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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5 年 —1898 年的维新变法运动是一场

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改革运动。康有为是这场

运动的主角和策划者。在中华民族陷入强邻环

列、虎视鹰瞵、瓜分豆剖的危机关头 ,他向光绪

帝具体提出了变法上中下三策 ,其上策的主旨

是“采法俄、日以定国是”,即“以俄国大彼得之

心为心法 ,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政法”①。而中国

维新变法就是以彼得一世改革 (17 世纪末 18

世纪初)为榜 ,以日本明治维新为模式的。学术

界对日本明治维新对中国维新变法的影响已论

之尽详 ,而对彼得一世改革“心法”的影响言之

不多 ,本文旨在探讨彼得一世改革对戊戌维新

运动的“设计师”康有为变法思想的影响及导致

的结果。

一

　　康有为在维新运动的高潮中 ,为坚定光绪

帝的变法信念以颁布新政 ,日夜加紧编纂各国

变政记、变政考 ,进呈宫中以供光绪帝采鉴。在

他进呈的十几件此类著作中 ,1898 年 3 月 12 日

进呈的《俄彼得变政记》一书 ,就是最重要的著

作之一。紧接着 ,康有为又上清帝第七书 ,即

《译纂俄彼得变政记成书可考由弱致强之故

折》。两者都以俄国彼得一世改革图强的历史

及其改革“心法”,说明中国为什么要学习外国

变法的经验以及怎样学习的问题。其写作体现

了彼得改革之“心法”对康有为变法思想的某些

影响 ———激励光绪帝学彼得改革之“心法”,并

摹仿彼得 ,实行自上而下的“君权变法”。那么 ,

康有为倡导光绪帝学习彼得“心法”的具体内容

是什么呢 ?

其一 ,“知时从变 ,应天而作”,抓住变法机

遇的时代使命感。

彼得一世改革前的俄国 ,民气凋丧 ,军备极

端落后 ,岌岌不可终日 ,“考俄国之始 ,乃以八万

兵败于瑞典万人 ,乃割边地于瑞国”②,然而 ,彼

得一世非但没有气馁、自暴自弃 ,反而振奋精

神 ,牢牢地把握住时机 ,变法强国。彼得一世在

与一些外国人的接触中 ,了解了一些西方的文

学、兵制及其他方面的情况 ,深深感受到西欧诸

国政治工艺的优越性 ,认识到“非大改弊政 ,将

为欧洲大国夷隶 ,为天下之大辱”③,产生强烈

的变法图强愿望 ,并随即游历西欧诸国 ,归而变

政。“其举动奇绝 ,其变力犹如雷力”。康有为

似乎透过彼得一世变政图强的实例 ,看到了中

国变法维新的希望 ,他迫切地希望光绪帝学习

彼得一世 ,明鉴时势 ,知时从变 ,应天而作 ,顺应

历史发展的潮流。他说 ,只要皇上能将《俄彼得

变政记》置于案头 ,日夜揣摹 ,赫然发愤 ,变政图

强 ,中国就会改变积贫积弱的状态 ,从而摆脱

“强邻四逼”、“瓜分豆剖”的严重民族危机。康

有为认为 ,只有皇上为英明之主 ,把握时机 ,幡

然一变 ,中国才能去割地赔款之辱 ,赶上世界历

史的潮流。

其二 ,“纡尊降贵 ,游历师学”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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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一世于 1697 年到 1698 年先后出访瑞

典、荷兰、英国、德国、奥地利、法国等西欧国家。

他不仅考察各国政治、法律制度 ,进行国事访

问 ,而且易服微行 ,不知疲倦地奔波于各地工厂

学习各种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 ,如在荷兰船厂

学习锯木、截铁、造缆、制帆、手制桅墙等 ①。他

还不耻下问 ,每到一个地方 ,如果看到精巧的器

具 ,“必停车详问 ,默仿其式以归而行之”②。正

是具有此等虚心好学的精神 ,归国后 ,彼得才得

以凭其真才实学 ,实行雷厉风行的欧化改革 ,并

取得巨大成就。康有为说 ,“考彼得之能辟地万

里 ,创霸大地者 ,岂有他哉 ? 不过纡尊降贵 ,游

历师学而已”③。游历师学乃是彼得一世变法

所提供给中国的重要历史经验。而中国体制历

来过于尊崇 ,导致弊病横生 ,“尝考中国败弱之

由 ,百弊丛积 ,皆由体制尊隔之故”④,并且 ,“欲

坐一室而知四海 ,较中外而求自强 ,其道无由”。

因此 ,康有为希望光绪帝放下皇帝的架子 ,以彼

得一世为榜样 ,虚下心来 ,学习外国各种先进的

东西。他认为只有皇上破除千年来自尊自愚之

顽习 ,去除天朝上国之心理 ,纡尊降贵 ,且不惜

易服为仆隶 ,师学他国 ,破旧立新 ,才能制定方

略 ,强国盛民。

其三 ,“乾纲独断”,“排却群臣阻挠大计之

说”的手段。

在彼得一世出访西欧之前 ,守旧大臣抱着

各种各样的心态和目的 ,以各种理由纷纷上言

阻挠。其中不少人是由于害怕变法会有损自己

的利益 ,康有为分析说 ,盖变政之初 ,其世家贵

族皆久豢富贵 ,骄倨积久 ,不与士类相见 ,又不

读书 ,夜郎自大 ,皆以己国为极美善 ,故皆阻挠

大计”⑤。平日营私积利之辈甚至煽动武装叛

乱来抵制变法。但是 ,彼得一世丝毫没有动摇 ,

最终镇服了顽固派。他一方面力排众议 ,削掉

破坏分子的职守 ,一方面对那些造谣生事 ,阻挠

新政的守旧分子采取以牙还牙的高压政策 ,甚

至杀掉那些首恶分子。彼得一世以“乾纲独断”

的手段 ,打击了那些阻止欧化改革的顽固守旧

势力。康有为评价说 ,彼得一世“奋其武勇 ,破

弃千年自尊自愚之顽习 ,排却群臣阻挠大计之

说 ,微服作隶 ,学工于荷、英 ,遍历诸国 ,不耻师

学”,所以其改革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雷动霆

震 ,万法并兴”⑥,彼得一世不惧强邻的威慑 ,不

因守旧大臣阻挠而止步 ,“躬亲日理万机 ,创新

图远 ,遣游历以取文明 ,兴工艺以阜人民 ,造海

军以强国势 ,开海口以控形胜”,从而打下了俄

国强盛的基础 ⑦。康有为希望光绪帝学习彼得

一世 ,用果断坚决的手段 ,冲破重重阻挠之网

罗 ,扫除层层障碍 ,以新国新民为志 ,乾纲独断 ,

不畏阻挠 ,镇压顽固守旧分子的破坏 ,用“神武

独授、破尽格式、操纵自在”的非常动作来推行

新政。

其四 ,“摹仿强敌之长技 ,采万国美法而择

行之”的精神。

彼得一世为使改革有所成效 ,“凡强敌之长

技 ,必通晓而摹仿之 ,凡万国之美法 ,必采择而

变行之”。归国后 ,把在国外所学一切于本国有

用的东西都应用于改革中 ,在政治、经济、军事、

文教等方面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政治上 ,强

化国家机器 ,改组和整顿中央与地方行政管理

体系 ;经济上 ,建立工厂 ,在各工厂引进外国先

进技术、管理人才 ,并培养本国人才 ;军事上 ,建

立一支强大的陆海军 ,培养军事人才 ,加强训兵

练阵 ;文教上 ,开办各种军事、技术学校。他还

迁都 ,开办图书馆、印刷所 ,开矿产 ,设医院 ,甚

至于从割长袍的小处着眼。通过这些改革举

措 ,俄国气象一新。康有为高度赞扬道 :“其举

动为千古英主之所无 ,故其创业遂为大地万里

之雄霸。”⑧ 康有为在政治、经济、文教、军事方

面 ,向光绪帝提出了一系列的新政建议 ,希望能

以此挽求民族危亡 ,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只有

光绪帝能以彼得一世为榜样 ,“务材训农 ,通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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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工 ,敬教劝学 ,授材任能”,其变力才强 ,其治

功才大。

总之 ,在康有为眼里 ,俄国今天的强盛乃源

于当初彼得的欧化改革 ,其改革之“心法”无异

于当时之圭皋 ,所以他极力请求光绪帝以彼得

一世改革为榜样 ,学习其种种“心法”,以推行变

法。他期盼光绪帝对《俄彼复变政记》一书能

“几暇垂览 ,日置左右”,这样 ,对彼得一世改革

举动必然会“日存圣意 ,摩积激励 ,震越于中”,

从而达到惊人的效果 ,“赫然发愤不能自已者 ,

非必全摹其迹 ,而神武举动 ,绝出寻常 ,雷霆震

声 ,皎日照耀 ,一鸣惊人 ,万物昭苏 ,必能令天下

回首面内 ,强邻改视易听 ,其治效之速 ,奏功之

奇 ,有非臣下所能窥测者”①。

二

　　康有为之所以奉彼得改革“心法”为圭臬 ,

把彼得立为光绪帝变法的榜样 ,是有其原因的 :

第一 ,彼得改革“心法”深深感召了康有为

“仿效西方 ,变法图强”的思想。

康有为青少年时期就读到了徐继畲的《瀛

环志略》、魏源的《海国图志》、洪仁 ∴的《资政新

篇》、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等书。这些书或多

或少地介绍了彼得一世改革 ,并给予了高度的

评价 ,推崇彼得纡尊降贵、游历师学、归而变政

等精神 ,对康有为影响很大。1876 年康有为亲

身游历香港 ,看到了资本主义的一些新鲜事物 ,

从而认识到中国再不能以“天朝上国”自居 ,应

当象俄国一样把自己纳入世界众多民族和各种

文化中的平等一员来界定自身。为此 ,在戊戌

变法时期 ,他便“搜采彼得变政之事”,“刻意考

求”,获其本传。又“旁搜记乘 ,稍加损益”,编纂

成《俄彼得变政记》,以宣传彼得改革“心法”,激

励光绪帝变法图新 ②。

第二、彼得一世改革“心法”的成功极大地

鼓舞了康有为“以君权实行自上而下变法”的思

想。

彼得改革前的俄国“为瑞典削弱 ,为泰西摈

鄙”,“无学校、无练兵、无通商、无制造良工 ,愚

冥犭丕犭秦 ,既蠢既顽 ,昧塞小弱 ,岌岌殆亡”③。

且国内政局不稳 ,“争权霸势”时有发生。自彼

得一世以君权变法 ,俄国便迅速转弱为强 ,化衰

为盛 ,以致百余年后的 1895 年 4 月“三国干涉

还辽”时 ,“俄地三万里为大 ,俄兵八百万为强 ,

割辽一事 ,俄一言而日归之 ,吾乃以银行铁路与

之为德。”④ 大彼得以君权实行自上而下改革

的成功 ,对苦苦寻求救国方案的康有为来说 ,无

异于看到了中国变法的曙光 ,他热情地赞扬大

彼得改革 :“彼得之变力 ,雷力也哉 ! 宜其拆而

荣华 ,而参天。” 因此他在《上清帝第七书》中

分析说 ,“考之地球 ,富乐莫如美 ,而民主之制与

中国不同 ;强盛莫如英、德 ,而君民共主之制 ,仍

与中国少异。唯俄国其君权最尊 ,体制崇严 ,与

中国同 ,中国变法莫如法俄 ,以君权变法 ,莫如

采法彼得”,因而他策动光绪帝学习彼得 ,乾纲

独揽 ,实行雷厉风行的变法革新 ,“非如彼得之

举动奇绝 ,不能桓拨速成雷轰电掣也。”

三

　　彼得一世改革“心法”对康有为变法思想产

生了深刻的影响 ,由于康有为是维新运动的领

导者 ,故此影响又产生了一系列的结果。

第一 ,康有为立彼得一世改革“心法”为榜

样 ,成功地策动了光绪帝布施新政 ,实行变法。

为策动光绪帝大胆变法革新 ,康有为向光

绪帝进呈了一系列反映彼得改革的奏疏 ,主要

有《为译撰〈俄彼得变政记〉成书可考由弱致强

之故折》《外衅危迫分割氵存至急宜及时发愤革

旧图新以少存国祚折》、《俄彼得变政记序》、《俄

彼得变政记》等 ,另外也有一些反映日本及世界

其他各国的呈文。光绪帝在御览这些奏折时 ,

45

安徽史学 2000 年第 1 期

①

②

③

④

⑤ 《康有为政论集》(上) ,第 226 页。

《杰士上书汇录》卷三 ,转自马洪林著《康有为大

传》,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 ,第 353 页。

《康有为政论集》(上) ,第 226 页。

《康有为政论集》(上) ,第 219 页。

《康有为 政论集》(上) ,第 218 —219 页。



尤为俄彼得依仗君权推行变法所激励 ,如闻黄

钟大吕 ,说“从来没看到过比这个更好的奏

议”①。每每情到深处 ,随之而击节叫绝 ,或因

悲哀而叹息流泪 ,将康有为的呈文“置御案 ,日

加披览”,故“于万国之故更明 ,变法之志更

决”②,表示决不为“亡国之君”,并上谕说“今将

变法之志 ,布告天下 ,始使百姓咸喻朕心 ,上下

同心 ,以成新政 ,以强中国”③。

光绪帝效仿彼得改革“心法”,断然实行变

法。从 1898 年 6 月 11 日到 9 月下旬 ,光绪帝加

紧颁布经济、文教、军事、政治等方面的新政命

令和措施。下诏命各省督抚推行新政 ,并强调 :

“所有关乎新政之谕旨 ,各省督抚 ,均迅速照录 ,

刊刻誊黄 ,切实开导”。“毋得隐默顾忌”,“不得

稍有阻格”,“督抚无从营私作弊为要”④。轰轰

烈烈的戊戌变法在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仰仗

光绪帝的支持下就这样展开了。

第二 ,使中国走出了“天朝上国”的圈囿 ,试

图以世界民族平等一员与世界进行全面交流。

彼得一世改革“心法”对康有为变法思想影

响最直接的结果是引导了光绪帝决心变法图

强 ,同时康有为对彼得“心法”的反省 ,意识到了

中国所应处的地位。他强调要“列国并立”“争

雄角智”。在某种程度上既反对了“畏西”的情

绪 ,又驳斥了“鄙夷”的倾向 ,尤其是长久以来积

集的“天朝上国”思想。这表现出一种可贵的自

省精神和世界意识。康有为摒弃中国几千年传

统的“天朝上国”陈腐观念 ,反对把世界各国视

为“蛮夷之邦”,要皇帝放下架子向他们学习 ,这

既是彼得“心法”的影响的结果 ,又预示着中华

民族觉醒的一个新起点。另外 ,康有为对彼得

“心法”的赞赏 ,表明以康有为为首的民族资产

阶级对西方的学习也开始超越“器械”、“制度”、

的局限 ,而进入新的层次 ,即精神的吸纳。从而

初步构架了自魏源以来 ,中国学习西方所经由

的“器物 ———制度 ———精神”过程的雏形 ,在一

定程度上 ,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

第三 ,彼得一世改革“心法”强化了“君权”

在康有为变法思想中的地位 ,使他没有认清彼

得改革的历史条件 ,而盲目照搬 ,既引发了维新

变法的危机 ,日后 ,又使他陷入保守倒退的历史

泥淖。

康有为经历千辛万苦 ,终于完成了重大的

思想变革 ,以大彼得改革“心法”策动光绪帝进

行变法革新的设想实现了 ,但整个维新运动却

成了一个无言的结局。这说明了康有为只是醉

心于彼得“心法”,盲土照搬 ,而忽视了彼得一世

改革与光绪帝维新的实际差别。由于传统观念

的影响 ,康有为没有把“君权”与“政权”区分开

来 ,他只看到了彼得动用君权实行雷霆般改革

的显著成效 ,却忽视了“性格粗野”的彼得大帝

至尊的君权是经过不择手段 ,不讲人伦的政治

斗争的结果。他也忽视了中国这个半殖民地半

封建社会的政权不在光绪帝手里 ,而控制在帝

国主义和封建顽固势力手里的实际情况。光绪

帝的君权早已被架空 ,徒有虚名而已 ,这不能与

彼得大帝的君权同日而语。所以在变法过程

中 ,改革一再受到守旧势力的摧残 ,而光绪帝毫

无反抗之力。毕竟 ,康有为是末代封建士大夫

的僵蛹里幻化的资产阶级最初的蛾蝶 ,对帝国

主义、封建顽固势力的认识不清楚 ,致使他在变

法被扼杀后 ,依旧迷恋于自上而下的君权变法 ,

把“保皇”与“爱国”混为一体 ,阻碍革命 ,后来又

支持张勋复辟帝制 ,进而陷入了历史的泥淖。

而产生这些行动的思想也都没有脱离过彼得改

革“心法”的影响。

(作者单位 :湖南师范大学历史系) [责任编

辑 :施立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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