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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北洋到国民党 “易代”的政治因果略论

李　玉

［摘　要］北洋时期民主共和制度运行不良，国家建设难孚众望，促动了民众对 “革命”的心理期

待。孙中山应社会之需，再树政治革命之风，以期改造社会，改善民生。针对北洋政治之病，国民党

提倡直接民权，建构 “训政”理论，将北洋时期的 “党派治国”发展为 “以党治国”。但相较于北

洋，国民党同样没有改变武力绑架政治的实质，甚至有过之无不及，出现 “矫枉而益枉”的易代悖

论，从而为后人留下较大的学理思考空间。

［关键词］北洋政府　国民党　孙中山　训政

［中图分类号］Ｋ２５８２［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１１４Ｘ（２０２０）０４－００００－００

辛亥革命之后建立的民国，又分为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两个时期，后者之所以取代前者，

系综合因素作用的结果，但国民党 “党治”和 “训政”理论在很大程度上针对的是北洋政府时

期民主共和制度运行的失真。也就是说，１９２０年代中国国民党的政治设计及其快速转型，与北
洋时期国内政治建设不良的促动与反推有着密切联系。学术界对此已经有所讨论①，但仍需进一

步思考。笔者不避学识浅陋，在此前阶段成果基础之上②，再行思考，续加铺展，缀成此文，尚

祈高明指正赐教。

一、民主共和制度失真致其信用流失

辛亥革命之后，共和政治被视为国之祥瑞，受到普遍崇奉。但共和政治开始实际运行之后，

就有人发现并非如想象中那样美好，政界中人 “意见迭起，或争权相贼，或假公济私，或戕害

善良、欺弄愚鲁，或破坏建设、专断横行，凡此诸端皆与共和本旨大相背驰。”③在此后的实际政

务中，更令人陆续产生政治要人 “共和其名，专制其实”的担心④。

不过，共和制度的大路毕竟已经开启，中国政治面貌与特质已不同于晚清。共和政治本为西

方政治制度之一，辛亥革命之后在中国开始运行，总体上是鸦片战争以降中国 “师夷长技”的

一个阶段性成果。赞成共和政治者，乃 “依据于事实，而非根本于原理”。二者有何区别，杜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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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指出：

盖事实问题者，以利害为标准；原理问题者，依是非而判别。而吾国民对于共和政

体之观念，乃歆于事实上之所谓利，非动于原理上之所谓是也。……但求事实上之利，

则于共和之原理如何，不妨暂置勿论。是亦国民心理之易于窥见者也。⑤

既然关于民主共和的社会心理普遍偏向于实用，民主政治运行的结果就不可能不向实用的方

向发展。在现实利益的驱动下，民主政治的变形也就成为必然了，结果从议员选举到总统选举，

选票受制于金钱，民权受制于金权。有人这样描写当时 “运动议员”者的活动：

谁云选举法平均，满眼全为运动人，非但寡廉并鲜耻，乞求写票如奉神。

只为希图得议员，邀求大众肆开筵，旁观窃笑都忘避，惟向同人乞我怜。

不知时局不知羞，为得议员摇尾求，拜托旁人勤说项，天天在馆献嘉馐。⑥

对大多数 “书不足以记名姓，数不足以计米盐，目不识图册、版串为何物，耳不辨权利、

义务为何等名词，见官府示谕，茫然不知赤文录字竟作何语”⑦的普遍民众而言，作为行使民主

权利最直接手段之一的选举，不得不受制于行政官员或无良政客，许多地方的选举均为行政官员

包办。⑧

代议制民主政治包括选举人团、政党、议会、内阁四个方面的要素，“不论其中哪一块想损

人利己，这一制度都会遭到扭曲”⑨。对北洋政府而言，除政治选举失真之外，政党、议会与内

阁无一不遭人诟病。政党唯利是争，缺乏宽容与理性，早失信用，各种 “不党”议论就是明证。

甚至有一种社会心理，“因党之腐败而谓国中不应有党”⑩。

而议会的不规范运行在民初就受到时人反感，有人在 《申报》发文指出：

余尝反复思之，民国第一可羞可泣之历史，为参议院之屡因人数不足，而致不能开

会是也。

夫革命者何？革专制而成共和也。专制与共和何异？君权与民权之分也。民权所最

要者何在？立法机关是也。临时期内之立法机关谁？参议院是也。然而参议院竟因人数

不足，时以不开会闻，岂非共和国之最大奇事耶？瑏瑡

虽然投票与选举成为政治生活的常态，但 “欲得千万良心之票，似易而实难”。不少议员都

是金钱运动的产物，其身份来路不正。时人对照指出：“前清有捐班道员，今有捐班议员，其卑

污垢贱则一”。不同之处在于，捐班道员地位低下，辄受上司轻视，被列为白简；而捐班议员则

“神圣不可侵犯”，且如 “野火烧之而不尽，春风吹之而又生”瑏瑢。

“议员资格太滥”瑏瑣，遂成为议会屡遭攻击的主要原因。杨荫杭于１９２０年时指出：“旧国会有
不良分子，此无可讳也。北京新国会之不良分子，或更甚于旧国会”，所以 “国会问题”的根本

“实为道德问题”瑏瑤。虽然 “北京议员名额之多，为他国所无”，但不能 “代表真正之民意”，“不

出力而得金钱”，其品行甚至不若卖笑之妓女瑏瑥。内阁遂成为各实力派角逐权势与禄位的舞台，

可谓 “此未唱罢他又登场”。

对于北洋时期的武人政治，也有人探本究因，指出虽然 “倚仗武力把持政权者，乃民国以

来之流行病”瑏瑦，但造成武人专制、军阀争斗者，议员之不良实乃主因，其评论如下：

今举国唾骂武人。武人固可恨也，而亦未始不可怜也。武人者，器械也，傀儡也。

有政客议员搬弄器械，利用傀儡，于是武人与武人之间，遂从此多事矣；于是武人与非

武人之间亦从此多事矣。故今日时局，日处于恐怕之中，而一般商民大受其害者，虽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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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人有以致之，实亦阴谋之政客议员有以致之也。

今日腐败之官吏，皆由内宅任命而出。而内阁之阁员，皆由议院之通过而出。则首

负其责者，议院之议员也。今日一切恶法，或由官吏自由制定，或由议院依法制定。自

由制定者，议院不问也。依法制定者，害民与否非所问也。则总负其责者，议院之议员

也。故今日横征暴敛，小民受吸髓剥肤之痛者，虽曰官吏有以致之，实亦议员之不职有

以致之也。瑏瑧

说明，民主政治的失真与变形反过来又伤害了民主政治本身的社会信用。时人有谓： “选

举，美法也，自买票之法行，而选举为恶法矣。代议，美名也，自收买之法行，而代议为丑名

矣。所谓讨厌者如是。”瑏瑨 “自北方贿选
'

成以后，全国之人对于猪仔议员深恶痛疾”瑏瑩；曹锟贿

选，全国共愤，以 “伪国会伪总统”视之瑐瑠；“国人对于受贿选逆之猪仔议员一致申讨，或则口

诛笔伐，或则实施惩戒”瑐瑡。还有人干脆将北洋政府的 “宪政”称为 “虚伪宪政”瑐瑢。贿选使国人

对共和政治的信任产生根本动摇，不少人认为 “共和之名常存，而共和之实早灭”瑐瑣。

早在清季推行预备立宪期间，国内就不乏对于清廷 “假共和”、“假立宪”的批评。以推倒

清廷为起点而建立的民国，却再次被社会訾以 “假共和之名，行专制之实”瑐瑤。甚至有人说道：

“是共和者，不特无毫末之益，而害之中于国与民者，且百十倍于清之季世。假共和不如真专

制，已成为国民之一般信念”瑐瑥。

议会政治之所以声誉不良，虽然议员素养低下与议会运作失范固然是主要因素，也同社会传

统政治心理的影响不无关联。天津 《大公报》的一则社评曾如是评论道：

夫国会自国会，议员自议员，世人诚不当以议员之不良，訾及国会。然政以人举，

人而无以善其政，则政之不适于其人可知也。国会制度，非政党无以运用之。政党者社

会节制之师，非得社会之承认，末由成立。吾国数千年来以不党为教，人民于政治又向

不感何兴趣，忽焉有所谓政党，社会已自疑而怪之。而从政者，于党义党德，又略无可

言，甚者乃并名节廉耻，亦俱不甚爱惜，社会始益厌此曹，遂并国会亦不复欲过问

矣。瑐瑦

这则评论发表在国民党党治理论已基本确立的时期，流露出对于中国民主政治文化基础

“薄弱”造成中国民主政治失真的批判之意。其实早在此前五年，杨荫杭就注意到民众政治能力

低下对于国家政治建设成效的制约瑐瑧。说明，确实有一种看法，认为北洋政府时期不仅国家政治

建设乏善可陈，而且民众政治能力也没有得到发展和提高，两者互为表里，互为因果。国民党

“训政”理论在此设立论据，也就顺理成章了。

二、国家建设难孚众望

对一般民众而言，除了一些言辞上的新鲜感之后，民主政治并没有给他们带来 “做主人”

的转机。相反，“自入民国以来，人民感受种种痛苦，毫无福利可言”。结果，导致他们对于共

和新国 “丧气灰心”瑐瑨。国民切身感受的民国之 “痛”，直接影响到他们对于民国政治制度的评

判态度。老舍剧本茶馆有句台词，也意在反映这一时期民众的失望心态：“改良！改良！越改越

凉，冰凉！”瑐瑩

正如１９１７年７月１２日孙中山在汕头发表演说指出，就中国共和政治的运行实况而言，当初
革命派追求的共和理想 “全未达到”，且社会动荡，人民受苦，甚于满清，乃至在不少人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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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以为共和是不祥之物，还不如满清专制的好。革命党当日所说的幸福太平的话，全是欺骗人

的”瑑瑠。孙中山还于１９２１年１月３日在中国国民党广州办事处成立会上指出： “民国虽已十年，
祸乱相寻，实际未达共和境界，不过将满洲统治权，换入腐败官僚和复辟派手中。北方政府实在

不是民国政府。”瑑瑡

孙中山与北洋政府的政治对立，决定了他可能对北洋政府 “黑暗”与 “腐败”面有所夸大。

其实，不止孙中山一个人讲民国不如满清，当时有这种抱怨的人不在少数。杨荫杭发表在 《申

报》的系列时评，多以批评北洋政府为内容，其写于１９２０年６月１日的一则说道：“今吾民所最
感痛苦者，武人之跋扈也，赋税之烦苛也。一言以蔽之，政治之不良，而人民之受其害也”瑑瑢。

四川文人吴虞则在一首诗中写道：“当年苦专制，小民尚能活。今尊为主人，仓皇弃家室”瑑瑣。

辛亥革命之后，虽然国人由满清时期的奴才进身为 “主人”，但经济生活却发生倒退。山西

举人刘大鹏在１９１５年的日记中写道：“所行百物之税均加倍蓰，又有婚证税、所得税、割头税勒
逼行之。”瑑瑤。杨荫杭于１９２０年时谓：“今日各种新税，名目繁多，前清所未有也。加之以师旅，
因之以饥馑，民之憔悴于苛政，亦未有甚于今日者也”瑑瑥。不仅税负未能较晚清有所减轻，而且

在对于受灾或贫困地区的赋税蠲缓方面，“民国…… （也）不如前清”瑑瑦。

“万税”的民国军阀政权，极大加重民众负担，侵害了民众利益。刘大鹏在日记中写道：

“加征加税日甚一日，百姓怨咨亦日深一日，所到之处民皆痛恨，有 ‘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之

势。”瑑瑧上海烟酒商人反映， “税捐一项，种种办法更不如清季，我商人处此时代困难已达极

点”瑑瑨。军阀混战，使社会秩序和民众生活受到严重影响，甚至到２０年代，不少地区 “秩序不如

清末”瑑瑩，因此，“国人期望和平甚于望岁”瑒瑠。

还有人甚至认为辛亥革命之后，中国 “种种文治之设施大不如前清”瑒瑡。此话可能有点绝对，

而杨荫杭则从另一个方面论述民国之 “文明”不如晚清：

觇国之文野以其国教育费之多寡为准。以中国之教育费与欧美各国之教育费较，知

中国之文明不如欧美；以今日之教育费与清季之教育费较，知今日之文明尚不如清

季。瑒瑢

民国 “文明”的退化，更多体现在社会规范与道德伦理方面，正如 《大公报》的一则社评

所言：

中国自辛亥革命以来，新旧过渡，纲纪荡然，虚荣之念，中于人心。……迨至近年

军阀横行，吏治愈隳，弁兵走卒，或领疆圻，婢妾之亲，动登权要，百鬼昼行，妾妇道

盛。方之民元，已若隔世。较诸前清，弥叹不伦。盖在昔服官致富，乡里不齿。骆秉章

之死衣冠无以为殓，刘坤一之死，遗产仅两万金。此皆曾掌兵柄数十年之督抚，身后不

过如此。以视民国督军师长，动辄千万百万，宁无天上地下之感，且因军阀当道，官僚

乃得推波助澜，丐军人之声威而分其余沥，于是无论内外，充塞腐败龌龊之空气。瑒瑣

国家经济凋敝和社会失范，无疑要株连到政治制度，何况民国政治建设本身问题多多。经济

与政治的双重刺激，愈益促动了民众对 “革命”的心理期待。正如时人所言：

内争连年，人不安室，苛政如虎，民不聊生，全国人民于生计精神两方，受极大之

压迫与激刺者有日矣。生计压迫之余，必生事实上之革命；精神激刺之余，必生思想上

之革命。征诸吾国往史，无可幸免，证以列邦成事，势所必然。故迩来社会方面，生计

革命与思想革命两大潜势力所在酝酿，大有不胫而走，一触即发之势。瑒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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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政府政治 “不良”的 “发现”者之中，《民国日报》是 “厥功至伟”。这份由孙中山领

导的中华革命党以及后来的中国国民党创办并经营的报纸一直站在北洋政府的反对面，对于北洋

政府的缺陷与问题紧盯不放，深入追问，发表了一系列具有 “振聋发聩”效果的评论，这对北

洋政府 “不良”社会形象的建构影响甚大。例如该报１９２３年的一篇文章指出：
我们看，现在中国的一团糟！一方所谓 “中央政府”，直接受巡阅使的指挥，神圣

的国民代表，向保定的太上总统行九叩首礼，想领津贴；又在那里闹甚么 “最高问

题”，想拥出一个冥顽无识的军阀曹锟来作总统。一方各省 “督军”、“总司令”、“民

选省长”、“善后督办”等，假联省自治为名，实行封建式的割据；搜括民脂、丧失主

权的行为，不遗余力。甚么教育、实业、交通、文化、外交……在他们的脑中简直没

有，在发展兽性的时候，不惜摧残。瑒瑥

这则议论出自于该报出版的 《黄庞周年纪念号》的 “发刊词”，虽然带有明显的党派政治倾

向，但对于北洋政府种种政治问题的描述与批评无疑会产生普遍的影响。

三、孙中山引导中国政治转型

有鉴于辛亥革命的政治成果被北洋军阀窃取，难餍民望，孙中山应社会之所需，再次 “树

政治革命之风声”瑒瑦，以期引导 “思想”，改善民生，建设美好国家。正如他１９２３年在广州国民
党员恳亲会上所讲：“民国成立，虚有其名，十二年来，无一年平静，祸乱频仍，民无宁息，此

何故？因革命未完全成功之故也。”瑒瑧既然 “革命尚未成功”，就得继续进行。孙中山 “政治革

命”的目标也逐渐从护卫代议制形式的共和政体，而演化到 “直接民权一层”瑒瑨，为中国国民党

灌输了新的政治理念。正如覃振在１９２２年奉孙中山之命发起创办国民党湘支部时通电所言：
民国十年以还，民治不张，帝孽军阀相继为厉，国内纷扰日多，人民疾苦日甚。中

国国民党总理孙公慨然忧之，誓以建设国家、改造社会为职志，比年以来约集海内外各

同志，宣传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再接再厉，不避艰险，欲使全国国民养成自治

自决之能力，以同立于五权宪法之下。瑒瑩

孙中山在此前数年就已开始对于 “民治主义”进行宣扬。“民治主义”与地方自治无疑是国

民党为配合护法运动而制定的政纲。在此基础之上，作为一个特殊的国家级 “政权”，护法军政

府将发展 “平民教育，利便交通，发展实业，统筹民食，刷新吏治，整理财政，废督裁兵”作为

施政纲要，目的就在于 “进国家于富强，谋社会之康乐”瑓瑠。１９２１年５月５日孙中山就任非常大
总统，发表宣言，指出：“集权专制为自满清以来之秕政。今欲解决中央与地方永久之纠纷，惟

有使各省人民完成自治，自定省宪法，自选省长。中央分权于各省，各省分权于各县，庶几既分

离之民国，复以自治主义相结合，以归于统一，不必穷兵黩武，徒苦人民。”瑓瑡

“直接民权”、“民治主义”与 “地方自治”是民主共和政治有效形式，但前提则是民众政

治素质适应于这一制度。然而，中国民众政治素质不适应于民主共和政治，有识之士也多有关

注。例如杨荫杭在 《申报》发表评论指出：“欲得道德高尚之议员，须行得道德高尚之国民。”瑓瑢

天津 《大公报》的一则社评也说道：“辛亥革命者，仅社会上层一部分之运动。而共和制度者，

乃大多数人民应参加活动之政体。虽清廷退位，共和宣布，而大多数人民初无参政之训练与组

织，则宜其建设之败也。”瑓瑣孙中山对此状况关注更早，且认识更深。他于１９１９年专作 《孙文学

说》，集中论述了 “知”与 “行”的关系，旨在从根本上改造国人的认知观念，“出国人之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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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迷津”瑓瑤。同时他还作 《民权初步》，以 “天赋人权”、公民在政治上 “人人平等”，享有民主

自由的权利为主线，叙述了公民集会、结社的程序和规范，详细介绍了集会、动议、表决、报告

等方面的规则以及会员发表意见的方式等，以期教会国民怎样行使自己的权利，培养国民的参政

议政能力，从而实现 “主权在民”的 “民有、民治、民享”式的民主国家瑓瑥。正是鉴于中国民

众普遍需要进行民主政治 “启蒙”，国民党在１９２０年１１月９日公布 《中国国民党总章》，把国

民党的建国计划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军政时期；二是宪政时期。其 《总章》又规定：所谓军政

时期，就是 “以积极武力，扫除一切障碍，奠定民国基础，同时由政府训政，以文明治理督率

民国建设地方自治”；所谓宪政时期，就是在地方自治完成，“乃由国民选举代表，组织宪法委

员会，创制五权宪法”。孙中山对列入国民党党章中的 “训政”一词作了特别解释，他说 “本来

政治主权是在人民，我们怎么好包揽去作呢？其实，我们革命就是要将政治揽在我们手里来作。

这种办法，事实上不得不然”。其原因主要在于，民国虽然已成立多年，但 “一般人民还是不懂

共和的真趣，所以迫得我们再要革命”。中国国民党的任务 “不单是用革命去扫除那恶劣政治，

还要用革命的手段去建设，所以叫做 ‘训政’”瑓瑦。

国民党 “训政”理论显然是针对辛亥革命之后，尤其是北洋政府时期政治革命的不彻底性

而提出的。因为 “辛亥革命仅仅革去满人所握之政权，非能革去国人固有之弱点”瑓瑧。时人感慨：

“以人心风俗之窳如今日中国，而欲其维持最高尚之政体，故十年以来之历史当然为失败之历

史。”瑓瑨故此，国民党重起革命就特别注重民众政治能力建设。国民党的 “训政”，实际上就是教

人民懂得民主共和的真义，学会练习行使民主权利。民国共和政治之失败，固然 “在于有力者

不实行”，但 “一般国民亦放弃不问，所以名存实亡”瑓瑩。“训政”实际上就是培训民众的政治热

情、政治权利意识与政治行为能力。正如孙中山所言：“须知现在人民有一专制积威造下来的奴

隶性，实在不容易改变。虽勉强拉他来做主人翁，他到底觉得不舒服……中国奴隶制已经行了数

千年之久，所以民国虽然有了九年，一般人民还不晓得自己去站那主人的地位。我们现在没有别

法，只好用些强迫的手段，迫着他来做主人，教他练习练习。这就是我用 ‘训政’的意思”瑔瑠。

教国民 “练习”做主人，标志着国民党由此前的 “以党建国”思想逐步向 “以党治国”过渡。

四、国民党 “矫枉”而 “益枉”

“以党治国”是国民党对既往革命经历进行系统总结和对中国社会特质与民众素质予以深刻

检讨之后做出的重要决策，意在提高革命效率，推进革命进程。正如时人评论： “国人社会生

活，久习散漫，国民党人鉴此积弊，而又重羡俄罗斯制度之整齐严肃，于是亦以一党治国相号

召。”瑔瑡从另一方面而言，国民党 “欲一变中国民族数千年之精神生活”。时人甚至认为，党治之

下的政治与文化运作，对于改变中国社会积弊，“不失为一猛烈之剂也”瑔瑢。

国民党党治学说的反证就是北洋政府时期共和民主制度的无效乃至失败，其理论依据就是孙

中山的三民主义，尤其是他的民权思想对于重建国人的政治权利与责任观发挥了重要影响。正如

民国学者指出：

自从曹锟运动猪仔议员选彼为大总统后，选举制度在中国失其实施与理论的根据，

而近年来选举制的采用，在理论方面，算是归功于孙中山先生民权初步的宣扬，在实施

方面，算是滥觞于国民党党内的选举。瑔瑣

不过，在实际执政之后，国民党逐渐步北洋军阀之后尘，重复前者的故伎，主要表现在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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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权”，而重 “武力”方面，也就是说，“中国国民党……依然是站在武力之上”瑔瑤，其政治特

质与北洋政府没有根本区别。

北洋时期政治建设的瓶颈就是军阀武力的越俎代庖，国民党虽然改变了北洋时期的政治程序

与仪式，但没有改变武力绑架政治的实质，甚至有过之无不及。正因为如此，所以有人指出，国

民党治下的中国其实和北洋时期一样，处于一个 “不政治”的状态。“怎么叫做 ‘不政治’的状

态呢？就是政治必依附于武力，政治没有约束武力的力量。”瑔瑥

当初，党治理论之所以被国人很快接受，并进而推动了国民党统一全国的进程，是因为国人

希望以之实现真正的民主。在时人看来：“党治之目的，不过在求民主政治之实现，是党治与民

治，殊途而同归。”也就是说，民众 “所最堪注意者，在求真正之党治，或真正之民治而已”。

但国民党实际推行的却是 “‘挂羊头卖狗肉’之冒牌党治”；换句话说，国民党推行的 “党治”，

是 “民国以来相乘一贯的军阀之治，而未尝有所谓党治”瑔瑦。

国民党不管 “训政”，还是 “建国”与 “治国”的政治前提都是直接民权，可是人民对于

国是的参与越来越难，党内之派系利益取代了北洋时期的党派利益，成为推动政治与军事运作的

重要因素，使这个 “国民”的党渐渐远离了国民。

加之，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民族危机日益加重，国民党 “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决策与行

动，导致本国精神与物质资源的极大内耗，严重降低了国家的发展能力与民众的生活水平，百姓

的实际负担甚至超过北洋时期，所以民众难免 “触景生情”，产生 “今不如昔”之感。乃至在基

层又有了国民党 “不如北洋”之叹瑔瑧。

虽然民众对于 “前朝”的追忆，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出于对 “当代”的不满，乃至失望，而

就政治发展主流言之，毕竟民主共和的趋势越来越强，专制集权的市场越来越小。时人评论指

出，北洋军阀即使真想专制，也 “不过由纯象专制变一畸形专制……其改革是不利乎帝政，而

有利乎民宪者”瑔瑨。国民党时期亦何莫不然，正所谓民主潮流浩浩荡荡是也。

五、“今不如昔”的社会心理缘向产生？

众所周知，无论北洋军阀还是国民党，其执掌国政时，不管是在发展经济、改良社会、提倡

文教，乃至改进行政等方面均取得一定的成绩，这些已为学界所熟知，且有大量论著加以展示。

但民间为什么还会有 “不如前代”之叹呢？此中奥窍颇值得深究。

以往论述多着力于历史理性，而进行政治评价，提出诸如 “腐败”、“落后”、“封建”等论

断。诚然，历史理性评价是史学研究的基础或先行工作，本文也难以越出这一范式与路径，故此

着眼于北洋时期政治建设的 “不良”，以及国民党时期 “不如北洋”。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说

“不良”，更多是引用时人的评价，是他们口中的 “不良”，以表达他们对于中国政治运行状况的

感受及其情感趋向，而非代表笔者的主见。笔者越来越觉得，研究历史者不应 “参与历史”，只

是应当把历史当作一些案例，进行科学观察，以期拓展或深化科学研究的某些领域。

就学理层面而言，“恋旧”是不是一种常见的社会心理？或者说，“恋旧”心理何以产生？

这是一些解释难度较大的问题。

“恋旧”固然不是中国普遍的社会心理，但也不排除这种心理的多发性，例如历代 “盛世”

就广为后人传诵，“犹忆……”之类的表述足以说明这点。回想既往，对于过去的直接受益者或

在过去未蒙其害者 （相对于现实而言），无疑是一种精神慰藉；可以说切身感受的对比，是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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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恋旧”的重要原因。民国时期的前清遗族无疑多持 “民国不如大清”的看法。普通社会民众之

所以也产生这样的心理，则是基于对现实的不满情绪。此中既有切身感受者，也有附和趋同者。

但总体而言，当他们对现实产生抱怨之时，对于 “前朝”的负面印象就会减弱，甚至生出 “同

情”之感。假如将这些当事人 “穿越”回 “前朝”，其实际处境与感受也会大不一样，同样可能

抱怨，但远去的背影却容易引发后观者的同情。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社会心理，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民众对于历史的参照系是选择性建立起

来的，即突出其与现实处境相对应、且容易形成反差的内容，以求得其怨恨情绪的排泄。无论

“民国不如大清”，还是 “国民党不如北洋”均有这种因素在内。就社会发展情况而言，无论政

治、经济、社会、文化各个方面，民国均要胜出大清不少；国民党北伐势如破竹，国民政府各项

建设也均非北洋政府所能胜任。

但是，民众对于历史的认识特点大体呈现总体性、模糊性特点，换句话容易出现 “看上去

很美”或 “看上去很坏”的幻觉或错觉，而对现实的观感则是局部与具体的，体验是真切而又

实在的，这种个体的感受在选择性的历史参照系中往往容易被放大，甚至扭曲，产生 “今不如

昔”之叹。

还有一点，民众对于现实的感受无疑也是多方面的，既有所谓的 “积极现象”，也有所谓的

“消极层面”，但一般倾向于放大后者，淡化前者。尤其是随着现代国家的建立，国家的基本职

能越来越被界定为改善民众处境，增加民众福利，所以 “干得好”越来越被认定为本职工作，

而各类秕政或弊政，则成为众矢之的。由此也说明，政治越发达，为政越不易。而民主社会的一

大好处就是不断将各类政治死结化解，不断将各类政治业务分包给社会，最终通过取决于多数意

愿而获得解决。社会担负的国政越多，民众的责任感与主人翁意识也越强，而国家与政府的责任与

义务也就越小，受指责的机会相对就会减少，因为国家的风险与责任已被分散于每个国民身上。

①相关成果可参考：陈祖怀： 《论 “军事北伐，政治

南伐”———北伐战争时期的一种社会现象》，上海：

《史林》，１９８９年第１期；罗志田： 《五代式的民国：

一个忧国知识分子对北伐前数年政治格局的即时观

察》，北京：《近代史研究》，１９９９年第４期；罗志田：

《南北新旧与北伐成功的再诠释》，广州： 《开放时

代》，２０００年第９期；罗志田：《民国初年尝试共和政

治的反思》，南京：《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

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４年第３期；杨天宏：《北伐前

夕中国政治中文武关系的变化》，成都：《社会科学研

究》，２００１年第５期；邓丽兰：《域外观念与本土政制

变迁：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知识界的政制设计与参

与》，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

②参见崔之清主编： 《国民党结构史论 （１９０５～

１９４９）》，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３年，第１８０～１８５页；

李玉：《中国国民党早期的政治输入与政治理念表达

（上）》，《民国研究》第１２辑；李玉： 《政治输入与

中国国民党早期意识形态建构》，载林家有等主编：

《孙中山与中国社会博士论坛论文集》，广州：中山大

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本文部分内容前已有述，兹予深

化讨论，特予说明。

③ 《中华民国公民急进党简章》，上海： 《申报》，

１９１２年３月１３日，第７版。

④ 《各议会不认总统解散权》，上海：《申报》，１９１２

年１０月１６日，第３版。

⑤杜亚泉： 《共和政体与国民心理》，许纪霖等编：

《杜亚泉文存》，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

１５４页。

⑥瑑瑤瑑瑧刘大鹏遗著，乔志强标注：《退想斋日记》，太

原：山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第 ２２１、２１３、２０９

页。

⑦孟昭常：《广设公民学堂议》，上海： 《东方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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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４年第２期，光绪三十三年二月二十五日 （１９０７年

４月７日），“教育”，第２页。

⑧ 《众议院初选投票纪》，上海：《申报》，１９１８年５

月２２日，第７版；刘大鹏遗著，乔志强标注：《退想

斋日记》，第２２０页。

⑨ ［法］朱利安·班达著：《知识分子的背叛》，佘碧

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５１页。

⑩老圃：《我之党见》，上海：《申报》，１９２１年１月

１２日，第３版；杨荫杭著，杨绛整理： 《老圃遗文

辑》，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１８７页。

瑏瑡 无名：《时局谈 （五）》，上海：《申报》，１９１３年３

月１日，第２版。

瑏瑢老圃：《自治之根本谈》，上海：《申报》，１９２１年１

月２６日，第１６版；杨荫杭著，杨绛整理：《老圃遗文

辑》，第２０２页。

瑏瑣王锡彤著，郑永福、吕美颐点注：《抑斋自述》，开

封：河南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２５７页。

瑏瑤老圃：《国会问题与道德问题》，上海： 《申报》，

１９２０年 ８月 ８日，第 ３版；杨荫杭著，杨绛整理：

《老圃遗文辑》，第８３页。

瑏瑥老圃：《裁兵裁官裁妓女裁议员》，上海：《申报》，

１９２１年１月１３日，第１６版；杨荫杭著，杨绛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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