutionaries, who viewed Tan as the vanguard, were only superf icial similar to Tan in

thoughts while at odds with Tan in fact . The revolutionaries∋ praise of Tan above Kang and Liang not only did un

justice to Kang, Liang and Tan, but slurred the real demarcation between the revolutionaries and the reformists as

well.

Key words: Tan Sitong; reformist ; revolutionary; true to the monarch and against usurpation; the Revolution

against Manchou Rul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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