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短暂实现与初步挫折

孙中山，原名孙文，1866年 11月出生于
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翠亨村。当时，村
里住着一位曾参加过太平军的老人。农暇之
余， 他经常给村童们讲太平天国的故事。从
那时起， 孙中山就认识到清王朝统治的黑
暗，萌生了反清意识。

1879年，在长兄孙眉接济下，孙中山远
赴檀香山读书。经过一番海外深造，孙中山
成长为一名知识青年。之后，在广州、澳门等
地行医。

1894年，孙中山上书李鸿章，提出兴利
除弊、改良政治的方法，却被拒之门外。甲午
战争的失败，深深地刺痛了孙中山。于是，

他放弃行医，走上了革命道路。他认为，解
决中国问题的根本之道是推翻清政府、建
立共和国。

1894年 11月 24日，孙中山在檀香山创
立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革命团体———兴中
会，入会誓词中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国，

创立合众政府”的革命主张。

1895年 10月 26日，孙中山在广州组织
武装起义。1900年 10月 8日，孙中山在惠州
再次组织起义， 队伍虽一度发展到两万人，

但最终仍然失败。

1905年 8月 20日，孙中山、黄兴、宋教
仁等人在东京召开中国同盟会成立大会，华
兴会、兴中会、复兴会、科学补习所等多个革
命组织参加，孙中山被推举为总理。同盟会
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
权”为革命宗旨，明确提出建立民主共和国
的目标。

1911年 10月 10日，武昌新军起义取得
胜利。不久，十几个省份纷纷响应，宣布脱离
清政府统治。12月 25日， 孙中山从海外归
来；29日，当选为临时大总统，建立南京临时
政府。

从成立之日起，南京临时政府就面临着
生存危机。在其存在的 90天里，一直没有得
到各国列强的承认。同时，新政府饱受经济
困窘的折磨。

时任总统府秘书长的胡汉民回忆：“有
一次，安徽都督孙毓筠派专使来，说军饷奇
缺，要求拨给二十万元，孙先生批示拨给二
十万。但等我拿着批条到财政部时，库中仅
存十洋。就这十块钱，还是陈其美的沪军都
督府拨给的。”

更让孙中山头疼的是，革命党人内部意
见不统一。黄兴主张化敌为友，认为只要袁
世凯倾向革命，即推举其为总统；章炳麟则
提出了“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主张。

与此同时，袁世凯一方面利用革命军来
要挟清廷，另一方面又借清廷的势力来威胁
革命军，以便从中渔利。在袁世凯的威逼利
诱下，孙中山方面不得不表示：如果能废除
帝制， 革命军可以推举袁世凯为大总统，但
前提是其必须拥护共和。

有此允诺，袁世凯加紧逼宫。最终，隆裕

太后同意与南方磋商优待皇室条件。条件达
成后，即以清帝的名义于 1912年 2月 12日
下诏宣布退位。翌日，孙中山履行诺言向临
时参议院提请辞职，并且推荐袁世凯接任。

根据临时政府组织法，民国政府设于南
京。临时总统改选后，袁世凯需要到南京来
就职。但是，袁世凯借口“北方秩序尚未安
定”“北京军队需要有人统率”以及“东北局
势尚在动荡不定之中”等，坚持暂时不能离
开。无可奈何之下，孙中山只得接受袁世凯
在北京开府。

袁世凯的“三步谋划”

袁世凯破坏共和的第一步，就是逼迫国
会选自己为正式大总统。

1913年 10月 6日， 国会举行正式大总
统选举会。为了保证自己的当选，袁世凯命令
军警“保护”国会，限制议员自由离开会场。

根据规定：“大总统应由国会议员组成
选举委员会选举，选举会的法定人数由议员
总人数的三分之二构成， 用无记名投票行
之。得票满投票人数四分之三为当选，两次
投票无人当选时，就第二次得票较多者二名
决选之，以得票过投票人数之半者为当选。”

首轮投票结果，袁世凯得 472 票，黎元
洪得 154 票，伍廷芳、段祺瑞、孙中山、康有
为等各得数票。因无人获得总票数的四分之
三，只好进行第二轮投票。第二轮投票的结
果是，袁世凯得 497票，黎元洪得 162票，仍
未过四分之三。

二轮投票后，时间已过中午。议员饥肠
辘辘，要求回家吃饭。但“公民团”将会场的
前后门堵住，高声喝喊：“非将公民所瞩望的
总统于今日选出，不许选举人出会场一步！”

议员不得不放弃消极抵制的念头，最终袁世
凯以 507票当选。 消息传出会场，“公民团”

高呼“大总统万岁”。

10月 10日， 袁世凯在北京太和殿举行
大总统就职典礼。

袁世凯破坏共和的第二步，就是镇压国
民党、解散国会。

早在 1913年 7月， 袁世凯就开始攻击
国民党人是“预谋颠覆政府”的不良分子。就
职正式大总统第二天，袁世凯便密令各省大
兴“党案”，凡是侦知为国民党甚至怀疑为参
加国民党者，格杀勿论。

据《民国》杂志报道：“京师为杀人总汇，

在未解散国民党以前，其逮捕议员，枪毙议
员，及以嫌疑遇害者，不可胜计……凡国会
议员、省会议员、自治会议员，平日稍有则目
而语之嫌者，先后明杀暗害，悉使之家破人
亡而后已。”

11月 4日， 袁世凯干脆下令取缔国民
党，取消国民党人的议员资格。国民党的出
局导致国会法定人数不足，被迫停会。

袁世凯破坏共和的第三步， 就是修改
《临时约法》和《大总统选举法》。

1914年 3月 20日， 袁世凯向约法会议
提出修订《临时约法》大纲要求。约法会议立
即拟定出一部 《中华民国约法》， 同时废除

《临时约法》。

“新约法”规定废除责任内阁制，实行总
统制———总统有公布法律， 提出法律议案，

发布命令，制定管制、官规，任命官员、宣战、

媾和、缔约、统帅全国海陆军，接受外国大
使、宣布戒严等权力。可以说，总统的权力扩
张到了至高无上的地步。

8月 18日，参议员梁士诒等人又提出修
改总统法案。12月 28日，修正《大总统选举
法》经约法会议通过，主要内容为“大总统任
期十年，连任无限制；参政院如认为有必要，

现任大总统可以连任；大总统继承人由现任
大总统推荐候选者三人等等”。 这就实际上
确定了大总统的终身制， 且可传给子孙，基
本上与帝制无异。

袁世凯破坏民主共和的最后一步，就是
称帝。

1915年 7月之前， 袁世凯虽有称帝之
念，但或多或少还存有一些顾虑。据记载，袁
世凯曾与冯国璋有过一番谈话。他感叹：“以
余今日之地位，其为国家办事之权能，即改
为君主，亦未必有以加此！且所谓君主者，不
过为世袭计耳，而余之大儿子克定，方在病
中，二儿子克文，不过志在做一名士，三儿子
更难以担任世务，余者均年极幼稚。余对于
诸子，纵与一排长之职，均难放心，乃肯以天
下重任付之耶？ 且自古君王之世传不数世，

子孙往往受不测之祸，余何苦以此等危险之
事，加以吾子孙也！”

但没过多久，情况发生了变化。8月 3日，

《亚细亚日报》 发表古德诺的 《共和与君主
论》，结论是“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
宜，此殆无可疑者”。文章认为，帝制是一种
意识形态的需要，而不是一个人或一个家族
的需要。从某种意义上说，古德诺的文章去
除了袁世凯称帝问题上的心理障碍，其称帝
之心愈发坚决。

摸清袁世凯的底细后，一些地方的文武
官员派代表进京， 并组织所谓公民请愿团，

呼吁赞成帝制，甚至连“乞丐请愿团”“妓女
请愿团”也混迹其中。

10月 28日， 全国各地国民代表开始陆
续举行国体投票。12月 11日，参政院举行会
议起草推戴书，袁世凯假意推让。当天下午，

参政院再次起草呈递推戴书。翌日，袁世凯
表示勉强接受帝位，并发布咨文。

咨文内容包括：“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

予之爱国，讵在人后？但亿兆推戴，责任重
大，应如何厚利民生，应如何振兴国事，应如
何刷新政治，跻进文明，种种措施，岂予薄德
鲜能所克负荷！前次掬诚陈述，本非故为谦
让，实因惴惕文萦，有不能自己者也。乃国民
责备愈严，期望愈切，竟使予无以自解，并无
可诿避。”

12月 13日， 袁世凯在居仁堂接受 “朝
贺”，帝制复辟。

贿选闹剧与“猪仔国会”

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分为直、皖两系。

此外，比较有实力的还有盘踞东北的奉系。由

此，中华大地陷入军阀混战的泥潭，北京政府
随之成为各大军阀竞相争夺的目标， 资产阶
级共和国更是成了武人自我标榜的招牌。

1922年 5月，直系战胜奉系，曹锟左右
主张发动政变。1923年 1月， 曹锟派遣心腹
在京网罗议员，组织了十几个俱乐部，并给
每个议员每月发放津贴 200元，另有“炭敬”

“冰敬”等明目，为大选做准备。

在曹锟的压力下，内阁总理张绍曾被迫
辞职，总统黎元洪出走天津。为了避免国会
达不到法定人数，曹锟加紧与议员的幕后交
易。经过奔走联络，共争取到 200 多名议员
的支持，还商定事后送给议长 40万元、议员
每张选票 5000元。

同时，为了诱使议员出席会议，议员的
岁费改为出席费。每出席一次议会，可支用
50元，以每周两次会议计，与每月 400元的
岁费大体相当，多时能拿到五六百元。故此，

一些在上海的议员也纷纷返回京津。

9月 8日，曹锟的贿选机关又规定，大选
时的出席会议费为 200元； 带病出席者，另
加医疗费 200元。9月 11日， 进一步将出席
费用提高到 500元。

在金钱的诱使下，至 9月 23日，国会各
政团议员超过 600人。10月 1日， 曹锟发出
通知，凡去者皆送支票一张。所签支票，据说
达 573张，每张面额 5000元至万元不等。

10月 5日， 大总统选举会如期举行。曹
锟搬弄袁氏老套路， 命令全城军警出动，实
行戒严， 凡议员进入会场者即不得自由出
入。因签到者不多，改为不定时开会。大选机
关调集 100多辆汽车，分途迎请议员。

至 11时，签到者仍不过 400余人，不足
法定人数，只好又派出可靠议员分头拉同党
或同乡议员，每人至少要拉来一个，并决定
凡不投票而肯前来出席者，也一律发给 5000

元支票，结果连有些患病议员也被强拉硬拽
而来。

下午一时许，签到者达 593 人，大会得
以举行投票。最终，曹锟以 480 票当选为总
统。当天，曹锟在北京正式就职。

据统计， 曹锟贿选共用款达 1356万元
之巨。其中，补助各政党党费 324.2万元，特
别票价 141万元，普通票价 304.5万元，宪法
会议出席费 57.2万元， 常会出席会 20万余
元， 特别酬劳费 32.4万元，“冰敬”“炭敬”和
夫马费 190余万元，招待所临时费 120余万
元，秘密费 70余万元。

由于这批议员如同猪仔一样可以用钱
收买，故被称为“猪仔议员”，国会亦被称为
“猪仔国会”。曹锟贿选成功，标志着资产阶
级共和国方案的彻底破产。

总之，为了救亡图存，近代中国先进分
子苦寻救国之道。其中，以孙中山为代表的
一方曾以为，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是解决当
时中国问题的有效路径。但实践证明，资产
阶级共和国方案不仅无力解决当时中国社
会的问题，反而使中国陷入军阀混战的黑暗
深渊。历史在呼唤更先进的政党、更先进的
革命道路。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
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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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阶级方案”如何走向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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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弟子众多，他们在传习尊
道、修道思想时，各有侧重与发挥，

亢仓子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人物。

亢仓子，《列子》 如此称呼，亦
即《庄子》里的“庚桑楚”、《史记》里
的“亢桑子”。虽然从司马迁开始，

人们对相关典籍所载事迹言行的
真实性存有一定争议，但大体认为
亢仓子及其事件可信。

《列子》 记载， 亢仓子为陈国
人，是老子的亲传弟子。据说，陈国
大夫介绍亢仓子“神迹”后，鲁侯惊
而召之，聘为大夫。《庄子》亦载，庚
桑楚“北居畏垒之山”，此山位于鲁
国。可见，亢仓子是在鲁国的畏垒
地区主政。

亢仓子在鲁国为政之前已领
悟老子之道，希望能以“自虚”“无
为”的理念来引导百姓。因此，到任
伊始，就辞退上一任官员留下的仆
役、侍女中具有智巧能力、仁义观念者，让一些糊
涂、行动不便的人当邻居与帮手，用意就是绝圣弃
智、绝仁弃义，让百姓自然自化。

过了三年，该地生活日渐富足。百姓私底下说：

“亢仓子刚来的时候，我以为是个傻子，没有想到只
用几年就把这里管理得井井有条、经济繁荣，他应
该是圣人吧。”于是，人们自发地为他建生祠，祈祷
祝福他安康。庚桑子闻之，“南面而不释然”，非但没
高兴，反而深深自责，认为自己没能很好地遵从老
子的教诲，乃至最终弃官而走。

亢仓子的这一举动， 也许不会被今人所理解：

人生在世，难道不是为了有所成就吗？学而优则仕，

不就是希望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使百姓食有粮、居
有房吗？亢仓子收获百姓的肯定与颂扬，不正是达
到了理想的为政局面与社会景象吗？

亢仓子为政的“半途而废”，与其对社会、人生
的理解有关。 他曾对弟子说： 天道运行而有世
界———道生气，气分阴阳，按不同比例形生万类以
及人，即所谓春气发而百草生，秋气正而万宝成。世
界本来就自然而然地存在、运行、演化，人的存在与
生活也应当和谐在其中。

按照马斯洛的人本主义需求层次理论而言，人
存在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
我实现需求。许多人认为，这几种需求与表现，像阶
梯一样由低到高逐级展开。但在道家看来，任何人
在任何时候、任何位置上都是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
合一的整体性存在。 没有人是先满足物质生活后，

再去追求精神生活的；物质再贫乏的人，其精神生
活也同样在进行，且一级都不能缺少。

在一些经典作品中，贫穷如阿 Q、祥林嫂，富贵
如各色纨绔子弟，皆是如此。从正面的角度来看，贫
苦者可以是颜回，富贵的可以是范蠡。所以，人生在
世，并不存在一个从物质生活开始，然后发展出精
神生活的简单线性路径。

亢仓子强调，天道已行，春秋代序，万物自成自
化。真正的有道君子、士大夫治理邦国，不会突出自
我，标榜自己的聪明才智与功业，而是让百姓自然
而然，“彼此相忘于江湖”。

可以说， 道家治国理政所追求的理想状态，不
是贫苦里的意淫，也非富贵里的空虚，而是避免百
姓被错误、虚妄的观念误导或异化，不使其思虑营
营，而希望人人都全形抱生，“体合于心，心合于气，

气合于神，神合于无”，进而实现一个人人“各适其
适”与“不同而和”的世界。

当然，道家的这种见解和愿望是否合乎人类社
会的本性与现实，则是另外一回事情了。

（作者单位：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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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之役后，孙中山决然走上推翻清政府、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革命道路。然而，颠覆大清易，缔造
民国难。南京临时政府苦撑三个月后，袁世凯便代替孙中山成为临时大总统。之后，不断践踏民主共和制
度，直至冒天下之大不韪而称帝。袁氏死后，军阀混战，民主共和成为一块招牌。等到曹锟贿选，资产阶级
共和国的方案可谓彻底破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