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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广学

回顾晚清这段历史可知：其

一，中国近代史是由一批批

“ 知识精英”引领、发动的，他们是时代

的先锋；其二，因各自的背景不同，其

救亡图存之“ 方”互有差异，他们或相

互鼓舞，或相互博弈，甚至是相互批评

和“ 攻奸”，但正是这些异同，使中国近

代史凸现出波澜壮阔的场景和丰富多

彩的画面。研究梁启超的师友之道，恰

好可以认识这些时代先锋的共同爱国

心志和迥异的做人风貌。

康梁结缘始于西学

梁启超 1873 年生于濒海傍山的

边陲小镇新会县茶坑村“ 十代耕读”之

家，由于严父的精心培养，12 岁成秀

才、17 岁中举人。如果不是 1890 年京

试落榜、回程路经上海购得《 瀛环志

略》，“ 始知有五大洲各国”，他必定要

沿着科举之路走下去，以获高官厚禄：

一年前在广州乡试时，其优异成绩深

得主考官二品尚书李端棻的赏识，将

其堂妹许配给他，按其常规，首次落榜

后当重读帖括之学，准备下次京试再

售。然既知世界五洲而面对大量西书

“ 以无力不能购也”的梁启超，其心时

时作痒，闻首倡变法而又西学颇富的

康有为“ 新从京师归”，何不前往一拜？

康长梁 15 岁，出身于因镇压太平

军有功而暴发的新贵之家，11 岁在祖

父的官舍读到前线战报，便“ 慷慨有远

志矣”；在梁启超出生的第二年（ 1874

年），他便读到《 瀛环志略》、《 地球图》

等，从此“ 知万国之故，地球之理”，其

后将中西学融会贯通，开始了理论创

制；1888 年惊闻中法战争前方失利的

消息，他立即以《 为国势危蹙，祖陵奇

变，请下诏罪己，及时图治》为题给皇

帝上书，提出外国列强靠着突飞猛进

的国力已经把世界各地瓜分完毕了，

如今他们虎视眈眈，合起伙来侵略我

国，对这“ 非常之变局”，皇帝应下“ 罪

己诏”，尽快变法。对于这位目光如此

敏锐、胆略如此壮伟的先觉者，“ 举国

目为怪”。

而急于求得新知的梁启超，顾不

上“ 怪与不怪”了，待康有为新归后立

即前去拜访。本来，少年举人梁启超还

有点自负的本钱，哪知康有为乃以大

海潮音，作狮子吼，谈天说地，纵论古

今中外，整整一天，乃滔滔不绝，这让

梁启超“ 且惊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

惧”，回来后竟彻夜不能寐。康不愧为

中国近代启蒙第一师，所创万木草堂

被现代人讥讽为“ 康党党校”，在此康

氏率众弟子撰成了《 新学伪经考》、《 孔

子改制考》等划时代的著作。前书认为

两千年来中国专制制度乃以伪经为基

础，因而其政权不具备“ 合法性”；后书

则“ 证明”，至圣先师孔子，是一位托文

王而改制的民主政治家和宗教改革

家，他不仅为当世立法，乃为万世立

法，我们今天应该立孔子为教主，进行

民主改革。经过数年之熏陶，对于康有

为这种打着“ 孔旗”反“ 孔旗”的手法，

梁启超可谓已驾轻就熟，在 1896 年 8

月开张的《 时务报》上，他举着孔子及

儒教的旗帜，宣传乃师的变法主张。据

统计，在前后一年多的时间内，他共发

长短文章计 60 篇，其中“ 论说”50 篇，

大谈“ 西国立国之本末，合于公理，而

不戾于吾三代圣人平天下之义”。一时

间，国情聚变、民情风动，时人并称康

梁，而“ 从通都大邑到边陲乡寨，无人

不知有新会梁启超者”。

虚心接受严复的指摘

梁启超与严复初识之细节，已难

以考实，然而较频繁的交往肯定在梁

主编《 时务报》期间。严复长梁 19 岁，

出身于福州一个中医家庭，13 岁考入

船政学校后便学习英语和系统接受西

方自然科学的普及教育；在 1877 年至

1879 年赴英国留学期间，潜心研究英

晚清知识分子或相互鼓舞，或相互博弈，甚至是相互批评和“ 攻奸”，

但正是这些异同，使中国近代史凸现出波澜壮阔的场景和丰富多彩

的画面。研究梁启超的师友之道，恰好可以认识这些时代先锋的共

同爱国心志和迥异的做人风貌

梁启超的师友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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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回国后在天津

北洋水师任职，继续研究并开始翻译

英国近代思想家的著作，深明中国何

以被动挨打之“ 故”。对于《 时务报》鼓

吹变法，他积极呼应，但又对其宣扬孔

圣教以及以儒学附会西方民主学说的

“ 今文经学”手法则深不以为然。此时，

正值他翻译的《 天演论》已经完稿，其

书阐扬物竞天择，优胜劣汰，此乃自然

社会进化之通则，人类社会由野蛮入

文明、由君主制至民主制均是在此规

律的作用下，由民德、民智、民力不断

进化之结果。有此鲜明的历史观念作

依据，他便借评梁《 古议院考》宣传

“《 洪范》之卿士、《 孟子》之诸大夫，上

议院也；《 洪范》之庶人，《 孟子》之国

人，下议院也”之机，写信给予点拨，望

他不要将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相互比

附。同时，更进而批评康梁既变新法，

就不可举孔教，那样，只能束缚人们的

思想，窒息新学的发展。

确实，梁启超及其康门众弟子，

在《 时务报》时期，除了撰文时打着孔

子的旗帜鼓吹变法的思想外，在行为

上，皆奉康有为“ 教皇”，宗教狂热弥漫

一时。严复对“ 康党”的宗教狂热定有

所觉，但他并未采取“ 攻击”的态度，而

是耐心诱导。梁接信后“ 循环往复十数

过，不忍择手”，并感慨道：“ 天下之爱

我者，舍父、师之外，无如严先生；天下

知我而能教我者，舍父、师之外，无如

严先生。”对严复关于孔圣教的批评，

更是由衷的接受。他说：读先生的论教

之语“ 则据案狂叫，语人曰：不意数千

年闷胡芦，被此老一言揭破”。因为自

汉武帝独尊儒术的两千年来，士人之

心思才力，皆为孔教教旨所束缚，不

敢解放思想，今再举圣旗，岂不窒闭

无新学矣？后来的事实证明：严复对

梁的影响深刻而巨大，此后数年间，

梁虽然仍坚持“ 今文学”，但他与乃师

一起通过研究《 天演论》，将其“ 据

乱”、“ 升平”、“ 太平”的三世说同现代

进化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使之成为

新型的历史观；而到了 1902 年，梁公

开反对“ 保教”，而且闭口不谈“ 伪经”

了，在学理上与乃师分道扬镳！———

这当然是后话。而在当时，梁对严也

有很大的帮助，正是在他的协助下，

《 天演论》数章于《 时务报》发表，从

此，“ 物竞天择、优胜劣汰”成了中国

人变法图强的划时代的口号。

爱国激情升华谭梁友谊

如果说梁、严之交，驱使梁迅速朝

理性的方向转变的话，而他与谭嗣同

的结友则充满了感情色彩。谭长梁 8

岁，与“ 南海一岛民”的启超相比，他的

出身要高贵得多———其父乃二品大

员。然而，嗣同生母早故，“ 遍遭纲伦之

厄”，性烈气张，六比科场皆落榜下，故

生下冲破天罗地网之心；甲午海战败

后，他曾痛心疾首，遇梁启超，读康有

为著作，即投康门，百日维新期间，光

绪帝亲召，“ 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预

新政”，成了光绪帝最为信赖的助手。

当知西太后阴谋夺权后，他只身一人

入虎穴，策反袁世凯，劝其率兵“ 护皇

上”，可惜此举失败；西太后发动政变

后不久，他便前往日本使馆，与已经

逃到这里的梁启超会面，那时，他们

都可以出逃，但是两位做了一个奇特

的决定—一生、一死：“ 不有行者，无

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

谭说罢便相与梁一抱而别，回家等了

两日官兵才来扑捉。就义之前，留言

寄梁：“ 强邻分割即在目前，嗣同不恨

先众人而死，而恨后嗣同而死者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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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便与其他五君子一起，蹀血菜

市口。启超不负挚友之托，亡命日本后，

以保皇的形式继续发动民族民主主义

运动，同时将谭嗣同的《 仁学》整理出

版，终于让世人仰观到这位“ 思想界之

彗星”绚丽的光彩。

与黄遵宪的忘年交

在戊戌变法时期，还有一位与梁

启超亦师亦友的人物。他就是新诗派

的倡导者、外交家黄遵宪。黄长梁 25

岁，在梁 4 岁时，他就中了举人，本擅

长写诗，然而自出使日本，处理流球事

务之后，亲饮明治之新风，写下《 日本

国志》，以作祖国变法之镜；后又出使

欧洲与新加坡，见中外之差与日俱增，

故无法忍耐，作《 赠梁任父同年》曰：

“ 寸寸河山寸寸金，侉离分裂力谁任。

杜鹃再拜忧天泪，精卫无穷填海心。”

期望梁启超能像精卫填海一样，挑起

重整破碎河山（ 侉离分裂）的责任。事

实上，梁到《 时务报》做主笔，乃黄所盛

邀；至长沙时务学堂执掌总教习，由黄

所促成。黄对梁之厚望，以私言不是父

子乃胜似父子，以公论不是师生乃超

越师生，见梁有成则喜、则赞，见梁有

失则忧、则教。百日维新失败后，黄对

本人遭贬并不在意，而当他得知梁已

经逃出魔掌、在日本又开辟新的战场

后，则老泪纵横，写下“ 何时睡君榻，同

话梦境迷？即今不识路，梦亦徒相思”

的诗句，表达其对梁的百般思念；其后

数年相互通信十余万字，给予梁多方

指导与鼓励。逝世前，曾书《 病中纪梦

述寄梁任父》：“ 人言廿世纪,无复容帝

制,举世趋大同,度势有必至。”表达其

追求民主制度的坚定信心。而梁正是

在黄的教诲与诱导之下，百折而不回、

万劫而不却也。

戊戌变法时期，梁启超还有许多

朋友，今仅选其四，足见其师友之道，

因呈救国难而汤汤，因与可歌可泣的

历史事件相关联而长长也。（ 作者系南

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编审、博

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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