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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年的渐进与激进
说罢守旧， 再说渐进与激
进。 维新派分出这两系，有一相
当重要的来源。 如陈寅恪《读吴

文 / 羽戈

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所述：
当时之言变法者， 盖有不同
之二源，未可混一论之也。 咸丰之
世，先祖亦应进士举，居京师。亲见

作者为法律学者

圆明园干霄之火，痛哭南归。 其后
治军治民，益知中国旧法之不可不
变。 后交湘阴郭筠仙侍郎嵩焘，极
相倾服，许为孤忠闳识。 先君亦从

与康有为一样倾向激进，杨锐是

年 5 月 31 日， 胡适为王照文集

语却大同小异。 渐进论者认为中

同等尚未分到体制的蛋糕。 可作

张之洞的人马，刘光第与张之洞
往还甚密，二人追随张之洞而倾

（
《王小航先生文存》）作序，结尾
引用了王照讲过的一段故事：

国土质不佳，阻力太大，只能聚
沙成塔，滴水穿石，筚路蓝缕，以

参照的是孙中山，早已与体制绝
缘，故而其激进最为彻底。

向渐进。 最好玩的是康广仁，作

“戊戌年， 余与老康讲论， 即言

启山林，最合适的路径，则是教

把理念与利益结合起来，

为康有为的弟弟，而且受康有为
株连而死，他的政治光谱，与其
兄并不一致。 在致何易一信中，

‘……我看止有尽力多立学堂，
渐渐扩充， 风气一天天的改变，
再行一切新政’。 老康说：‘列强

育，办学堂，兴人才，开风气，行
新政。 激进论者的反对意见出奇
一致，即当下中国正值危急存亡

可知维新派内渐进一系与激进
一系为什么起初能够合作，终
而宣告决裂。 最初他们拥有共

他曾对康有为大加批评：“伯兄
（康有为）规模太广，志气太锐，

瓜分就在眼前，你这条道如何来
得及？ ’迄今三十二年矣，来得

之秋， 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容
许渐进论者积跬步以成千里，如

同的利益基础与诉求： 亡国灭
种，近若咫尺，若不变法，整个

包揽太多，同志太孤，举行太大。
当地排者、忌者、挤者、谤者盈衢

及，来不及，是不贴题的话。 ”王
照与康有为年纪相当，仅相差一

康有为说“列强瓜分就在眼前，
你这条道如何来得及”， 李鸿章

体制之船都将沉没；以及共同的
敌人： 守旧派。 然而在变法途

塞巷， 而上又无权， 安能有成？

岁，故称其“老康”。 从一定意义

说“我们等不了那么长的时间”，

中，渐进一系发现，假如按照激

弟私窃深忧之，故常谓但竭力废
八股，俾民智能开，则危崖上转

上讲，他以及张元济，与康有为
的争论，正可归结为渐进与激进

孙中山说“俟河之清， 人寿几
何”， 都在强调时间之于国家危

进一系所推行的操切、极端的政
策， 这条船的结局依旧是沉没，

制以言变法。其与历验世务欲借镜

石，不患不能至地。今已如愿，八
股已废， 力劝伯兄宜速拂衣，虽
多陈无益，且恐祸变生也。 ”从这
封信尤其形容康有为的五个

机的急迫性。
时间之外，还有一个隐藏因
素：空间。 确切讲，是政治空间。
渐进论者往往主张改革，激进论

甚至船还在，自己先被挤下去，
因此急于划清界限，痛下杀手。

西国以变神州旧法者， 本自不同。
故先祖先君见义乌朱鼎甫先生一

之争。
事实上，渐进与激进之争并
不限于戊戌年和戊戌变法，作为
一条历久弥新的政治脉络，几乎

新《无邪堂答问》驳斥南海公羊春
秋之说，深以为然。 据是可知余家

“太”字，可知他明显属于渐进一
系。 在他看来，变法阻力太大，不
宜以卵击石，八股已废，风气已
开，后面不妨慢慢来，故而建议

贯穿了中国近代史。 试举两例。
英国传 教 士 李 提 摩 太（Timothy
Richard）写过一本题为《现代教
育》 的小册子：“……在小册子

者大多偏向革命，前者亟须体制
提供政治空间， 后者则不需要：
革命之起源，即判定体制缺乏自
我更新的政治空间， 革命之目

不过，我们不宜夸大渐进与
激进的矛盾， 二者虽然有些冲
突，却不构成二元选项——
—改革
与革命的 关 系 也 是 如 此——
—这

“阿兄速当出京养晦矣”。 可惜
康有为压根不听， 一意孤行，最
终让兄弟白白牺牲，渐进者为激
进买单。

中，我建议中国政府进行教育改
革，并为此每年投入一百万两白
银。 对这个建议，李鸿章的答复
是，中国政府承担不了这么大一

的， 即摧毁旧体制而打造新体
制。 这一对比，可知渐进论者在
戊戌年以至晚清时期所面临的
另一重大困境，哪怕执政者愿意

一点在戊戌年表现尤其鲜明。 它
们有一共同敌人：守旧。 守旧派
恐惧一切进步、进化，不管渐进
与激进，皆在其反对之列；而且

与康有为同一天受光绪召
见的张元济，政治倾向和策略与

笔开销。 我说，那是
‘
种子钱’，必
将带来百倍的收益。 他问什么时

辟出一定政治空间， 以开民智、
行新政，不过终归有限，一旦越

在戊戌年，守旧势力极大，渐进
与激进加起来，还不及对方一根

康广仁十分相近。 据其回忆：
“……诏下之日，长素（康有为）

候能见成效。‘需要二十年才能
看到实施现代教育带来的好

界，即刻翻脸——
—这条界限的位
置，取决于利益。

指头。 这一残酷的事实，乃是我
们谈论戊戌变法之成败的前提。

留居日下， 日日鼓吹变法甚力。
余谓长素，八股既废，千百年之

处。 ’我回答道。‘噢！ ’李鸿章回
答说，‘我们等不了那么长的时

由此说回戊戌变法。 这些分
析，足以使我们明确维新派内部

因为有一种论调，把戊戌变法的
失败归罪于康有为们的激进，诚

锢疾一旦扫除，聪明才智之士必
将争入学堂，讲求实学，一二十

间。 ’”
1905 年春，严复赴英国交涉

的权力结构， 哪些人主张渐进，
哪些人主张激进。 前者以体制内

然，激进乃是败因之一，但是激
进的失败，未必能反证渐进的成

年后人才辈出，新政之行，易如
反掌，力劝长素作一结束，不必

开平矿权，与孙中山会面。 严复
说：“中国民品之劣， 民智之卑，

的高官为代表，如孙家鼐、张之
洞、陈宝箴，后者大都是中下层

功， 假如由主张渐进的孙家鼐、
张之洞等领导戊戌变法，结局一

更求其他，即日南下，尽力兴学。
而长素不从，且益激进。 ”（张元

即有改革，害之除于甲者，将见
之于乙，泯于丙者，将发之于丁。

官员，甚至未尝入仕，如康有为
系工部主事，正六品，谭嗣同系

定大有改观么？ 其实，只要以守
旧为主流的时势摆在那里，只要

所能比。

济 《为刘忍斋跋康长素札》，《张
元济全集》 第十卷第 201 页，商

为今之计， 惟急从教育上着手，
庶几逐渐更新乎！ ”孙中山不以

江苏候补知府，虽为从四品，“候
补”二字暗示只是虚位。 这一点

占国人十之八九的守旧派摆在
那里，已经注定了答案。 说到底，

当时在中央的孙家鼐，在地方的
张之洞、陈宝箴等，都是渐进派，

不必说孙家鼐、 张之洞等，
且来看康有为的朋友圈，显见渐

务印书馆 2010 年版）
与康有为发生争论的维新

为然：“俟河之清，人寿几何？ 君
为思想家，鄙人乃执行家也。 ”

区别相当重要，因为渐进与激进
之分不仅涉及理念， 还涉及利

戊戌变法的失败，不仅是激进的
失败，也是渐进的失败——
—政变

以“中 学 为 体 ， 西 学 为 用 ” 为 宗
旨——
—光绪二十二 年 八 月 二 十

进与激进的比例。 戊戌六君子
中，谭嗣同、杨深秀、林旭三人

派，除了张元济，还有王照，后者
乃是戊戌变法的重要角色。 1931

试看这些争论，时间、地点、
人物固然不一，双方的思想和话

益，孙家鼐、张之洞等都是体制
内的既得利益者，康有为、谭嗣

后那两年，改革再无空间——
—可
谓双输。

郭公论文论学，而郭公者，亦颂美
西法， 当时士大夫目为汉奸国贼，
群欲得杀之而甘心者也。至南海康
先生治今文公羊之学，附会孔子改

之主变法，其思想源流之所在矣。
陈寅恪笔下的先祖，即陈宝
箴，光绪二十一年（1895 年）起任
湖南巡抚； 先君即陈三立 （散
原）。 戊戌变法时期，地方办理新
政，楷模当推湖南，其主导者，正
是陈宝箴父子。 陈宝箴曾邀请梁
启超出任湖南时务学堂总教习，
与谭嗣同、 唐才常等屡有合作，
后世遂将其纳入康有为一党。 对
此误会，1945 年初夏陈寅恪借评
吴其昌《梁启超传》之机予以澄
清， 他理出了变法的两大源流：
陈宝箴与张之洞不仅同事，而且
同志，属缓进一系，康有为则是
激进一系，两者泾渭分明，不可
混为一体。
若数人头，戊戌年的守旧者
显然最多，远过于渐进与激进之
总和，后二者中，则以前者居多。

一日（1896 年 9 月 27 日），时任
工部尚书的孙家鼐上《议复陈遵
筹京师建立学堂情形折》， 其中
有言：“今京师创立大学堂，自应
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
体，西学为用，中学为经，西学为
纬；中学有未备者，以西学补之；
中学有失传者，以西学还之。 以
中学包西学，不能以西学凌驾中
学。 ”他明确提出“中学为体，西
学为用”，比张之洞还早。 这些人
皆属当权派，根深蒂固，枝繁叶
茂，其政治理念借权力的光环而
扩散，影响力极大，绝非康有为

张之洞与康有为的恩怨， 正依
此逻辑而上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