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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ter the 1911 Revolution, the western representative democracy system was established in China,
and the Democratic Republic seemed to become a reality. However, the problems in modern China
are complex, which cannot be easily solved by a republican government and a paper of constitution,
the new problems brought by copying the western model and applying simple machines are far
greater than the problems it solves. In addition, the so-called democratic system has long been used
by warlords of all factions as a cover for their own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rofit, resulting in no “legal system” but power struggle in the process of implementing constitutionalism. This also led to the
Chinese people’s attitude towards the western representative democracy gradually turned into
doubt or even disgust, and finally abandoned it and chose soci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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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辛亥革命之后，西方式代议民主制度得以在中国确立，民主共和似乎变成了现实。但中国近代的问题错
综复杂，远不是一个共和政体与一纸宪法就可以轻易解决的，而且对西方模式的照搬和简单机械的套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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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来的新问题远远大于它所解决的问题。此外，所谓的民主制度还长期被各派军阀拿来充当自己争权夺
利的遮羞布，导致在实施宪政的过程中没有“法统”只有权力争斗。这也导致国人对于西方代议民主制
度的态度逐渐转化为怀疑甚至厌恶，最后将它抛弃选择了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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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西方代议制度指的是以议会为国家政治活动中心，由少数代表通过讨论或辩论进行主要立法和行政
决策的政治制度和政权组织形式，亦称国会制。西方代议制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通过起便踏上了中
国的历史舞台，然而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西方代议制民主自从踏上中国这片热土起便开始了它的消亡之
路。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袁世凯篡夺后，西方代议制民主的地位跌入了谷底。即使是 1916 年 6 月，妄
图复辟帝制的袁世凯在国人共讨声中忧惧而死后，护国运动取得了胜利，民国得以光复，西方代议制民
主被各派势力搬出来继续使用，也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共和建设就大功告成，因为“袁”时代大面积的政
治分裂与纷争早已让中国的民主建设举步维艰，为西方式代议制度的彻底失败埋下了伏笔。

2. 宪政之名只是军阀争权之实的遮羞布
后袁时代的“法统之争”、“府院之争”，为“法统”的问题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各派系军阀
打着各自不同的法统理念，似乎大家都是各自为了真理而斗争，为了实现自由民主而奋斗，但事实上“法
统”这块面具下掩藏的却是党同伐异，相互口诛笔伐，争权夺利的现实，宪政在中国没有真正的实施过，
它只是各方势力为掩埋自己窝里斗行径盖上的一床被子罢了。

2.1. 新旧国会交替的背景下没有“法统”只有权争
袁世凯死后，中国出现了巨大的权力真空，其在世时尚能有所顾忌的各派军阀此时已再无约束，纷
纷各霸一方，割据称雄。虽有副总统黎元洪继任总统但其人并无势力，因此由他继任总统各派都表赞成，
但在援引哪部约法，是“代行”还是“继任”的问题上，各派陷入了“法统之争”。南方主张援引南京
临时政府时期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由黎元洪“继任”总统，恢复被袁世凯解散的旧国会；北
洋段祺瑞主张袁世凯制定的《中华民国约法》有效，黎元洪应该援引这部约法“代行”总统。表面上看，
各派势力好像在争论那部约法有效，应该恢复哪个“法统”的问题，但实际上，各派势力关心的是“法
统”下旧国会的合法性问题。对于一个共和国而言，宪法与国会无疑是“民主”最重要的标志，二者息
息相关。段祺瑞在袁死后力图控制北京政府，当然不希望恢复国民党占优势的旧国会，主张袁记约法有
效，那国民党占优势的旧国会自然也不具有合法性。南方军阀自然不希望北洋段祺瑞一家独霸北京政府，
主张袁记约法非法，1914 年被解散的国会属于“非法解散”，依然具有合法地位，目前民国再造，也应
“法统重光”。由于袁世凯帝制被千夫所指，万众唾骂，其炮制的袁记《中华民国约法》也有了“原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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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控制北京政府的段祺瑞竭力想要证明袁记约法的“法统”，但也不得不顾及到护国各方意见，毕竟
袁世凯都已被定性为“民国叛逆”，如果袁记约法还具有合法性的话，之前的反袁活动就会陷入自相矛
盾的境地，再加上袁记《中华民国约法》本身也有相当大的问题，其总统权限过大与民主共和原则相左，
段祺瑞初掌北京政府，也不敢太过得罪护国各方，只有被迫妥协，最终表示认同黎元洪援引《临时约法》
继任总统。1916 年 6 月 29 日北京政府以大总统名义下令恢复《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并于 8 月 1 日重新
召开被袁世凯解散的国会，至此，后袁时代名为“法统”实为权斗的第一次“法统之争”就此结束。

2.2. 从“法统重光”到“法统中落”——西方式代议民主的彻底破产
第一次直奉战争后，直系入主中央排挤了奉系，独掌了北京政府。为了把自己的统治打扮得合理合
法，首先不得不面对的便是法统问题。于是直系让在“府院之争”中被迫辞职的黎元洪复任总统，恢复
了被皖系废弃了《临时约法》与旧国会，此举一时间颇得舆论好评，被认为是“法统重光”。但这道“光”
还没出现多久，直系军阀的曹锟和吴佩孚很快就对大总统的位子动了心思。曹锟一直觊觎着总统之位，
而吴佩孚一直都有预想通过直系武力一统中国的野心，因此一直有把老帅曹锟扶上大总统的宝座，让其
当国家元首，自己负责指挥军队统一天下的想法。于是他们先是逼黎元洪再次退位，又费了九牛二虎之
力凑足了国会法定人数，并通过贿选等方式花费重金与政治许诺收买了大批议员将曹锟“选举”为中华
民国大总统，参众两院还制定并通过了《中华民国宪法》，“法统”自此完备。这个《中华民国宪法》
从形式与内容上看充斥着大量“民主”、“自由”、“三权分立”等原则，但这个时候，已经没人在乎
这一纸宪法的权威了。后曹锟贿选的丑闻曝光后引起了轩然大波，直系陷入了政治孤立自不用说，还让
国会声名俱毁，更让西方式代议民主制度在中国遭受了毁灭性打击，因此此次事件又被认为是“法统中
落”。随着直系的倒台国会也停止活动，并在 1925 年 4 月被段祺瑞执政府下令解散，国会自此消亡，西
方式代议民主制度也自此走到了尽头，《中华民国宪法》被废除，中华民国所谓的“法统”彻底断绝。
国会与宪法作为一个共和国作为最重要的形式，被段祺瑞执政府终结固然有其偶然性，但此后“法
统”一直没有恢复，国人依然安之若素，对软弱的议会政治形式已经不再有任何兴趣，到此便可认为其
消亡具有必然性了。这个时候，中国有志于改变国家乱局的年轻人已经把目光集中在了中国南方的广州，
广州的国民党经过改组后接受了苏俄党治体制，并且通过黄埔军校组建了属于自己的党军，并在国会被
废弃的同一年另起炉灶，建立了国民政府，这个政府对虚伪的西方式的“自由”、“民主”游戏不屑一
顾，强力主张党领导一切，被北方独裁军阀蔑称为“赤粤”。但此后就是这个“赤粤”发动的国民大革
命震撼了整个中国，而那个时候，民国曾经最神圣的国会与约法早就进了历史的垃圾堆，没有国会与约
法的国民政府却更加强大，这无疑对西方式的民主制度是个巨大的讽刺。

3. 从“护法”到“党国”——西方式民主终被取代
就在北洋各系军阀争夺北京政府与全国统治权的时候，曾经一度深信西方代议民主制度但却多次惨
遭失败的孙中山及其同志开始发生一些转变，经过其对多年革命行动的反思，他的思想发生了明显的变
化，正是这种变化，直接推动了国民党的改组与“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确立，也正是这
些举措，才有了国民政府的成立乃至后震惊全国的国民大革命。如果说 1925 年段祺瑞解散国会与召开国
民会议标志着中华民国的“法统”的断绝，那么国民政府是干脆不要那个苟延残喘的“法统”，公开主
张党治，并通过北伐的武力将党治这种形式推广到全国，有趣的是这种形式却得到了一般工人、平民乃
至大多数知识分子的拥护，而北方军阀“讨赤”的呼声却反映不佳。可见当时中国社会普遍思变，对“赤
粤”以及共产主义并没有太多厌恶，甚至还多有向往，在这种情况下，已经被废弃的“法统”非但没有
再“重光”的机会，还因为国民政府在全国统治的确立，跟着西方的宪政民主一起彻底寿终正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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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国民党与共产党是一根藤上结的两个瓜
从孙中山当时的想法来看，他已经不希望把中国国民党建设为西方式的议会政党，而是更想将之改
造成苏俄式的革命党，他希望通过改组使得中国国民党也能像共产党那样组织完备，如臂指使，斗志昂
扬，纪律森严，并且要“党员应协同军队来奋斗 1”，这样的话，就须拥有一支属于革命党的军队。按照
孙中山的想法进行改组，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式无疑是共产党的翻版，北京大学教授王奇生先生曾用：
“国民党与共产党是一根藤上结的两个瓜[1]”这样一句话来形容改组后国民党的本质属性。
1925 年，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有趣的是，国民政府建府的依据已经完全不是西方式“自由、民主”，
而是苏俄式的党治原则，甚至对“一党专政”的提法毫不避讳，这表明新生的国民政府已经无意于早就
烂透了的“法统”与“民国”，它要以自身为核心，建立一个强大的党国，其睥睨天下的气势可谓扑面
而来。国民党还确立了“党治”、“党军”、“惩办反革命”等原则，但这些原则并非是中国本身所有，
而是孙中山以俄为师后取经所得。梁启超也曾说：
“党中口号皆由第三国际指定，什么‘打倒帝国主义’，
‘打倒资本阶级’等等，那一句不是由莫斯科的喊筒吹出来的[2]”。北方的舆论也都将成立的广州国民
政府称为“赤粤”，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些评价对于广州国民政府也算客观。

3.2. “红色”在民间各界大受欢迎
虽然舆论认为广州国民政府已经“赤化”，但人民对这个所谓的“赤化”、“党化”、“没有自由”
的政府的态度却大反从前，在北伐过程中，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二师第一团由湖南浏阳进攻江西时，浏阳
农民冒着大风雨，一夜之间将全团军需运达前方，且不取分文，官兵大为感动。北伐军出入长沙、赣州
时，青年男女纷纷投效，仅仅赣州一县，即有 500 余人，状至狂热。不仅仅是普通平民，连一些知名的
知识分子对“赤粤”也颇有好感，一向信奉西方政治学说的胡适就认为：“民国十五六年之间，全国大
多数的人心倾向国民党，真是六七十年所没有的新气象[3]”。按理说对于这个公开主张党治集权的政权，
信奉“自由”的知识分子应该群起抵制才是，但实际却是对其颇具心向之感。虽然北方舆论不断推出关
于南方“赤色”政权的宣传，1926 年 9 月 7 日，直系军阀首领孙传芳更是致电蒋介石质问其党军“所谓
革命，直欲革中华民国之命”，“五色国旗，粤军竟复摧毁，而易为赤帜。”但现实却是北方军阀抛出
的“讨赤”口号并无多少人理睬，没有群众基础，既没有人保护“五色国旗”，也没有人保护“正统”
的北京民国政府，反而投向了广州的怀抱，实有讽刺意味。到了这个时候，中华民国的“法统”别说普
通平民，就连大多数知识分子也不待见了，西方代议民主制度在中国的彻底失败也可以说是历史和人民
的选择。
综上所述，宪政民主其实并不是万能的，西方的宪政民主只是一种政治制度，并不具有普世的功能，
而且事实证明西方的政治制度也存在着不少的问题，故而期望只采用西方的代议民主就可以解决中国一切
实际问题就跟迷信巫术没什么区别，由于西方代议民主制度移植中国的效果并不理想，也未解决中国近代
以来最根本的问题，故而终致流产，被历史所淘汰，所以国人对其失望并开始选择其它制度也在情理之中。
况且中国是一个自我期许极高的国家，对“大国梦”，对“富国强兵”有着执着的追寻，胡适曾去了一趟
苏联后回来说，如果中国能像苏联那样强大，他宁愿一段时间不要自由。他作为近代自由知识分子的代表
尚有这种想法，其他人的态度便可想而知。的确，俄国在十月革命后迅速强大，并令资本主义第一次深感
恐惧，国人不可能不受其震撼，想要摆脱外辱，富国强兵，但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又被历史所否定，于是中
国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并将其同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到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再到
当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进而开启中国历史的新篇章便也是在历史的正常发展轨迹中了。而且实
践也证明，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选择共产党是正确的，新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逐渐强盛，也正是
1

出自 1923 年 12 月，孙中山所作演说题名——《党员应协同军队来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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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国家和人民才能在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阔步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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