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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由孫中山基金會與上海中山學社、(台北)孫中山

紀念館、(台北)中山學術文化基金會聯合主辦，由孫

中山基金會承辦的紀念孫中山誕辰 150 週年學術研討

會的主題為“世紀回望與民族振興”。我認為這個主

題很好，特別是“民族振興”這個主題有許多問題極

待解決，其中一個重要問題就是升起中華民族偉大復

興的旗幟是誰，在甚麼時候、在甚麼地點升起的，這

個重大問題，至今仍爭論不休。中共中央在許多文獻

中，在近二十多年來，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等中

共中央領導人的重要講話中，屢屢提出中共要和全國

人民與台、港、澳同胞和全球華人團結起來為實現中

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奮鬥。2016 年 2 月下旬，洪秀柱

當選為中國國民黨主席後，習近平立即致電祝賀，在

賀詞中提出國共兩黨要攜手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而奮鬥，洪秀柱在回電中也表示要為中華民族偉大復

興而與中共攜手合作。總之，中共中央的許多文獻中

最強調的是要高舉兩面旗幟：一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的旗幟，二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旗幟，中共當前與

今後一段很長的時期內就是高舉這兩面大旗帶領中

國人民奔向光明與勝利，特別要指出的是：中共“十

八”一閉幕，習近平就與新當選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委一起到北京歷史博物館參觀“復興之路”專題展

覽後，發表重要講話，提出了一個嶄新的課題，就是

要實現“中國夢”。而中國夢的內容是甚麼呢？歸根

結底就是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這是幾個世紀以

來，中國人民夢寐以求的目標。中共中央把民族復興

的旗幟舉的很高，很鮮明。 

中國國民黨的領導人也把民族復興放在很重要

的位置上，蔣介石在抗日戰爭時期的講話中，多次提

出抗日戰爭就是為了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許多

城市就有復興路、復興門等。我工作 70 年的地方武

漢市就有一條復興路，北京有個復興門。 

總之，地球上有 14 億中華兒女正在中華民族偉

大復興旗幟的指引下，凝聚一切力量，以萬馬奔騰之

勢走向未來，充分說明這面旗幟的重要性，這面旗幟

的號召力很強很強，只要是炎黃子孫，只要是龍的傳

人，只要有華夏的血脈，都希望中華民族能夠復興，

因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面大旗能否高高舉起，為

全球 14 億中華兒女所接受並為之奮鬥，關係到中華

民族的興衰與成敗。甚至可以說關係中華民族的生死

存亡問題，值得慶幸的是 14 億中華兒女已認識到高

舉這面旗幟的重要性，絕大多數中華兒女都為此而團

結奮鬥！遺憾的是大家都在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

努力工作時，對於這面旗幟是由誰升起的卻爭論不

休。本來是孫中山親手升起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旗

幟，這是不爭的歷史事實，但由於種種原因，有些人

並不這樣認識，在紀念孫中山誕辰 150 週年之際，弄

清這個問題，不僅有重大的歷史意義和理論意義，也

有很重要的現實價值。 

 

 

二、幾種不同的認定 

 

對於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旗幟是在甚麼時候、甚

 

孫中山升起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旗幟 

──紀念孫中山誕辰 150 週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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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地點、由誰來升起的這個重大問題，存在許多不同

的說法，主要有以下幾種。 

 

(一) 林則徐虎門銷煙說 

持這種觀點的人提出的依據是：在北京天安門廣

場上的人民英雄紀念碑的浮雕就是從鴉片戰爭林則

徐銷煙開始的。毛澤東在碑文中也說，為紀念人民英

雄，就要上溯到鴉片戰爭時抗英的英雄。持此觀點的

人就認為在慶祝新中國成立而建立的人民英雄紀念

碑，既然從林則徐開始，就意味着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旗幟的升起。這個觀點之所以不科學，是因為他們對

北京天安門廣場上建立人民英雄紀念碑的出發點的

理解上出了偏差，為紀念新中國成立而在天安門廣場

建立紀念碑是為懷念為民族解放而犧牲的英雄們，因

為中國原來是世界上的大國與強國，但由於清王朝的

腐敗無能與夜郎自大和閉關鎖國等一系列的錯誤政

策，導致中國遠遠落後於西方，落後就要挨打，英國

首先用大炮轟開中國的大門。林則徐奮起抵抗，揭開

了中國反抗列強侵略中國的大幕，在第一次鴉片戰爭

中犧牲的中國軍民是人民的英雄，應該紀念，但此次

戰爭並沒有結束清王朝的封建統治，相反的，隨之而

來的是清王朝的繼續腐朽，列強變本加厲侵略中國，

中國從此開始由一個獨立的大國逐漸變成半殖民地

半封建的弱國，中國向下沉淪的步伐並未停止，而且

加快沉淪的速度。因而不能說虎門銷煙就升起了中華

民族偉大復興的旗幟。 

 

(二) 抗戰勝利升起中華復興旗幟說 

持此觀點的主要根據是習近平於 2015 年 9 月 3

日在北京開安門舉行的紀念抗日戰爭暨反法西斯戰

爭勝利 70 週年大會上的講話，他強調指出抗日戰爭

的“這一偉大勝利，開闢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光明

前景，開啟了古老中國鳳凰涅槃，浴火重生的新征

程”1，把習近平的上述講話理解為抗戰勝利升起了

中華復興的旗幟，顯然是不妥的。我認為對這個講話

中要準確把握兩點：一點說抗戰勝利開闢了中華民族

偉大復興的光明前景，就是說抗戰前中華民族偉大復

興已經開始，但前景暗淡，即辛亥革命升起中華復興

的旗幟後，中國社會仍然很混亂，各派軍閥混戰，袁

世凱稱帝，接着是國共內戰及國民黨內各派力量的混

戰，民族復興的前景並不樂觀，但是，在抗日戰爭中，

不僅國共兩黨合作，而且國民黨內各派也團結抗日，

因而取得了抗日戰爭的勝利，此時，中國舉國歡騰，

慶祝中國一百多年來反列強侵略的第一次大勝利，從

而“開闢”了民族復興的光明前景，人民看到了光

明，盼望重建家園，使中國強盛起來。其二是是習近

平強調了是抗戰勝利開闢了民族復興的“新”征

程，一定要很好理解這個“新”字。就是說在抗戰勝

利前，中國的民族復興已經開始了，但收次甚微，從

1911-1945 年間可謂是“舊”征程，而從 1945 年 8 月

以後，就開啟了一個“新”征程。沒有“舊”征程，

那來的“新”征程，所以說要對習近平的講話有一個

準確的理解，不能隨意加以解釋。 

 

(三) 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說 

在 2010 年 4 月間，武漢市社會主義學院舉行的

一次學術研究會上，中共武漢市委黨校一位老師(歷

史學博士)提出：1949 年新中國成立標誌着中華民族

復興的開始，也就是說 1949 年 10 月 1 日在天安門廣

場上升起的五星紅旗，就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旗幟的

升起。這個說法聽起來有一定道理，因為中國共產黨

領導全國人民徹底推翻了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三座

大山，中國人民從此站立起來了，再也不受列強的欺

凌，的確有很重大的意義，但是，我們在這裏討論的

是中華民族復興的旗幟是如何升起來的問題，而不是

討論新中國成立的意義問題，這是兩個不同的概念。 

 

(四) 1956 年社會主義制度確立說 

持此觀點的人依然對習近平的講話沒有準確的

理解，他們的根據是 2014 年 9 月，習近平在北京各

界紀念抗日戰爭勝利 69 週年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

中，習近平在論述抗戰勝利的意義時明確指出：“中

國人民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開闢了中華民族偉大復

興的光明前景……在抗日戰爭勝利的基礎上，中國共

產黨團結帶領全國人民繼續奮鬥，建立了中華人民共

和國，並進而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在血與火的洗

禮，古老的中國鳳凰涅槃，浴火重生，開啟了中華民

族偉大復興新的歷史征程”2，持這個觀點的人們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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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習近平所說的“進而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就是

指 1956 年的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就是私營工商業實

行了公私合營，農業和手工業走上了合作化道路，在

中國，基本上消滅了私有制度，社會主義制度已初步

確立。從 1956 年起，“開啟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新

的歷史征程”。持此觀點的人犯了 1945 年抗戰勝利

升起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旗幟同樣的錯誤認識，習近

平在這裏很明確說 1956 年後，開啟了中華民族偉大

復興“新”的歷史征程，對於這個“新”字要有科學

的理解。 

總之，從辛亥革命武昌起義升起中華民族偉大復

興旗幟後，中國人民一直為此而奮鬥，至今已有 105

年的歷史，在這 105 年間，復興之路是很艱難曲折的，

是一個漫長的道路，中間要經過很多發展階段，對於

前一個階段來說，後一個階段就是“新征程”，可以

說不斷有“舊”階段，而後又有“新”階段，習近平

強調的抗戰勝利後的“新”征程，或者 1956 年後開

始的“新征程”都是相對前一個階段而言的，對此，

我們應有準確的理解與把握。 

 

(五) 模糊說 

持此觀點的人認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旗幟是

在何時、何地由何人升起這個問題不必爭論下去，也

不必明確起來，模糊一點好，他們認為這是一個很敏

感的政治問題，不必深究，甚至有人向我提出：你要

弄清楚這個問題的目的是甚麼？言下之意是要為孫

中山國民黨唱讚歌，對於這個問題，我的回答是為了

科學，為了忠實於歷史，為了秉筆直書。我還認為中

共中央領導人近年來多次強調，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

中國夢不是遙不可及的幻夢，而是在可預見的將來的

活生生的現實。中共中央多位領導人還指出：中華民

族距偉大復興的距離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接近，按中

共中央的設想：在紀念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100 週年

時，中國要實現代化，也就是說到 2049 年時，中國

步入世界上發達國家的行列，就是實現了中華民族的

偉大復興，我借用毛澤東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一文的結尾的一段論述來形容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

實現。針對有人對革命悲觀的認識，他說：中國革命

高潮一定到來，“它是站在海岸遙望海中已經看得見

桅杆尖頭的一隻航船，它是立於高山之巔遠看東方已

見光芒四射噴薄欲出的一輪朝日，它是躁動於母胎中

快要成熟了的一個嬰兒”3。這就是說中華民族偉大

復興是中國五千年歷史上的一個特殊歷史發展階

段。根據中共中央領導人的論述，完成這個歷史任務

的時間點大致可以說在 21 世紀的中葉，也就是說民

族復興的終點已較明確，但起點在甚麼時候甚麼地點

呢？也應該非常明確。在中國這叫做“有始有終”。

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卻只有“終”而沒有

“始”，這不是對歷史開玩笑嘛！ 

作為一個歷史工作者，我們有責任弄清楚這個既

然是重大的現實問題，也是重大的學術問題，不管多

麼敏感，是多麼的“險”學，都應該毫不猶豫的去探

討此問題，就是要還歷史的真面目的基礎上，徹底弄

清這個問題，不應該“模糊對之”。 

 

(六) 中國改革開放改寫歷史說 

為紀念孫中山 90 華誕，毛澤東於 1956 年寫了《紀

念孫中山先生》一文。對孫中山作出了高度評價，是

符合歷史事實的。但在 1957 年反右派鬥爭嚴重擴大

化後，對民主人士和知識分子的政策就日益過左了。

到了“文革”時期，把文革定性為中國人民與國民黨

反動派鬥爭的繼續。“四人幫”更是極左，說孫中山

是牛鬼蛇神，竟下令關閉北京西山碧雲寺孫中山紀念

地。粉碎“四人幫”後，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撥亂反

正，恢復了中國共產黨的思想路綫，即解放思想、事

實求是。鄧小平多次指出，馬克思主義的精髓是實事

求是，毛澤東思想的精髓也是實事求是。事實上鄧小

平理論的精髓也是實事求是。正是在鄧小平理論的指

導下，中國於 1978 年開始了改革開放的新時期。在

這個新時期內，研究一切問題都要必須從實際出發。

中國科學研究的春天到來了。史學研究更要求尊重歷

史事實，要發揚中國歷史研究“秉筆直書”的優良傳

統。在這個大的形勢下，對孫中山研究同樣步入到改

寫“四人幫”污蔑孫中山的不實之詞的歷史。1981、

1991、2001 及 2011 年在紀念辛亥革命逢十的大慶

時，中共中央總書記都出席大會並發表長篇講話，再

次高度評價孫中山的偉大歷史貢獻。許多學者按照解

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方針，提出了孫中山親手升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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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旗幟，獲得學術界的關注。因而

我 把 這 種 說 法 歸 納 為 “ 中 國 改 革 開 放 改 寫 歷 史

說”，就是說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恢復了正確的思想

路綫，學者們在改革開放的大潮中，把“四人幫”顛

倒的歷史再顛倒過來，改寫了這段重要的歷史，科學

論證了孫中山升起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旗幟的真理。 

 

 

三、孫中山升起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旗幟的 

根據 

 

我認為孫中山從成立興中會到 1911 年辛亥革命

革命武昌起義成功，經過近 20 年的浴血奮戰，升起

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旗幟，有着充分的根據。 

 

(一) 歷史根據 

1. 明中葉以後中國總體上逐漸落後於西方 

在中國五千年的歷史上，漢唐時期中國處於世界

的領先地位，唐時西安有百萬人口，是世界上人口最

多的城市，萬國來朝，盛極一時，此獨領風騷一直延

續到明中葉。 

中國在明中葉時在世界上仍處於領先地位，但此

時由於歐洲文藝復興帶來的科學和經濟的發展，使中

西方處於相同的水平的狀態被打破了，此後，明清兩

朝把封建君主專制制度發展到了極致，儘管有康乾盛

世，按江澤民的說法也只是落日輝煌，從此逐步走向

衰敗，表現在從各方面對社會和人民進行反動統治。

從開放方面看，西方千帆出海，開疆拓土，進行世界

性貿易，英國女王常到港口迎接滿載掠奪來財富而遠

航歸來的船艦。特別是西歐探險家發現了美洲新大

陸，從而把工業化迅速推向世界。而此時的中國皇帝

卻發佈“禁海令”，“寸板不許下海”實行閉關鎖國

的政策。從思想上看，西方的文藝復興帶來了思想大

解放，主要是強調人文主義，即發揮人的作用，要求

人的全面發展，尊重人的尊嚴。而中國的君主專制卻

壓制言論自由，大興“文字獄”。形成萬馬齊喑的局

面。從經濟上說，君主制極力壓制資本主義萌芽，大

力維護自給自足的封建經濟制度，因而使中國社會停

滯不前。正如毛澤東所說的，自明中葉以後，中國對

人類的貢獻就只有一部《紅樓夢》而已，落後就要挨

打。從鴉片戰爭起到辛亥革命的 70 年時間內，列強

發動對中國的多次侵略戰爭。由於清王朝的腐敗無

能。屢戰屢敗後割地賠款，喪失主權。1900 年，八國

聯軍幾乎到瓜分了中國，民族危機十分嚴重。 

為甚麼中國淪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慘境呢？

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君主專制制度已落後於時代，它們

把一個錦鏽中華弄得支離破碎，在列強面前俯首稱臣

的悲慘局面。要想恢復中華民族的夕日光輝，就必須

推翻君主專制制度。這是中國的惟一出路，任何道路

都是死路一條。正是在這個歷史發展的關鍵時刻，孫

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於 1911 年武昌首義後各省響

應，從而推翻統治中國幾千年的君主專制制度。掃除

掉中國前進的絆腳石，從此，中國走上了民族復興的

光明大道。這就是歷史，這就是客觀事實。 

我講這麼多歷史的目的就是要樹立一個中華民

族偉大復興旗幟升起的標準問題。就是說甚麼樣的歷

史事件才稱得起升起民族復興的旗幟呢？最主要的

標準就是把民族進步的最大障礙除掉，從而扭轉民族

沉淪的趨勢，此事件是歷史的分水嶺，從此中國走向

復興，不管這個事件能否解決民族復興的所有問題，

只要它制止民族下滑而走向進步與復興，它就是民族

復興旗幟的升起，辛亥革命正是這種歷史事件，它符

合我們共同承認的標準。 

2. 孫中山創立“興中會”就是要振興中華 

孫中山於 1894 年成立的興中會章程就明確規定

其任務是“專為振興中華維持國體”4。孫中山又提

出興中會會員誓詞為“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

眾政府”而奮鬥！5  正是在“恢復中華”的旗幟

下，在孫中山的堅強領導下，經過艱苦鬥爭，無數革

命志士流血犧牲，才換來了辛亥革命的成功，推翻了

使中國沉淪的清政府。把“振興中華”的口號變成現

實。孫中山就是打着“恢復中華”的旗幟走上中國政

治舞台的，從 1984 年成立興中會開始到 1911 年，經

過近 20 年的艱苦卓絕的武裝鬥爭，終於在武昌起義

成功後，把“振興中華”的大旗升起在神州大地上。

正是辛亥革命結束了幾千年的君主專制制度，從根本

上扭轉了中國向下滑的走勢，民主共和深入人心，從

此中國走上了民族復興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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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理論根據 

1. 毛澤東的繼承論 

他在《紀念孫中山先生》一文中，把孫中山稱為

“革命先行者”。又說：“現代中國人，除一小撮反

動分子外，都是孫中山先生革命事業的繼承者。”6 

而他的事業是甚麼呢？就是“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國

的豐功偉績”。毛澤東在這裏說的很清楚，就是中國

共產黨人所做的事業繼承了孫中山的事業，就是實現

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正是從這個角度出發，1949

年 10 月 1 日的新中國開國大典時，在遊行隊伍中高

舉孫中山、毛澤東的畫像，在第一屆政協開幕會場並

排掛着毛澤東與孫中山的畫像，對此，宋慶齡十分感

動，從此開始，每年 10 月 1 日國慶節時，在天安門

南面的前門上要懸掛孫中山的巨幅畫像。說明中國共

產黨所作的一切就是把孫中山升起的中華民族復興

的旗幟接過來，並且高高舉起這面旗幟前進！ 

2. 中共中央的“辛亥革命萬歲”論 

中共中央於 1941 年 10 月，專門作出了《關於紀

念今年雙十節的決定》，要求各地共產黨員應向人民

作廣泛宣傳，使每個中華民族的男女一致明白：“十

月十日這一天是我們偉大中華民族幾千年生活中有

着偉大歷史意義的一天。……中國人民為民族解放與

民 權 自 由 的 偉 大 鬥 爭 ， 從 此 進 入 了 一 個 新 的 階

段。……我們共產黨人和一切真誠的革命志士，都是

辛亥革命最忠實的繼承者。”7《決定》最後以“辛

亥革命萬歲！”的響亮口號表明中共中央對辛亥革

命的高度評價。五千年有大約 20 萬天，在 20 萬天之

中，1911 年 10 月 10 日這一天有着“偉大歷史意

義”，就在於這一天在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升起了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旗幟。這是中共中央對孫中山的

科學評價。 

3. 鄧小平的“實際行動”論 

鄧小平是一位實幹家，是中共的忠實黨員，他自

己滿懷深情的說：“我是中國人民的兒子”。在中華

民族偉大復興的問題上，他是以實際行動去貫徹落

實。突出表現在兩個方面。 

其一是堅決執行中共中央關於紀念辛亥革命 30

週年的英明決定。當 1941 年 10 月 6 日，中共中央向

全黨發出要隆重紀念辛亥革命 30 週年的決定後，只

有短短的幾天時間了，但鄧小平作為晉冀豫抗日民主

根據地的黨委書記，態度十分明確，要堅決落實中共

中央的決定。不僅在晉冀豫根據地領導機關所在地舉

行紀念辛亥革命 30 週年的大會，更為可貴的是他決

定根據地的縣民主政權所在地也舉行紀念辛亥革命

30 週年的大會。這不但在當時是很突出的，就是在中

共逾 90 年的歷史上也是罕見的。就是說在抗日戰爭

處於最困難時期內，縣一級政權機關舉行紀念辛亥革

命的大會，鄧小平是獨一無二的。可以說是空前的。

充分說明鄧小平堅決擁護中共中央對辛亥革命的高

度評價。列寧曾說：一個革命行動超過十打革命綱

領。鄧小平是務實主義政治家，他在晉冀豫抗日民主

根據地所屬的幾十個縣政權所在地舉行紀念辛亥革

命 30 週年的大會，充分表明他對辛亥革命的高度崇

敬，這在中共許多領導人中也是很突出的。說明他堅

定的認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旗幟是孫中山領導的

辛亥革命時升起的！ 

其二是 1990 年 4 月在與秦國正大集團董事長謝

國民的談話中，明確提出“振興中華民族”的響亮口

號。他說：“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我們集中力

量搞四個現代化，着眼於振興中華民族”8，因為此

時距 1989 年政治風波剛過去不到一年，西方對中國

進行所謂的制裁，中國一時處於不利的國際環境內。

對此，鄧小平極為反感，他說：“我是一個中國人，

懂得外國侵略中國的歷史，當我聽到西方七國首腦會

議決定要制裁中國，馬上就想到一九零零年八國聯軍

侵略中國的歷史，……要懂得些中國歷史，這是中國

發展的一個精神動力”。他還說：“雖然中國人均收

入水平低，但並不是樣樣都落後，……中國人是很聰

明的。”“中國人要振作起來”。在這裏，鄧小平提

出的“振興中華民族”與孫中山提出的“振興中

華”幾乎是一致的，充分說明鄧小平是孫中山的忠實

繼承者，也說明鄧小平也認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旗

幟是從孫中山那裏升起的。同時，也表明從鄧小平這

次講話開始，中共中央更加強調要高舉中華民族復興

的旗幟，到胡錦濤，特別是習近平，把這面旗幟舉得

更高了！ 

4. 江澤民的“打開進步閘門”論與“三位偉人論” 

江澤民繼承中共中央對辛亥革命的評價而且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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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新的發展，表現在兩個方面。 

其一是 1991 年在紀念辛亥革命 80 週年的大會

上，他代表中共中央發表講話，明確提出辛亥革命的

偉大歷史功績是結束了幾千年的君主專制制度，“打

開了中國進步的閘門”9。這個評價是很科學的，也

是很中肯的。所謂“打開進步閘門”，就是扭轉了中

國自明中葉以來一直向下滑的趨勢，由落後走向進

步，所謂“進步”就是民主共和深入人心，中華民族

從此走上復興的道路。儘管在前進的道路上還有曲

折，如袁世凱稱帝，張勳復辟等等，但堅冰已經打破，

航船已經啟航，這些跳樑小丑只不過是在中華民族偉

大復興的過程中的小小逆流而已。因而江澤民的“打

開進步閘門”論是科學的，是恰當的，是中肯的。表

明江澤民是很明確肯定是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才

升起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旗幟！ 

其二是江澤民在 1997 年 9 月 12 日的中共“十

五”大開幕大會上的報告中指出的：近百年來中國出

現了三大偉人，即孫中山、毛澤東和鄧小平。毛澤東

的偉大之處在於他領導中國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

立了新中國並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鄧小平的偉大之

處在於他開創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康莊大道，把中

國引向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偉大勝利。而孫

中山的偉大之處就是他結束了幾千年的君主專制制

度，使中國走向共和的道路，也就是升起了中華民族

偉大復興的旗幟。如果說辛亥革命武昌起義沒有升起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旗幟，那麼我就要問：孫中山的

偉大之處在甚麼地方呢？江澤民說孫中山是中國 20

世紀的三大偉人的第一位偉人，說到底就是他升起了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旗幟！這是客觀的歷史事實，我

們應尊重歷史，尊重英雄人物！10 

5. 胡錦濤關於中國“三次革命論” 

胡錦濤於 2008 年 12 月 18 日在紀念改革開放 30

年大會上的講話上明確指出：“鴉片戰爭以後，由於

列強的侵略和封建統治的腐朽，中國逐步淪為半殖民

地半封建社會，國家積貧積弱，社會戰亂不已人民生

靈塗炭，為了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無數仁人志

士奮起救國救民、振興中華的道路”。在尋找振興中

華的道路上，中國經歷了三次偉大的革命，這就是胡

錦濤所說的：“近一個世紀以來，我國先後發生了三

次偉大的革命，第一次是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推

翻了統治中國幾千年的君主專制制度，為中國的進步

打開了閘門。第二次革命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

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

義、官僚資本主義在中國的統治，建立新中國，確立

了社會主義制度，為當代中國一切發展進步奠定了根

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第三次革命是我們黨領導的

改革開放這場新的偉大革命，引領中國人民走上了中

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迎來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光

明前景。”11 

胡錦濤的“三次革命論”是中共在理論上的一

大突破。儘管從毛澤東到江澤民對孫中山的評價很

高，但是，胡錦濤從理論上又加以高度概括，就是把

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與中共領導的兩次革命完全

融合在一起，把三次革命當作一個總過程中的三個階

段，這就更明確的告訴人們是孫中山升起了中華民族

偉大復興的旗幟，謂之第一次革命，中共繼承這個旗

幟，進行後兩次革命，這個新理論明確告訴我們：中

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旗幟是在第一次革命，即 1911 年

武昌起義勝利後升起的。有了第一次革命的勝利，才

有第二次革命中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而於 1949

年 10 月升起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旗幟。五星紅旗是

在辛亥革命升起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旗幟過程中的

一面旗幟，儘管五星紅旗意義非凡，但它卻不是第一

次升起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旗幟。對此，胡錦濤的

“三次革命論”說的再清楚不過了。特別應指出的是

胡錦濤所說的鄧小平開創的第三次革命，“迎來了中

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光明前景”。與第一次革命“打開

了中國進步的閘門”遙相呼應。說明升起的時間與迎

來的光明前景的時間相隔近一個世紀。把整個升起與

迎來的過程說清楚了。 

6. 習近平的“新征程說” 

習近平提出的抗日戰爭的勝利，或社會主義制度

的確立，開啟了中華民族復興“新的征程”。意思很

明確，就是相對於孫中山升起民族復興大旗後的一段

時期內是“舊征程”。而抗日戰爭勝利開啟了“新征

程”，對此要有科學的認識，在這裏，習近平已很明

確是孫中山升起了民族復興大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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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束語 

 

(一) 孫中山升起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旗幟 

從上述歷史事實和理論上可以得出無可爭辯的

結論，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旗幟是由孫中山升起的。

特別是中國共產黨人對此作出了科學的結論，高度評

價孫中山的歷史地位，非常明確的指出是孫中山升起

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旗幟。表明中共高風亮節，尊

重歷史，實事求是的博大胸懷。我們的任務就是要把

這個科學的結論很好的加以宣傳，使中華兒女都明白

這個道理，不是少數人知道這個歷史真理，更不是把

這個重要的歷史事實放在象牙塔內供少數人欣賞，而

是讓普天下的人們都明白這個真理。精神可以變物

質，就是中華兒女明白這個真理後，更好的高舉孫中

山升起的這面偉大的旗幟奮勇前進！ 

 

(二) 回顧 105 年中華民族永遠不會忘記為振

興中華作出貢獻的人們 

孫中山的遺囑：“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

力”，主要就是指振興中華的任務仍未完成，希望革

命同志繼續努力。國共兩黨和中國許多進步黨派和進

步人士以及海外華人繼承孫中山的遺志，把他升起的

民族復興大旗接過來，努力奮鬥，流血犧牲，為民族

復興作出了歷史性貢獻。正因為他們的努力，現在已

經把民族復興的旗幟一步一步升高。也就是習近平所

說的抗日戰爭的勝利，“開闢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

光明前景，開啟了古老中國鳳凰涅槃，浴火重生的新

征程”。不斷把民族復興事業從一個舊階段推向又一

個新階段。中華民族對於為推動民族復興前進作出貢

獻的人們十分尊敬，永遠懷念他們的豐功偉績。歷史

永遠不會忘記他們的奉獻。他們是民族脊樑，是民族

復興大業的功臣，必將記載中華文明史的史冊，永垂

不朽！歷史是公正的，也是有情的，只要為中華民族

復興作出貢獻的人們，歷史永遠歌頌他們。相反的，

歷史也是無情的，凡是破壞中華振興，開歷史倒車的

人，必將受到歷史的懲罰，他們也必將釘在歷史的恥

辱柱上，被中華民族所拋棄，被 14 億中華兒女所唾

罵，這就是歷史，這就是中華幾百年來的文明史！ 

(三) 展望未來，14 億炎黃子孫一定會高舉振

興中華的旗幟走向勝利 

經過 105 年的努力奮鬥，孫中山親手升起的民族

的旗幟不斷向上升。現在距旗杆的頂端已經不遠了。

包括中國大陸、澳、港、台胞及海外華僑華人在內的

14 億炎黃子孫，滿懷信心的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而歡欣鼓舞。只要 14 億炎黃子孫不分階級、不分政

黨、不分男女、不分地域、不分意識形態、不分漢族

或少數民族、不分信仰，大家團結在中華民族偉大復

興的旗幟下努力奮鬥，中華民族就一定可以在不久的

將來實現民族的偉大復興。不可否認，由於上述的種

種差異性，在對待一些問題上認知上有不同，但是，

振興中華則是 14 億炎黃子孫最大的共識，也可以說

是認知上的最大公約數，儘管在 14 億炎黃子孫中有

這樣那樣的分歧，但在振興中華這個問題上，絕大多

數炎黃子孫都是認同的。因為只有中華振興了，14

億炎黃子孫才能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才能得到世界

上其他近 60 億人民的尊重，中華民族才能在世界上

活的有尊嚴。因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是 14 億華夏

子孫的根本利益和長遠利益，我們在祝賀孫中山誕辰

150 週年時，向孫中山祝壽的最好禮物就是早日實現

他“振興中華”的目標。我們高興的看到當今 14 億

炎黃子孫比過去任何時候團結的都要好，都能自覺的

在孫中山“振興中華”的旗幟下，努力工作，這是不

可抗拒的巨大世界歷史潮流，正如孫中山所說的：世

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中華民族

偉大復興的歷史潮流，像黃河在咆哮，長江在怒吼，

黑龍江在奔騰，珠江在呼嘯那樣，滾滾向前，是任何

力量也無法阻擋的，這是歷史的主流，但也不應忽視

一股小小的逆流，那就是在中國的大地上，有極少數

人要分裂祖國，阻擋民族振興，雖然他們最後的下場

是民族罪人而身敗裂，但使中華振興的速度放慢，甚

至造成很大的麻煩，我們必須對此保持高度的警惕，

把它的危害性降低到最小最小，這也是 14 億炎黃子

孫在高舉孫中山民族振興旗幟前進時的一項重要任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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