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山社會變革的號角 

──論《香山旬報》的創辦及其影響 

 

黃鴻釗 

 

一、《香山旬報》橫空出世 

 

20 世紀初，中國社會危機深重。香山革命青年知

識分子滿懷革命激情，迎接即將來臨的革命。他們留

學日本，參加了革命團體同盟會，肩負着發動地方革

命的使命返回家鄉，合力籌辦《香山旬報》。 

辛亥革命前三年，1908 年 8 月 21 日，《香山旬報》

問世。《香山旬報》是香山同盟會創辦的報紙，也是

香山地區最早出版的報刊。創辦的目的是加強輿論宣

傳，鼓動人民起來進行革命和改革。同時該報也是加

強香山革命黨人聯繫的紐帶，發揮盟員革命激情和戰

鬥力的陣地。 

《香山旬報》發刊辭二百餘字，簡短地聲明創辦

的意願：“本報同人，懼小雅盡廢而中國亡，咸抱大

悲，發無邊弘願，為欲令邦人士女，拂拭真智，咸革

舊染，興化厲俗，作我民氣；因以恢復自由，振大漢

之天聲，發揚我邑人耿光，被於中土，乃黽勉而作斯

報。”1  

爾後，慈伯為《香山旬報》寫的敍言進一步指出

辦報的宗旨：“《香山旬報》之作，蓋同人見異景之

山河，發嘵音於風雨，將以攬五洲之群變，而通一邑

之機關者也。最其要指，就是監督地方行政，改良社

會風俗，提倡實業，以及網羅文獻等方面。”2 該報

將其矛頭對準香山地方的官員和紳士，利用輿論的力

量，彰善癉惡，鋤莠護芽，使香山地方政治健康發展。

又通過輿論宣傳和發展教育，革除社會上的各種陋風

惡俗，培養健康的社會風氣。與此同時，充分發揮地

方獨特的資源優勢，興辦實業，發展經濟。並大力搜

集和整理地方歷史資料，總結經驗，以圖促進地方的

發展。 

當時祖國正處在內憂外患危機重重之中。《香山

旬報》的問世，正是香山同盟會員自覺地挺身而出，

奮力肩負起救亡圖存的重任。他們手搦三寸管，日發

千萬言。於官吏之橫暴、劣紳之恣睢，與夫社會上之

舊染污俗，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掃穴犂庭，期與同

胞更始。3 

《香山旬報》主編鄭彼岸(1879-1975 年)是一個具

有傳奇色彩的愛國者，又名岸父，號伯瑜，筆名品珣、

鄭洵，濠頭村人。少年有神童之譽，參加童試中秀才

頭名。他從小就有反封建的叛逆精神，童年在祖祠讀

書，他把祠堂內之族規，用打油詩逐條加以批駁，鬧

到滿城風雨。紳士父老氣到要把他“出族”。1904

年，國事日非，列強大嚷瓜分中國。孫中山為挽救中

國，在海外宣傳革命。進步青年鄭彼岸、劉思復等受

到啟發，也在邑城設立演說社，宣傳革命。宣講內容

多取自《揚州十日記》、《嘉定屠城記》等。1905 年，

林君復在家鄉安堂創辦“覺群”學堂，邀彼岸參加成

立典禮，禮堂照例要安大成至聖孔子先師和皇帝萬歲

牌位。但鄭彼岸和林君復卻把皇帝牌位廢除，把三跪

九叩禮也改行鞠躬禮。 

鄭彼岸後赴日本留學，相遇孫中山並接受其革命

思想，加入同盟會。1906 年與劉思復、林君復等銜孫

中山命，負責策劃香山起義。回國後在澳門組織同盟

會南方統籌總支部，積極宣傳革命思想，秘密組織武

裝活動。1908 年創辦《香山旬報》，以文章聲討清王

朝。1910 年曾參加“支那暗殺團”，冀圖刺殺清廷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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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王載灃。1911 年回香山組織群眾響應起義，並率領

武裝入城。縣城光復後，又與林君復共率香軍支援廣

州起義。1912 年 1 月中華民國政府成立，廣東都督府

委任他為香山縣第一任縣長，但他婉言辭卻，無意仕

途。後任中山文獻委員會主任，負責主持編輯中山縣

誌工作。解放後任廣東文史館副館長。 

《香山旬報》的撰稿人和記者組成人員尚有：劉

思復、李憐庵、鄭自強、李銳進、鄭道實、黃冷觀、

秦侶尹、毛仲瑩、余曉峰、曹純武、林繼昌、林冠廷、

毛嘉翰、黃慈伯、鄭精一、鄭守愚、黃軒胄等。 

劉思復(1884-1915 年)，又名師復，字寓生，號子

麟，筆名抱蜀居士、丹水、寥士、淨慧居士、教齊，

石岐人。1904 年在香山創辦“雋德女學”。其後赴日

本留學，次年加入中國同盟會。1906 年回國，後至香

港辦《東方報》。1907 年 6 月，在廣州為了準備暗殺

清水師提督李准，製造炸彈時不慎失事，炸傷左臂而

被捕，後被解回香山監禁。1909 年秋被救出獄。1910

年春，與謝英伯、高劍父、陳炯明、鄭彼岸等在香港

組織“支那暗殺團”。1911 年，響應武昌起義，在東

江一帶組織民軍。同年冬，與丁湘田等北上，計劃暗

殺攝政王載灃。到上海時因南北議和告成，遂隱居西

湖白雲庵。 

劉思復是同盟會香山支部負責人，是香山地區革

命隊伍的核心人物。《香山旬報》創刊時他已身陷囹

圄，關押於香山監獄。由於他在香山先進青年群體中

名望最高，雖在獄中仍執筆為《香山旬報》寫了發刊

辭，這篇寥寥二百字的短文充滿革命激情，號召民眾

改革舊風俗、舊習慣，走革命的道路；表現了劉思復

關心國家民族的安危，以及通過辦報紙改革社會的決

心和勇氣。此後思復積極投稿，宣傳民主革命和社會

改革。除了寫作論著和時評之外，還在旬報發表幾個

連載欄目：《寒柏齋賸言》(筆名寥士)、《淨慧堂隨筆》

(筆名淨慧居士)、《粵語解》(筆名寥士)、《絅庵讕語》

(筆名丹水)、《佛教大意》(筆名抱蜀譯)等等。這些文

章展示了劉思復的學識和才華，充分說明他的戰士和

學者的本色。 

李憐庵是石岐人，曾於 1903 年成立閱報社，參

與創辦《香山旬報》，任報社發行人，並以其家李崇

正堂作為代理處。1909 年 12 月第 48 期起，鄭彼岸離

開《香山旬報》北上，由他接任編輯兼發行人，主管

全面工作，貢獻至大。此外他還從國外集資回鄉創辦

了滙豐百貨公司。這家公司於宣統年間局部營業，

1911 年慶祝香山起義成功期間正式開張。 

鄭自強是鄭彼岸的弟弟，筆名建初，負責經營報

社附設的“國光排印所”。除承印《香山旬報》外，

並接印社會各界的文件，所得盈餘，用以補助報社經

費。《香山旬報》從第 9 期起，督印人亦由他兼任。

辛亥革命後旅居海外。中山殉國烈士紀念碑籌建時，

鄭建初、李玉泉、鄭朝傑等旅外華僑積極募捐，並大

力資助，使紀念碑於 1927 年建成在石岐西山公園。 

李銳進是香山人，筆名亦進、憤血、民聲、枕戈。

1906 年，與楊子毅、林繼昌、鄭道實等一道進入廣州

兩廣方言學堂學習。後加入同盟會，並參加創辦《香

山旬報》，擔任編輯和撰寫評論。 

鄭道實(1887-1957 年)，筆名鄭諷一、闡微、亦諷、

求是等。香山沙溪龐頭村人。1903 年赴廣州，就讀於

兩廣方言學堂。1908 年參加同盟會，參與創辦《香山

旬報》。民國成立後曾任中山縣縣長等職。1917 年，

他出任廣東軍政府外交部中文秘書；1925 年擔任增城

縣長；1926-1927 年擔任中山縣長；後任行政院諮議、

鐵道部主任秘書、中國航空公司秘書、平漢鐵路局副

局長等職。1947 年 3 月被聘為中山縣文獻委員會副主

任，同年 11 月任中山縣參議會議長。解放後，當選

為中山縣人民代表。1954 年被聘為廣東省文史研究館

館員。 

黃冷觀(1883-1938 年)，原名顯成，字君達，別字

仲弢，號冷觀，長洲村人。早年加入同盟會。參與《香

山旬報》筆政。辛亥革命後該報改為日報，他出任主

編。這時袁世凱竊國，將謀稱帝，而該報支持反對帝

制、提倡共和的立場，黃氏常在該報撰文聲討帝制，

義正詞嚴，致為粵督龍濟光所忌，被捕入獄。1916

年 3 月獲釋。獄中堅持從事寫作。所著《十年舊夢》、

《廿年心影錄》和《軍獄瑣記》三書，均為獄中嘔心

瀝血之作。出獄後前往香港，不久返香山主持《民華

報》。及後再返港，擔任《大光報》主編。他一生淡

薄仕途，寫作三十餘年，其為報紙撰寫社論，評論政

治得失、經濟利弊、社會良莠、國際離合、人事是非，

均獨具卓識。所著小說，不下三百，有言情者，寫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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俠者，有寫社會題材和閭裏軼聞者。作品遣詞意深，

針砭時俗，頗受讀者歡迎。“九‧一八”事件後，黃

氏撰寫的《野火》、《狼煙鶻淚》、《黃海之血》等篇，

壯懷激烈，同仇敵愾，其愛國主義思想充分流露於字

裏行間。1938 年 1 月 13 日病歿於香港。 

秦侶允，石岐人，後任中山縣中教師。其家故址

即舊僑中初中部的河對面(今為民族東路)。 

《香山旬報》其他成員毛仲瑩、余曉峰、曹純武、

林繼昌、林冠廷、毛嘉翰、黃慈伯、鄭精一、鄭守愚、

黃軒胄等人情況因缺乏資料，在此從略。 

撰稿人之中，評論以李銳進、鄭道實擔任最多，

亦進、憤血、民聲、枕戈等都是李銳進筆名；闡微、

諷一、亦諷、求是等都是鄭道實筆名。文藝、譯述、

雜錄等以黃冷觀、秦侶尹、毛仲瑩、余曉峰、曹純武、

林繼昌、林冠廷等為多，有時擔任論評。撰稿人是文

壇健將，個個筆鋒犀利，齊向封建勢力開火。 

報社發行人李憐庵。督印人肖碩璜。《香山旬報》

的發行面十分廣泛，本邑以外，國內各大城市，如廣

州、上海、天津、漢口以及香港、澳門以至南洋、舊

金山、檀香山、溫哥華、紐約各處都設立了發行點，

擁有廣大讀者群。尤其是檀香山，那裏香山華僑佔百

分之九十。他們遠適異國、無時不渴望家鄉消息。他

們把《香山旬報》當作自己的喉舌；對《香山旬報》

所報導祖國消息和鄉情，倍覺親切；對《香山旬報》

所揭發抨擊貪官污吏、土豪劣紳之罪惡行為，則切齒

痛恨；特別是對《香山旬報》特設利便同胞尋訪親人

的免費廣告，極為稱讚。有不少人出國多年，渺無音

訊，藉《香山旬報》之助，終於得與家鄉親人聯繫。

因此他們紛紛捐募，資助《香山旬報》出版。 

《香山旬報》版面為 32 開，欄目分為以下內容：

○1 論著：每期 1 篇，類似報紙之社論；○2 時評：每期

約有 2-3 篇；○3 中外要聞：包括外國新聞、國內新聞

和本省新聞；○4 本邑新聞；包括本縣城鎮和鄉村新

聞；○5 小說：包括創作小說和翻譯小說兩類；○6 文苑：

有詩詞、粵曲、劇本等。此外尚有談叢、諧藪，以及

雜錄、調查錄、香山文獻錄，牌批：縣批和省批，又

有圖畫、漫畫，告白和商業廣告等。 

當時的報紙雜誌，例於報頭刊大清光緒某年字樣

以為紀歲。但《香山旬報》則並不奉清王朝之所謂正

朔，僅以甲子紀歲，以表示對滿清王朝的不滿和蔑視。 

《香山旬報》出版至 1911 年第 84 期起改名《香

山循報》。改版原因，據該報編者稱：“旬報問世以

來，深受廣大讀者歡迎，海內外同胞，紛紛要求改版

為日報，但旬報編者認為，惟其中有遽難照行者。邑

屬土地遼濶，交通未便，鐵路、電話尚未敷設。音問

往返動需時日。此未能改辦日報之理由也。惟以時局

艱危，大非昔比，斷續存亡，間不容髪。重以澳界問

題尚待解決，地方利弊興革正殷。言論鼓吹安敢或

懈？同人審度時變，決議自八十四期起改辦循報。月

出四版，務期消息靈通，取材富麗。知無不言，言無

不盡。以是自勖敢質讀者。”4 直到 1911 年 9 月 16

日，香山縣光復。《香山循報》又決定改為日報出版，

同時報紙也改名為《香山新報》，1911 年 9 月 17 日問

世。《香山新報》由鄭道實任編輯兼發行人，報道辛

亥革命後的建設事業，介紹各種社會主義學說。出版

約一年後，又改名《香山純報》，由黃冷觀任編輯兼

發行人。 

 

 

二、巧妙報道和宣傳革命 

 

《香山旬報》是革命志士所編輯的刊物，肩負着

推進革命事業的重任，當時他們在內地辦報，受到封

建反動統治勢力的嚴密監控，隨時都會遭受反動派的

打擊迫害，然而他們仍然以大無畏的革命精神，巧妙

地利用報紙這一工具與反動派周旋，大力進行啟蒙宣

傳，傳播革命思想，灌輸社會變革的理念。 

首先，該報頻繁報道中外革命事件，謳歌為革命

事業獻身的仁人志士。藉以宣傳世界革命大勢。1909

年 10 月 26 日，朝鮮革命志士安重根5在中國哈爾濱

成功刺殺了侵略朝鮮的元兇、前日本首相伊藤博文。

劉思復就此事著文，鮮明地指出朝鮮人民反對日本殖

民統治的正義性質，同時論證了世界革命洪流滾滾向

前勢不可擋。他寫道：“夫高麗者素稱風氣閉塞之國

也。然民之秉彝，各有種性。亡國之痛，人類所同。故

俗雖守舊，而自受日人苛虐以來，莫不奮袂大呼，以圖

光復。革命之聲，已洋溢於全韓。暗殺之機，伏戎徧野。

去年義士張仁煥轟殺韓皇顧問官美人伊子榮於桑港，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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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已震全球。今復再接再厲，又以手槍遺贈於伊藤。以

是知韓人之民心未死，其國未遂亡也。”6 

接着劉思復又進而闡明世界革命大勢：“吾因之

有感矣。十九世紀者，革命之時代也。自美法大革命

後，風潮所播，歐美二洲之專制國，既盡僕而無餘。

其一般局促於他族之屬國保護國，亦無不光復反正。

今者十九世紀既終，二十世紀開幕。革命潮流，乃由

歐洲大陸以渡於東來。故今年四月廿三日土耳其革命

矣。(土國鄰於亞洲)七月十三日波斯革命矣。其他大

功雖未成，而革命運動日日進步者，則有若高麗也、

俄羅斯也、印度也、越南也，皆將風起雲湧，揚臂奮

足。流鮮血，捨生命，以期脫於異族專制獨夫專制之

羈絆者也。二十世紀之亞細亞，其殆革命之舞台乎！

特不知其中龐然大物之支那，亦能免此悲劇否？”7 

與此同時，該報又發表俠我寫的《安義士歌》，

讚頌安重根“男兒誓以身許國”的革命精神。8 

進入 20 世紀初，國內政局日趨緊張。孫中山和

革命黨人在港澳和海外各處頻頻活動，從廣府城鎮到

越南邊關，革命烽煙四起。此時《香山旬報》就採用

發佈信息的方法，公開刊登了革命黨人向各國駐京外

交使團發送的公開信，聲明推翻滿清王朝的決心：

“竊維愛新覺羅氏，宅我國土二百餘年，蒞我人民政

策，以暴友邦，士庶所共見聞。邇者天災流行，水旱

洊至，哀鴻嗷嗷，遐邇震懼。覺羅氏愛我民族，曷至

若斯漠視。我民何辜，而忍如此。本部長臥薪嚐膽，

十有餘年。我民族一日不得自由，即本部長一日之罪

孽。計窮無術，不得不與覺羅氏相見以兵戎。今茲選

定師期，誓不與共皇天而戴日月。”9  

《香山旬報》密切注視革命黨人動態，以同情者

的筆調及時報道革命活動消息；例如 1911 年 4 月間，

該報以《錦碌華僑歡迎孫逸仙(加拿大)》為題，報道

了孫中山在加拿大活動消息。10 

與此同時，《香山旬報》揭露封建統治者對革命

者的仇視。清政府稱革命黨為逆黨、叛黨，或稱“草

花頭”，畏之如虎，恨之入骨。墨陽在《草花頭之解

說》一文中寫道：“草花頭者，政界稱革命黨之代名

詞也。故凡政界中人，每道及草花頭三字，咸攝息動

顏，咕囁耳語，若不敢宣諸口者，則草花頭之一語，

誠足使上下官吏，驚魂憒魄，而為寢食寤寐間，所刻

不能忘者矣。”11 

面對聲勢巨大的革命浪潮，腐朽的清王朝仍做垂

死之掙扎，利用其手握之國家機器拼命鎮壓革命。在

全國各地大肆搜捕殘殺革命黨人。並公開對黨人實行

恐怖暗殺手段，政府懸重賞如能暗殺革命黨首孫文，

賞白銀三十萬兩；黃興十萬兩；民報社主筆章炳麟一

萬兩；其餘革命黨人每名三千兩。凡緝獲革命黨人均

可建立奇功。於是乎貪官污吏以此為升官之階梯，而

土豪劣紳則可藉此為報怨害人的手段。一時之間，地

方官吏濫捕濫殺，殘害無辜百姓之誣陷冤案比比皆

是。反動派在全國各地大肆搜捕黨人，濫殺無辜。甚

至派人到日本去對黨人實行暗殺。此時《香山旬報》

陸續報道了許多革命志士遭受反動統治者殺害，而表

現堅貞不屈的事例。 

“革命黨正法，省城先後獲革命黨嚴國豐、葛謙

等，發南海縣監禁。廿三早由縣監提出葛謙、嚴國豐

兩犯。過堂捆綁，恭請王命，押赴法場斬決。至死亦

無怯狀云。”12 

“革黨羅澍滄被捕後口佔挽聯云：撤手自千秋，

黃種國民多有恨。傷心惟一事，白頭老母竟無依。詞

語哀壯。聞者惜之。”13 

同時《香山旬報》又揭露中國駐日本公使署指派

一個叫汪公權的偵探潛入東京民報報館，在茶杯中下

毒，謀殺革命黨人。致使報員湯某服之中毒。報警後，

當地警察署查悉此事確由中國官吏主謀，大害日本治

安。即照會駐日使胡維德，令將汪公權交出法辦。14 

山雨欲來風滿樓。辛亥年間，廣東地區事變迭

出，計有 3 月 10 日廣州將軍孚琦被刺，3 月 29 日廣

州起義，閏 6 月 19 日水師提督李准遇刺(未死)，9 月

4 日新任廣州將軍鳳山被刺，這一系列事件標誌着廣

東革命高潮的到來。 

3 月孚琦事件發生後，反動政府大肆捕殺革命黨

人。《香山旬報》報道革命者溫生財表現了視死如歸

的英雄本色：3 月 17 日“十一時許，張督升堂，訊爾

是溫生財否，答稱不錯，並謂今日死得其所矣。及由

顏番禺在頭門點刑捆縛時，溫復顧劊子手，謂各官不

中用，必緊記盡要殺絕。仍復大笑，首不可仰。沿途

歡呼，謂死而無憾。沿途及在場觀者不知凡幾，見其

神色不變，皆為之起敬云。”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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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 年“三‧二九”廣州起義，又名廣州黃花崗

之役，標誌着新的革命高潮來臨。是役同盟會領袖之

一黃興領導敢死隊攻打兩廣總督衙門失敗，72 名犧牲

的烈士遺骸埋葬於黃花崗。這是革命黨人直接進攻省

級政府機關，公開表示推翻清王朝的反動統治，雖然

起義最終失敗了，但它吹響了進攻清王朝的衝鋒號，

大大地激勵着革命人民去進行不斷的鬥爭，直至王朝

的最終滅亡。此時隨着革命形勢的高漲，主持《香山

旬報》的同盟會員情緒十分亢奮，他們不顧反動當局

的威懾恐嚇，更加大膽地直接地報道了起義消息，讓

廣大民眾瞭解革命事件真相：“三‧二九”起義失敗

後，《香山旬報》接連發表《革黨起事詳誌》、《省城

亂事詳情》、《審訊黨人供詞略述》等新聞專稿，又刊

載時事南音《革命者死》等文章，描述了許多革命黨

人的英雄形象。 

《革黨起事詳誌》披露道：“茲查是日該黨分數

路進督署會齊，內有十數革黨，假扮西人乘輿到署，

實乘輿者與輿夫皆是黨人。到督署後，即上前進攻。

幸張督早有防備，衛隊極力抗拒，彼此殊死戰。黨人

傷亡三十餘人，衛兵頭日金某周某亦被轟斃。是時援

兵雲集，黨人始散去。”16 

接着《香山旬報》又發表《追述黃興主張起事之

理由》一文，再次報道起義經過。起義成員宋玉琳被

捕後坦陳，此次起義以黃興為司令官，廿九日黃召集

臨時會議，主張即日起事，提出三理由：“(一)、我

輩革命軍組織多年，從前到處失敗，此次挾全力而

來，若畏葸不前，何面目見江東父老？(二)、冒險輸

送軍火，所費不貲，一旦解散，不能運出，試問作何

開支，經濟部必疑我輩騙錢，斷送將來革命軍糧台。

(三)、軍隊性質，有進無退，我輩奉總司令來粵起事，

今未起事而退，如軍令何？如各國取笑何？余等因其

持論正當，甘願隨同効死，但不欲過傷精銳，將余部

下遣散回港，及見大事不成，即發緊急命令，不准各

路放火，以免傷害商民生命財產，保全革命軍之名譽

云。”17 

同時《香山旬報》還公然以《華僑崇拜革命黨》

為題，報道海外華僑哀悼起義死難烈士的消息：“爪

島(今印尼爪哇島)之雙巴窪埠華僑，自聞革黨粵事失

敗後，於初五日開追悼會，以悼革黨之戰死者。是日

到會者二千餘人，會場幕以白布，張掛聯匾，牌位甚

多，並羅列鮮花青果。至午十一點鐘，搖鈴開會，宣

佈理由，隨行鞠躬禮。乃由各人演說，詞多慷慨激昂，

而後搖鈴散會。聞此埠華僑雖屬無幾，然而相親相

愛，頗知合羣之義。各地華僑聞風奔赴，至會場如此

熱鬧，各人赴會者，俱感形於色，亦足見其同有懷抱

云。”18 

1911 年 10 月 10 日武昌起義後，形勢急轉直下。

廣東各地方人心迅速公開轉向擁護革命。廣東九大善

堂、七十二行商、總商會等團體的代表合議，決定派

出代表前往香港，與共和政府駐港機關聯絡，表達支

持革命。而廣東政府眼見大勢已去，卻又不願投靠革

命，陰謀宣佈廣東實現中立。《香山旬報》編輯鄭道

實著文指出，這條道路是行不通的。19 

革命終於在香山地區也發生了。11 月 2 日(農曆

九月十二日)，香山小欖起義取得勝利。消息傳到澳

門，以前山鎮恭都小學堂(後改稱鳳山小學)為活動基

地的黨人蘇默齋(蘇曼殊兄長)、劉希明、陳自覺、陳

永安(陳芳孫兒)齊集在陳芳祖居梅溪石室內策劃起

義。隨後於 1911 年 11 月 5 日(農曆九月十五日)傍晚，

在一聲暗號之下，新軍的革命官兵第二次起義開始行

動了。前山城遍豎白旗，標統何某倉忙從城牆槌下，

向澳門逃去，前山城就在兵不血刃情形下起義成功。

次日眾人推舉任鶴年為起義軍司令，何振為副司令、

立刻向石岐開拔，配合小欖義軍進攻石岐城。 

此時《香山旬報》非常高調地報道革命軍進入縣

城廣受百姓歡迎，入城後在各街道要隘巡邏，保護人

民。革命軍旗幟豎着在城樓和通衡大道，隨風招展，

氣象一新。並貼出安民告示稱：“本軍恭行天討，佈

告同胞親愛，滿洲以胡亂華，以及二百年外，罪惡貫

盈至今，勢如土崩瓦解，各省義師雲起，均是為民除

害，還我大好山河，驅逐滿胡出塞，建立共和民國，

同胞幸福有賴，本軍豎旗起義，人人歡欣稱快。士農

工商男女，照常作業無懈。軍到秋毫無犯，不令商民

受礙。倘有軍民騷擾，定予嚴責不貸。軍隊紀律嚴明，

爾等毋相驚駭。”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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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積極推動香山地方改革 

 

《香山旬報》熱心地方改革事業。他們首先從移

風易俗入手，大刀濶斧地推動香山社會改革。千年封

建社會所形成種種舊俗，早已深入人心，被奉為金科

玉律。隨着社會的前進，欲求跟上時代，開通民智，

振興實業，則非匡除舊俗尋求變通不可。為此《香山

旬報》創刊之初，便開展了移風易俗的大宣傳，接連

發表文章，指出中國不振的原因：一曰專制，二曰柔

弱，三曰不誠，四曰利己，五曰空言。只有克服這五

大弱點，中國才有富強之希望。而數千年流傳下來的

種種習俗也有必須改造之處。例如：畛域之宜泯也、

奢侈之宜節也、私賭之宜禁也、衛生之宜講也、迷信

之宜破也、婦道之宜守也、陋婚之禁也。除此之外，

《香山旬報》還發表了許多有關改良風俗習慣的倡

議。21 強調指出：欲興其國，強其種，開通民智，振

興實業，必以匡俗為第一義。22 

香山的移風易俗、破舊立新運動，涉及的內容主

要有：成立自治會，改良監獄，創辦新學堂，厲行禁

煙禁賭，剪辮和天足，釋放奴婢，以及醫療衛生改革

等方面。此外還有如揭露官吏昏庸腐敗，抨擊土豪劣

紳惡行，維護社會正義，注重社會公益，成立讀書會，

以及各種先進團體，等等。使革命發生之前，香山民

間早已出現一派棄舊迎新的氣勢，為新社會的來臨做

好了準備。而革命發生以後，這種思想文化上的新與

舊的鬥爭，又在新的形勢下繼續深入發展，直至新文

化在社會上完全佔居主導地位。 

1908 年 11 月，光緒帝和那拉氏相繼去世，年僅

3 歲的宣統帝繼位，由醇親王載灃攝政。為了緩和社

會矛盾，下詔“重申實行預備立憲。”23 令各省成立

諮議局。次年 2 月粵督張人駿着手成立廣東諮議局籌

備處，籌劃議員選舉。 

《香山旬報》認為推行民主政治是香山社會的改

革的頭等大事。凡國家無論為共和、為立憲，苟制有

一定之法律，公佈而實行之者，斯名為法治國。法治

國國力之活動，其主要在統治權之劃一。顧一國地大

物博，鞭長莫及，決非一政府之力所能徧周。故有時

不若還賴其人民有以自謀而利導之，其事反切而可

行，捷而易舉。故近日世界文明各國，大率於中央行

政之之外，特認有一種公共團體，使遵法定範圍內，

得以處理其統治事務之一部。斯即所謂地方自治也。

夫地方自治之制，今日已成為法治國內之通有制度。24 

當時清政府對諮議員選舉有嚴格條件限制，規定

凡屬本省籍貫男子，年滿 25 歲，具有下列條件之一的

人，方有選舉權：一是在本省從事教育及其他公益事

業滿 3 年以上；二是具有本國或外國中學堂以上畢業

文憑；三是舉人貢生以上出身；四是文官七品、武官

五品以上官員；五是擁有五千元以上資產的富人。25 

很明顯的，這一選舉資格限制，剝奪了廣大貧苦勞動

人民和婦女的選舉權。實質上這不過是由官員、紳士

和商人聯合組成的一個選舉俱樂部。所謂的諮議局議

員就由這一小部分人推舉產生。 

1909 年 7 月間，香山縣進行諮議局選舉。共分九

個選區，毎區一個票箱。六月初六、初七兩天將票箱

集中在縣署開票。各區投票人數不等，第一區仁良都

最多，共有 378 票，第九區黃旗都最少，只有 90 票，

其他各區介於 100 至 300 票之間。全縣總投票人數為

2,286 票。這與當時香山縣共有 822,218 人口相比26，

這種“民主”參與是十分有限的。當選議員共 37 人，

其中 4 人為候補議員。27 這些當選者中固然不乏思想

開明、德高望重的人士，如北山志士楊應麟，積極投

入同澳葡擴張界址進行鬥爭。又如高拱元是參加香山

起義的同盟會員。但也有一些目不識丁的商人，以及

聲名狼藉的劣紳，如用誣陷迫害手段，製造了徐桂冤

案的何鼎元等人也混入諮議員隊伍之中。這就警示同

盟會員提防豪紳操縱自治會社和諮議局，阻撓和破壞

會議的正常運轉。 

香山人十分重視地方自治問題，並展開熱烈討

論。他們認為地方自治是個人自治的集合體，而個人

自治則是地方自治之原動力。民氣之日進是中國圖存

的一綫之機。自治團體受國家的委任，以本地之人，

治本地之事，是民氣民權之起點。欲使中國不亡，當

首先樹立其基礎，鞏固其勢力。使人人皆知有政治之

思想，自治之觀念。培養其秩序，滌除其惡習、助地

方官之不及，謀公共之幸福，方為治本之法。1909

年以後，香山縣城通過選舉成立自治研究所，各個鄉

鎮也紛紛成立自治研究社，積極開展活動。 

在城鄉各地自治社選舉過程中，《香山旬報》經

@ DLE @ 



香山社會變革的號角 

 

常通過發表群眾來信方式，揭露批評各鄉鎮選舉過程

中存在的問題，充分發揮其輿論監督作用。例如對東

翹八鄉選舉自治社長進行批評：“近年邑中各社團選

舉之事，往往有一二惡劣之徒，素為社會所不齒者，

出其神通廣大之手段，百般運動，以攫取社團中之一

席地。而一般之選舉人又往往不辨黑白，不問是非，

如醉如夢，率意盲從。彼則搖尾乞憐以求其選己，此

則喪心病狂以舉之。於是有舞斷鄉曲、聲名狼藉之土

棍，昂昂然出現於社團之上。如邑城之選舉議董會，

紛紛攻揭，纏訟至今，是其確例也。”28 

《香山旬報》抨擊司法弊端，呼籲改良監獄條

件。深刻揭露封建專制時代司法腐敗不堪，香山某些

官員視公事為具文。案積如山，從不清理。因案奉押

者，除礅房內監不計外，拘留於羈所者，約一百零數

人。有拘押十五、六年而案尚不定者，聞之實可驚駭。

官員審訊犯人，往往採用極其殘酷的刑訊逼供手段，

致使犯人屈打成招。至於監獄關押犯人，大都腐敗刻

酷，慘不忍睹。犯人服刑往往刑期未滿，就已在獄中

折磨死去。即使幸而苟存生命出獄，也往往習染群犯

的惡習，回歸社會時又重新犯罪。因此，在革除舊的

封建司法體制弊端之時，必須同時切實地改良監獄。29 

《香山旬報》創辦人之一的劉思復倡導改善監獄

最給力，他自從以疑犯身份被關押於縣城監獄之後，

對監獄腐敗現象深有體會。恰好當時新任知縣沈建忠

為政比較開明，銳意改革陋習，推行新政。於是劉思

復率先向當局提出改良監獄的建議。他指出監獄改良

的必要性：“我國各處監獄，大都腐敗刻酷，慘不忍

聞；而以我邑為尤甚。若不及早改良，吾恐有期出獄

者，必多瘐死獄中；即幸而出獄者，亦必沾染群犯惡

習，而社會上又多一傅播罪惡之人。若切實改良，則

此弊或可革除，為功不少。” 

劉思復《改良監獄概論》一文，在《香山旬報》

發表後，引起廣泛關注。香山人民要求改良監獄的強

大壓力，以及《香山旬報》的輿論推動下，1909-1910

年間，香山縣利用政府經費以及商民捐款三萬元，將

原有監獄拆卸，修建了一座規模較為寬敞的新監獄。30 

鴉片是危害健康的毒品，19 世紀英國通過大量輸

入鴉片扭轉貿易逆差，造成大量白銀外流，並藉口中

國政府禁煙而發動了鴉片戰爭。從此鴉片更加在中國

泛濫成災，香山煙民眾多，煙膏店鋪公開出售鴉片煙

膏，流毒甚廣。有識之士對鴉片流毒切齒痛恨，強烈

要求禁煙，並在城鎮和鄉村普遍建立了戒煙會等團

體。《香山旬報》也大力宣傳煙賭之害及禁煙賭之必

要性，指出：近百年來，神州有兩巨害：曰煙曰賭。

民苟嗜其一，必足以殺身喪家亡國滅種焉。然洋煙之

害，率土皆受；賭博之害，吾粵特甚。吾人所亟宜注

意者，則奸徒開設私賭是也。因此通過輿論監督，積

極配合社會禁煙賭運動的開展。 

《香山旬報》積極推動剪辮運動的開展，撰文指

出“夫辮髪為物，即不必計其本非漢族制度，及被外

人所誚辱。即以利害問題論，試執十人而質之曰：吾

人具此辮髪，於起居動作便乎否乎？吾可決其以為不

便者十而八九也。”31 香山人民逐步形成一股剪辮新

風。1910 年 10 月間，該報鄭自強、鄭佩剛等創設一

剪辮同志會，從此，剪辮運動正式走上有序發展的軌

道。全縣出現剪辮的高潮。其中隆鎮各鄉剪辮尤其踴

躍，一星期內，千餘人剪去了辮子。32 

《香山旬報》創刊之始，就深入宣傳釋奴的必要

性，為發動群眾，開展釋奴運動而大造輿論。貴剛《釋

奴議》一文，公開提出釋奴問題。他高舉法國大革命

時期的自由人權旗幟，猛烈批判蓄奴陋俗。質直的《釋

婢私議》，進一步指出蓄奴對社會至少造成三大危

害：一是部分人賣身為奴，喪失人身自由，沒有獨立

人格尊嚴；二是做牛做馬，任人驅役鞭打，過着非人

生活；三是賭徒煙鬼賣兒女為奴婢，以供賭博嗜煙之

用。造成社會道德的淪喪。 

1910 年 2 月 14 日，縣令沈瑞忠頒佈濠湧鄉放僕

告示，78 名重獲人身自由的世僕也在《香山旬報》聯

合簽名發表公開感謝信，表示：“異時飲水思源，將

稼穡曾玄，長歌德政。千秋翼載，酬報無由。謹佈旬

章，先鳴謝臆。”。 

《香山旬報》不遺餘力地宣傳教育改革。該報創

辦人之一的劉思復早在 1904 年創辦“雋德女學”，

開闢了香山女子教育的先河，在全縣起了良好的帶頭

作用，輿論普遍稱讚：“邑中女學以雋德女學校成立

為最早，教授管理，亦最合法，成效卓著。”33  

由於“雋德女學”辦學成功，1910 年獲准改為公

立學校，增加經費，擴大招生，又設立寄宿舍，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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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縣女學的模範，促進了香山女學堂的發展。繼“雋

德女學”之後，香山縣陸續有人仿效開辦女子師範學

堂、光漢女子學校和斗門簡易女學等學校。34 

而鄭彼岸為了進一步推動本地文教事業的發

展，於 1909 年提倡開辦圖書館。當時《香山旬報》

發表了《論教育會亟宜倡設藏書樓》一文，指出建圖

書館好處：其一“吾邑士人，可收博覽之助”；其二，

“古今中外秘書善本，人人得受其利”；其三，“各

私家書籍，得以與世人共珍寶”。35 鄭彼岸籌建圖書

館的倡議，得到了香山人民的熱烈擁護和支持，很快

便積極展開了籌備工作。 

《香山旬報》非常注重公共衛生和大力推廣西

醫，當時《香山旬報》發表《論公共衛生之亟宜注意》

稱：世界愈文明，則人類生活程度愈高；生活程度愈

高，則生命愈寶貴。而所以保存生命之方法，莫要於

衛生。“苟有國家之觀念，則非提倡衛生之道以自強

其種，使人人共勉為完全之國民不可。洛克氏有言曰，

完全之國民，即備健康身體與健康精神之謂也。”36 

與城市文明衛生相關聯的是推廣西醫。香山有識

之士為了推廣西醫，造福民眾，讓普通市民享受醫療

服務，還先後成立保育善會和赤十字會(紅十字會)。

開展義診和贈醫施藥活動。這些推行社會醫療福利的

善舉，深得民心，也受到廣大殷實商家的熱烈支持和

響應，紛紛捐款入會，樂於善捐風氣十分濃厚。《香

山旬報》則經常發佈那些熱心捐款的商鋪和人士的芳

名以示表彰。 

 

 

四、密切關注澳門的劃界交涉 

 

香山與澳門有特別密切的關係，雖然澳門久已被

葡萄牙人佔領，但香山人民仍然一如既往地視澳門為

本邑土地的一部分，報道澳門新聞是《香山旬報》的

主要內容之一。《香山旬報》創刊之初，便在澳門設

立發行機構。當時中葡兩國對澳門界務爭端十分激

烈。1849 年，澳葡毀清政府駐澳機構，破壞中國對澳

門行使主權。1887 年，葡人又迫使清政府簽定中葡條

約，承認其永居澳門。後又進一步訛詐，索取“澳門

屬地”。中國人民對澳葡的侵略行徑進行了堅決鬥

爭。 

《香山旬報》密切關注澳門的劃界交涉，創刊不

久，便連續幾期發表《香山失地始末》的長文，痛述

幾百年來葡萄牙侵略澳門的史實。文中尤其對葡萄牙

在光緒、宣統年間的侵略罪行作了詳盡的揭露：特別

提到“本年葡人擬在龍田村等處辟築馬路，以賤價強

買民居，多有不願者。及四月間到期，葡施蠻威，驅

逐各家人口，將屋封鎖，所有傢具雜物一概不准搬

出，慘用煤油引火盡付一炬。計約焚燒屋宇三十餘

家。該處居民流離失所，飲恨吞聲。”37 

1909 年 7 月，中葡兩國舉行關於澳門劃界問題的

談判期間，《香山旬報》大力揭露了葡萄牙方面的無

理要求和蠻橫態度，也批評了清政府的軟弱無力和妥

協忍讓。指出：“為今之計，則應先事整備，以為後

日交涉之後盾。若葡人強硬要求也，我國民何以助政

府，若政府決意退讓也，我國民何以阻政府。吾以政

府諸公安處北京，以香山一隅之地，當不甚紛擾其神

慮者，惟政府可以棄地，而我粵人不可棄也。結爾團

體，預爾實力，頭與璧俱瘁，斷不能拱手退讓，一任

外人之縱橫也。我國之不亡者賴民氣，而為民氣之後

盾者賴實力。吾邑南鄉一帶時有籌辦鄉團之議，即為

實力之表徵。循此以往，緊毅實行，成一最鞏固之勢

力，足為勘界力者不少也。”38 該報在強調人民必須

奮起自衛的同時，又進一步指出：“自衛之道無他，

曰速辦民團而已”。39 

在輿論推動下，廣東政府派了一個團的新軍駐防

香山與澳葡對抗，香山各鄉也組織了民團進行鬥爭。

新軍傾向革命，曾參加 1910 年廣州起義，與 1911 年

4 月黃花崗之役亦有聯繫。他們在駐地秣馬厲兵，枕

戈待旦。當地人民情緒熱烈，紛紛籌餉勞軍。香山縣

的地方民團也改編為人民義勇隊，從政府那裏領到部

分槍械裝備，活躍在前山防綫上。《香山旬報》面對

全民奮起反抗葡人侵界的大好形勢，多次發表評論文

章，鼓勵軍民合作，力挫澳葡侵略陰謀。《香山旬報》

的輿論宣傳，大大增長了人民保衛鄉土的鬥志，使葡

萄牙人的無理擴界要求未能得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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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香山旬報》的作用和社會影響 

 

《香山旬報》的作用和功能主要表現在申公理和

造輿論。20 世紀初，祖國正處在內憂外患危機重重之

中。每當報紙造起輿論，對社會上各種壞現象口誅筆

伐，啟迪民智。如風之起，如雲之湧，傳遍國中。官

吏視之若需震，土惡視之如蜂躉，士氣賴以稍伸，民

智因而大啟。 40 在香山引起巨大社會影響。當時讀

者，見該報時評則曰斯之謂主持公論；讀論著則曰斯

之謂誘進國民。自有此報，而舞弊之劣紳，不容不斂

跡。41 

當時從香山到澳門，人們踴躍購閱《香山旬報》，

反應均甚為熱烈：岐陽濠鏡，商戶比鱗。大而富商巨

賈，小至小販豎夫，莫不鼓舞歡呼。42 由此可見這份

地方報紙影響面之巨大。 

《香山旬報》發行一年後，人們稱讚其剪除蟊

賊，滌盪舊污的巨大貢獻。敢以是祝我《香山旬報》

萬年！祝我《香山旬報》與皇夏民族同享萬年！43 而

政界、而紳界，咸視若眼中釘、背後芒，正欲去之而

後快。竟欲憑藉官力，重罰本報，本報不為動，吮毫

申紙，日睨其旁以監督之。44 

《香山旬報》編撰人員是一批具有崇高革命風格

的志士。他們充滿獻身精神，奮不顧身英勇鬥爭。不

僅用筆桿進行戰鬥，許多成員參加了香山起義。而劉

思復、鄭彼岸還組建暗殺團，製作炸彈，參與襲擊敵

人的實戰行動。 

《香山旬報》編輯人員十分關心和同情人民疾

苦，群眾有難，傾盡全力進行救助。1905 年徐桂因揭

發惡弁何天保恃劣紳何鼎元勢力的罪惡行為，反被惡

弁劣紳串同陷害，判定為永遠監禁，囚在南海縣獄

中。然而《香山旬報》認定“陷徐桂者，何鼎元何天

保也。夫徐桂何以入獄，以控告何天保牽連何鼎元而

起，徐桂控之，而大吏復從而查核之，則彼不得不為

困獸反噬之計，而反噬徐桂矣。徐桂之獄，確由何鼎

元何天保彼二人羅織而成。”45 因此全力以赴為徐桂

鳴冤叫屈，力爭徐桂平反出獄。1910 年 7 月間，《香

山旬報》主編鄭彼岸挺身而出，偕同徐桂之母甘氏，

從香山前往北京，為徐桂冤案奔走呼籲，積極聯絡在

京的香山鄉親，爭取平反徐桂冤案解脫出獄。這些活

動產生了巨大影響。旅京香山人認為徐桂被豪紳挾嫌

誣陷，以致繫獄多年，實屬暗無天日。為此在北京粵

東新館召開旅京官商學報各界同鄉特別大會，會上議

決聯名發表公開信，要求廣東當局立即平反徐桂冤

案。46 

《香山旬報》對於不法商人蘇鹿蘋勾結官府，攬

辦屠牛稅，盤剝百姓的惡行進行深刻的揭露，並支持

群眾廢除商人包攬捐稅的鬥爭。該報明確指出：“蘇

鹿屏之屠牛捐，確由局紳商董袒庇所致。雖有蘇張之

舌、陸賈之辯，斷不可能為彼隱諱，則吾人評論此事，

自當提其首要，揭其陰謀，筆以誅之，詞以關之，無

所避也。”47 由於該報人關心人民疾苦，受到人民衷

心擁護。 

《香山旬報》編撰人胸懷熾熱的報國之心，他們

是革命的志願者，為了實現自己革命理想而工作，所

有人全不支薪，寫稿也沒有稿費，還得負責向各方面

募捐，補助報社經費。他們無私地在《香山旬報》工

作多年，為香山革命和改革事業，以及澳門劃界交涉

做出了許多貢獻，但革命勝利後也沒有為自己謀一官

半職。1912 年 1 月中華民國政府成立，廣東都督府委

任鄭彼岸為香山縣第一任縣長，但他婉言辭卻，無意

仕途。劉思復也婉辭了出任民國官員。這種立志做大

事，不願做大官的精神，無論在當時或現在，都堪稱

是世人的楷模。 

綜上所述，辛亥時期《香山旬報》吹響了香山革

命的號角，為推動香山社會變革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他們的業績將永遠載入地方史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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