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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的“开明专制论”不仅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力，而且还在日后不断地以各种新名

目被重新提起——孙中山的“训政”思想、30年代傅斯年等所主张的“新式独裁”，以及80年代末萧功

秦等所倡导的“新权威主义”，它们在思想认识上都多少与其有一些历史渊源。由于梁启超的这种思

想主张实际上涉及到在近代中国能否避免暴力革命、革命与改革的关系以及建立民主共和所必需

的社会条件等等一系列重大、复杂问题而不断地吸引着许多后来学者的兴趣，相关研究可谓硕果累

累[1]。然而，纵观以往研究，或过于简略而未切中要害，或过于为其辩护而失之偏颇，或一味对其批判

而有失公允。我们认为，倘若站在今天的历史高度，从政治学角度去重新考察，仍有进一步探讨的空

间。无疑，对此进行一番鞭辟入里的学理辩析，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和认识中国早期民主化的艰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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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梁启超的“开明专制论”是希望由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的政府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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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主要论著有：蔡永飞：《梁启超“开明专制”思想述评》，〔北京〕《政治学研究》1988年第4期；彭南生：《梁启超的“开

明专制思想”新探》，〔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 3期；全根先：《开明专制与政治的权威性——读〈梁启超与

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一书有感》，《北京图书馆馆刊》1994年第1/2期；姚传德：《清末中国政体模式与现代化进

程——梁启超“开明专制论”评析》，《社会科学辑刊》1999年第2期。李喜所、元青：《梁启超传》，〔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美〕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8年版。〔美〕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

（1890-1907）》，崔志海、葛夫平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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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复杂性，而且还会对当代政治体制改革具有许多有益的启示。

一

1905年，梁启超在《开明专制论》一文中指出，当时中国在不具备实行民主共和的现实条件下，必

须先经过一个“开明专制”的过渡阶段。在文中，他把专制政体分为“野蛮”、“开明”二种，即若是它能

“以所专制之主体的利益”为标准，则是一种“野蛮专制”；而若是它能“以所专制之客体利益”为标准，

则是一种“开明专制”。他举例道：“法王路易十四曰：‘朕即国家也。’此语也，有代表野蛮专制之精神

者也。普王腓力特列（今译为腓特烈大帝）曰：‘国王者，国家公仆之首长也。’此语也，则代表开明专制

之精神者也。”[1]也就是说，一个国家尽管实行的是专制政体，但倘若它能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重，则

仍不失为一种优良而又有效的制度。之后，他又从学理和事实的双重维度来论证其合理性和必要

性。在他看来，中国古代先哲除了道家外，“儒、墨、法三家，皆主张开明专制主义”[2]。而在西方，古希

腊亚里士多德、意大利马基雅维利、法国让·布丹、英国霍布士等也都主张开明专制主义。随后，梁启

超又不厌其烦地列举了古今中外推行开明专制的史实，断定这些国家都起到了很明显的效果。中国

历史上曾出现过管子、子产、勾践、武灵王、商君、诸葛亮、王安石等开明专制者，他们通过内修政务，外

抗强敌，极迅速地改变了他们各自所在国的落后面貌；而在世界近代史上，法国拿破仑、普鲁士国王腓

特烈大帝、德国宰相俾斯麦、俄国彼得大帝等等都是“开明君主”[3]。显然，梁启超所援引的学理和事例

尽管存在着诸多牵强之处，但他倡导开明专制却是清晰的。

梁启超的开明专制论是在与革命派辩论时提出来的，他坚决反对用暴力推翻满清政府、建立共和

的主张。他忧心忡忡地指出，当时中国虽然号称是专制主义，但欲要建立起一种共和制就必先爆发革

命，而“革命决非能得共和，而反以得专制”。他坦言，这种论断直接来源于德国思想家波伦哈克的学

说。波氏认为，一个国家若要推行共和制，则必须要求人民富有自治能力和公共精神，能够自行调和

他们之间的利害冲突，“必无使甲之利害，能强压乙之利害，而诸种之关系，常克相互平等”。像这种情

况，唯有“富于自治性质”的盎格鲁撒逊人种“能行之而绰绰有余”。据此，梁启超认为，中国人民由于

长期深受专制主义的毒害，他们“既乏自治之习惯，又不识团体之公益”，只知结党营私而无法调和自

身的冲突，如贸然推行共和，则势必造成社会秩序的大破坏。他大胆地预测和分析道，一旦革命爆发，

率先发难的团体往往是一群“无资产之下等社会”，他们势力最猖獗，必将趁革命之机剥夺上流人士的

利益。而众多“从梦中惊起”的富豪阶级为了捍卫自己的生命、财产必将奋起反抗。而此时，由于政局

动荡，各社会群体都迫切盼望有一位强有力的“非常之豪杰”来收拾残局，结束无政府状态。而这些应

运而生的豪杰之士首先必然利用军队力量来建立起一种军事独裁统治。由于渴望社会的稳定，人们

不得不把“政治上之自由”托付给这种军事强人而自己终于重新沦为“奴隶”[4]。与以往神圣君主相比，

这些掌控着国权的篡夺者由于其统治根底很不稳固，大多会假借国民投票的选举去寻找和巩固其合

法性。这些新式独裁者——无论是以“帝王”，还是以“大统领”的名义，都会披上各式各样的现代性外

衣——诸如设有“国民大会”、“议院”等机构，但其本质却仍然是一种改头换面的专制统治。

很明显，梁启超的开明专制论是希望由一个强大有力的、中央集权的政府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来

实现民主化。他指出，“强制的组织”无论对于社会还是个人都是须臾不可缺少的，而“必有所谓国家

者，乃得行完全之强制的组织”[5]。平心而论，在近代中国内忧外患的情势下，他的这种思想主张在学

[1][2][3][4][5]梁启超：《开明专制论》，《梁启超全集》第五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455-1456页，第1456页，第

1460-1462页，第1470页，第14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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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上具有一定的根据。众所周知，像中国这种东方落后国家的现代化，是在西方列强的侵略与凌辱所

造成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的冲击下艰难起步的，它往往是以最高统治集团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为

先导。换言之，一个国家经济愈落后，它首先面临的重大问题是构建起一种强大巩固的中央政权。罗

荣渠在论述中国早期现代化延误的原因时曾指出：“东方后进国家的现代化是外源性现代化，在启动

阶段，国家政权的强弱是引导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因素，因为在这些国家，资本主义因素十分薄弱，经济

自组织能力尚待培育。”[1]马敏在考察了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后指出，像中国这样一个贫穷落后的东

方大国要启动现代化，它“必须要有一个统一的、独立的民族国家，必须要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

这是实现现代型经济增长和国家现代转型的必要的制度前提”[2]。第二次世界大之后，许多经济不发

达的亚非拉国家先后仿照西方逐步走上了民主化之路；而西方一些发达国家也同样经历了剧烈的政

治动荡与一系列的变革，所有这一切都为研究世界政治思想史的学者提供了宽广的视野，使他们更容

易运用丰富、新鲜而又独特的资料来进行研究。亨廷顿认为，发展中国家应走一条不同于西方发达国

家的民主化之路，它们在推进现代化过程中最缺乏的是一种高效、权威的合法政府。他在援引美国联

邦党人麦迪逊的观点时指出，组建一个政府的最大困难在于首先必须要使政府能控制住广大臣民，其

次才是使政府能控制住其自身，而在许多进行现代化的国家，“其政府还不能完成第一种功能，第二种

功能更无从谈起”。这些国家必须首先创立一个能维护公共秩序的、有权威的合法政府，它们“必须先

有权威，然后才能对它加以限制。”[3]福山也认为，在东方发展中国家，建立起一种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权

是国家构建的第一要务。他指出，在土耳其、韩国、中国台湾、印尼等国家和地区，在构建一种现代政

治秩序时必须遵循“威权式过渡”的发展策略，应该“先在威权统治下实现经济现代化，再在政治制度

上开放民主竞争”[4]。由此可见，许多中外学者都在客观上呼应了梁启超的这种思想主张。再从古今

中外的史实看，他所揭示的暴力革命必然导致专制、专制又会引发暴力革命的历史现象也是屡见不鲜

的。英国克伦威尔、法国拿破仑及其侄子路易·波拿巴、土耳其凯末尔、韩国朴正熙、印尼苏哈托、中国

的袁世凯……，所有这些人都是挟民意而行独裁的专制者。

但必须看到，纵观西方诸国从专制向宪政的演变史，暴力通常在其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恩

格斯在批判杜林关于“暴力是绝对的坏事”的谬论时曾指出：“暴力在历史上还起着另一种作用，革命

的作用；暴力，用马克思的话说，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5]摩尔在其名著《民主和

专制的社会起源》中详细考察 了暴力在英、美、法等国走向民主化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他指出，在

英国，暴力革命摧毁了君主专制制度，从而使得“带有资产阶级思想的大地主”能够在日后“一举消灭

了农民阶级”。在法国，暴力革命也同样“打破了尚未进入商品经济领域的土地贵族的权力”，从这层

意义上来说，“法国革命建立了另一条路线，开创了一个逐渐趋向民主的社会”。而在美国，美国内战

消灭了障碍民主进一步发展的种植园主的力量[6]。在论及暴力革命时，布莱克指出：“从十七世纪到十

九世纪，大不列颠、法兰西、美利坚、德意志、意大利都饱受大革命和内战的重创，我们没有理由相信，

后来建设现代化的国家将能够避免暴力。暴力或暴力的威慑是一切政治关系所固有的，但是在现时

[1]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90页。

[2]马敏：《现代化的“中国道路”——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若干思考》，〔北京〕《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9期。

[3]〔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张岱云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8页。

[4]〔美〕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毛俊杰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年版，第450页。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23页。

[6]〔美〕巴林顿·摩尔：《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拓夫、张东东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345-3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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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暴力则成了特色。”[1]在中国走向民主共和之路上，暴力革命是一股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不可避免的时代潮流，自由、民主之花必须要由无数仁人志士的热血来浇灌。诚然，1911年爆发的辛

亥革命在当时难免引发了某种程度的社会动荡，导致了政治失范的短期阵痛，但从长远来看无疑具有

除旧布新的重大意义：它不仅推翻了腐朽没落的清王朝，结束了两千多年来的君主专制，为民主化扫

清了前进中的障碍，而且还在中国历史上首次搭建了民主共和所必需的基本制度架构，诸如总统制、

国会制、三权分立等等。可见，梁启超囿于其一贯的改良主义立场，一味否认、诋毁暴力革命，未免失

之偏颇。

二

从实践层面看，梁启超的开明专制论是把实现民主化的希望完全寄托在清政府身上。他强调指

出：“劝告现政府之开明专制，实今日独一无二之法门也。”[2]而就当时清政府的实际而言，这种思想主

张是不合时宜的。

经过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惨败，清政府对外已无法保障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国内社

会经济凋敝，民不聊生，立宪运动风生水起，民主革命如火如荼。更严峻的是，此时，其统治集团内部

已腐化堕落，呈现出一种政治衰败的倾向。满洲贵族作为主导改革成败得失的当权派，他们却“穷尽

了骄奢淫逸、招权纳贿、贪渎好货之能事，积累起严重的政治腐败、社会不平等、人民的愤懑不满”[3]。

诚然，为谋求自救之道，清政府在最后十年间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取得了很大成效。然而，从历史上

看，中国历朝历代的君主都无一例外地视国家为私产，他们推行的所有改革，其最终目的无非在于维

系皇位的永固。严复曾悲愤地指出，中国自秦以来历代君主为维护自身利益所制定的法令，“其什八

九所以坏民之才，散民之力，漓民之德者也”[4]。清政府的各项新政改革（尤其是预备立宪），往往意味

着满清贵族被迫放弃自己的特权而不得不与其他社会阶层分享，而当改革一旦进入到深层阶段，就必

将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对此，当时一些有识之士看得十分清晰。1905年，宋教仁在《醒狮》上发表

了《清太后之宪政谈》一文，针对慈禧太后所谓的预备立宪可使“我满洲朝基础，永久确固”的言语评论

道：“西太后纵发大慈悲，其能舍己从人，而行此上背祖宗成法，下削子孙权利之非常举动耶。且西太

后纵能行之，而此二百万之通古斯人，其皆能降心相从以让人耶。”[5]马勇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晚清皇族

虽然在清末一系列改革中始终积极主动，但改革一旦损害到他们的特权，“便毫不犹豫地站在了改革

的对立面”[6]。不难看出，以载沣为首的满洲权贵在内外交困中被迫推行一些掩耳盗铃的改革，而暗中

却大权独揽，尤其是人事权、兵权和财权等核心权力。1911年5月8日，清廷出台了一个“皇族内阁”，

这一愚蠢的举措既把他们以立宪为名、行垄断国家权力为实的真实意图大白于天下，又充分暴露了其

自私自利的本性。显而易见，清末新政并未能挽救处于风雨飘摇中的清政府，只不过是一次回光返照

而已。无独有偶，法国大革命也出现过相似的情形。福山曾中肯地指出：“18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

的法国政治家，接受新思想的影响，尝试以和平改革的方式改造旧制度，但由于既得利益团体紧紧抓

住政治权力不放，而屡屡受挫。”[7]

[1]〔美〕C·E·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段小光译 ，刘东校，〔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92页。

[2]梁启超：《答某报第四号对于〈新民丛报〉之驳论》，《梁启超全集》，第六卷，第1621页。

[3]孙燕京、周增光：《辛壬之际旗籍权贵集团的政治心态》，〔北京〕《历史研究》2012年第5期。

[4]严复：《辟韩》，王栻编:《严复集》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6页。

[5]宋教仁：《清太后之宪政谈》，《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上册），〔北京〕三联书店1977年版，第70页。

[6]马勇：《从倡言改革到反对革命：对晚清皇族的一个分析》，《徐州师范大学》2012年第1期。

[7]〔美〕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第340-3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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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改革很难成功更关键的问题还在于，西方诸国的民主制度是在由其内部代表着不同利益

的各派势力反复争斗、博弈和妥协中才逐步形成的，而当时中国社会却并未出现一支足以与清廷相抗

衡的敌对力量，从而不能从制度上保障它以“专制之客体利益”为圭臬的开明性质。亨廷顿认为，从历

史上看，一种现代政治体制的出现是“由于各种社会力量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分歧，以及为解决这些分

歧而采用的程序和组织手段的逐步发展。”而这种制度成立的先决条件就是“规模小、成分划一的统治

阶级的解体、社会力量的多样化，以及这些社会力量相互作用的增强”[1]。福山也指出，国家、法治和负

责制政府的融合有赖于国家和社会之间良性互动的均衡和妥协，而“强大国家既执行法律，又受法律

和立法机关的制衡，这种奇迹全靠社会上不同的政治参与者彼此之间维持大致的均势。他们当中，谁

也不是龙头老大，便不得不达成妥协。”[2]综上所述，梁启超一厢情愿地寄希望于腐败、颟顸而又自私自

利的清政府来推行开明专制主义，不啻是与虎谋皮，南辕北辙。

三

梁启超的开明专制论是建立在他对中国的特殊国情和历史文化传统的深刻理解和认识之上的。

在《开明专制论》中，他列举了当时中国不能实行君主立宪的二个理由，即“人民程度未及格”和“施政

机关未整备”[3]。除了后者大多属于一些技术层面问题外，他始终关注的还是国民素质问题。早在

1903年，梁启超在考察了美、法、瑞士等共和政体沿革之后指出，美国共和制的成功是由于它拥有一

个成熟而强大的自治社会。从美国历史文化传统看，在盎格鲁萨克森人统治下的英国社会中，就早已

存在着悠久的民主和法制传统。法国在1793年大革命后曾经模仿过美国建立起一种共和政体，但由

于法国国民性情“好新易迁”，与共和主义最不相容，社会上缺乏作为“共和政治最切要之条件”的自治

能力，因而，法国从表面上获得了“共和政治”的“美名”，但究其实质却“与君主政治无毫厘之异也”[4]。基

于这种认识，梁启超认定美国共和制虽然很优良，但倘若其它国家罔顾本国国情而盲目移植，则势必

导致政局的动荡不安。他举例道：“彼西班牙旧属之中美、南美诸殖民地，固皆革命后而模仿美国之共

和宪制者也。而其结果何如矣？盖其历史舍人民与军队之争斗外，无他可纪。就中如玻利非亚，自发

布共和宪法以来，凡易大统领十四度。而十四人之大统领中，得善终者仅一人。余十三人，则惨杀者

九。而流之以终者，四也。自余他国，大概类是。”[5]而在中国，中国人由于在政治思想意识上存在着许

多缺陷，诸如“有族民资格而无市民资格”、“有村落思想而无国家思想”、“只能受专制不能享自由”、

“无高尚之目的”等等，他们尚不具备可以为共和国民的资格。因此，他痛心地指出：“中国之多数、大

多数、最大多数，如是如是，故吾今若采多数政体，是无异于自杀其国也。”[6]有鉴于此，梁启超希望中国

能够出现彼得大帝、腓特烈大帝式的铁腕人物来实行开明专制，然后才逐步过渡到民主共和。

梁启超的这种共和制需要由国民素质为基础的论断在近代思想界并不乏知音。严复认为，移植

一种西方先进制度，如果缺乏相应的环境和条件，则势必会导致“迁地弗良”的后果。他在给友人信中

说：“大抵吾人通病，在睹旧法之敝，以为一从夫新，如西人所为，即可以得无弊之法，而孰意不然，专制

末流，固为可痛，则以为共和当佳，而孰知其害乃过于专制。……始知世间一切法，举皆有弊，而福利

[1]〔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第12页。

[2]〔美〕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第318-319页。

[3]梁启超：《开明专制论》，《梁启超全集》第五卷，第1483-1484页。

[4]梁启超：《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梁启超全集》，第四卷，第1071页。

[5]梁启超：《答某报第四号对于〈新民丛报〉之驳论》，《梁启超全集》，第六卷，第1611页。

[6]梁启超：《新大陆游记》，《梁启超全集》第四卷，第1187-11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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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寡，仍以民德民智高下为归。”[1]杨度也指出，中国多数国民“不知共和为何物，亦不知所谓法律以及

自由平等诸说为何义？骤与专制君主相离而入于共和，则以为此后无人能制我者，我但任意行之可

也”[2]。许多西方学者亦持相似的观点。托克维尔指出，美国共和制虽然很优良，但一旦搬到墨西哥则

行不通。因为墨西哥人并不具有美国人所拥有的自由、平等的共和精神，他们总是或明或暗地倾向于

赞成独裁。在他看来，美国民主制度“好象能工巧匠创造的一件只能使发明人成名发财，而落到他人

之手就变成一无用处的美丽艺术品 。……墨西哥的现况，就是说明这个问题的例证 。”[3]孟德斯鸠认

为共和国需要公民品德，他所谓的公民品德是“热爱法律与祖国。这种爱要求人们不断地把公共的利

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它是一切私人的品德的根源。私人的品德不过是以公共利益为重而已。”[4]英格

尔斯指出，落后国家在引进西方经济制度、管理方式以及仿效最现代政治制度的过程中，“如果一个国

家的人民缺乏一种能赋予这些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着这些现

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

展的悲剧结局是不可避免的。”[5]

但必须看到，一国的政治制度与其国民素质通常是相辅相成、相互为用的。国民素质低下固然能

够影响到一国共和制的成败得失，但他们的民主思想只有在不断追求民主的实践活动中才能得到有

效提升。因此，只有首先通过暴力革命来摧毁腐朽的专制制度，建立起一种共和制，才能够有效地培

植国民的政治思想意识。余英时曾指出：“近代的民主思想如何能实现呢？它的先决条件是必须推翻

旧政权的政治和社会制度。自由与自治的主要障碍倒不是君权的力量，而是利益的把持。”[6]托克维尔

指出，美国新英格兰的居民之所以爱慕他们的乡镇，是因为他们都视乡镇为一个自由而强大的集体。

而在欧洲诸国的专制主义体制下，却只能产生“顺民”。因为，由于欧洲诸国的统治者经常缺乏乡镇精

神，“他们害怕乡镇强大和独立以后，会篡夺中央的权力，使国家处于无政府状态。但是，你不让乡镇

强大和独立，你从那里只会得顺民，而决不会得到公 民”[7]。英格尔斯在论及人的传统思想观念和政

治制度的关系时指出，人的现代化是一国政治制度赖以长期发展并能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在他看

来，传统人的品质“使他们容忍或安于不良的现状”而不求变革图强，“那些陈腐过时的、常常是令人难

以忍受的制度就暗暗地靠着这些传统的人格性质，长久顽固地延续下去，死死抓住人们”。因此，他期

望“人们在精神上变得现代化起来，形成现代的态度、价值观、思想和行为方式”[8]。可见，梁启超以民智

未开作为倡导开明专制论的理由，虽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针对性，但实际上却有倒因为果之嫌。

四

为了寻找救国之道，梁启超以渊博的学识和宽广的视野，对中国民主化进行了长期而艰苦的探

索，先后提出了许多富有洞察力的见解。从学理上说，他在辛亥革命前夕所倡导的开明专制论确实包

含着许多合理的成分，诸如一国在追求民主化过程中必须妥善处理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问题；民主化

必须与本国特殊的国情民意相适用；民主化必须与一国的社会经济和思想文化协调发展；等等。他的

[1]严复：《与熊纯如书》，王栻编:《严复集》第三册，第680页。

[2]杨度：《君宪救国论》，刘晴波编：《杨度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68页。

[3][7]〔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董果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86页，第74页。

[4]〔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 ，张雁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34页。

[5][8]〔美〕英格尔斯:《人的现代化——心理·思想·态度·行为》，殷陆君编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
页，第6页。

[6]〔美〕余英时：《民主制度与近代文明》，〔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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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思想主张既满足了人们稳定社会秩序的良好意愿，又在很大程度上衔接了传统和现代的诸多合

理因素，在当时具有较广泛的代表性和相当的吸引力。然而，民主和专制始终是对立的。梁启超所谓

的开明专制从根本上说仍然是一种专制政体，它隐含着一个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他一方面无情地批

判中国几千年来的专制主义，希望推进民主化进程，而另一方面却又对腐败没落而又自私自利的清政

府充满种种不切实际的期待和幻想。梁启超对清政府的专制本质缺乏一种清醒而准确的判断和认

识，更无法找到一种外在力量来制衡清政府以权谋私，推行开明专制。梁启超反对暴力革命，尽管是

基于他维护社会秩序的一片苦心，但在当时民主革命思潮风起云涌之时，以革命推翻清政府是中国谋

求社会发展、进步的必由之路，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历史已表明，正是因为清政府的改革走向了

穷途末路，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势力才得以不断发展壮大。对此，梁启超后来有所醒悟，他终于认识到

正是清廷的“政治腐败”才催生了革命。1907年，他在《现政府与革命党》中悲愤地指出：“现政府者，

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场也。”[1]梁启超有关共和制需要国民素质为基础的论断虽然具有较大的合理性，

但他不仅对中国国民素质的估计过于悲观，而且更未认识到只有在民主共和制度下国民素质才能得

到培植和有效提升。更根本的问题是，民主制是通过对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合理安排以保护

公民权利，是一种法治的治国方略；而梁启超的开明专制论则只强调国家控制而完全忽视了公民的基

本权利，实质上还是一种贤人政治，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致命缺陷。1921年，梁启超反思道，因为他从

前始终摆脱不了“贤人政治”的旧观念，“始终想凭借一种固有的旧势力来改良这个国家”，这就“多少

总不免被人利用我做坏事，我良心上无限苦痛”[2]。总之，梁启超的开明专制论无论怀抱着多么美好的

愿望，终究是书生意气，纸上谈兵。

从大历史观考察，清末正处于中国历史上一个亘古未有的重大转型期。在西方民主制的衬托下，

在中国延续了二千多年的专制主义已成为一个阻碍社会发展与进步的制度性因素，建立共和制是一

股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然而，在中国实行民主化不可避免地会面临着诸多国内外的重重阻力和压

力：其间既有悠久深厚的中国专制主义传统的障碍和西方列强的阻扰和破坏，又有自身经济、社会和

思想文化落后等客观条件的制约和限制，还有许多倡导者因为对西方民主制以及民主如何与中国国

情相结合的不同认知而引发的种种争论。可见，时代的发展要求与中国社会所固有的主客观的现实

条件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落差。更根本的是，欧美诸国的民主制不仅在它们各自国度内都经历了不同

程度的试错和调整阶段，是经历了几百年的漫长演变而逐步发展和完善的，而且它更是一种复杂精巧

的、至今还在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走向成熟的制度。更何况，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型现代化的老大帝

国，只有不断地根据自身的国情来进行探索和试验，才能使民主制落地生根，这就更增添了实现民主

化的难度和艰险。梁启超所倡导的开明专制论，在当时确实不是一剂对症良药，终究没有、也不可能

为苦难深重的中国找到一条通向民主化的光明之道，此后的历史也并未按照他所预设的这种路线图

演进，这与其说是他个人的历史悲剧，毋宁说是古老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国家过程中必然会遭遇到的

一种宿命。尽管如此，梁启超的这种思想主张所包涵的诸多理论成果——无论是许多富有启发性和

建设性的思想主张，还是因为他一时误入歧途而在思想认识上所发生的种种偏差，都是一笔值得今天

的人们思考和珍惜的精神财富。

〔责任编辑：肖 波〕

[1]梁启超：《现政府与革命党》，《梁启超全集》第六卷，第1666页。

[2]梁启超：《外交欤内政欤》，《梁启超全集》，第十一卷，第34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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