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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主義是孫中山思想體系的核心。三民主義的形成，是特定歷史人物在特定歷史條件下和特定

社會環境中厚積薄發的一種歷史必然。對於三民主義的研究成果十分豐富，可謂車載斗量。本文擬從

文化學的視角切入，考察三民主義形成的動力機制。 

概言之，在 19世紀後期至 20世紀初期，在包括香港、澳門在內的珠江三角洲大灣區，促使孫中

山思想火花綻放，最終凝聚成三民主義的動力機制是：傳承、借鑒和創新。 

 

 

一、傳承 

 

作為孫中山廣義故鄉的珠江三角洲地區，是中華民族社會歷史發展中的重要組成部分。珠三角地

區很早就劃歸中國的版圖，並在經濟、文化發展中嶄露頭角。從國內的情況來看，“漢時廣州已為輻

輳雲集的一大都會，至乾隆一口通商，國際貿易臻於極盛，‘十三行’名震天下”；“在漫長的歷史

時期中，不斷有大量的人口，從北方翻越五嶺進入廣東，最終到達珠江三角洲定居下來。中原的文化

持續不斷地通過移民影響着珠三角……對中原文化的保存和堅守使得珠三角反而成為‘禮失尋諸

野’的蔚然有古風之地。”1 有緣在這樣的大環境中出生並度過童年和青少年時期，孫中山自幼便接

受了中華文化的薰陶，奠定了比較堅實的傳統文化基礎。 

正是這樣的堅實基礎，才使得孫中山在自己的革命生涯中以傳承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為己任。

1921年 12月，共產國際代表馬林曾經問孫中山：“你的革命思想，基礎是甚麼？”孫中山明確回答：

“中國有一個道統，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相繼不絕，我的思想基礎，就是這個道統，

我的革命，就是繼承這個正統思想，來發揚光大。”2 孫中山曾經高度評價孔子在傳播中華文化方面

的卓著貢獻：“中國最有名的人是孔子，他周遊列國，是做甚麼事呢？是注重當時宣傳堯、舜、禹、

湯、文、武、周公之道。他刪詩書，作春秋，是為甚麼事呢？是注重後世宣傳堯、舜、禹、湯、文、

武、周公之道……今日中國的舊文化，能夠和歐美的新文化並駕齊驅的原因，都是由於孔子在二千多

年以前所做的宣傳功夫。”3 中國有個成語叫見賢思齊，三民主義思想的形成無疑是孫中山以先賢孔

子為榜樣，傳承與弘揚中華文化的必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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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對祖國和中華文化的熱愛是孫中山投身革命的內因 

孫中山自青年時代開始便矢志革命而終生不渝，究其緣由，以對祖國和中華文化的熱愛為核心的

愛國主義是根本的內因。孫中山出生在鴉片戰爭之後二十餘年，生逢風雨飄搖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

耳聞目睹列強入侵、皇權腐敗，憂國憂民之心油然而生。1894年孫中山創建了平生第一個革命組織興

中會，在親自起草的該會宣言中開宗明義：“中國積弱，非一日矣！上則因循苟且，粉飾虛張，下則

蒙昧無知，鮮能遠慮。近之辱國喪師，翦藩壓境，堂堂華夏，不齒於鄰邦，文物冠裳，被輕於異族。

有志之士，能無撫膺”；進而“不禁大聲疾呼，亟拯斯民於水火，切扶大廈之將傾”4，愛國主義情懷

溢於言表。 

即便在深諳中國落後現狀的情況下，孫中山仍對我泱泱大國的悠久文化愛之深切。1905年 7月，

他曾在東京華僑和學生的歡迎會上致辭時深情表述：“古時所謂文明之中心點，如埃及、希臘、羅馬

等，皆已不可復睹；近日阿利安民族之文明，特發達於數百年前耳。而中國之文明，已著於五千年前，

此為西人所不及……近今十年思想之變遷，有異常之速度，以此速度推之，十年二十年之後，不難舉

西人之文明而盡有之，即或勝之焉，亦非不可能之事也。”5 

孫中山在其嘔心瀝血完成的代表著《建國方略》的“自序”中，有一段情深意切的文字：“乃能

萬眾一心，急起直追，以我五千年文明優秀之民族，應世界之潮流，而建設一政治最修明、人民最安

樂之國家，為民所有、為民所治、為民所享者也，則其成功必較革命之破壞事業為尤速尤易也”。6《建

國方略》是孫中山 1917 年 7 月在廣州建立軍政府領導第一次護法戰爭失敗後，認真總結以往革命經

驗、構思建國綱領的成果，既是孫中山革命理念的提煉與概括，又充分體現了熱愛祖國和中華文明的

愛國主義情懷。 

 

(二) 對中華文化的自信是創建三民主義的第一推動力 

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思想萌生於 19世紀末至 20世紀初，毋庸諱言，這一思想的產生明顯受到歐美

的影響。孫中山較早推介三民主義的文字見諸 1905年 11月為《民報》撰寫的“發刊詞”，其中坦言

“歐美之進化，凡以三大主義：曰民族，曰民權，曰民生。羅馬之亡，民族主義興，而歐洲各國以獨

立。自帝其國，威行專制，在下者不堪其苦，則民權主義起……世界開化，人智益蒸，物質發舒，百

年銳於千載，經濟問題，繼政治問題之後，則民生主義躍躍然動。”7 然而，即便是在宣傳歐美三民

主義先進理念的同時，孫中山仍對災難深重的祖國和中華文化充滿信心。就在同一篇文章中，孫中山

堅信：“翳我祖國，以最大之民族，聰明強力，超絕等倫，而沉夢不起，萬事墮壞；幸為風潮所激，

醒其渴睡，旦夕之間，奮發振強，勵精不己，則半事倍功，良非誇嫚。”8 字裏行間，洋溢着無比堅

定的自信心，令人感佩。 

孫中山由愛國主義導致的文化自信在對待中國文字的態度上得到充分體現。《建國方略之一‧心

理建設》第三章“以作文為證”中，有一段關於中國文字的論述：“夫自庖羲畫掛，以迄於今，文字

遞進，逾五千年。今日中國人口四萬萬眾，其間雖不盡能讀能書，而率受中國文字直接間接之陶冶，

外至日本、高麗、安南、交趾之族，亦皆號曰同文。以文字實用久遠言，則遠勝於巴比倫、埃及、希

臘、羅馬之死語。以文字傳佈流用言，則雖以今日之英語號稱流布最廣，而用之者不過二萬萬人，曾

未及用中國文字者之半也。”9 在將中國文字同世界諸國文字作出對比後，孫中山進一步肯定了中國

文字的歷史功績：“所以五千年前，不過黃河流域之社區，今乃進展成茲世界無兩之巨國。雖以積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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屢遭異族吞滅，而侵入之族，不特不能同化中華民族，反為中國所同化，則文字之功為偉矣。”10 正

是這種強烈的文化自信，成為催生三民主義的強勁推動力。 

1924年 1月至 8月間，孫中山以系列演講的形式系統總結了自己的三民主義思想。在闡釋三民主

義產生原由、發展沿革與豐富內涵的同時，孫中山也充分展示了對於中華民族的自信心。在首先推出

的民族主義系列演講中，他就無比自豪地宣稱：“和世界的民族比較，我們還是最多最大的。是我們

民族所受的天惠，比較別種民族獨厚。故經過天時人事種種變更，自有歷史四千多年以來，只見文明

進步，不見民族衰微。代代相傳，到了今天還是世界最優秀的民族。”11 為了奉獻於這樣優秀的民族，

宣導三民主義而革命終生是一種必然的選擇。 

 

(三) 中華文化的優秀內涵是三民主義的不竭來源 

關於三民主義的本質，孫中山曾經作過簡要的概括：“民族主義，即世界人類各族平等，一種族

絕不能為他種族所壓制……民權主義，即人人平等，同為一族，絕不能以少數人壓多數人……民生主

義，即貧富均等，不能以富者壓制貧者是也。”12 仔細推敲孫中山三民主義的內涵，特別是細讀孫中

山的有關論述，不難發現三民主義的精髓都能從中華文化中找到出處，可以毫不誇張地說，中華傳統

文化的優秀內涵是三民主義的不竭來源。孫中山系統闡釋三民主義思想時是按照民族主義、民權主義

和民生主義這樣的順序展開的，我們不妨也按照這個順序來進行考察。 

1. 民族主義 

孫中山認為，“可以用一句簡單話說：民族主義就是國族主義”13，進而指出，中國人崇拜家族

主義和宗族主義，忽視國族主義，從而導致民族主義的缺失。然而，孫中山也追憶了中國歷史上國族

主義的萌芽：“尚書所載堯的時候，‘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

萬邦，黎民即變時雍。’他的治平功夫，亦是由家族入手，逐漸擴充到百姓，使得萬邦協和，黎民即

變時雍，豈不是目前團結宗族造成國族以興邦禦外的好榜樣嗎？”14 孫中山強調，要想恢復民族主義、

恢復民族地位，先要恢復民族精神和傳統道德。至於傳統道德，正是中華文化中所固有的：“窮本極

源，我們現在要恢復民族的地位……就要把固有的舊道德先恢復起來”；“講到中國固有的道德，中

國至今不能忘記的，首是忠孝，次是仁愛，其次是信義，其次是和平。這些舊道德，中國人至今還是

常講的。”15 由此不難想見，中華文化的優良傳統為孫中山的民族主義思想提供了重要的來源。 

2. 民權主義 

孫中山在其《民權主義》的第一講中，便開宗明義地為民權作出界定：“民權就是人民的政治力

量。”16 他在回顧了希臘、羅馬時期民權主義的萌芽之後，接着追溯了中國民權思想的濫觴。他指出：

“兩千多年前的孔子、孟子便主張民權。孔子說：‘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便是主張民權的大同

世界。又：‘言必稱堯舜。’就是因為堯舜不是家天下。堯舜的政治，名義上雖然是用君權，實際上

是在行民權，所以孔子總是崇仰他們。孟子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又說：‘天視自我

民視，天聽自我名聽’……由此可見中國人對於民權的見解，二千多年以前，已經早想到了”。17 所

以孫中山得出如下的見解：“依我看來，中國進化比較歐美還要在先，民權的議論在幾千年以前就老

早有了。”18 

為了落實民權主義的理念，孫中山主張“政權”(即“民權”)同“治權(即政府權)”分開，進而提

出四大“政權”和五大“治權”的構想。四大政權是“選舉權、罷免權、創制權、複決權”；五大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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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是“行政權、立法權、司法權、考試權、監察權”。19 就治權而言，前三種權力(行政權、立法權、

司法權)是外國已有的；而後兩種權力(考試權、監察權)則是中國固有的東西。“中國古時舉行考試和

監察的獨立制度，也有很好的成績。像滿清的御史，唐朝的諫議大夫，都是很好的監察制度。舉行這

種制度的大權，就是監察權……至於歷代舉行考試，拔取真才，更是中國幾千年的特色。”20 上述資

料表明，孫中山的民權思想無疑也從中國傳統文化中汲取了養料。 

3. 民生主義 

1924年 8月，孫中山關於三民主義的系列演講進入民生主義階段，在第一講中，孫中山給“民生

主義”下了一個定義：“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會的生存，國民的生計，群眾的生命……故民生主

義……即是大同主義。”21 此前在其他場合，孫中山關於民生主義還有類似的闡述。如“民生主義是

對於貧富爭平等的，不許全國男女有大富人和大窮人的分別，要人人都能夠做事，人人都有飯吃”；

“我們的民生主義，是做全國大生利的事……使得富足的利益，不歸少數人，有窮人、富人的大分別，

要歸多數人，大家都可以平均受益。”22 可見“大同思想”是民生主義的真諦。 

大同思想是中國古代春秋末期到秦漢時期興起的社會理念，其源頭可以追溯到《禮記‧禮運》：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

所用，少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

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固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23 孫

中山三民主義將“天下為公”、“世界大同”作為最終目標，顯而易見是受到中國古代大同思想的啟

迪並從中得到借鑒的。 

孫中山認為，在中國，不僅有古人早已提出大同思想，而且有近人大膽實踐民生理念。他指出：

“民生主義，即貧富均等，不能以富者壓制貧者是也。但民生主義在前數十年，已有人行之者。其人

為何？即洪秀全是。洪秀全建設太平天國，所有制度，當時所謂工人為國家管理，貨物為國家所有，

即完全經濟革命主義，亦即俄國今日之均產主義。”24 可見無論是民生主義的理念還是實踐，都同中

國存在着密切的聯繫，因此，源遠流長的中華文化足以成為民生主義的重要源泉，傳承正是孫中山創

建三民主義的一個重要機制。 

 

 

二、借鑒 

 

不可否認，孫中山在創建三民主義的過程中借鑒了外國的先進思想理念，這是同孫中山出生、成

長以及生活、奮鬥了大半輩子的故土密不可分的。在偌大的中華帝國版圖中，珠江三角洲因其特殊的

地理位置和歷史淵源所決定，具有獨特的作用。從對外關係的角度來考察，“珠三角是中國近代思想

和近代民主革命的策源地，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這裏是中國最先睜眼看世界的地方……同時，珠三角也

成為中國最為重要的華僑之鄉，數以百萬計的華僑分別前往南洋、西洋和東洋謀生求學，對中國近現

代的歷程產生了極為重要的影響。”25 正是處於這樣的地理環境中和歷史條件下，孫中山得以借鑒世

界各國各地的先進思想，為三民主義的形成汲取養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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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客觀承認西方革命與先進文化的社會功能 

孫中山自幼便遊學海外，所到之處，尤其留心其“富國強兵之道，化民成俗之規”，因此很早就

對一些西方國家的發展與進步有所感悟。1894年，他在年僅 28歲時曾經上書當時的權臣李鴻章，表

述了自己的心得：“竊嘗深維歐洲富強之本，不盡在船堅炮利，壘固兵強，而在於人能盡其才，地能

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暢其流。此四事者，富強之大經，治國之大本也。”26 足見青年時期的孫

中山已經對一些西方國家的進步與發達有了較深的體會。 

1. 西方文化的進步首推科學發展 

孫中山深諳西方文化的進步首推科學之發展。在其代表著《建國方略之一‧心理建設》中，他從

“今日人類之文明，已進於電氣時代矣”講起，列數“無綫電通信”、“化學工業”、“有機化學”、

“仿製瓷器”、“達爾文進化論”，乃至“天文學”、“地質學”、“動物學”諸多領域之科技成果，

推引出“近代文明進步，以日加速，最後之百年，已勝於以前之千年，而最後之十年，又勝以往之百

年，如此遞推，太平之世，當在不遠”27的結論。在此基礎上，他還以日本為例，印證了科學對東方

世界的重要影響：“日本自維新以後五十年來，其社會之文明，學術之發達，工商之進步，不獨超過

於彼數千年前之進步，且較之歐洲為尤速，此皆科學為之也。”28 

2. 革命對社會進步發揮更大的推動作用 

在肯定科學極大地促進社會發展的基礎上，從制度文化的層面考慮，孫中山進一步指出革命對於

社會進步能夠發揮更大的推動作用。他曾數次列舉歐美國家發生革命後的顯著效果：“美國自脫離英

國獨立之後，把從前政治的階級制度完全打破，創立共和制度。以後法國革命，也是照美國一樣，把

從前的階級制度根本推翻。延到現在六年以前，又發生俄國革命，他們也打破階級制度，變成共和國

家。美國、法國、俄國都是世界上很強盛的國家，推原他們強盛的來歷，都是由於革命成功的。”29 

正因為認識到社會革命的積極意義，孫中山在投身革命的過程中逐漸對革命的目的作出概括與總

結：“我們革命的目的，是為中國謀幸福，因不願少數滿洲人專制，故要民族革命；不願君主一人專

制，故要社會革命；不願少數富人專制，故要社會革命……達到了這三樣目的之後，我們中國當成為

至完美的國家”30，而在孫中山的心目中，這個“至完美的國家”便是“一個真中華民國”。31 至於

怎樣才算是“真中華民國”，孫中山顯然是從美國的經驗中得到借鑒的。他在《建國方略》中坦言：

“何為民國？美國總統林肯氏有言曰：‘民之所有、民之所治，民之所享。’此之謂民國也……革命

黨之誓約曰：‘恢復中華，創立民國。’蓋欲以此世界至大至優之民族，而造一世界至進步、至莊嚴、

至富強、至安樂之國家，而為民所有，為民所治，為民所享者也。”32 三民主義正是實現這一宏偉目

標的思想基礎和精神支柱。 

 

(二) 虛心學習借鑒國外的成功經驗 

1. 學習借鑒國外經驗的必要性 

在客觀承認西方文化先進性的前提下，孫中山十分注意學習借鑒國外的成功經驗，他首先清醒地

意識到了這種學習借鑒的必要性。孫中山在其晚年系統總結自己思想體系的代表著《三民主義》中，

多次肯定了此類學習借鑒的意義和作用。他指出：“我們近來實行革命，改良政治，都是仿效歐美。

我們為甚麼要仿效歐美呢？因為看見了歐美近一百年來的文化雄飛突進，一日千里，種種文明都是比

中國進步得多。”33 他在論證了我中華民族“要把固有的舊道德先恢復起來”之後，仍然強調“恢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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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切國粹之後，還要去學歐美之所長，然後才可以和歐美並駕齊驅。如果不學外國的長處，我們還

是要退後。”34 在正面肯定學習借鑒歐美之長的同時，孫中山也提醒國人反其道而行之的害處：“如

果不參考歐美以往的經驗、學理，便要費許多冤枉功夫，或者要再蹈歐美的覆轍。”35 正反兩方面的

論述表明，借鑒國外經驗勢在必行。 

2. 學習借鑒國外先進思想的主要內容 

從形成與發展的歷程來看，三民主義根據其內容實質可以劃分為新舊兩個階段。毛澤東曾以《中

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為標誌，精闢地論述了兩個不同時代的新、舊三民主義：“在這

(註：指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以前，三民主義是舊範疇的三民主義，是舊的半殖民地資產

階級民主革命的三民主義，是舊民主主義的三民主義，是舊三民主義；在這以後，三民主義是新範疇

的三民主義，是新的半殖民地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三民主義，是新民主主義的三民主義，是新三民主

義。”36 然而，不管是舊三民主義還是新三民主義，都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外國的進步思想理念。考

察孫中山三民主義的內容，不難發現西方政治家們的學說與思想中的一些精華，已被作為養料吸收，

有效地豐富了三民主義的思想體系。 

在《民權主義》的第二講中，孫中山曾清晰地闡明三民主義與法國革命口號的辯證關係。他着重

指出：“法國革命的時候，他們的革命口號是：‘自由、平等、博愛’三個名詞，好比中國革命，用

民族、民權、民生三個主義一樣。由此可說自由、平等、博愛是根據民權，民權又是由於這三個名詞

而發達。”37 從整體上看，“孫中山首先在理論上接受法國 18 世紀資產階級革命‘自由、平等、博

愛’口號，將其內涵攝入自己的思想，並形成理論基礎；其次把美國視作創建共和國的楷模；再次是

從‘效法美國’轉向‘以俄為師’，從傾心歐美民主制度到讚賞蘇聯‘人民獨裁’，完成由舊三民主

義到新三民主義的飛躍。”38 

分別考察孫中山三民主義思想中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的具體內容，則可以找到不盡相

同的借鑒和學習對象：“民族主義方面，是以資產階級民族構成學說為思想基礎，突破狹隘的‘種族

復仇’主義和籠統排滿傾向，並把民族革命和推翻清朝封建專制統治的政治革命聯繫在一起。民權主

義方面，是以西方的民權學說為思想基石，提倡民權平等；倡行政治革命，創建民主共和政體；在三

權分立思想的基礎上，借鑒中國傳統的監察制度和科舉制度，創立五權憲法。民生主義方面，以西方

經濟學說為核心，既有主觀社會主義之空想，又含有民主主義的積極內核。”39 由此觀之，有效地借

鑒外國的革命理念，並將其中的先進成分吸收到三民主義框架中來，是孫中山創建三民主義的又一個

重要動力機制。 

 

 

三、創新 

 

從方法論的角度看，孫中山創建三民主義的有效途徑絕不僅僅是傳承與借鑒，還有一個鮮明特點，

那就是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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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孫中山構建三民主義過程中展示出的創新建樹 

1. 創新是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 

出於對中華民族的熱愛，孫中山一向對中華文化的優勢感悟至深。他在言談或文章中多次闡述中

國自古以來的文明成果，對於其中的重大發明創造尤其不厭其煩地詳加介紹。在 1918 年寫成的《建

國方略之一‧心理建設》中，孫中山指出：“自古制器尚象，開物成務，中國實在各國之先。而創作

之物，大有助於世界文明之進步者，不一而足，如印版也，火藥也，瓷器也，絲茶也，皆為人類所需

要者也。更有一物，實開今日世界交通之盛運，成今日環球一家之局者，厥為羅經……中國發明磁石

性質而制為指南針由來甚古，可無疑義。”40 在 1924 年初宣講的《民族主義》系列演講中，他又反

復強調中國古代多種發明成果的重要意義。他說：“從前中國人的能力，還要比外國人大得多。外國

現在最重要的東西，都是中國從前發明的。”41 接着他還以“指南針”、“印刷術”、“瓷器”、“無

煙火藥”、“茶葉”、“絲織品”、“拱門”、“吊橋”等為證，論述了創新是中華民族優良傳統的

重要觀點。 

中華民族的特質中與創新密切相關的是開放。針對一些西方人士認為中國閉關自守的誤解，孫中

山作出了細緻的分析和善意的解釋：“歷史可以提供充分的證據，證明從遠古到清朝的建立，中國人

一直與鄰國保有密切的關係，對於外國商人與教士，從沒有絲毫惡意歧視。”42 隨後他列舉了西安府

的景教碑、漢代佛教的傳入中國，以及明代大學士徐光啟同耶穌會士利瑪竇的友情等為案例，論證了

開放同創新都是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 

2. 創新才能使落後的民族後來居上 

儘管創新是中華民族的優良特質，但不可否認的是清代後期以來中國落伍了。本文第一部分中引

用的孫中山在《興中會宣言》中發出的“中國積弱，非一日矣”的感慨，就是對中國當時落後現狀鞭

辟入裏的批判。正因為如此，孫中山引用天時地利之變化以鼓勵民眾：“天不棄此優秀眾大之民族，

其始也，得歐風美雨之吹沐，其繼也，得東鄰維新之喚起，其終也，得革命風潮之震盪；遂一舉而推

覆異族之專制，光復祖宗之故業，又能循世界進化之潮流，而創立中華民國”；進而滿懷信心地指出，

“以我四萬萬眾優秀文明之民族，而握有世界最良美之土地，最博大之富源，若一心一德，以圖富強，

吾決十年之後，必能駕歐美而上之也”。43 

鑒於中國已經落後的狀況，孫中山向國民大聲疾呼：“惟願諸君將振興中國之責任，置之於自身

之肩上。”44 然而，如何才能有效地趕超外國，振興中國，孫中山認為不能跟在外國後面亦步亦趨，

而要選擇正確的道路。他曾以新舊美洲航綫的對比來說明問題：“發展中國工業，不論如何，必須進

行，但其進行之方，將隨西方文明之舊路徑而行呼？然此之舊路徑，不啻如哥倫布初由歐至美之海

程……繞程極遠，與現行之航綫取一直捷方向，路程短於前時數倍者，不可同日而語矣。”45 孫中山

認為，更重要的是不走老路，另闢蹊徑，是通過創新迎頭趕上，最終實現後來居上。所以他強調：“我

們要學外國，是要迎頭趕上去，不要想後跟着他。譬如學科學，迎頭趕上去，便可以減少兩百多年的

光陰……現在我們知道了跟上世界的潮流，去學外國之所長，必可以學得比較外國還要好，所謂‘後

來者居上’。”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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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孫中山構建三民主義過程中創新的積極探索 

在肯定創新是中華民族優良傳統、強調創新才能使落後民族後來居上的基礎上，孫中山在構建三

民主義思想體系的過程中積極探索，實現了多方面的創新與突破，主要內容如下： 

1. 民族主義：以宗族主義為基礎推進國族主義 

關於民族主義的內涵，孫中山曾經強調“民族主義就是國族主義”，並且明確指出：“有兩方面

的意義，一則中國民族自求解放，二則中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47 為了達到其中的第一個目標，

“使中國民族得自由獨立於世界”，孫中山提出了與西方國家不同的實現途徑。他主張以“宗族”作

為單位或基礎，推進國族主義，即“把各姓的宗族團體，先聯合起來，更由宗族團體，結合成一個民

族的大團體”；“假如全體國民，都能夠……用宗族團體做基礎，聯成一個大民族團體，無論外國用

甚麼兵力、經濟和人口來壓迫，我們都不怕他”。48 孫中山之所以這樣構想，完全是從中國的國情出

發的明智選擇。他指出：“中國民和國家結構的關係，先有家族，再推到宗族，再然後才是國族。這

種組織，一級一級的放大，有條不紊……如果用宗族為單位，改良當中的組織，再聯合成國族，比較

外國人用個人為單位，當然容易聯絡得多。”49 概言之，孫中山宣導的中國恢復民族主義的有效途徑，

是“用宗族的小基礎，來做擴充國族的工夫”，這正是與西方國家民族主義有所不同的創新之處。 

2. 民權主義：主張“權”、“能”分離，推行五權憲法 

在民權主義領域的創新是孫中山三民主義中的一大亮點。首先是“權能分離”原則。孫中山自己

曾明確指出：“中國今日要實現民權，改革政治，便不能完全仿效歐美，便要重新想出一個方法”；

“對於這個問題，我想到了一個解決的方法。我的解決方法，是世界上學理中第一次的發明……這是

甚麼辦法呢？就是‘權’與‘能’要分別的原理。”50 孫中山曾引經據典論證這一原則的歷史淵源：

“諸葛亮把宮中和府中的事分開，就是把權和能分開。”至於“權能分離”的具體內容，則可表述為

“講到國家的政治，根本上要人民有權，至於管理政府的人，便要付之於有能的專門家”。51 

其次是推行五權憲法。五權憲法是孫中山的獨創，是指“把全國的憲法，分作立法、司法、行政、

彈劾(註：後更名為監察)、考試五個權，每個權都是獨立的”；與此同時，縣一級自治則享有四種直

接民權，即“一個是選舉權，二個是罷免權，三個是創制權；四個是複決權”。52 誠如他自己所說：

“五權憲法是兄弟所獨創，古今中外各國從來沒有講過的。”53 關於這個問題，孫中山有詳盡的論述：

“可以說外國是三權分立，中國也是三權分立。中國從前實行君權，考試權和監察權的分立，有了幾

千年。外國實行立法權、司法權和行政權的分立，有了一百多年。不過外國近來實行這種三權分立，

還是不大完全。中國從前實行那種三權分立，更是有很大的流弊，我們現在要集合中外的精英，防止

一切的流弊，便要採用外國的行政權、立法權、司法權，加上中國的考試權和監察權，連成一個很好

的完璧，造成一個五權分立的政府。”孫中山顯然是對自己的創造性設想充滿了信心：“像這樣的政

府，才是世界上最完全最良善的政府。國家有了這樣的純良政府，才可以做到民有、民治、民享的國

家。”54 顯而易見，五權憲法是孫中山民權思想的核心，也是通過創新構建三民主義的典範。 

3. 民生主義：積極能動的平均地權與區別對待的節制資本 

關於民生主義的本質，孫中山曾作過高度概括：“其最要之原則不外二者，一曰平均地權，二曰

節制資本”。55 在這兩點上，同國外類似的方針相比較，孫中山均有所創新。 

孫中山民生主義的平均地權，是積極能動的平均地權。孫中山是在深切瞭解國情的基礎上提出平

均地權口號的。他一針見血地指出：“中國的人口農民是佔大多數，至少有八、九成，但是他們由很



《“一國兩制”研究》2018年第 1期(總第 35期) 

 

- 178 - 

辛苦勤勞得來的糧食，被地主奪去了大半，自己得到手的幾乎不能夠自養，這是很不公平的。我們要

增加糧食生產，便要規定法律，對於農民的權利，有一種鼓勵，有一種保障……怎麼樣能夠保障農民

的權利，要怎麼樣令農民自己才可以多得收成，那便是關於平均地權的問題”；“農民問題真是完全

解決，是要‘耕者有其田’，那才算是我們對於農民問題的最終結果”。56 在推行平均地權方針的前

提下，孫中山又提出七個增加農業生產的具體環節，方法，包括“機器”、“肥料”、“換種”、“除

害”、“製造”、“運送”和“防災”七大問題。將平均地權同促進生產能動地結合起來，力求解決

中國人的吃飯問題，這便是孫中山民生主義平均地權主張的新意所在。 

孫中山民生主義的節制資本，是針對不同對象區別對待的節制資本。孫中山對此進行了細緻深入

的分析：“中國不能和外國比，單行節制資本是不足的。因為外國富，中國貧，外國生產過剩，中國

生產不足。所以中國不單是節制私人資本，還是要發達國家資本”；“中國今日單是節制資本，仍恐

不足以解決民生問題，必要加以製造國家資本，才可以解決這個問題。何謂製造國家資本呢？就是發

展國家實業”。57 至於發展國家事業的具體構想，孫中山另在《建國方略之二‧物質建設(實業計劃)》

中作出了詳盡的規劃。 

總之，在平均地權和節制資本兩大根本問題上的創新，促使孫中山民生主義昇華至一個嶄新的高

度。 

 

 

四、結語 

 

1923年 1月，孫中山在《中國革命史》一文中坦言：“余之謀中國革命，其所持主義，有因襲吾

國固有之思想者，有規撫歐洲之學說事蹟者，有吾所獨見而創獲者”。58 這段話既是孫中山革命生涯

中孜孜不倦上下求索的真實寫照，又是對孫中山三民主義形成過程的詳盡說明。 

從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中汲取優良傳統作為核心理念，吸收外國思想學說的先進成分作為有機養

料，在傳承和借鑒的基礎上積極探索，努力創新，這便是孫中山三民主義形成的動力機制。 

後人當以先行者為榜樣，堅持傳承、借鑒和創新，努力創造無愧於民族、無愧於時代的精神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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