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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的两种进化论及其政治含义
李军科
（厦门大学 公共事务学院，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梁启超的很多政治思想和主张是建立于进化论的思想基础上。梁启超进化论的思想，除了从康有为那
里采纳了三世大同说这种进化论之外，他还从严复那里接受了达尔文的进化论。然而，我们从梁启超思想的两种
进化论中，发现这两种进化论之间其实是有差异的。 因此，要成为一个融贯的思想体系，梁启超必须有一种策略，
以将二者融合起来。 他确实做到了这一点，并进而为其整个政治思想体系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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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从康有为那里接受了三世大同说，这是一个众

州。 自此以往，其将为太平世乎”。 ［1］他认为当时的中国处于

所周知的事实。 而除了从康有为那里采纳了三世大同说这

升平世。这和康有为的观点不一致，康有为认为当下的中国

种进化论之外，他还从严复那里接受了达尔文的进化论。他

处于据乱世。 这说明梁对中国的情况估计比康有为显得更

在《说群序》中很明确地提到，受了严复的影响：“既乃得候

为乐观一些。因为升平世相对据乱世来说，处于进化链中的

官严君复之治功《天演论》…读之犁然有当于其心。 ”［1］我们

下一个更高的阶段。这种对当下处于何世的不同判断，是梁

可以说，第一种三世大同说是“中国的进化论”。 梁启超在

启超与康有为的一个显著分歧。 这既体现了他们对现实的

《论支那宗教改革》一文中明确说到：“不可不发明孔子之真

不同认识和评价，也影响到了他们对于时事的政策取向，使

教旨，而南海先生所发明者，则孔子之教旨…进化主义非保

得梁启超更能接受民国时代的共和。 甚至他们对于中国传

守主义”。

统文化的象征—孔教在当下的实际意义也可能持不一样

梁启超一直到了晚年还对大同学说念念不忘，

［1］

没有放弃。第二种是“西方的进化论”。他在《放弃自由之罪》

的看法。康有为支持孔教，是因为三世大同说的思想资源来

中说到“夫物竞天择，优胜劣败，此天演说之公例也”，［1］因此

自过去的圣贤，他要维护圣贤的传统。 而对于梁启超来说，

至迟在此时（1899 年）他就已经接受了天演论。

孔教可以在即将到来的升平世有用武之地。一个是往后看，

梁启超为

①

什么接受达尔文的进化论？ 两种进化论之间有何差异及如

一个是往前看。

何融合？进化论与梁启超的政治理论是如何相关联的？这是
本文致力解决的三个问题。

三世大同说的具体内容是：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显
然，所谓的据乱、升平和太平是以社会的稳定与否的结果状
态来命名的。这一方面反映了封建时代割据动乱的现实，另

一、 三世大同说

外一方面体现了人们在动乱中对未来良好秩序的期盼。 但

虽然是康有为提出了三世大同说，并且梁启超受了他

是，社会是一个综合复杂体系。 经济、政治与法制，家庭、社

的影响，但梁启超从一开始就显示出和康有为在三世学说

会团体和政府统统都被包含于这个包罗万象的社会概念

上的不同观点，从而对三世大同说有所发展。梁启超在三世

中。 因此，说社会的“乱”和“平”到底是指社会的什么？ 这是

大同说的主要（理论）内容上承袭了康有为的看法：人类社

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 首先，在梁启超（包括同时代的其他

会进化历程可以划分成三个阶段，然后到达发展的终点。但

思想家）那里，并没有意对政治、经济、法律和社会进行严格

是在其他一些次要（实践应用）方面，他则显示出了和康有

区分，②因此，可以说社会和政治是一体的。 其次，我们已经

为相左的看法。 比如 1897 年的《新学伪经考叙》中，他依据

看到，“乱”和“平”指出的是一种结果状态。 既然是结果，那

此三世说对当下的中国下了一个判断：“尝试论之， 秦以前

么，追寻这种结果所以发生的原因就是一种很自然的事情

据乱世也，孔教行于齐鲁，秦后迄今升平世也，孔教行于神

了。 他说:凡天下事，无论大小，必有其所由来。 治事者必须

作者简介：李军科（1975-）,男，湖南邵阳人，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生。

①由梁启超的著作来看，此时应该是第一次在梁启超的著作中出现达尔文的进化论。
②作为比较，在政治思想领域，西方传统中已经通过国家 state 和公民社会 civil society 这两个概念将政治与社会两个概念
很明确地出分开来，尽管在 civil society 的含义上有着不同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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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探到其发生的原因，然后“针对其原因，然后施方法，则方

世界，我们已经差不多可以预料梁启超会怎样回答这样一

对于普通人而言，往往只能看到事件和现象

个问题：何以人民到了太平世的时候即可以实行当家作主，

的近因，而看不到远因，人们往往认为贫穷问题是纯粹的经

而在据乱世和升平世不可以？他的回答很可能是：当人性进

法必有功”。

［1］

济问题，社会秩序的混乱状态是一个失去水准的道德问题，

化到一个比较高的文明阶段，人人成君子的时候，就再也不

但是梁启超认为，所有的这些问题都可以溯源于政治及其

需要用君主或政府来保民卫民。 因为人民已经可以进行自

善恶。 换句话说，在梁启超看来，广义上的社会之所以会动

我管理。

乱不堪，其症结和远因正在于政治。因此，在梁启超那里，探

至此，我们可以做个总结，梁启超的三世大同说主要

讨社会治乱问题转化成了一个政治完善和进步的问题。 那

运用于三个方面。从社会的角度来说，社会进化的轨迹是据

么人类政治发展是否有规律可循？如何变化？梁启超的回答

乱世、升平世和太平世。 从政治方面来说，是多君，一君和民

是，政治的发展史的确有规律可循，变化的形式符合进化的

政（即无君）三个阶段。 从个体的角度来说，所谓的人性历经

普遍规律。 1896 年，他在《君政民政相嬗之理》中阐述了人

了性恶，善恶兼有，性善三个阶段。它们是一一对应的。可以

类政治的发展进化规律：“治天下者有三世，多君，一君，民

用表格的方式做出对比。

政之世，” 我们看出，（1）他认为从君政到君的消失，完全变
［1］

人性

性恶

善恶兼具

性善

还要经历君政阶段内部的嬗变，即从多君到一君。 “变多君

社会

据乱世

升平世

太平世

而为一君，谓之小康。 ”这样，政治领域内的“二世说”变成了

政治

多君

一君

民政（即无君）

为由民主政是一个必然的进化过程。 （2）君政要达到民政，

“三世说”，恰好与社会三世相对应。 （3）这里需顺带解释一
下的是民政这个概念，此处梁启超将其作为与多君、一君相

应该说，梁启超的三世“进化”论对康有为来说是一种

对应的词提出来，很显然是代表没有君主的完全民主世界。

超越和完善。 因为他将三世进化论在“内部”细分出来了三

但是， 这并不是民政一词在梁启超思想中的唯一含义。 就

个层次：社会，政治和人性。 三个层次之间的关系不是偶然

20 世纪初的实际情况而言， 梁启超对君主还抱有期望，希

的，有因果关系：从社会的平乱状态开始溯因，一直到人性

望依靠皇帝来推行政治变革。所以，民政一词往往代表另外

的进化论。“国之治乱，常于其文野之度相比例。”［1］梁启超是

一种不那么激进的保守含义：君主广开民路，广纳民言，即

一个喜欢追根究底的人。对于他来说，将社会的发展规律追

与民共治的意思，而不取消君主制度本身。这种意义上的民

溯到人性的进化，问题并没有得到最终的解决。 因为，社会

政，本质上和孟子所言的保民是一回事：“孟子言民为贵，民

的治乱相替是因为政治在变，政治变化的最终依据在人性，

事不可缓，故全书所言仁政，所言王政，所言不忍人之政，皆

但是人性变化的依据又是什么？ 他需要一个答案。

以为民也。 ”

二、 梁启超论达尔文的进化论

从社会过渡到政治， 梁启超的三世进化论还没有结
束。因为政治是一个从实践中抽象出来的概念，政治不会自

由于对抗、由于竞争，人性才得以不断“前进”，就像自

己进化。政治的进化，最终还是必须依赖人的变化。没有人，

然世界的基因一样，有竞争力的基因会传递给下一代，反过

也就无所谓政治。所以，如果要追寻政治进化的原因及其规

来说，留下来的基因是有竞争力的。文明就是一种适应竞争

律，就必须到人身上去找。 而人的进化在梁启超看来，就是

的人类“基因”。 就人类相对于其他物种而言，是文明使得人

所谓人性的进化。 梁启超曾经将人性和政治之间的关系做

类的竞争力强于其他物种。就人类这一物种内部而言，也正

了一个比喻。 人性就好比空气， 而政治则如寒暑表和温度

是文明和野蛮的程度，拉开了各个种族和国家之间的距离，

计，当空气的温度发生变化，寒暑表的温度也不得不变化。

形成了大小不同的竞争力。很显然，达尔文的进化论世界的

所以他说：“善治国者必先进化其民”。 这也是后来他提出著

显著特点正是以强调力量、竞争而著称于世。 一句话，竞争

名的新民说的思想依据所在。人性的变化规律如何呢？梁启

是人性进化的原因。 由于达尔文的进化论能够为梁启超提

超坚信，人性的进步规律是从野蛮走向文明。 1898 年他在

供一个他需要的满意答案，所以他接受了达尔文的进化论。

《读<孟子>界说》指出了人性是怎样进化的。 他认为人性的

1902 年，梁启超在旅居海外的时候，对国外的很多思

进化历程也分为三级：“据乱世之民性恶， 升平世之民性有

想家都进行了研究。 达尔文是其中的一个。 在这一年，他写

善有恶，亦可以为善可以为恶，太平世之民性善。 ”［1］他还援

作了《天演学初祖达尔文之学说及其传略》。 梁启超在文中

引了西方的学说作为依据：“泰西学者，分世界人类为三级。

讨论了达尔文学说的特点及应用。 他说：（1）达尔文认为生

一曰野蛮之人，二曰半开之人，三曰文明之人。 ”①梁启超说

物变迁的原因，其根本之处在于生存竞争。 这种变迁，不是

“此进化之公理，而世界人民所公认也。 ”如果联系到前面的

突如其来，而是慢慢地逐渐变化。 （2）这种天然淘汰的过程，

最后一个政治发展阶段——
—民政之世，即人民当家作主的

无休无止没有间断的时刻。 （3）淘汰分为天然淘汰和人事淘

①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一册，北京出版社,1999，339 页。 这里所谓“泰西学者”将人分为野蛮和文明的观点，的确在西
方有悠久的历史，在近代可以追溯到卢梭、霍布斯等的自然状态，他们认为人类脱离了自然状态才是文明人。 也还可以继续
追溯到柏拉图及亚里士多德。 在古希腊时期，古希腊人自命为文明之人，将异邦人或不属于任何城邦的人称为野蛮之人。 但
是人性按历史时间以三个等级变化，却不是泰西学者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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汰两种。由于梁启超介绍达尔文的进化论给中国人，不是为

释，反过来说，为了对西方的进化论进行修订，梁启超也需

了理论而理论，而是为了实践而理论，因此，梁启超特别关

要中国的进化论为之作为补充。

注进化论是如何应用于人类社会的。 主要有三点：第一，人
事淘汰对于国家的作用。 古代斯巴达人用人事的方法淘汰

三、 结论：两种进化论的融合

其子民，在子女初生的时候，要检验出生婴儿的体格。 如果

两种进化论有着显著的差异。 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的

是羸弱者，采用丢弃或者杀戮的办法不让其延续，只留下强

不同：（1）从进化的原因上看，三世说没有提及进化的动力。

健者存活于世。 结果斯巴达人因强武而获得竞争力。 第二，

而达尔文的进化则指出优胜劣汰的动力是竞争。 我们已经

进化论与教育事业有很大的关联。 “盖今日文明世界，虽断

看到，对于这一种差异，梁启超所采取的融合办法是宣称，

无用斯巴达野蛮残酷之理，然知人之精神与体魄，皆能因所

人类社会从乱世最终达致大同之世（三世大同说）都是依赖

习而有非常之变化， 以故近日学校， 益注意于德育体育两

力量以竞争（达尔文进化论）的结果。 （2）从适用范围上看，

途。昔维重教授者，今则尤重训练。可以悬一至善之目的，而

中国的进化论只适用于人类社会，而达尔文的进化论则适

使一国人，使世界人共向之以进。 积日渐久，而必可以致之，

用于整个生物世界,不适应者淘汰。 这种差异比较好解决，

此亦达尔文之学说与有力焉者也。 ”第三，“万物同竞争，而

只要断言人类属于自然界的一个部分，自然界如果有某种

异类之竞争，不如同类之尤激烈。 盖各自求食，而异类者，各

规律，那么人类也适用这种规律。 其逻辑推理的三段式是：

有所适之食，彼此不甚相妨…欧洲人与他州之土蛮争，不如

大前提：自然界存在规律 L；小前提：人类属于自然界；结

欧洲各国自争之甚也。 而其争愈剧， 则其所谓最适者愈出

论：人类存在规律 L。 社会学家斯宾塞是这么做的，梁启超

焉。 ”［1］换句话说，人类社会在国家与国家之间同类竞争，其

也是这么做的。 （3）从进化的结果上看，达尔文的进化论是

激烈程度超过了人类与其他物种的竞争。我们看到，他所关

没有目的、不分等级的。竞争的结果只有适应与不适应的区

心的三个核心主题是（1）尚武精神。 （2）教育在进化淘汰中

别，并没有先进与落后的区别。 但是中国的、以“三世”形式

的重要地位，教育的主要内容是德育和智育。 （3）人类相互

出现的进化论却是有目的、分等级的。著名哲学家邓晓芒在

之间的竞争异常激烈，超过人与自然界的竞争。我们可以将

论述中西文化错位的时候正确地指出：“达尔文的进化论提

这三点合并成如下表述：在人类的残酷竞争当中，如果一个

出来，一到中国来，就引起了轩然大波，我们中国人把它看

国家或民族要想立于不被淘汰之地，就必须对自己的国民

成人类总是要不断地进化，不断地要从低级到高级的提升。

进行从尚武精神到德智的全面培育。 后来他提出新民的概

所谓的进化，绝对不是退化，革命绝对不是反动的，革命就

念，正是在这种思想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提炼而成：如何培育

是要前进的。 ”他认为“我们不应该用进化论这个词，因为这

优秀的新民以强大国家，成了梁启超政治学说的重大问题。

个所谓进化，其实跟退化没什么区别，进化就是退化，所以

尽管梁启超推崇达尔文，但他并不完全满意他的进化

你不能够说是进化论，应该说是演化、演变论，那还好一点。

学说。 1902 年，他研究了《进化论革命者吉德之学说》。 吉德

这就是说尽量地从自然科学的眼光，尽量地要把价值观和

认为，（1）夫物之所以有生，其目的必非在自身也，不过谓达

目的论排除出去，进化论引起人的遐想，就是说好像历史有

到彼之大目的（即未来之全体）之过渡而已。 其所以有死，亦

一个目的，然后我们再朝着那个目的前进。 目的在那里呢？

即为达此大目的之一要具也。 （2）自然淘汰之目的，在使同

在宇宙中没有那个目的。”［2］在梁启超而言，这种“错位”正是

族中之最大多数得生存。而所谓最大多数者，不在现在而在

他企图用中国三世大同说去融合弥补西方进化论的结果。

将来，故各分体（即个体）之利益 ，及现在全体之利益，皆不

在三世大同进化论的影响下，梁启超坚持认为人、社会、国

可不牺牲之以为将来达此目的之用。 第一条是关于个体与

家都是在逐步往“好”的方向发展。 其融合的方式是宣称人

群体的关系。第二条是关于现在和未来的关系。从这个角度

类社会中竞争的结果是等级“逐渐往上”，越来越好，最后的

来看，达尔文的学说就不十分令人满意。达尔文进化论的中

等级是人类能达到的最美好的社会——
—大同。 换句话说，

心点是“之所谓优所谓适者，不过专指现在个人之利益或其

他是从中国的进化论那里摘取了进化的目标，而从西方进

种族多数之利益而已…无论何等生物，必当常变其状态，使

化论那里撷取了进化的动力和过程。 不管人类社会的发展

有益于己，然后可以生存”，吉德（kidd）认为其不完满者也

客观上是否是那样的目的，但梁启超等为人类历史“安排”

恰好在此。 因为，在吉德看来，达尔文专注于现在，忽视了未

了一个目的——
—即大同社会是肯定的。 他通过这种中西

来。 从而“今世政治学家群学家之所论，虽言人人殊，要之皆

“嫁接”的方式，在西方达尔文进化论的“身躯”上安装了一

重视现在，于未来少所措意焉，是可为浩叹也。 ”［1］这种评价

个“大同”之世的“头”（目的），实现了中西两种进化论的巧

是合乎梁启超的主张的。因为他始终坚信，人类社会的未来

妙融合。 而这两种进化论一融合，就很快为其在 20 世纪初

是可以预见并越来越好的。我们可以说，梁启超是在借吉德

接受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开辟了道路。

的话表达自己的观点。其次，梁启超还不满达尔文进化论中
的个体主义。梁启超认为人是天生合群的动物。个体主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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