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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在*中华民国解+中对杨度在*金铁主义说+中所使用的"中华民族#观念的批评'反映了

以孙中山&章太炎为代表的革命派和以梁启超&杨度为代表的立宪派在"民族建国#理论上的重大

分歧%分歧之一'是对"文化#和"血缘#在民族形成中之作用的认识不同$分歧之二'对"民族主义#

和"国家主义#,又称"国民主义#-的认识不同%而分歧的根源'是两种不同的"民族建国#主张'即!

即立宪派主张建立包括满族在内的多民族的君主立宪国家'而革命派则主张建立单一汉民族的民

主共和国家'两派为此发生激烈争论%建立统一的多民族的民主共和国家最终成为革命派和立宪

派以及其他反清王朝力量的基本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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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梁启超提出和使用了%中华民族'这一名词"继梁启超之后!使用%中华民族'这一

观念的是另一位立宪派代表人物杨度"杨度是在+金铁主义说,这一长文中使用%中华民族'这

一观念的!并对革命派的反满革命和民主共和主张提出了全面批评"该文发表于
$%#3

年
$

月

创刊的+中国新报,第
$

-

(

号上"同年
'

月!章太炎在+民报,第
$(

号上发表+中华民国解,一

文!专门反驳杨度的+金铁主义说,"实际上!章太炎在+中华民国解,中对杨度在+金铁主义说,

中所使用的%中华民族'观念的批评!反映了以孙中山&章太炎为代表的革命派和以梁启超&杨

度为代表的立宪派在理论上的重大分歧"目前学术界关于清末革命派和立宪派的争论!大多

是围绕这两派关于三民主义的争论而展开的!而很少涉及章太炎的+中华民国解,对杨度在+金

铁主义说,中所使用的%中华民族'观念的批评!以及批评所反映出的革命派和立宪派在%民族

建国'理论上的重大分歧"有鉴于此!本文拟就这一问题作一研究!不当之处!请学术界同仁批

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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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分歧之一$对%文化'和%血缘'在民族形成中之作用的认识不同

梁启超在
$%#)

年之前!认为血缘和文化对于民族的形成都很重要!但
$%#)

年接受了伯伦

知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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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民族的定义之后!受其影响!观点有所更张$一是认同同一民

族可以包括不同血统的人*二是认为文化!尤其是语言和文字!比血统对一个民族的形成更重

要一些"在+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一文中他引用伯伦知理的话说$%民族者!民俗沿革

所生之结果也"'民族有八个最主要的%特质'$同居于一地!同一血统!同其%支体形态'!同其语

言!同其文字!同其宗教!同其风俗!同其生计"但%同居于一地'与%同一血统'仅就民族形成的

初期而言!随着历史的发展!则同一民族而分居各地!或不同民族同居一地!以及经过同化血统

不同但同为一族的现象也很普遍!%如美国民族!不同地不同血统!而不得不谓之一民族也'"

所以!在这八个特质中!又%以语言&文字&风俗为最要焉'"

!

%故夫民族者!有同一之言语风

俗!有同一之精神性质!其公同心渐因以发达!是固建国之阶梯也"但当其未联合以创一国之

时!则终不能为人格为法团!故只能谓之民族!不能谓之国民'"

" 杨度在+6游学译编7叙,中虽

然使用了%民族'一词!却没有对之作出解释!在+金铁主义说,中!他认为%其所谓民族者!亦为

广义上之文化民族!而非狭义之血统民族'"

# 强调文化在民族形成中的重要作用!可以说是

以梁启超&杨度为代表的立宪派的基本共识"这当然亦包括梁启超的老师康有为"

然而!与梁启超&杨度不同!以孙中山&章太炎为代表的革命派认为血缘比文化对一个民族

的形成更重要一些"比如!作为当时孙中山的左膀右臂!同盟会成员汪精卫$对民族的定义如

下$%民族云者!人种学上之用语也!其定义甚繁!今举所信者!曰$民族者同气类之继续的人类

团体也"皍析其义于左$(一)同气类之人类团体也"皍所云气类!其条件有六$一同血统(此最

要件!然因移住婚姻!略减其例)!二同语言文字!三同住所(自然之地域)!四同习惯!五同宗教

(近世宗教信仰自由!略减其例)!六同精神体质"此六者皆民族之要素也"(二)继续的人类团

体也"民族之结合!必非偶然!其历史上有相沿之共通关系!因而成不可破之共同团体!故能为

永久的结合"偶然之聚散!非民族也"'

%在这里!汪精卫把%同血统'放在了构成民族六%条件'

之首!认为%此最要件'!尽管他也承认!因迁徙&杂居&通婚等原因!%略减其例'"原刊于+苏报,

的+释仇满,一文中!作者蔡元培强调!%凡种族之别!一曰血液!二曰风气'!%血液'比%风气'在

民族形成的过程中占更为重要的地位"

& 柳亚子同样认为!%血裔'对于民族的形成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他在+民权主义8 民族主义,一文指出$%人种的起源!各各不同!就有种族的分

别"凡是血裔&风俗&言语同的!是同民族*血裔&风俗&言语不同的!就不是同民族"'

'和蔡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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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在抗战时期投靠了日本!成为人所不齿的第一号大汉奸*但在清末!他是同盟会会员!是革命派中的笔杆子!

并且深得孙中山的信任!他这时期的不少文章!都是孙中山授意撰写的"

精卫$+民族的国民,!+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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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一样!

#

亚子也是把%血裔'放在了%风俗'%言语'之前!以突出它对民族形成的重要性"作为

革命派的领袖!孙中山使用%民族'一词较晚!他是在
$%#!

年发表的+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一文

中第一次使用了%民族'一词!

$%#(

年他在+6民报7发刊词,中!提出了%民族主义'!此后孙中山

虽然大量使用%民族'一词!但没有对什么是%民族'作过任何解释或说明"孙中山对什么是%民

族'作出解释或说明是
$%&!

年初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所作的%三民主义'演讲第

一讲%民族主义'中"

! 就孙中山对什么是%民族'的解释或说明来看!与汪精卫的解释或说明

大致相同!都强调了%血统'在民族形成中的重要作用!在造成民族的诸要素中(汪精卫认为是

六要素!孙中山认为是五要素)!%血统'最为重要!所以放在了诸要素之首"这里需要指出的

是!孙中山虽然是
$%&!

年初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所作的%三民主义'演讲第一讲

%民族主义'中对什么是%民族'作出解释或说明的!但他对%民族'的认识前后并没有大的变化!

也就是说!他的上述解释也可以代表他清末时对%民族'的认识"

正是从文化比血缘在民族形成中的作用更为重要这一认识出发!梁启超&杨度&康有为等

人把民族看成是%文化民族'!认为持有相同文化的族群!尽管血统不同!但是同一民族*反之!

虽然血统相同!但文化不同!则不是同一民族"他们还认为!民族同化的推动力主要是文化!因

此!古往今来!文化上处于优势或先进地位的民族一定会同化文化上处于劣势或落后地位的民

族"而与梁启超&杨度&康有为等人不同!孙中山&章太炎&汪精卫等人则从血缘比文化在民族

形成中的作用更重要一些的认识出发!把民族看成是%血缘民族'!认为文化相同但血缘不同的

族群!不可能成为同一民族"所以民族同化!首先必须是血缘同化!亦即异民族之间的通婚!血

缘的混杂!否则!异族还是异族!不是同族"他们还认为!民族同化的推动力主要是政治"因

此!自古至今!只有手握政权的统治民族同化被统治民族!而非相反"

当然!无论梁启超&杨度&康有为!还是孙中山&章太炎&汪精卫!他们论说的落脚点都是现

实问题!亦即满族是否已经或将要同化于汉族# 康有为在+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

宪不能行革命书,中对儒家的%夷夏之别'作了新的解释!认为判定夷狄或诸夏的标准!是文化!

而非%人种'"满族入关已有二百余年之久!早已接受了汉族的文化!与汉族已%合为一国!团为

一体"所谓满&汉者!不过如土籍&客籍!籍贯之异耳'"

" 后来杨度在+金铁主义说,中持有与

康有为相同的观点!尤其是他强调了现实中满族已接受了汉族文化!已被汉族所同化!而成了

%中华民族'亦即汉族的一部分"梁启超在
$%#&

年提出%中华民族'这一观念之前!没有重点讨

论过当时的满族是否已与汉族同化的问题"但此后!在与革命派的论战中!他明确表示满族已

经与%我民族'同化"比如!他在+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一文中!针对汪精卫引用社

会学者关于民族之%六大要素'的定义!以大量的事实说明!%民族之六大要素中'!%语言文字'

%住所'%习惯'和%宗教'这四大%要素'!满人已%纯然同化于我'!%血统'和%精神体质'这两大要

素虽然还%不能奋下武断'!说满人已与汉人同化或没有同化!但满人与汉人有血统关系!以及

满人在精神体质上与汉人有许多相同之处!则是不容否定的事实"所以!%以社会学者所下民

族之定义以衡之!彼满洲人实已同化于汉人!而有(与汉人)构成一混同民族之资格者也'"即

使%间有一二未同化者!而必终归于同化"故一旦立宪而行自由竞争!则惟有国民个人之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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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决无复两民族之竞争'!%满洲与我!不能谓为纯粹的异民族也'"

! 否认满族是不同于汉族

的其他民族!这可以说是立宪派的共同认识"

革命派则认为满&汉不同种!不是同一个民族"被称为%革命军中的马前卒'邹容在+革命

军,第四章%革命必剖清人种'中指出!汉族与满族是不同的两个种族!汉族属于%亚细亚黄色人

种'中的%中国人种'*满族由%通古斯族'而%兴焉'!通古斯族属于%亚细亚黄色人种'中的%西伯

里亚人种'"所以!满族 %本与我黄帝神明之子孙不同种族也'"

" 章太炎在+中华民国解,中虽

然承认!由于汉族人口众多!加上绝大多数时期内又是国内的统治民族!历史上的一些少数民

族已被汉族所同化!成了汉族的一部分"但同时又认为!现实中的满族!尽管也接受了部分汉

族文化!但由于满族是统治民族!曾采取过种种措施!阻碍与汉族的同化!尤其是严禁满&汉通

婚!一直保持着自己的血统!所以满族并没有被汉族所同化!还是%夷狄'"朱执信也不赞成梁

启超&杨度和康有为等人提出的满族已同化或将同化于汉族的观点!认为%为(汉族)所同化之

民族!必当具有特别之资格!无此资格者!则不能同化'"这种资格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

%未尝有侮于汉族!抑虽尝加侮!而其所为害者微'*二是愿意向汉族学习!有%师汉人之习惯'"

这也是历史上汉族之所以能同化%吴越之民'%荆蛮之民'%闽粤之民'和%滇黔之民'!而不能同

化匈奴&鲜卑&吐蕃&契丹&金源&蒙古等族的重要原因"就满族而言!朱执信认为它不具有为汉

族所同化之资格"因为!一方面满族统治者对汉族曾实行过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与%汉

族之怨毒甚'*另一方面!%彼以奴隶汉族为心!而虑其师中国文化为自弱'!不仅不愿向汉族学

习!而且还采取种种措施!严定%满&汉之界'!比如禁止满&汉通婚"正因为满族不具有为汉族

所同化之资格!所以至今满&汉之界分明!是不同的两个%种族'"

# 汪东在+革命今势论,中同

样强调了满族和汉族自始便是两个不同的民族!尽管清朝入主中原已有二百六十多年之久!但

由于满人始终以主人地位自居!视汉人为奴隶!认为%奴不可与主匹!主不屑与奴齐'!%不欲同

化于我'*%汉人虽云怯弱!岂其无丝毫敌忾之气者# 彼此虐杀!又蒙至贱之名!孰能忍受而不发

愤乎#'也不愿意%同化于彼'!%二百年来!虽乡愚妇孺!训其家人必曰$0鞑靼非吾族!不可与

亲"'其结果!虽然经过二百六十多年!%满之与汉!非同族也'"

$

二&分歧之二$对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又称国民主义)的认识不同

$%#)

年之前!梁启超是西方近代民族主义的积极传播者和提倡者!但到了
$%#)

年之后!

受北美大陆之行的影响以及其他方面原因!他接受了德国政治学家伯伦知理关于%国民与民族

之差别及其关系'的理论!不再传播和提倡西方近代民族主义!转而积极传播和提倡伯伦知理

的国家主义(又称国民主义)"杨度则在+金铁主义说,中依据甄克思(

KC7+@CT2*W1

)的人类社

会进化三阶段说!认为民族主义是宗法社会的产物!不适宜于当时已经成为主流的军国社会!

军国社会讲的是国民主义"

$%#3

年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发表了一篇题为+论中国现在之

党派及将来之政党,的文章!作者%与之'认为民族主义之所以在欧洲兴起!是为了解决国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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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问题!如%德意志之被蹂躏于拿破仑也!知其不统一之害!于是俾士麦首倡民族主义!使各

联邦集合于德意志帝国之下!而德以强"意大利之被压制于澳大利也!知其不统一之害!于是

加富尔诸人!首倡民族主义!使四分五裂之罗马帝国复归于一!而意以兴'"然而和欧洲不同!

中国本来就是统一的国家"如果说四分五裂的欧洲%各国皆民族主义!以成统一之事业'的话!

那么!本来统一的中国则很可能%以言民族主义!而得分裂之结果"'所以!在中国只能%唱'国家

主义!而不能%唱'民族主义!%唱之亦徒以祸国家而已矣'"

!

对此!革命派则提出了他们的不同看法!并对梁启超&杨度等人的上述观点进行了批驳"

$%#(

年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创刊!汪精卫在创刊号上发表+民族的国民,一文!认为从当时中

国的民族关系看!国家主义并不像梁启超所主张的那样能取代民族主义!中国欲行国家主义!

必先实行民族主义"因为!就国民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关系而言!%国民主义从政治上之观念出

发!民族主义从种族上之观念出发!二者固相密接!而决非同物'"如果当时中国之政府!%为同

族之政府而行专制政体'!那么!%对之只有唯一之国民主义!踣厥政体!而目的达矣'"然而当

时中国之政府!%为异族政府而行专制政体'!因此!既要实行%民族主义'!以%驱除异族'!又要

实行%国民主义'!以%颠覆专制'"而且在先后顺序上!先应实行民族主义!%民族主义之目的

达!则国民主义之目的亦必达'"否则!如果像梁启超所主张的那样!以国民主义或国家主义取

代民族主义!或者换言之!只实行国民主义或国家主义!而不实行民族主义!%以政治思想鮨灭

种族思想'!那国民主义也%终无能达'"他尤其不赞同梁启超主张的%合汉&合满&合蒙&合回&

合苗&合藏'的所谓%大民族主义'!认为%此其言有类梦呓'"因为%国内他族!同化于我久矣'!

现在只需要%执民族主义以对满洲!满洲既夷!蒙古随而倾服!以同化力吸则之!至易易也'"

"

杨度不赞成在中国实行民族主义的理论依据!是甄克思的人类社会进化三阶段说"甄克

思
$%##

年出版的+社会通诠,一书中提出人类社会进化三阶段说!严复翻译并于
$%#!

年出版

了该书"严复非常赞同甄克思的人类社会进化三阶段说!并以此为标准!认为中国的唐虞以前

是蛮夷社会!唐虞至周为宗法社会!秦以后到清是宗法社会向军国社会的过渡时代!这一时代

虽然宗法社会和军国社会的成分混杂!但比较而言宗法社会的成分(占七成)比军国社会的成

分(占三成)更多一些!其政法&风俗和人民的思维习惯都还是宗法社会的东西"为了说明中国

当时是从宗法社会向军国社会过渡&而宗法社会的成分仍占据主导地位!严复在+社会通诠,第

三章第十二节的第一段文字下写了这么一段按语$%严复曰$中国社会!宗法而兼军国者也!故

其言法也!亦以种不以国"观满人得国几三百年!而满汉种界!厘然犹在*东西人之居吾土者!

则听其有治外之法权*而寄籍外国之华人!则自为风气!而不与他种相入!可以见矣"故周孔

者!宗法社会之圣人也"其经法义言!所渐渍于民者最久!其入于人心者亦最深!是以今日党

派!虽有新旧之殊!至于民族主义!则不谋而皆合"今日言合群!明日言排外!甚或言排满*至于

言军国主义!期人人自立者!则几无人焉"盖民族主义!乃吾人种智之所固有者!而无待于外

烁!特遇事而显耳"虽然!民族主义将足以强吾种乎# 愚有以决其必不能者矣"'

#严复把当时

兴起的民族主义!尤其是革命党人以排满革命为内容的民族主义等同于周(公)&孔(子)所倡导

的以%夷夏之别'为内容的种族主义!而视之为宗法社会的产物加以否定!认为当时中国所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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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是革命党人的民族主义!而是军国社会的%人人自立'的国民主义"所以+社会通诠,出版

后!严复的这一理论立即被杨度等立宪派所接受和发挥!成为他们批评革命派反清王朝革命的

理论武器"与此同时!也理所当然地遭到了革命派的反对和批评"

革命派中!最先对严复的上述观点提出批评的是汪精卫"他在+民族的国民,中认为!%民

族同化'有四种%公例'!从黄帝到明末!%我民族'处于%民族同化'的第二种%公例'之位置上*明

亡以后!%我民族已失第二例之位置!而至于今已降而列第三例之位置'"严复不谴责满人对

%我民族'的征服和压迫!反尔%指责被征服者曰$汝其与之同化!治理胡不安# 呜呼"是真欲其

长处于被征服者之地位而已'"所以!%是曰知公例而不知公例上之位置'"

! 汪精卫的+民族

的国民,刊发于+民报,创刊号上"继汪精卫的+民族的国民,之后!+民报,第
&

号又刊发了胡汉

民的+述侯官严氏最近政见,一文"胡汉民指出!严氏在+社会通诠,第三章第十二节写的那段

按语!%其意欲使人人言军国主义以期自立!而未尝以排满者为非'"但一些反对排满革命的

人!则依据严复的按语!把自立的军国主义与排满的民族主义对立起来!只讲自立的军国主义!

而不讲甚至反对讲排满的民族主义"实际上!%为中国民族计者'!自立的军国主义和排满的民

族主义都要讲!二者不能偏废!既要%以民族主义而排满人'!同时又要%以军国主义而期自立'!

二者相辅相成!%非排满不能自立!一义也*而非兼讲军国主义不足以排满!即足以排满!而不能

自立!种虽存!亦即为犹太人之续!此又一义也'"

"

如果说汪精卫是同盟会成员中反对和批评严复这一理论的第一人!那么!章太炎则是同盟

会人中对严复这一理论的全面批评者"章太炎批评严复这一理论的文章!是发表在+民报,第

$&

号上的+%社会通诠'商兑,一文"章太炎开篇便指出!甄克思将人类社会的进化划分为图腾

社会&宗法社会和军国社会三个阶段!依椐的是%赤&黑野人之近事!与欧&美&亚西古今之成

迹'!而不是东方!特别是中国的历史!甚至根本没有涉及东方和中国"因为甄克思对东方!特

别中国没有任何研究!%盖未尽经验之能事者'"所以!甄克思对人类社会进化三个阶段的划分

并不适用于中国"比如!以甄克思的宗法社会为例"甄克思的宗法社会具有四个特征!一是

%重民而不地著'!二是%排外而锄非种'!三是%统于所尊'!四是%不为物竞'"如果将这四个特

征%与中国成事相稽'!除了%统于所尊'这一条与中国古代社会亦即所谓%宗法社会'有%相合'

的地方外!其余三条%皆无当于古'!而且古今又有不同!与中国古代社会%相合'的这一条!与当

时社会并不%相合'!换言之!甄克思所举宗法社会的%四个特征'!没有一条%相合'于的中国社

会"然而!严复却没有对甄克思所讲的宗法社会和中国的宗法社会进行比较!发现它们之间的

不同!而是%皮傅其说'!以为中国的宗法社会也就是甄克思所说的宗法社会"不惟如此!严复

还错上加错!%以民族主义与宗法社会比而同之'!认为民族主义是宗法社会的产物!国民主义

(又叫国家主义)是军国社会的产物"实际上!甄克思只是强调!%宗法社会!以民族主义为合群

者也'!并没有说%民族主义即宗法社会'!将民族主义与宗法社会等同起来"这样!章太炎就釜

底抽薪!通过否定甄克思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使严复建立在甄克思理论上的%民族主义是宗

法社会的产物'这一说法失去了理论依据"在此基础上!章太炎进一步指出!%盖民族主义!乃

吾人种智之所固有者!而无待于外铄!特遇事而显尔'"所以!图腾社会有图腾社会的民族主

义!宗法社会有宗法社会的民族主义!军国社会有军国社会的民族主义!只是表现的形式不同

%&$

论清末革命派和立宪派在%民族建国'理论上的分歧与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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罢了"这就好比%纯铁!可以为炮!可以为刀剑!可以为矢镞!其形式则不同!而其本为纯铁则不

异"未有离纯铁而可为此三者!亦未有离于民族主义而可为彼三者'"宗法社会的民族主义!

%其操术不出于谱牒之文!享尝之制!收族聚宗之道'"图腾社会的民族主义!%其操术更短!惟

虫鱼鸟兽百物之形是务'!这些图腾%既各自为微帜!而亦有辈行序次之可稽'!其中%有潜在之

民族主义可知也'"进入军国社会后!%且民族主义之见于国家者!自十九世纪以来!遗风留响!

所被远矣"撮其大致!数国同民族者则求合!一国异民族者由求分'"

! 既然民族主义不是宗

法社会所独有的产物!军国社会也有民族主义!而且相较于宗法社会!军国社会的民族主义更

为发达兴盛!那么!严复以及以严复这一理论为依据的立宪派!如杨度!将革命党人的民族主义

说成是宗法社会的思想而加以全盘否定则是完全错误的"

针对革命党人对立宪派所宣传和提倡的国家主义(又称国民主义)的批评!梁启超&杨度等

人也作过回应"比如!

$%#"

年
(

月梁启超在+答某报第四号对于6新民丛报7之驳论,一文中就

写道$%其所谓民族主义&国民主义者!吾不知其所下定义如何!以简单的推定之!则民族主义!

谓排异族*国民主义!谓排专制也"'如果此定义能够成立!那么!民族主义就不像革命党人所说

的那样具有普遍性!与他们所主张的共和也绝无因果之关系"%如明太祖&洪秀全!论者所崇拜

为民族主义之伟人也!吾则不许之"彼等皆一丘貉之民贼耳!其动机岂在为一族争气耶# 为一

人谋利益耳"而其已然之事实!与共和立于正反对之地位也"'他十分赞同那种认为%即使民族

主义昌明!而国民主义尚未入于人心!则犹将知忠君而不知爱国'的观点!指出$国民要有爱国

心!这是一个国家之%成立维持'的必要条件!但%仅明民族主义而犹不知爱国!则民族主义非徒

与共和无关系!且与国家之成立维持无关系'"因为民族主义讲的是排除异族"所以!要使民

族主义能够与国民的爱国心相联系!就必须通过国民主义为%媒介'!亦即对国民进行国民主义

教育!与民族主义不同!国民主义%自能与爱国心相联属'"既然%仅言民族主义!而犹不知爱

国!则民族主义其非国家之成立维持所必要甚明'"

"

三&分歧的根源$两种不同的%民族建国'主张

革命派和立宪派之所以产生上述分歧!根源是其不同的%民族建国'主张!即立宪派主张建

立包括满族在内的多民族的君主立宪国家!而革命派则主张建立单一汉民族的民主共和国家"

在西方有两种%民族建国'主张!一种是一民族建立一国家!一种是多民族建立一国家"这

两种主张!在
&#

世纪初都随着西方近代民族主义的传入而到了中国"

#

$%#)

年前!梁启超认

同的是第一种主张!

$%#)

年后!他认同的是第二种主张!即建立一个统一的%合汉&合满&合蒙&

合回&合苗&合藏'的多民族的君主立宪国家!这是他反对%小民族主义'!提出%大民族主义'民

族观的根本原因!用他的话说$%自今以往!中国而亡则已!中国而不亡!则此后所以对于世界

者!势不得不取帝国政略!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并在此基础上!

建立%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的一大国家"

$ 杨度在+金铁主义说,中提出%五族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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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的民族观!其根本原因也是要建立一个%汉满蒙回藏'%五族一家'的君主立宪的国家"

! 至

于梁启超的老师康有为!早在戊戌变法时期就提出过%大中国'的概念"到了
&#

世纪初!康有

为在反对革命党人的排满革命时!进一步阐述了他的%大中国'主张"

$%#&

年他在+答南北美

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能行革命书,中!坚决反对日本人所常言的中国%十八省分为十

八国'的观点!认为中国%果分十八国!则国势不过为埃及&高丽而已!更受大国之控制奴隶而

已!如印度之各省自立而授之外人而已"此为今日大中国之民犹有所望者!其相去亦远矣'"

因为!%今地球竞争!为何时乎# 自吾身所见!弱小之邦!岁月被灭!不可胜数'"面对%弱肉强

食&鲸之吞鲵'已成%理势之自然'的国际环境!人口&土地和物产上都%具地球第一等大国资格'

的中国!%当如何自喜&自奋&自合&自保!以不至侪于高丽&暹罗之列!而为印度&安南&缅甸之

续'"%凡物合则大!分则小*合则强!分则弱!物之理也'"比如!普鲁士和意大利%本以小国!而

毕士墨克(今译俾士麦---引者)&嘉富洱(今译加富尔---引者)则苦心极力!合众小为大!以

致强霸'"印度本是大国!但因各邦分立!%不数十年而全灭'!成了英国的殖民地"中国是向德

国和意大利学习!建立一个%一统大同'之%大中国'呢# 还是向印度学习!%甘分一统大同之中

国'为%十八国'呢# 这是需要中国的救国之士认真思考和抉择的"%以仆之愚!窃爱大中国&爱

一统*若其如印度焉!分为众小以待灭!此则仆之愚所不敢知&不敢从也"与强国合者昌!与亡

国合者亡!仆宁从毕士墨克之后耳!安能法印度乎#'

"

以孙中山&章太炎等为代表的革命派接受的则是一民族建立一国家的主张"汪精卫认为$

以一民族成一国家!其民族之观念与国家之观念!能相融洽!故于政治之运用!无所窒碍"以数

民族建一国家!则当察其能相安同化与否!如果可以!%则亦能式好无尤'!要是不能!则各民族

势力不均!利害相反!各顾其本族而不顾其国家!%如是则惟一民族优胜独占势力!而他族悉处

于劣败之地位!专以压制为治!犹足苟求一日之安!欲以自由博爱平等之精神!施之政治!必将

格格而不能入矣'"

# 林獬也谈到!民族主义的实质是%民族建国'!但%民族建国'要建的是同

种族或民族的人民组成的国家"用他的话说!%大凡一个国度!总是由同种族的人民组织成功

的'"如果一个国度里头!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种族或民族!则不能够称它为%完全的国度'了"

因为一种的民族!总有一种的风俗!一种的言语!一种的嗜好!和其他种族或民族不同"若令其

与不同风俗&言语&嗜好的种族或民族%合聚起来'!组成一个国家!就不可避免地%自觉事事不

便'!引起两种族或民族之间的竞争!甚至相互间残杀!这也是%近百年以来!这种族竞争的惨

祸!地球上也不晓得有多少'的重要原因"

$

#

亚子同样认为!%一个民族当中!应该建设一个

国家!自立自给!不能让第二个民族占据一步'"倘然第二个民族要来侵犯!便要拼着性命去抵

抗!如果抵抗不力!第二个民族取得了胜利!占了第一个民族的土地!那么!第一个民族就要做

第二个民族的奴隶!子子孙孙!不能见天日了"每一个民族!都要晓得这种道理!才能够存立在

世界上*倘然不晓得这种道理!不但自己不尽自己这一族的责任!还要去私通人家!勾引异族进

来!帮助他杀自己同族的人!那这个民族就亡定了"

% 正是从一民族建一国家要比多民族建一

$)$

论清末革命派和立宪派在%民族建国'理论上的分歧与争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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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学者村田雄二郎就认为!杨度在+金铁主义说,中提出%五族合一'的民族观!是后来辛亥革命爆发后提出的%五

族共和'的思想渊源"参见2日3村田雄二郎$+孙中山与辛亥革命时期的%五族共和'论,!+广东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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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更有利于本民族的发展和国家长治久安这一认识出发!革命派主张%驱除鞑虏!恢复中华!

创立民国'!建立不包括满族和其他民族在内的单一汉民族的民主共和国家"用孙中山&黄兴

和章太炎于
$%#"

年共同拟定的+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在解释同盟会的%十六字纲领'!亦即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中的%恢复中华'的话说$%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

中国政治!中国人任之"驱除鞑虏之后!光复我民族的国家!敢有为石敬瑭&吴三桂之所为者!

天下共击之"'

!文中的%中国人'%我民族'!实际上指的都是汉人和汉族"在当时!%中国人'等

于%汉人'或%汉人种'!%中国'是%汉族人之中国'!这是革命派的普遍共识"比如!邹容的+革命

军,$%中国为中国人之中国!我同胞须自认为自己的汉种中国人之中国"不许异种人沾染我中

国丝毫权利"'

"愿云的+四客论政,$%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孰为中国人!汉人种是也"'

#铁

生的+论各省宜速响应湘赣革命军,$%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非满洲之中国也"'

$又说$%中国

者!汉族之中国"'

%田桐的+满政府之立宪问题,$%中国者汉人之中国也!非满人之中国也"'

&

+江苏,第
"

期的%补白'$%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非胡虏之中国也"'可见!革命党人在%驱除鞑

虏'!推翻清王朝后!所要建立的%中国人之中国'!是汉民族的国家"

$%#3

年!两湖的一些革命

党人在同盟会内部组织了一个革命小团体%共进会'!采用的便是只代表汉族聚居的十八省的

%十八星旗'!而没有把其他民族聚居的东北&蒙古&西藏和新疆包括在内"

正因为革命派和立宪派在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民族国家'上主张不同!他们因而在以下问

题上也存在着不同的认识!并发生过激烈争论"

第一!对满族入关&建立清王朝的认识不同"革命派认为!满族入关!建立清王朝!意味着

%中国'的亡国"比如!孙中山
$%#"

年
$&

月+在东京6民报7创刊周年庆祝大会上的演说,一文

指出$%汉人有政权才是有国'!%现在国在那里# 政权在那里# 我们已经成了亡国之民了'"

'

也是这 一年!孙中山在与黄兴&章太炎共同拟定的+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中又多次使用过%中

国亡于满洲已二百六十年余年'以及类似表述"

( 邹容在+革命军,中更是写道$%呜呼8 明崇

祯皇帝殉国!任贼碎戮朕尸!毋伤我百姓之一日!满洲人率八旗精锐之兵!入山海关!定鼎北京

之一日!此固我皇汉人种国之一大纪念日也"'

)可以说!这是革命派的基本观点!也是他们主

张%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主要理由$由于满族灭了汉人的国家!汉人因而要%驱逐鞑虏'!排满

革命!推翻清王朝!重建%汉人民族的国家'"如孙中山
$%$#

年+在旧金山丽婵戏院的演说,中!

就告诉听他演说的华人$%我中国已被灭于满洲二百六十余年!我华人今日乃亡国遗民!无国家

之保护!到处受人苛待"//故今日欲保身家性命!非实行革命!废灭鞑虏清朝!光复我中华祖

国!建立一汉人民族的国家不可也"'

+,-但在立宪派看来!满族入关!建立清王朝!只是政权的更

替!而非中国亡国"因为构成国家的要素是人民&领土和主权!满族入关!建立清王朝!并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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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人民&领土和主权的归属!改变归属的只是统治权!即从汉族统治变成了满族统治!而满族

和汉族一样!也是中国民族和中国人"杨度的+金铁主义说,持的就是这一观点"梁启超同样

从国家组成的三要素!即国民&领土&主权这三个方面来阐释清朝代明朝并非中国亡国!%中国

现在之领土!则黄帝以来继长增高之领土也*其国民!则黄帝以来继续吸纳之国民也*其主权!

则黄帝以来更迭递嬗之主权也"中国之未亡!抑章章也"而历代之帝王!则总揽统治权者而

已"总揽统治权!仅为国家一机关而已!非国家也"故中国自有史以来!皆可谓之有易姓而无

亡国"若以总揽统治权者统系之交代而指为亡国!则中国之亡!不啻二十余次矣"虽明之朱

氏&今之爱新觉罗氏!吾亦认为总揽统治权者之更迭!司机关者之易人!而于我国家之存亡!丝

毫无与者也'"

!不惟如此!康有为等人还认为!满族入关!建立清王朝!不仅不是中国的亡国!

相反!清朝扩大了中国的版图!有大功于中国"康有为在+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

宪不能行革命书,中就写道$%国朝之开满洲&回疆&蒙古&青海&藏卫万里之地!乃中国扩大之

图!以逾唐&汉而轶宋&明!教化既益广被!种族更增雄厚"俄罗斯所以为大国者!岂不以旁纳诸

种之故# 然则满洲之合于汉者!乃大有益于中国者也"'

"

就上述认识来看!应该说革命派的认识是错误的!我们不能说满族入关!建立清王朝!是中

国或汉族的亡国!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朝代!清朝取代明朝!犹如明朝取代元朝&元朝取代宋

朝&宋朝取代唐朝一样!只是朝代之间的更替!而不是中国或汉族的亡国"中国现代的疆域!就

是在清朝时期奠定和最终形成的"就此而言!正如康有为所认为的那样!满族及其建立的清王

朝是有大功于中国的!应该给予充分肯定"

第二!对清王朝两百六十多年统治中国的认识不同"革命派认为!清王朝对汉族实行的是

残酷的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政策"孙中山在+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一文中!历数了%在满清二百

六十年的统治之下!我们(汉族人)遭受到无数的虐待'"

# 铁生将清王朝的统治概括为三个时

代$一是%屠杀时代'!即努尔哈赤&皇太极&多尔
$

时期!这一时期满族贵族对汉人采取的是屠

杀政策!如%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尤其是%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剃发令!给汉族人民造

成了极大的心理伤害"二是%压制时代'!即从顺治到鸦片战争之前的时期!这一时期清朝统治

者对汉人采取的是高压政策!如大兴文字狱!%纵用墨吏!侵削民间'!严刑酷法等"三是%断送

时代'!即从鸦片战争到清末!这一时期清朝统治者不仅不积极抵抗外国列强的侵略和掠夺!相

反%量中华之物力!结友邦之欢心'!把中国的领土&主权&矿山&物产等割让给列强!甚至执行所

谓%宁赠友邦不与家奴'的卖国政策"

$ 邹容的+革命军,第二章%革命之原因'!在历数了清朝

统治者杀戮&欺凌&奴役&剥削&掠夺汉族人的种种罪行后指出$%呜呼8 此固我皇汉人种!为牛

为马!为奴为隶!抛汉唐之衣冠!去父母之发肤!以服从满洲人之一大纪念碑也"'

%陈天华更是

形象地把清廷称为%洋人的朝廷'"

& 以梁启超&杨度为代表的立宪派虽然对%扬州十日'%嘉定

三屠'等暴行予以了谴责!但总的来看!他们对清王朝二百多年的统治是肯定多于否定!认同多

于反对!尤其是以保皇为使命的康有为更是如此!他甚至为满族入关之初杀戮汉人的暴行和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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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战争后清政府出卖国家权益的行为辩护!认为满族入关时的暴行!犹如项羽&白起屠杀秦国&

赵国的降卒一样!%在开国之时!万国未通之日'!是经常发生的现象!%分别内外!犹之可也'*他

也将甲午战后清政府%割地赔款'等一系列的卖国行为!完全归责于西太后和荣禄一二人!认

为$%今者割地鬻民&赔款剥民!诚可痛恨!然此但太后&荣禄一二人之罪耳!于满洲全籍人无

与也"'

!

如果说在对满族入关&建立清王朝的认识上!正确的天平更多的是倾向于立宪派一边的

话!那么!在对清朝二百六十多年统治的认识上!无论是革命派!还是立宪派!都带有浓厚的个

人和党派情感!不是对清王朝两百六十多年统治的客观认识和评价"满族入关&建立清王朝之

初!清统治者确实以武力镇压过汉族民众的反抗!但把这一时期称之为%屠杀时代'!这就是以

偏概全!纯粹是革命派的一种宣传需要!而与历史事实不符"为了替清廷特别是光绪帝辩护!

康有为把甲午战后清政府%割地赔款'等一系列的卖国行为!完全归责于西太后和荣禄一二人!

这同样也是错误的!因为西太后和荣禄所代表的不是她(他)们个人!而是清王朝的统治者!其

中也包括光绪皇帝"但同时我们又应该看到!康有为认为清政府的卖国行为%与整个满籍人无

关'!满族广大民众不应为此承担责任!这又是正确的"把清政府或清朝廷%与整个满籍人'区

别开来!朝廷是朝廷!满籍人是满籍人!后者不应为前者负责!这是康有为思想的深刻之处!我

们不能因他为清廷特别是光绪帝的辩护而一概否定"

第三!对通过什么方法来实现%民族建国'的认识不同"基于满族对于汉族来说是不同族!

满族入关&建立清王朝是中国或汉族的亡国!以及清王朝二百六十多年来对汉族实行的是民族

压迫和民族歧视政策的认识!革命派认为!要实现%民族建国'!建立起%汉人民族的国家'!就只

能通过%革命'"汪东指出$%夫一国之中!数种杂处!不相为谋!而惟利是竞!其非福也明矣"'而

%欲求解决之方!不出二途'"其一%为同化'"但%同化'只是在两种情况下才有可能!一是处于

文化优势的民族%平和'同化处于文化劣势的民族!二是%二族之文化相等!亦能翕合无间'"然

而%满洲之于二例!与前者相反!于后者不具'"所以%同化'这一%解决之方'在目前的情况下是

根本行不通的"其二%为分离'"满&汉之间!%为怨实深!非有所复!则恶感不去'"所以满&汉

分离!是目前中国的最好选择"当然!满人分离之后!可能会有%势孤力薄之虞'!加上%游牧之

风!既绝迹于今日!而水草之地!或不适于生存'!那么!这时满人如果%输诚竭虑!举凡农夫女红

之业!无不与汉人通力合作'!并%于汉人之文化!浸淫摩染!而后求相同化!则其势顺!吾汉人亦

乐受之也'"但无论是从合到分!还是从分到合!%此非既经革命!则亦万不可行"故革命者!所

以解满&汉之倾轧"或与割然分离!或遂相同化!皆有利而无弊'"就此而言!%革命乃不可避者

势也'"

" 朱执信同样认为!%夫汉族之夷于满洲!非常之痛也!痛而无所复则不消"欲令满汉

之界感情不恶!非有以复之不可也"其复之之手段!则仅革命而己"革命以往!满汉之界不待

人消而自消者也"苟不革命!即虽尽其力以图消之!吾知其无一效者也'"

# 汪东和朱执信这

里所讲的%革命'!指的被统治民族汉族对于统治民族满族的%革命'!亦就是同盟会十六字纲领

中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所以革命派又将革命称为%种族革命'"用汪精卫的话说$%中国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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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满汉不并立!人所同知者也!故非种族革命必不能立宪"'

!个别具有极端排满思想的人!如

章太炎&邹容!甚至不称%革命'!而直接称为%复仇'"虽然!大多数革命派的排满思想不像章太

炎&邹容那样极端!但%复仇'也是他们主张的%革命'!或称之为%种族革命'的重要内容"比如!

$%#"

年汪精卫在+民报,第
"

和第
3

号上发表+再驳%新民丛报'之政治革命论,一文!他解释

+民报,主张的%种族革命'时写道$%盖本报之论种族革命有二原因!一为社会上之原因!即复仇

是已!一为政治上之原因!即民族与政治互相关系是已"'

"和革命派不同!以梁启超&杨度为代

表的立宪派则基于满族对于汉族来说并非不同民族!满族入关&建立清王朝只是朝代更替!不

仅不是中国或汉族的亡国!而且有大功于中国!以及清王朝二百六十多年来的统治肯定多于否

定的认识!在他们看来!要实现%民族建国'!即建立一个包括满族在内的多民族的君主立宪国

家!只能采取和平的改良方式"当然!在具体主张上他们又各有不同"杨度主张的是%国民统

一之策'!它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首曰满&汉平等!次曰蒙&回同化"'康有为则从戊戌变

法以来!其主张一直没变!叫作%满汉不分!君民同体'"

# 梁启超开始时!主张以汉族为中心!

通过%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的%大民族主义'!建立一个包括满族在内的多民族的

君主立宪国家"后来!他又主张过%开明专制'!并针对革命派提出的%种族革命'!提出过%政治

革命'的主张!但无论%大民族主义'也好!还是%开明专制'和%政治革命'也罢!梁启超主张用和

平的改良方式建立一个包括满族在内的多民族国家则一以贯之!没有发生本质性的变化"也

正因为革命派和立宪派在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实现%民族建国'的主张不同!他们围绕革命派

提出的%种族革命'展开过激烈论战"

革命派和立宪派围绕 %种族革命'的论战主要涉及三个问题$第一!%种族革命'所主张的

民族%复仇'是否具有正当性# 第二!%种族革命'是否会引起列强干涉&瓜分和国家的分裂# 第

三!%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的关系!即%种族革命'和%政治革命'孰重孰轻# 就立宪派和革命

派的论战来看!把%种族革命'理解为民族%复仇'!甚至以民族%复仇'代替%种族革命'!这显然

是一种极端的排满思想"所以!随着双方争论的深入!革命派内部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一些革命

派逐渐放弃了狭隘的民族复仇主义思想!声明%排满'只反对压迫&仇视汉人的清朝统治者!而

不是普通的满族民众"

$%#"

年孙中山在+民报,周年纪念大会上的演说中就明确指出$%0民族

革命!是要尽灭满洲民族1!这话大错"民族革命的原故是不甘心满洲人灭我们的国家!主我们

的政!定要扑灭它的政府!光复我们的民族国家"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恨满洲人!是恨害汉人

的满洲人"假如我们实行革命的时候!那满洲人不来阻害!我们决无寻仇之理"'

$汪精卫后来

也写道$%汉人之所以排满者!以其覆我中国!攘我主权也!非谓国家内不许他民族存在!排满不

已!更进而排蒙&排回&排藏也"况汉人非惟无排斥蒙&回&藏之心!且将实行平等制度!以为我

不欲人之加诸我者!吾亦无欲加诸人"'

%

+民报,第
$%

号曾发表过一篇+仇一姓不仇一族论,的

文章!在谈到革命派所主张的种族革命时强调$%居今日之中国!所为革命之本义维何# 则仇一

姓不仇一族是也"夫为我汉族不共戴天之仇者!就广义言之!厥为满族"更进而言之!则实满

族中之爱新觉罗之一姓"'该文认为!五族之中革命党人%之所以要排去满政府者!正以其虐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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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首!为人道之公敌耳'"如果革命党人%尤而效之'!也像%满政府者'那样以不平等对待所有

的满洲人!%是又悖戾乎人道!虽怀抱野心者亦不能悍然行之于今日之世界!曾谓我皇汉民族而

为之耶#'

!立宪派提出了种族革命可能会引起外国列强的干涉问题!革命派虽然作出了回答!

认为这是伪命题!但事实胜于雄辩!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外国列强的干涉"

尤其是个别革命党人所提出的%即使亡国!也要种族革命'的极端思想!

"这是十分错误的!因

为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如果国都亡了!%种族革命'即使成功又有何意义8 至于双方争论的第三

个问题!亦即%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的关系问题!就理论而言!不存在谁对谁错!双方都有其

立论的依据!然而事实是$正是由于革命派推翻了清王朝!建立起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中华

民国!才打开了中国政治变革和社会变革的进步闸门"

四&建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成为革命派和立宪派的基本共识

如前所述!革命派主张建立单一的汉民族国家!而立宪派则主张建立包括满族在内的统一

的多民族国家"为此!双方展开过激烈论战"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对于这场论战!学术界

多肯定革命派!而批评甚至否定立宪派!但实际上!在建立民族国家的问题上!无论就历史而

言!还是从现实来看!立宪派的主张都要比革命派的主张正确得多!可以说立宪派的主张是近

代中国建立民族国家唯一正确的选择"因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生活

在中国境内的各个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和交往中!在血缘上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

关系!我们不可能找到一个纯血统的民族存在!在文化上各民族之间相互影响!共同创造了以

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华文化!并形成了共同的历史和文化记忆"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各民族

都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做出过自己的贡献"就是当时居于统治地位的满族!尽管在入主

中原&建立和维护清王朝的过程中!曾实行过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政策!但这只是少数满族贵

族和清王朝统治者的行为!我们不能因此而否认整个满族就不属于中华民族!更不能得出满族

对中国的统治是异族统治的结论"如果像革命派所主张的那样!通过种族革命以建立一个单

一的汉民族国家!那么历史上形成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就会发生分裂!满汉民族之间就会发生

仇杀!其结果不仅近代的民族国家建立不起来!而且还会给帝国主义侵略和瓜分中国提供机

会!从而更进一步加重中国的民族危机"杨度在+金铁主义说,中就写道$要是近代中国的%民

族建国'真的像革命派所主张的!是要建立一个单一的汉民族国家!结果只能是%分一大国为数

小国!分一大国之人民为数小国之人民!分一大国之领土为数小国之领土'!那些本以瓜分中国

为基本国策的西方列强!如俄国和法国!%一见我五族分立!领土瓜分!岂有不欢欣鼓舞投袂而

起!一从北方以取蒙&回!一从南方以取黔&粤者乎# 以国内瓜分之原因!而得外国瓜分之结果!

此不待蓍龟而可决者"而主张五族分立论或汉族独立论者!实俄&法之所乐闻!而思利用之!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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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嗣辑在+%新民丛报'非种族革命论之驳议,中就写道$梁启超%谓种族革命行!列强干预!亡可立待!举法兰西

大革命之事为证"其言甚辨!殊不知亡于欧亡也!亡于胡亦亡也!亡等耳'"但只要%种族革命之目的'达到!%就令天不佑汉!

不能尽恢复中原'!被列强瓜分或占去一部分国土!%然得祖国一片净土炎黄子孙驻足地!而树独立旗于东亚!其较诸以四万

万众聪慧国民!二千万里锦绣山河!而隶于五百万蠢如鹿豕胡人之宇下!受其指挥!仰其鼻息!为奴隶&为牛马!长为亡国之民

以终!相去为何如也'"所以!即使亡国!即使被列强瓜分!也要%种族革命'"(+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上)!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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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先驱者也"故中国之在今日世界!汉&满&蒙&回&藏之土地!不可失其一部!汉&满&蒙&回&藏

之人民!不可失其一种'!否则!%一有变动!则国亡矣'"

! 这也是梁启超之所以在
$%#)

年后放

弃了此前所认同的%民族建国'就是建立单一的民族国家!而提出中国的%民族建国'是要建立

包括满族在内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一个重要原因"

正因为以梁启超&杨度为代表的立宪派提出的建立一个包括满族在内的统一的多民族国

家的主张!是近代中国建立民族国家唯一正确的选择!所以在论战中!革命派虽然人多势众!其

%排满'主张得到了不少具有传统种族民族主义思想的汉族知识分子尤其是留日学生的认同!

但他们始终未能正面回答立宪派提出的建立单一的汉民族国家将造成自古以来就已形成的统

一的多民族国家的解体&从而给帝国主义瓜分中国提供机会的诘问"革命派也只是一味强调

或夸大满族少数贵族在建立和维护清王朝的过程中所采取的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政策!对于

立宪派提出的满人聚居的地方也是中国的土地&满人和汉人一样也是中国人的问题则始终没

有给予正面的回答!他们也无法回答"

正如我们前面已经论及的!经过论战!革命派内部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一些革命党人逐渐放

弃了狭隘的民族复仇主义思想!声明%排满'只反对压迫&仇视汉人的清朝统治者!而不是普通

的满族民众"就是具有极端民族%复仇'思想的章太炎在
$%#'

年
"

月撰写的+排满平议,中对

此前自己所着力宣传的民族%复仇'论也进行了修正!指出$%排满者!排其皇室也!排其官吏也!

排其士卒也"若夫列为编氓相从耕牧是满人者!则岂欲絵刃其腹哉# 或曰$若是!则言排满政

府足矣!言排满何为者# 应之者!吾侪所执守者!非排一切政府!非排一切满人!所欲排者!为满

人在汉之政府"而今之政府为满人所窃据!人所共知不烦别为标目!故简略言之!则曰排满云

耳"'

"他们中不少人也逐渐放弃了建立单一的汉民族国家的主张!而开始接受立宪派提出的

%汉满蒙回藏'之聚居地都是中国之土地!%汉满蒙回藏'之人民都是中国之国民的思想!认为近

代中国的%民族建国'所要建立的是包括满族在内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比如!田桐在革命刊

物+复报,第
$

期上发表文章在谈到%满政府之立宪问题'时指出$%中国可以联合满&蒙&青&藏

而为平等之立宪也!万不可以戴满洲政府而为不平等君主政体之立宪"以十八省之机关为主!

以满&蒙&青&藏之联合为客!使联邦民主立宪国!辉煌出现于亚洲大陆之上则可耳"'他在文中

尤其强调$%吾人以神圣文明之贵胄!正义人道之古邦!自不为野蛮无理之举动!凡满&蒙&青&藏

之人民!吾人万不致侵夺其自由!而使之不平等"伊等应有之义务!伊等固当担负之!伊等应有

之权利!伊等亦当享受之"此以见我国之文明!内可以对于国民!外可以对于各国"'

#田桐在

文中强调的是!建立%以十八省之机关为主!以满&蒙&青&藏之联合为客'的%联邦民主共和国'!

而不是只包括十八省的汉民族的民主共和国"

建立统一的多民族的民主共和的国家最终成为革命派和立宪派以及其他反清王朝力量的

基本共识"当武昌起义一声枪响!%五族共和'提上了革命派&立宪派和其他反清王朝力量的议

事日程!并最终成为新建立的以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的中华民国的建国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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