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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梁启超与进步党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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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通大学　 法学院ꎬ 上海　 ２０００３０)

〔摘　 要〕在中国近代政党政治史上ꎬ在代议政治外ꎬ还有一条重要的主线ꎬ即政党之间的政治协商ꎮ 这种

政党之间的政治协商ꎬ至少可以追溯到民国肇建之时ꎮ 其时进步党一方面是民国初年立宪派力量的一次大集

结ꎬ另一方面ꎬ它又是当时政治协商的两造之一ꎬ它与国民党在宪制的各个层面进行了广泛、激烈的协商ꎮ 进步

党的理念虽然相对稳健、温和ꎬ但它却缺乏一个坚定的核心领导集团ꎬ其整合也非常艰难ꎮ 进步党虽然是由一群

具有相近理念、态度、价值的成员组成ꎬ但它在运作上彻头彻尾地是一个失败者ꎬ这样的一个“保守党”ꎬ其实并

没有保守的能力ꎬ它的稳健最终并不能转化为国家的政治秩序与法秩序ꎮ 所以ꎬ不难看到ꎬ作为近代早期政党的

进步党ꎬ不仅在对外政治协商方面存在形形色色的问题ꎬ其内部政治协商也有极大的问题ꎬ而协商民主精神的缺

失ꎬ则是其中的根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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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协商是一个既新且旧的话题ꎬ它在现代

政治学话语体系中越来越重要ꎬ同时ꎬ它又是一

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古老事物ꎮ 如学者埃尔斯特

指出的那样ꎬ“协商民主的观念与实践ꎬ和民主本

身一样古老ꎬ它们两者皆源自于公元前 １５ 世纪

的雅典”ꎮ〔１〕在近现代法政思想史上ꎬ代议制民主

的一些不足ꎬ引起了思想家们的深刻反思ꎬ正是

在这样一个思想史背景下ꎬ政治协商与协商民主

的理论开始兴起ꎬ它强调平等协商、积极参与、理

性对话等精神ꎬ从而弥补与克服了传统民主制度

的某些不足ꎮ 而且ꎬ我们也可以反过来说ꎬ恰恰

是协商民主精神的缺失ꎬ导致了一些国家在特定

时期近现代转型的失败ꎮ
亨廷顿曾经描绘了民主化浪潮的三波潮起

潮落ꎬ近代中国也曾被卷入此历史洪流ꎬ且是其

第一波浪潮ꎬ如国会请愿运动、辛亥革命、清帝逊

位、民国建立等历史事件ꎬ皆为明证ꎮ 尔后ꎬ正是

因为协商民主精神的缺失ꎬ民国陷入了所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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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崩溃”ꎮ 如政治学领域的学者所言ꎬ“民主

崩溃ꎬ顾名思义ꎬ就是一些国家刚刚步入民主转

型历程ꎬ就因为政治斗争而政体崩溃ꎮ 对此ꎬ中
国人其实并不陌生ꎬ１９１１ 年辛亥革命后的北洋

军阀时期ꎬ中国就经历了这个过程由于国民

党和袁世凯之间的政治斗争ꎬ以及后来各路军阀

势力之间的斗争ꎬ新生民主很快崩溃”ꎮ〔２〕此论自

为学界共识ꎮ 然而ꎬ应该指出的是ꎬ在“国民党和

袁世凯”两造之外ꎬ其实还有一个独立且重要的

历史视角ꎬ即梁启超与进步党ꎮ 在民国初年的政

党政治中ꎬ不是只有国民党一个政党ꎬ而是存在

两种对立、制衡的政党力量ꎬ它们分别是保守主

义政党与激进主义政党ꎮ 在民初ꎬ保守主义政党

与激进主义政党渐渐地整合为两个大党:进步党

与国民党ꎮ〔３〕其中ꎬ以梁启超为中心的进步党是

保守主义的核心ꎬ它与国民党有着截然不同的理

念ꎬ代表着不同的群体ꎬ发出着不同的声音ꎬ并与

其在国会的场内、场外均发生了激烈的冲突ꎬ这
为近代早期政党与政治协商的研究ꎬ提供了重要

的史料、素材ꎮ

一、梁启超的政党理念

虽然在宣统三年«准革命党人按照法律改组

政党谕»颁布前ꎬ党禁森严ꎬ但在事实上ꎬ民间早

已兴起了各种政治团体ꎬ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康有

为、梁启超主导的改良运动团体与孙中山、黄兴

主导的革命运动团体ꎬ两派团体的名称虽时有变

更ꎬ但它们的领袖人物及其抱持的基本政治宗旨

则始终未有大的更改ꎮ 故民国初年的政党ꎬ其能

在政治上形成各自的团体ꎬ并不是在民国初年才

组织起来的ꎬ它们早在清末就已然成形ꎬ所以在

党禁解除的民国初年ꎬ政党才能以雨后春笋般的

形势不断涌现ꎬ并隐隐地分为激进与保守两派ꎬ
在其后的政党持续分合中ꎬ最终形成国民党与进

步党的两强对立ꎮ
如前所述ꎬ进步党属于保守主义的政党ꎬ它

是民初各股保守主义力量集结的产物ꎮ 不过ꎬ保
守主义只是一种态度或者说价值倾向而已ꎬ它并

非一种旗帜鲜明的意识形态ꎮ 保守主义的这种

特点决定了其相应政党的特征ꎬ当然也决定了作

为此类政党代表的进步党的历史命运ꎮ 因为保

守主义势力并非铁板一块的共同体ꎬ所以它的整

合是非常艰难的ꎬ整合的程度也极为有限ꎮ 在清

末ꎬ保守主义势力就存在各种区别ꎬ当时政治纲

领最为明确的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

派ꎮ 当然在清代的君主专制政体下ꎬ政党是不被

允许的ꎬ所以康、梁的结社ꎬ主要是以文人间的学

会为组织基础ꎬ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成立于

１８９５ 年的强学会ꎮ〔４〕

然而ꎬ梁启超等人并没有放弃组党的愿望ꎬ
而且正是因为梁启超对政党事业的不断追求ꎬ他
最终成为了聚合保守主义力量的中心人物ꎮ 在

民国初年成立的进步党是保守主义力量的大集

合ꎬ而梁启超正是推动它成立的核心成员ꎮ 如李

秀清教授所言ꎬ“梁启超虽然只是担任进步党的

理事ꎬ但实际上是该党的灵魂人物”ꎮ〔５〕在光绪三

十二年(１９０６)ꎬ清政府下诏宣布“预备立宪”ꎮ
梁启超对组党又开始抱有非常高的热情ꎬ而且此

时的任公已经有着非常明确的政党意识ꎮ 梁启

超在此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给蒋观云的书信中指出:
此度改革ꎬ不饜吾侪之望ꎬ固无待言

国民复无促其再度改革之能力云云ꎬ此诚可

痛ꎬ窃以为此能力之练成ꎬ必赖有一机

关ꎬ若今者能合热诚而同主义之人以组织一

机关乎! 虽少数ꎬ而有机关的发达ꎬ可计日而

待矣ꎮ〔６〕

梁启超此年 １１ 月ꎬ又写信给其老师康有为:
我国之宜发生政党久矣ꎬ前此未有其机ꎬ

及预备立宪之诏下ꎬ其机乃大动ꎬ弟子即欲设

法倡之于内ꎮ〔７〕

梁启超在此封信中ꎬ将组织政党的事宜筹划

得非常细致ꎮ 他认为ꎬ首先必须要在日本的中国

留学生中吸纳、培养党员ꎬ以作为将来在国内形

成势力的基础ꎮ 然后ꎬ任公认为应该将旧有的

“保皇会”改组为“宪政会”ꎮ 其主要的纲领为:
尊崇皇室、张民权、要求良善之宪法等等ꎮ〔８〕在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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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超的精心筹备下ꎬ流亡海外的维新党人在

１９０７ 年又成立了政闻社ꎬ政闻社是一个以“开国

会”为中心目标的政党组织ꎮ〔９〕 但梁启超毕竟是

戊戌变法后流亡海外的“钦犯”ꎬ在海内通缉的

情况下ꎬ他不可能归国公开地活动ꎬ所以他只能

以幕后指导者的身份来指挥政闻社的相关活动ꎮ
虽然政闻社罗列了 ４ 条宗旨ꎬ〔１０〕 但它主要的任

务ꎬ其实是促成国会的召开ꎮ 它一方面公开倡导

速开国会ꎬ另一方面又广泛地动员朝廷、地方的

大臣ꎬ请他们向清政府施压ꎮ
在政闻社等多方力量的鼓荡下ꎬ清政府在召

开国会的问题上有所让步ꎬ但政闻社作为一个政

团的存在ꎬ却引起了清政府的关注ꎮ １９０８ 年ꎬ清
政府处分了作为政闻社成员的法部主事陈景仁ꎬ
并直接指出:“政闻社内诸人良莠不齐ꎬ且多曾犯

重案之人”ꎮ〔１１〕然后ꎬ清政府又直接下达谕旨ꎬ宣
布查禁政闻社ꎮ〔１２〕

在清政府的严行查禁下ꎬ政闻社被迫停止运

作ꎬ梁启超主持的此种政团活动乃陷于停顿ꎬ他
不得不寻求与国内其他立宪派的合作ꎬ在其他的

结社名目下ꎬ继续他的政治活动ꎮ 然而ꎬ自戊戌

变法失败后ꎬ梁启超等长期流亡海外ꎬ其立足的

根基也在海外ꎬ国内的立宪派势力非常复杂ꎬ其
实并非可以藉梁启超一人之力而完成整合ꎮ 更

何况ꎬ早在戊戌变法失败前ꎬ国内倾向于改革的

保守主义力量ꎬ就多有不支持康、梁者ꎮ 陈寅恪

先生曾在回忆戊戌变法的派别源流时ꎬ指出“当
时之言变法者ꎬ盖有不同之二源ꎬ未可混一论之

也”ꎮ〔１３〕在陈先生的忆述中ꎬ乃祖陈宝箴并不认

同康、梁的“公羊春秋之学”ꎬ虽然他们都主张温

和、渐进式的改革ꎬ但他们的思想源流迥然有别ꎮ
茅海建教授的«戊戌变法的另面———‹张之洞档

案›阅读笔记»是一部极为杰出的史学著作ꎬ该
书在某种意义上ꎬ可以说恰恰为陈寅恪先生的

“孤论”提供了重要的史学论证ꎬ或者不妨说ꎬ该
书其实正是陈先生论断的一则“附注”ꎮ 茅海建

教授在该书中ꎬ揭示了张之洞、陈宝箴等改革派

对康、梁的激烈反对ꎬ例如其指出张之洞写作«劝

学篇»的主要目的在于:“其一是针对康有为的

‘邪说’ꎻ其二是针对保守派的‘迂说’”ꎮ〔１４〕 可

见ꎬ在张之洞、陈宝箴等改革派的眼中ꎬ康、梁维

新派与支持义和团运动的顽固守旧势力ꎬ怕也只

在伯仲之间ꎬ不过是“邪说”“迂说”的差异罢了ꎮ
而从字义上看ꎬ“邪说”毫无疑问比“迂说”危害

更甚ꎮ

二、进步党的组建

通过上述分析ꎬ我们大抵可以得出结论ꎬ梁
启超等海外维新派力量其实已经被排斥在国内

立宪派主流之外ꎬ以任公为中心ꎬ来整合国内的

保守主义力量ꎬ注定是一条无比艰辛的道路ꎮ 任

公在推动保守主义力量结合的过程中ꎬ也常常不

能不感到意懒心灰ꎮ 但国内立宪派中ꎬ却也没有

任何一人可以取代任公的位置来牵头组党ꎬ因为

任公虽然在人事关系中ꎬ处于相对边缘的尴尬地

位ꎬ但在流亡海外期间ꎬ他运用手中那支具有无

限魔力的笔ꎬ撰写了一篇又一篇激动人心的政论

文章ꎬ已然获得了温和派领袖的绝对地位ꎮ 不

过ꎬ由于保守主义力量内部复杂的人脉关系ꎬ以
及如前文提到的那样ꎬ保守主义并非一种真正的

“主义”ꎬ它赖以团结大家的ꎬ不是意识形态式的

信仰ꎬ而只是一种最低限度的共识———在政治上

的温和、稳健的态度ꎮ 这就决定了保守主义的涣

散性ꎬ以及将其整合的艰难性ꎮ
如前文所述ꎬ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海

外维新派ꎬ其实与国内的立宪派势力在理念上颇

有差异ꎮ 但在政闻社被严禁后ꎬ如果梁启超不想

放弃在国内的活动ꎬ就必须选择与国内的立宪派

合作ꎬ毕竟他们在政治上有某种契合性ꎮ 作为团

结国内立宪派的组织ꎬ在政闻社被查禁后ꎬ“宪友

会”承担了这项任务ꎮ 在清末ꎬ可以公开活动的

政党组织也只有“宪友会”ꎬ它是由“国会请愿同

志会”演化而成ꎬ国内立宪派势力ꎬ以及同情梁启

超维新派的势力ꎬ皆在其中ꎮ “宪友会”的成立ꎬ
是由于 １９１０ 年资政院设立后的政治形势使然ꎮ
资政院的成员有两种ꎬ一种是由各省谘议局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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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ꎬ另一种则是由皇室钦定ꎮ 其中ꎬ前者经由地

方民意机关选举而出ꎬ可以称之为“民选议员”ꎬ
后者则可以称之为“钦定议员”ꎬ两者在资政院

中ꎬ各据一半ꎮ〔１５〕 “民选议员”与“钦定议员”在

理念上颇相对抗ꎬ隐隐地形成了两大对立的团

体ꎬ因此“民选议员”乃在“国会请愿同志会”的

基础上ꎬ发起、成立了“宪友会”ꎬ它是立宪派势

力在国内的公开聚合ꎬ因此在清室退位、民国初

建的时期ꎬ它也就自然地成为了保守主义势力的

主要党团ꎮ 民国时期著名学者李剑农先生甚至

称:“宪友会可算是后来进步党的老祖宗”ꎮ〔１６〕

在梁启超个人的不懈推动中ꎬ以及在宪友会

的既有组织基础上ꎬ民初的保守主义力量在不断

地聚合ꎮ １９１３ 年 ５ 月 ３ 日ꎬ共和党、统一党、民主

党联名通电ꎬ宣布合并ꎬ成立进步党ꎮ 其后ꎬ在 ５
月 １１ 日、１３ 日ꎬ又先后公布了«进步党宣言书»
«进步党党章»ꎬ并在 ２９ 日正式召开进步党成立

大会ꎮ 至此ꎬ梁启超可以说最终实现了他的组党

理想ꎬ建立了一个统一、温和、稳健的中国式“保
守党”ꎮ

如前所述ꎬ进步党乃由三个政党合并而成ꎬ
它们分别是统一党、共和党、民主党ꎮ 其中ꎬ统一

党起源于 １９１１ 年章太炎等组织的“中华民国联

合会”ꎬ它是江浙地区立宪派势力的结合ꎬ在清朝

覆灭后ꎬ该“联合会”与张謇的“预备立宪公会”
等组织合并ꎬ在 １９１２ 年 ３ 月宣布改组为统一党ꎬ
它是一个反同盟会的组织性结合ꎬ以保守主义为

核心ꎬ但也掺杂了各种力量ꎬ如其宣言书所言“本
党本 集 革 命、 宪 政、 中 立 诸 党 而 成ꎬ 无 故 无

新”ꎮ〔１７〕在南京临时政府时期ꎬ同盟会独大ꎬ为了

对付如日中天的同盟会ꎬ统一党、民社、国民党

(此国民党并非孙中山、宋教仁的国民党)、国民

协进会、民国公会合并ꎬ组织共和党ꎬ黎元洪当选

为理事长ꎮ 值得一提的是“民社”ꎬ〔１８〕 该党是由

武汉方面的势力组成的政党ꎬ它本来属于革命主

义的阵营ꎬ但由于在南京临时政府中ꎬ除了黎元

洪获得了一个“副总统”的虚衔外ꎬ武汉方面的

势力几乎没有分享到任何权位ꎬ这引起了“首

义”省份势力的不满ꎬ他们团聚在黎元洪周围ꎬ组
织了“民社”ꎬ并积极地转而与立宪派势力谋求

合作ꎬ以制约同盟会ꎮ 在共和党的建立中ꎬ黎元

洪的“首义功臣”形象ꎬ再次成为了他的政治资

本ꎬ也成为了共和党用以对抗以革命党自居的同

盟会的重要招牌ꎮ 这也反映出民初政党并非纯

粹的以“理念”“国家政策”为导向ꎬ相反ꎬ在其中

掺杂着非常复杂的利益因素ꎮ 这种以“利”而合

的政党组合模式ꎬ将在后来的北京政府时期继续

上演ꎮ
在统一党被合并到共和党以后ꎬ由于在合并

过程中ꎬ多项事情引起章太炎不满ꎬ〔１９〕 他宣布统

一党重新独立出来ꎬ但只有小部分党员追随之ꎬ
章反过来对共和党以恶语相骂ꎬ认为他们的“腐
败”比同盟会的“暴乱”更成问题ꎮ 由于章太炎

的独断专行ꎬ随着他重新独立出来的这部分党员

对章也越来越不满ꎬ章在重新独立的统一党中也

日益孤立ꎬ不得不宣布脱党ꎬ还宣称“亡中国者必

政党”ꎮ 章太炎的这种激愤言行ꎬ引起了众人的

不满ꎬ同为统一党要员的唐文治即曾致信章氏:
吾辈联合政党ꎬ确定纲领ꎬ原以改良政治

为目的ꎬ非以抵制他党为宗旨ꎬ若抵制不已ꎬ
日后不至两党流血不止ꎮ 大抵待人不留

余地ꎬ即系待己不留余地ꎬ惟望先生此后以和

平广大为心ꎬ勿谩骂以为名高ꎬ勿偏激以致奇

祸ꎬ至于办事更不宜鲁莽专制ꎬ以集众怨ꎮ〔２０〕

唐文治的此封信件可以说确实抓住了章太

炎个性中的问题ꎬ例如“待人不留余地” “谩骂”
“偏激”ꎬ同时也抓住了民初政党政治的问题ꎬ即
其不以“改良政治”为目的ꎬ而专以“抵制他党”
为宗旨ꎮ 可以说ꎬ在政党的分分合合中ꎬ“利”占
据了主导ꎬ而“义”却退而居于其次ꎬ像章太炎先

生这种性格有些“偏激”者ꎬ尚且只是真性情的

流露ꎬ尚有其可敬、可爱之处ꎬ但其他专以“利”
为导向者ꎬ则成为了民初政党政治腐败、堕落的

根源ꎬ这在某种意义上ꎬ倒是印证了章氏对政党

“腐败”的指控ꎬ以及他对“亡中国者必政党”的

预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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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共和党的纲领中ꎬ〔２１〕 我们可以隐约地把

握到进步党的政策导向ꎬ因为共和党实际上是进

步党的核心ꎬ在纲领中ꎬ“统一” “国家主义” “以
国家权力扶持国民进步”等字样最可表明它的立

场ꎮ 保守的共和党是想以“国家主义”对抗同盟

会的“民权主义”ꎬ以“统一”来对抗同盟会主张

的“地方自治”ꎮ
就在共和党成立的同年(１９１２ 年)ꎬ１０ 月 ２７

日由国民协会与共和建设讨论会发起的民主党

也正式成立ꎬ汤化龙当选为干事长ꎬ这也是一个

保守主义政党ꎮ «申报»１９１２ 年 ８ 月 ２５ 日早就

刊发了关于民主党拟组的消息ꎬ其中指出民主党

的组织是出于“以中国政党萌芽伊始ꎬ国民

政治观念尚形薄弱ꎬ如仅有二党ꎬ恐党争日烈ꎬ国
家异常危险ꎮ 故决计发生第三党ꎬ定名为民

主党”ꎮ 在是年 １０ 月ꎬ梁启超归国后ꎬ加入民主

党的任公曾试图促成共和、民主二党的合并ꎬ以
完成保守主义势力的大结合ꎬ但未获成功ꎬ梁个

人乃于次年 ２ 月宣布跨党加入共和党ꎬ同时兼为

两党成员ꎮ

三、进步党和近代政治协商

在 １９１３ 年的国会选举中ꎬ由同盟会改组而

成的国民党取得明显的优势ꎬ这让共和党、民主

党以及重新独立的统一党都感到巨大的压力ꎮ
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原先对政党并未过分置意ꎬ他
想的是在各个政党之间保持相对的均衡ꎬ都不过

分地亲近ꎬ以超然其上ꎮ 袁世凯显然是立足于传

统君主的基本态度来看待党争的ꎬ在各股力量的

争执中ꎬ不左不右ꎬ保持作为最后仲裁者的超然

地位ꎮ 可是ꎬ１９１３ 年的国会选举结果打破了袁

世凯的规划ꎬ取得国会选举胜利的国民党ꎬ在宋

教仁的主导下ꎬ不断地鼓吹政党政治、责任内阁

等等ꎬ这已然威胁到了他的地位ꎮ〔２２〕 袁世凯既然

已经注定做不了超然总统ꎬ他就不得不开始扶持

亲近自己的党派ꎬ他甚至决定加入共和党ꎬ希望

以自己的威望来给共和党壮大声势ꎬ但后来因为

宋教仁被刺案ꎬ袁的“入党”计划被搁浅ꎮ〔２３〕但袁

世凯对于促进共和党、民主党以及统一党的大合

并则给予了很大的助力ꎮ 这与梁启超的打算不

谋而合ꎬ梁启超在归国后ꎬ为了实现他的政治理

想ꎬ乃与曾经的政敌袁世凯捐弃前嫌ꎬ携手合作ꎮ
但袁世凯对保守党派的支持ꎬ对于保守党派是一

柄双刃剑ꎬ它在短期内支持了保守党派的合并ꎬ
但袁氏毕竟不是真心帮助保守党派ꎬ只是在利用

它完成打击政敌的任务ꎮ〔２４〕 对此ꎬ进步党人也未

必没有清醒的认识ꎬ他们曾指出:
进步党袒袁总统ꎬ袁总统助进步党ꎬ事实

上不可掩ꎮ 但袁世凯何爱于进步党而助之ꎬ
不过欲借以抵抗国民党耳ꎮ 一旦有数省地盘

之国民党消灭ꎬ进步党又宁幸免? 故两党实

有利害共同之点ꎬ特愚者不察ꎬ专认国民党为

敌ꎮ〔２５〕

当然ꎬ进步党领袖梁启超并不属于其中的

“特愚者”ꎬ他其实并非真的是简简单单地依附

政府ꎬ梁启超早已宣称国民党是“乱暴派”ꎬ袁世

凯北洋集团是“腐败派”ꎬ保守党势孤力弱ꎬ难以

同时向它们开战ꎬ所以只能先联合危害较轻的一

方来压制危害较大的一方ꎬ而梁启超认为在“乱
暴派”国民党与“腐败派”袁世凯中间ꎬ国民党为

“祸国最烈之派”ꎬ对于袁世凯则“不得不暂时稍

为假借”ꎮ〔２６〕

在进步党的合并成立过程中ꎬ保守主义势力

的涣散性ꎬ以及政党政治的趋“利”性ꎬ表现得淋

漓尽致ꎮ 在袁世凯、梁启超的推动下ꎬ三党均有

合并以对抗国民党的意向ꎮ 但民主党作为一个

“小党”ꎬ却将自己在国会中的十余个议席的作

用发挥到了极致ꎬ因为共和党虽然有两百左右的

议席ꎬ可缺少了民主党、统一党的支持ꎬ它难以与

国民党的两百七十个议席对抗ꎮ 如果加上民主

党、统一党的议席ꎬ则三党合计也恰恰可以达到

两百七十席左右ꎬ可以与国民党对抗ꎮ 故民主党

虽然仅仅握有十余席国会议员ꎬ但却挟此自重ꎬ
不断地提高自己的要求ꎬ逼迫共和党、统一党向

它妥协ꎮ 最终ꎬ通过艰难的谈判ꎬ在共和党、统一

党的不断退让下ꎬ国会众议院的议长由民主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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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化龙取得ꎬ一个仅仅有着十余席位的国会少数

党ꎬ竟然取得了众议院议长的位置ꎬ这自然是共

和党、统一党妥协、支持的结果ꎮ 但民主党还不

满足ꎬ最终共和党、统一党不得不又将组建新党

后的财政权交给民主党ꎬ由临时大总统袁世凯拨

付的数十万元的政党合并资金ꎬ全部由民主党的

刘崇佑等人控制ꎮ 因此ꎬ在三党的合并中ꎬ原本

最小的政党民主党ꎬ却反复利用手中的议席ꎬ攫
取到了最大限度的、甚至是不可思议的利益ꎮ〔２７〕

在这种情况下ꎬ共和党、统一党不可能不心怀怨

恨ꎬ即使两党的上层能够容忍ꎬ广大的党员也很

难接受这种权力分配ꎬ因此三党的合并其实是极

为脆弱的ꎮ 三党合并为进步党后ꎬ部分极感愤懑

的共和党成员宣布脱离进步党ꎬ重建共和党ꎬ就
是其例证ꎬ这是 ６ 月 ２９ 日的事情ꎬ离 ５ 月 ２９ 日

进步党召开成立大会ꎬ才过去一个月而已ꎮ 而

且ꎬ在宪法起草工作进行到关键时候ꎬ由于政局

的变化ꎬ进步党最终彻底崩溃ꎬ四分五裂ꎬ则更是

显证ꎮ
进步党的种种问题暂且不讨论ꎬ在 １９１３ 年 ５

月三党联合发出合并通电中ꎬ我们看到了进步党

的基本理念ꎬ该电指出:
(共和党、统一党、民主党三党)决议合

并ꎬ定名进步党ꎬ推黎副总统为理事长ꎮ 党义

三条:一、取国家主义ꎬ建设强善政府ꎻ二、尊

人民公意ꎬ拥护法赋自由ꎻ三、应世界大势ꎬ增
进平和实利ꎮ〔２８〕

将此条电文揭示的进步党“党义”与前面提

到的共和党的“纲领”稍稍对比ꎬ即可看出它们

的相似性ꎬ特别是其中的“国家主义”字样ꎮ 可

以说ꎬ“国家主义”是保守主义者们在民初共同

的理念ꎬ具体的体现则是进步党“党义”中提及

的“建设强善政府”ꎬ“强”是一种功能意义上的

表述ꎬ意味着进步党希望建设的是一种以行政为

主导的强有力的政府ꎬ而“善”则是一种价值意

义上的表述ꎬ它意味着它对政府价值取向上的基

本诉求ꎮ 关于“强”与“善”的解读ꎬ我们可以从

进步党精神领袖梁启超的一篇宏文中得到启发ꎬ

该文即为任公在 １９０６ 年发表的«开明专制论»ꎮ
«开明专制论»是一篇极为重要的政治哲学、宪
法学的政论文章ꎬ其中“专制”大概可以解读什

么是“强”ꎬ“开明”则大抵可以对应于“善”ꎮ 因

此ꎬ我们可以从该文所昭示的政治、法律理念ꎬ来
理解梁启超及进步党的核心主张ꎮ

四、结　 语

综上所述ꎬ进步党的理念虽然相对稳健、温
和ꎬ但它缺乏一个坚定的核心领导集团ꎬ它的整

合也非常艰难ꎬ往往在吸纳新的成分入党的同

时ꎬ就会有部分党内势力因为不同意见而脱党ꎬ
在后期甚至出现了内阁高层党员与国会普通党

员的决裂ꎮ 而且在后期的上下隔阂形成后ꎬ高层

竟然也决定抛弃普通党员ꎬ副署袁世凯的解散国

会命令ꎬ让国会的进步党成员集体“失业”ꎬ这不

啻为政党的自我解散ꎮ 梁启超曾撰文表达他对

本党国会议员的强烈不满ꎬ该文名为«国会之自

杀»ꎬ意在表明不是进步党高层附和袁世凯政府

来断绝国会生路ꎬ而是国会自绝生路ꎬ而趋于“自
杀”ꎮ 进步党可以说完全没有政治整合的能力ꎬ
虽然它是由一群具有相近理念、态度、价值的成

员组成ꎬ但它在运作上彻头彻尾地是一个失败

者ꎬ这样的一个“保守党”ꎬ其实并没有保守的能

力ꎮ 虽然进步党持稳健的政治态度ꎬ但它却缺乏

力量可言ꎬ它的稳健最终并不能转化为国家的政

治秩序与法秩序ꎮ 所以ꎬ我们不难看到ꎬ作为近

代早期政党的进步党ꎬ它不仅在对外政治协商方

面存在形形色色的问题ꎬ其内部的政治协商也有

极大的问题ꎬ而协商民主精神的缺失ꎬ则是其中

的根源ꎮ 也正是这种缺失ꎬ让民国初年从非常政

治到日常政治的转型最终失败ꎮ

注释:
〔１〕 Ｊｏｎ Ｅｌｓｔｅｒꎬ 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ｖｅ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ꎬ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１９９８ꎬ“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ꎬｐ. １.
〔２〕刘瑜:«可能性的艺术:比较政治学 ３０ 讲»ꎬ桂林:广西

师范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２２ 年ꎬ第 ７０ 页ꎮ
〔３〕在民初国会中ꎬ进步党与国民党是其中的两大党派ꎬ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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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院议长、副议长皆为国民党人ꎬ众议院议长、副议长则皆为进

步党人ꎮ
〔４〕与强学会同时期ꎬ康、梁党人还曾经在湖南成立了“南

学会”ꎬ并创办了«湘报»ꎮ
〔５〕李秀清:«“梁启超宪草”与民国初期宪政模式的选择»ꎬ

«现代法学»２００１ 年第 ６ 期ꎮ
〔６〕〔７〕〔２６〕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ꎬ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ꎬ１９８３ 年ꎬ第 ３６８ － ３６９、３６９、６６７ 页ꎮ
〔８〕荆知仁:«中国立宪史»ꎬ台北: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ꎬ

２００１ 年ꎬ第 １２４ 页ꎮ
〔９〕根据史学家张朋园的考证ꎬ梁启超组织政党的决定ꎬ乃

受黄遵宪的影响而成ꎮ 张朋园:«梁启超与清季革命»ꎬ上海:上

海三联书店ꎬ２０１３ 年ꎬ第 １２３ 页ꎮ
〔１０〕«政闻社宣言书»揭示了该社的宗旨:１. “实行国会制

度ꎬ建设责任政府”ꎻ２. “厘订法律ꎬ巩固司法权之独立”ꎻ３. “确

立地方自治ꎬ改正中央地方之权限”ꎻ４. “慎重外交ꎬ保持对等权

利”ꎮ
〔１１〕«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ꎬ光绪三十四年六月十七日ꎮ
〔１２〕上谕曰:“近闻沿江沿海暨南北各省设有政闻社名目ꎬ

内多悖逆要犯ꎬ广敛资财ꎬ纠结党羽ꎬ托名研究时务ꎬ阴图煽乱扰

害治安ꎬ若不严行查禁ꎬ恐后败坏大局ꎬ著民政部各省督抚步军

统领顺天府严密查访ꎬ认真禁止”ꎮ
〔１３〕陈先生谓:“至南海康先生治今文公羊之学ꎬ附会孔子

改制以言变法ꎮ 其与历验世务欲借镜西国以变神州旧法者ꎬ本

自不同ꎮ 故先祖先君见义乌朱鼎甫先生一新«无邪堂答问»驳斥

南海公羊春秋之说ꎬ深以为然ꎮ 据是可知余家之主变法ꎬ其思想

源流之所在矣”ꎮ 陈寅恪:«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ꎬ«寒

柳堂集»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ꎬ１９８０ 年ꎬ第 １４８ － １４９ 页ꎮ 另ꎬ
亦可参阅陈先生的另一篇文章———«清季士大夫清流浊流之分

野及其兴替»(«寒柳堂集»ꎬ第 １７０ － １７２ 页)ꎬ以为辅证ꎮ
〔１４〕茅海建:«戊戌变法的另面———‹张之洞档案›阅读笔

记»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ꎬ２０１４ 年ꎬ第 ４０ 页ꎮ
〔１５〕北京大学李启成教授点校、出版了«资政院议场会议

速记录———晚清预备国会辩论实录»(上海:上海三联书店ꎬ２０１１
年)一书ꎬ该书详细地收录了作为“预备国会”的资政院的议事

记录ꎬ为相关研究的展开提供了重要的史料基础ꎮ
〔１６〕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ꎬ北京:商务印书馆ꎬ

２０１１ 年ꎬ第 ３４３ 页ꎮ

〔１７〕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ꎬ北京:中华书局ꎬ１９７７
年ꎬ第 ５８８ 页ꎮ

〔１８〕有学者指出ꎬ“民社”取意于卢梭的«民约论» (今译

«社会契约论»)ꎬ其“以卢梭的«民约论»为根本主义”ꎮ 参考刘

劲松:«民初议会政治研究(１９１１—１９１３ 年)»ꎬ北京:中国社会科

学出版社ꎬ２０１４ 年ꎬ第 ７２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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