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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開沅

也許是職業使然，我歡喜反思。

歷史學家不僅僅是歷史的紀錄者、傳承

者、守望者，還應是闡釋者與思索者。

反思並非懷舊，更不是迷戀往昔；應該

通過不斷反思，把過去、現在、未來聯

結起來。司馬遷早就參透其中奧秘，他

說：「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

家之言。」沒有「究」，沒有「通」，

就難以成一家之言。 
對於辛亥百年的反思，有兩層含

意：一是反思辛亥革命百年以來的歷

史，一是反思百年以來的辛亥革命研

辛亥百年遐思
編按：本文於2011年10月在武漢「紀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上

宣讀，茲徵得作者同意，在本誌刊載，以與讀者分享。原文稍長，略有刪減。

究。 
早在1990年，我在海外即已開始這

種反思。為紀念辛亥革命80周年撰寫的

《辛亥革命與「只爭朝夕」》著重從社

會心態轉變的角度，探討辛亥前後逐步

形成的歷史緊迫感，以及其後衍化而為

急於求成的民族潛在心理，如何影響近

百年中國歷史進程。10年以後，為紀念

辛亥革命90周年，又撰寫《珍惜辛亥革

命的歷史遺產—以世紀意識為例》，對

20世紀以來兩次「世紀熱」或「世紀迷

思」進行對比。發現當今中國世紀話語

已經逐步形成意識形態，時間量度轉化

成為價值標準，乃至衍生過高的幸福預

期。我頗為感慨：「這種淺薄的狂熱及

其影響之深遠，又是百年前那一代在中

國宣揚世界意識者所難以想像的。今昔

相比，我總覺得缺少幾分當年的真誠，

更缺少當年那麼深沉的憂患意識與強烈

的自我鞭策。」可惜我的「盛世危言」

被淹沒於新千禧年的舉國狂歡。 

為什麼提出需要對辛亥革命進行

上下三百年探索？

這是由於辛亥革命的背景、起因、

進程、後果、影響，需要進行長時段的

縱橫考察，才能談得上是對其本身以及

歷史遺產的真正盤點。這正好是過去辛

亥革命研究的薄弱環節，應該借辛亥革

命百年反思給以補課。 
這並非研究者個人的過錯，因為中

國近現代史是新興學科，至今尚未完全

脫離童稚階段，很難與秦、漢、唐、宋

等歷經多少世紀的成熟史學相提並論。

加以1949年以後中國近代史學科又是先

天不足、後天失調，被1840年與1919年
的上下限「斬頭去尾」，所以我們曾稱

之為「八十年政治風雲」。這樣極其有

限的歷史時空，作為課程教學已屬不

妥，遑論必須上下千百年探索才能把握

的史學宏觀。

進入21世紀以後，由於學術研究

管理不當，過於簡單量化的指標體系形

成誤導，所謂「短、平、快」的速效追

求，促使研究課題越來越小，缺乏必

要的廣闊視野與縱深發掘，上述固有

缺點更為彰顯。所以我提出「三個一百

年」，即100年歷史背景，100年的歷史

本身，都需要通盤研究，同時還要進行

未來100年的展望。這也許可以稱之為

「矯枉必須過正」。

歷史遺產的兩重因素 
如同其他具有深遠影響的重大歷史

事件一樣，辛亥革命歷史遺產既有正面

因素，也有負面因素。我們應該正確對

待這兩重因素，不可只講一面，回避另

一面，而且還應該努力講夠講透。 
譬如「共和國觀念從此深入人心」

一類話語講得最多，似乎已經講夠，

但實際上卻未講透。何謂「共和國觀

念」？何謂「深入人心」？都停留於

字面意義，過於籠統、抽象。「共和

國觀念」因人而異，不同人群有各自不

同理解，應該進一步深入探究。與此相

關聯的是，「共和國觀念」在部分精英

群體中可能確實「深入人心」，但是對

於眾多草根民眾來說，即使膚淺理解已

屬難能可貴，又怎麼談得上是「深入人

心」。如果真是全民都「深入人心」，

中國的民主與法治早已實現了。「共

和」一語又不僅僅是觀念，它還有一整

套政治架構，包括制度、機制及至禮

儀、服飾等等，都與帝王專制有明顯差

別。

民國初年，除袁世凱因復辟帝制自

取滅亡外，北洋政府其他執政者即令是

虛應故事，也或多或少折射出時代的進

步，不然何以當時的首都竟然成為新文

化運動的搖籃，其影響不僅遍及全國，

而且影響整個歷史進程。「無量金錢無

量血，可憐購得假共和。」作為當年的

革命志士，他們歷經失敗，以詩詞宣洩

極端悲憤，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作為

整個辛亥革命的評價則未免失之於情緒

化的偏頗。在世界近代歷史進程中，形

勢總是比人強，革命的絞殺者因應形勢

而在某種意義上被迫執行革命「遺囑」

的先例，並非鳳毛麟角。 
因此，我特別強調歷史的延續性

與複雜性。孫中山說同盟會的成立曾使

他感到革命可以「及身而成」，但直到

臨終他還在叨念：「革命尚未成功，同

志仍須努力。」革命並未在孫中山生前

「及身而成」，但革命也並未在孫中山

身後猝然終止。以歷史的廣角鏡來看，

辛亥革命開闢的走向共和之路，至今我

們繼續在走。我們不能把眼光局限於革

命，共和的追求不僅限於革命，更多的

還得靠後繼者鍥而不捨的追求與實踐。

▲作者章開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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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主張放大眼界，將兩岸四地大陸、香

港、澳門、臺灣作為一個整體，來研究

辛亥革命以來的中國民主進程，也許可

以獲得更多真知灼見。因為中國這幾個

地區雖然歷經分合、背景各異，但是畢

竟都承載著辛亥革命的遺產與影響，都

在不同條件下探索並實行孫中山揭開序

幕的民主共和之路，其中自然包含極其

豐富的經驗教訓可供總結。 
辛亥革命的負面因素，就其大者

而言，主要有兩方面：一是由於當年的

狂熱宣傳，以及其後革命者或自認為革

命者的意識形態營造，也還有我們這些

辛亥革命的研究者長期因襲成見，革命

從手段提升為目標，乃至衍化為至高無

上的神聖。此乃幼稚的荒唐，而在現實

生活與學術研究中卻長期成為精神枷

鎖。二是由於當時「反清革命」的社會

動員需要，在宣傳「華夏」、「炎黃」

正統觀時夾雜許多大漢族主義的偏激情

緒。儘管其後從「排滿」轉為「五族共

和」，辛亥革命領導人及其後繼者為中

華民族的認同與整合做了大量有益的工

作，但大漢族主義的形成已是年深日

久，很難在兩三代人期間徹底清除。因

此，現今在弘揚所謂中華民族凝聚力、

舉辦祭祖尋根等大型盛典時，不可不警

惕曾經為辛亥革命張揚過的漢族中心主

義負面影響的滋生。 

有關辛亥革命性質的爭論 
有關辛亥革命性質的爭論，在1982

年4月芝加哥亞洲學會年會上，成為海

峽兩岸學者爭論的焦點，會後又被海外

少數中文媒體炒得火熱。其實那次研討

會整個也只有兩小時，我與張玉法先生

的所謂「交鋒」與「答辯」加在一起也

不到半小時，其間還夾雜著聽眾的提問

與我們的回應，而且也並非只有一個話

題。由於當時兩岸關係仍然處於對立狀

態，加以某些有政治傾向性的海外媒體

惡意歪曲、攻訐，我不得不發表《關於

辛亥革命的性質問題—答臺北學者》一

文，比較全面地闡明了自己的主張。

指認辛亥革命為資產階級革命，確

實並非起源於或拘泥於馬克思主義。經

濟學者已經對社會各個階級作過經濟分

析，法國復辟時期的史學家，從梯葉裏

到基佐、米涅、梯也爾，都曾把階級鬥

爭作為理解法國中世紀歷史的鑰匙。我

在金陵大學讀書時，曾選修馬長壽先生

主講的社會學課程，多少接觸若干社會

結構、社會功能的學理，所以自認並非

特別拘泥於馬列主義教條。

我在上述文章中強調：「判斷一

次革命的性質，不能僅僅根據領導這次

革命的黨派團體的宣言和領袖人物的主

觀願望，更重要的還是必須認真考察其

主要的社會實踐，以及由此而產生的主

要社會效果有些西方學者稱之為社會功

能。」現在有些學者主張用「民族民主

革命」一詞取代「資產階級革命」，但

「民族民主」難道不也屬於「資產階級

革命」範疇嗎？ 
至於說什麼貼上「資產階級革命」

標籤是蓄意貶低辛亥革命，我捫心自問

確實沒有這種意圖。資產階級革命與無

產階級革命只有時間序列的差別，並

不存在高下之分。前些時有少數網友批

評我們沒有與中央領導保持一致，應該

給他們似為辛亥革命參加者後裔一個說

法。我認為這是一種誤解，與當年若干

臺灣學者對我們的誤解有些相似。因為

我們開始編寫《辛亥革命史》的時候，

「立足於批」的「左」傾思潮仍然氾濫

史壇，對於上升時期的資產階級更要立

足於批。「四人幫」垮臺以後，我們為

促進編寫工作順利開展，首先就是徹底

肅清這「三論」的流毒，解放思想以後

才得以營造一個比較寬鬆自由的寫作環

境。在我們的心中與筆端，資產階級在

歷史上是一個進步階級，是引導社會前

進潮流的階級，絲毫沒有貶低之意。

還是蘇東坡的詩說得好：「橫看

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不識廬

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看山如

此，治史又何嘗不是如此，必須橫看、

豎望、遠眺、近觀、俯瞰、仰視，然後

才能經過比較、分析，綜合成為比較切

近真實的總體形象。在歷史研究過程

中，視角不同，映象各異，認知必有差

別，此乃常情。史學不同於政治，然而

都需要有尊重不同意見的雅量。一言九

鼎，定於一尊，已經不是那個時代，更

沒有任何人敢於如此狂妄！

早在上個世紀90年代之初，我已

經思考「中國史學尋找自己」的問題。

1993年6月在日本京都大學演講，又提出

孫中山研究也有「尋找自己」的問題。

所謂「尋找」，有三重含義：1. 尋找真

實的孫中山；2. 尋找自己的研究方法和

風格；3. 尋找對孫中山新的理解。並且

明確指出：「孫中山在1913年中華革命

黨成立之後，已被樹立為至高無上的偶

像。但他畢竟是一個活生生的人，不是

抽象的政治符號。因此，必須用適合研

究人的方法來進行探討，不能滿足於以

既往慣用的簡單公式來推演。」

說不完的孫中山 
我認為孫中山並非十全十美，世界

上任何偉大歷史人物都不是十全十美，

包括已被人們奉為「後世師表」的孔老

夫子。孫中山在辛亥革命期間，有重要

貢獻，也有不少錯誤，甚至嚴重過失。

比較明顯的是他始終堅持海外「輸入

式」的少數志士潛入沿海城鎮舉義的僵

化模式，終於在1911年春黃花崗起義全

軍覆沒，精英傷亡殆盡，此乃極大戰略

錯誤。再則，武昌起義前，同盟會已呈

分裂態勢，孫中山自控南洋支部，光復

會重新獨樹一幟，長江中下游革命骨幹

另立中部同盟會，原有同盟會總部形同

▲作者1993年6月在日本京都大學演講。

▲左為張玉法教授，右為蔣永敬教授。
張玉法曾於1982年4月與章開沅教授交
鋒答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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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設，凡此種種，孫中山不是沒有自己

的過失，作為領袖人物，至少是處理失

當。民國肇建以後直至護法戰爭，孫中

山也不是沒有這樣或那樣的錯誤。但如

果因此就斷言孫中山「一無是處」，我

卻期期以為不可。

我們總是說辛亥革命是舊民主主

義革命，其失敗實為必然。但是新民主

主義革命畢竟是在舊民主主義革命的基

礎上產生的，應該說前者就是後者的繼

續。顯而易見，「五四」時期標榜的民

主與科學兩大課題，辛亥革命時期不僅

早已提出，而且還進行過熱烈廣泛的討

論，實際上已為「五四」新文化運動提

供必要鋪墊，也為又一輪偉大思想解放

潮流啟開了閘門。評價偉大歷史人物，

主要應客觀考察他比前人多做了哪些工

作，對社會進步有多少推動；而不是專

門挑剔他比後人少做了哪些工作，比現

今有哪些不足。我歷來提倡治史必須

「設身處地」，然後才談得上「知人論

世」。 
甚至展望未來百年，面臨國際國

內諸多新的嚴酷問題，我們也還可以從

孫中山與辛亥革命遺產中取得借鑒並汲

取智慧。譬如應對全球化的洶湧浪潮，

孫中山早就未雨綢繆。他在晚年極其關

心未來世局的變化，如「王道」、「霸

道」的抉擇，「民族主義」與「世界主

義」的關聯，都有許多深刻的前瞻性的

探究，堪稱與現今後現代的「全球地方

關係」（global-local relationships）或

「全球地方化」（glocalization）一脈

相通。孫中山從來都是「知行合一」，

他以「恢復中華」作為自己革命生涯的

發端，但是從來沒有把民族主義的範圍

局限於中華，更沒有以此作為最後的目

標。他認為民族主義是世界主義的的基

礎，因為被壓迫民族只有首先恢復民族

的自由平等，然後「才配得上講世界主

義」，也就是把自己的民族解放擴大為

實現整個人類解放的世界主義。

我在世界各地鑒賞他遺留的題詞，

好多都是「博愛」、「天下為公」、

「世界大同」，他既是中國人民偉大的

政治領袖，也是名副其實的世界公民。

高風亮節，博大胸懷，堪為後世楷模。 
不僅孫中山存世時對他已有許多

不同評價，即使在身後也褒貶不一。只

有從來不大歡喜孫中山的張謇，倒是說

了幾句可以為多數人接受的公道話。

1925年他在南通追悼孫中山大會上說：

「若孫中山者，我總認為在歷史上確有

紀念之價值。其個人不貪財聚蓄，不自

諱短處，亦確可以矜式人民。今中山死

矣，其功其過，我國人以地方感受觀念

之別，大抵絕不能同。然能舉非常大事

人，苟非聖賢而賢哲為之左右，必有功

過互見之處。鄙人願我國人以公平之心

理、遠大之眼光對孫中山，勿愛其長而

護其短，勿恨其過而沒其功，為天下惜

人才，為萬世存正論！」

正如永遠也編不全《孫中山全集》

一樣，恐怕僅就如何評價問題也永遠說

不完孫中山。歷史本來就是如此複雜，

史學因此才呈現綿長。張謇不是歷史學

家，但其「知人論世」並不遜於歷史學

家。謹將這位企業家的建言，奉獻給現

今正在紀念辛亥百年的國人！（作者為

知名歷史學家、武漢華中師大前校長）

▓柯博文

2011年12月21日，美國國家錄音藝

術與科學學會（The National Academy of 
Recording Arts ＆ Science）把格萊美音

樂獎的Trustees Award 獎項，授予已故

的美國蘋果公司創辦人史提夫．賈伯斯

（Steve Jobs），以表彰他對音樂事業的

非凡貢獻。

行事極端，非黑即白

絕無灰色地帶

老賈（中文網站對賈伯斯的暱稱）

得這獎卻也當之無愧。他拯救了音樂產

業，也徹底改變了音樂市場。

在人們心目中，總以為老賈是電腦

人，創造了很多很酷的電腦，其實他不

僅推出機器，還用這些裝置改變世界。

創新發明業已不易，把發明普及市

場，帶動風潮，更不易。

前者需要作夢的能力，後者需要把

夢實現的能力。這兩者本質上是互相衝

突的，現在都放在老賈的大腦中，也造

就了他超古怪的個性。在老賈享年56歲
的短暫人生中，靠獨特的品味來評價萬

物，靠一己之直覺來衡量是非，事事極

端，非黑即白，非好即壞，絕沒有灰色

自古天才多怪異
    從來英雄不享年

賈伯斯的極端人生

地帶。

這種不尋常的怪，讓他身後名比生

前的要好很多。傳奇永遠比真實來的引

人。真實的老賈在活著的時候，喜歡他

的人，只有蘋果粉絲，除外，很少。他

▲正體中文版《賈伯斯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