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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院梁启超是谭嗣同生死相托之人袁梁启超将谭嗣同称为自己野讲学最契之友冶遥 由此可见袁两人关
系非同一般遥 在谭嗣同死后袁梁启超最早对谭嗣同的思想予以宣传和阐发袁并在自己主编的报纸上刊发
谭嗣同的代表作叶仁学曳遥 梁启超在介绍谭嗣同的过程中袁既肯定自己与谭嗣同思想的契合袁又将谭嗣同
与康有为归为一派袁在有意无意间加剧了康有为与梁启超关系的复杂性遥
关键词院梁启超曰谭嗣同曰康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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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嗣同与梁启超相识时间不长要要
要梁启超
说 猿 年袁其实不过 圆 年渊从谭嗣同 1896 年的北游
访学到 1898 年的百日维新冤遥 两人结识后相见恨
晚袁过丛甚密袁梁启超更是成为谭嗣同牺牲前生
死相托的人遥 同样是在梁启超的介绍下袁谭嗣同
第一次对康有为的思想主旨有了较为详细的了
解袁并且大为折服袁用梁启超本人的话说便是野则
感动大喜跃袁自称私淑弟子冶遥 从此以后袁谭嗣同
与康有为亦师亦友遥 由于相识的时间短袁更由于
谭嗣同的壮烈牺牲袁谭嗣同对梁启超并无太多评
价袁目前看到的第一手材料主要是谭嗣同写给梁
启超的 苑 封信遥 在这 苑 封信中袁有 源 封是写给汪
康年和梁启超两人的袁只有 猿 封是专门写给梁启
超的遥 与谭嗣同对梁启超的提及和评价相比袁梁
启超对谭嗣同关注甚多袁这也是本文名为叶梁启
超视界中的谭嗣同曳的原因所在遥
一尧对谭嗣同其人其学的推崇
梁启超是最早对谭嗣同的思想予以宣传尧推
崇和刊发的思想家遥 他对谭嗣同的评价是院野谭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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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志节学行思想袁 为我中国二十世纪开幕第一
人遥 冶咱1暂这个评价包含对谭嗣同慷慨赴死的英雄气
概的敬佩与学术思想的折服遥 由于对谭嗣同的人
品极为敬重袁因其人而好其学是梁启超步趋谭嗣
同的重要原因遥 梁启超为谭嗣同的代表作叶仁学曳
作序袁并且作叶谭嗣同传曳袁对谭嗣同的生平尧为学
予以介绍袁并且给予了高度评价遥 与此同时袁好史
的梁启超作 叶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曳尧叶清
代学术概论曳袁率先对中国近代渊1840 年之后袁梁
启超统称为野清代冶冤的思想史予以梳理和研究袁
使谭嗣同与龚自珍尧魏源和康有为等人一样进入
了学术研究视野遥 此外袁梁启超在论及中国近代
的学术思想或在其他论作中时常提到谭嗣同袁在
彰显谭嗣同人格魅力的同时袁多维度地展示了谭
嗣同思想的理论来源尧主要内容和基本特征遥 梁
启超对谭嗣同及其思想的介绍和阐发有客观陈
述袁也有主观评价遥 透过这些袁既可以直观地感受
到梁启超对谭嗣同的推崇袁又可以领悟谭嗣同与
梁启超思想的异同遥
梁启超指出袁 谭嗣同的为人与为学是合一
的袁其英雄气概就贯注在学术之中曰英雄是宗教

本刊网址窑在线杂志院憎憎憎援躁澡造贼援灶藻贼援糟灶
* 基金项目院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野戊戌启蒙四大家比较研究冶渊13FZX018冤

作者简介院魏义霞渊1965要冤袁女袁安徽濉溪人袁黑龙江大学哲学学院暨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研究中心教授袁博士生导师袁主要研究方
向院中国近代哲学与文化遥

员源猿

2015.4
造就的袁正是野应用佛学冶成就了谭嗣同的壮举遥
梁启超写道院野夫人生也有涯袁而知也无涯袁故为
信仰者袁苟不扩其量于此数十寒暑以外袁则其所
信者终有所挠遥 浏阳叶仁学曳云院耶好生而恶死袁可
谓大惑不解者矣袁盖于不生不灭瞢焉遥 瞢而惑袁故
明知是义袁特不胜其死亡之惧袁缩朒而不敢为袁方
更于人祸之所不及袁益以纵肆于恶遥 而顾景汲汲袁
而四方蹙蹙袁惟取自慰快已尔袁天下岂复有可治
也浴 噎噎今使灵魂之说明袁虽至暗者犹知死后有
莫大之事及无穷之苦乐袁必不于生前之暂苦暂乐
而生贪著厌离之想曰 知天堂地狱森列于心目袁必
不敢欺饰放纵袁将日迁善以自兢惕曰知身为不死
之物袁虽杀之亦不死袁则成仁取义袁必无怛怖于其
衷袁且此生未及竟者袁来生固可以补之袁复何所惮
而不亹亹浴 爷呜呼浴 此耶应用佛学爷之言也遥 渊西人
于学术每分纯理与应用两门袁如纯理哲学尧应用
哲学尧纯理经济学尧应用生计学等是也遥 浏阳叶仁
学曳袁吾谓可名为应用佛学遥 冤浏阳一生得力在此袁
吾辈所以崇拜浏阳步趋浏阳者袁亦当在此遥 冶咱2暂梁
启超对谭嗣同的佛学思想兴趣盎然袁与将谭嗣同
的代表作叶仁学曳归结为野应用佛学冶相一致袁始终
从入世野应用冶的角度诠释谭嗣同的佛学和叶仁
学曳遥 这样一来袁梁启超便以佛学作为谭嗣同思想
的主线袁以野应用佛学冶为桥梁袁将谭嗣同的为人
与为学联为一体遥
更为重要的是袁梁启超是谭嗣同准备杀身成
仁时最后的托付遥 梁启超在叶戊戌政变记曳的叶殉
难六烈士传窑谭嗣同传曳中对此有详细记载袁读之
令人动容院野劝东游袁 且携所著书及诗文辞稿数本
数册家书一箧托焉遥 曰院耶不有行者袁无以图将来曰
不有死者袁无以酬圣主遥 今南海之生死未可卜袁程
婴杵臼袁月照西乡袁吾与足下分任之遥 爷噎噎君曰院
耶各国变法袁无不从流血而成遥 今中国未闻有因变
法而流血者袁此国之所以不昌也遥 有之袁请自嗣同
始浴 爷冶咱3暂谭嗣同的狱中绝笔印证了梁启超的说法袁
也为两人的情深义重提供了佐证院野八月六日之
祸袁天地反覆袁呜呼痛哉浴 我圣上之命袁悬于太后尧
贼臣之手袁嗣同死矣浴 嗣同之死毕矣浴 噎噎嗣同不
恨先众人而死袁而恨后嗣同而死者之虚生也遥 啮
血书此袁告我中国臣民袁同兴义愤袁翦除国贼袁保
全我圣上遥 嗣同生不能报国袁死亦为厉鬼袁为海内
义师之助遥 卓如未死袁以此书付之袁卓如其必不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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嗣同尧皇上也遥 冶咱4暂事实证明袁梁启超没有辜负谭嗣
同的重托遥 谭嗣同牺牲后袁梁启超利用各种机会
介绍尧宣传谭嗣同的思想袁并在自己主办的叶清议
报曳上首次刊发谭嗣同的叶仁学曳遥 野其叶仁学曳一
书袁先择其稍平易者袁附印叶清议报曳中袁公诸世
焉遥 冶咱3暂在回顾叶清议报曳一百期所刊内容时袁梁启
超首推谭嗣同的叶仁学曳院野其渊指叶清议报曳要要
要引
者注冤内容之重要者袁则有谭浏阳之叶仁学曳袁以宗
教之魂袁哲学之髓袁发挥公理袁出乎天天袁入乎人
人袁冲重重之网罗袁造劫劫之慧果遥 其思想为吾人
所不能达袁其言论为吾人所不敢言袁实禹域未有
之书袁抑众生无价之宝袁此编之出现于世界袁盖本
报为首焉遥 有饮冰室叶自由书曳遥 冶咱5暂在回顾和总结
叶清议报曳所刊的内容时袁梁启超最隆重推出的是
谭嗣同的叶仁学曳袁之后是自己的叶自由书曳尧叶瓜分
危言曳尧叶亡羊录曳尧叶灭国新法论曳尧叶少年中国说曳尧
叶呵旁观者文曳和叶过渡时代论曳等论著袁章炳麟的
叶儒术新论曳及其他内容更列于后遥 不仅如此袁在
具体介绍和评价中袁 梁启超对 叶仁学曳 不惜笔
要这一点与对待章炳麟的叶儒术新论曳相比
墨要要
则看得更加清楚院对待后者袁梁启超只用了野叶儒
术新论曳诠发教旨袁精微独到冶一语遥 由此反观袁足
见梁启超对谭嗣同的隆重推出袁并且极尽溢美之
词遥 至于梁启超所言叶仁学曳野出现于世界袁盖本报
为首焉冶则属实情袁亦表明了梁启超对于推介谭
嗣同思想的用力之著和首刊之功遥
与此同时袁梁启超在自己的论作中时常援引
谭嗣同的观点和叶仁学曳等著作袁这样做的初衷固
然有借题发挥尧利用谭嗣同的人格和观点阐发自
己思想的意图袁同时也有让更多人了解谭嗣同及
其思想的目的遥 不论动机如何袁有一点是不争的
事实袁那就是院梁启超的做法在客观上对于人们
了解谭嗣同及其思想袁促进谭嗣同思想的传播起
到了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遥
二尧谭嗣同与梁启超的相互影响
谭嗣同与梁启超的关系既有个人情感袁又有
共同追求袁在朝夕相处尧学术切磋中相互影响遥 按
照梁启超的说法袁自己与谭嗣同在学问上相互影
响袁彼此学问都为之一变院一方面袁谭嗣同在接触
自己后思想为之一变院野自交梁启超后袁 其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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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遥 冶咱6暂3102 另一方面袁由于受谭嗣同的影响袁自己
的思想也为之一变遥 与野崇拜浏阳步趋浏阳冶相一
致袁梁启超坦言自己的思想受谭嗣同和夏曾佑影
响甚深遥
在中国近代崇佛史上袁梁启超留下了浓墨重
彩的一笔遥 梁启超对佛教的虔诚和痴迷令人注
目袁谭嗣同在其中功不可没遥 据梁启超本人披露袁
自己早年对佛教兴趣索然袁甚至在听闻康有为讲
佛教后不为所动遥 在结识谭嗣同后袁梁启超才在
谭嗣同的野鞭策冶下开始向佛袁并由此一发而不可
收拾院野文会深通耶法相爷尧耶华严爷两宗袁而以耶净
土爷教学者袁学者渐敬信之遥 谭嗣同从之游一年袁
本其所得以著叶仁学曳袁尤常鞭策其友梁启超遥 启
超不能深造袁顾亦好焉袁其所著论袁往往推挹佛
教遥 冶咱6暂3105 在现存不多的谭嗣同致梁启超的信中袁
除了商谈变法维新诸事宜之外袁还有一封是专门
切磋佛教的遥 咱7暂
这封信文字较长袁内容却十分集中袁只讲了
一件事袁专门为梁启超解释佛法遥 信中透露了如
下信息院第一袁谭嗣同与梁启超经常在一起切磋
佛学袁此信就缘于两人头一天切磋渊野昨言噎噎冶冤
的意犹未尽遥 第二袁信中集中呈现了谭嗣同的佛
学观袁那就是基于华严宗的圆融无碍袁宣称佛与
众生相即相入袁自度度人相即相入遥 这与谭嗣同
在叶仁学曳中阐发的野一入一切袁一切入一冶相印
证袁梁启超在叶掖仁学业序曳和叶谭嗣同传曳中对谭嗣
同佛教思想的介绍也是在这个思路下展开的遥 第
三袁谭嗣同在信中阐释自己的佛教观袁是为了借
此点悟梁启超遥 值得注意的是袁信中内容显示袁谭
嗣同对梁启超的点悟从认识梁启超时就已经开
始袁野观公两年来噎噎冶便是明证遥
事实证明袁 无论谭嗣同的这次点化是否成
功袁梁启超后来的行为都表明袁谭嗣同对梁启超
佛学的引领或野督促冶效果显著遥 正是在谭嗣同的
野鞭策冶和点化下袁梁启超从对佛教无动于衷转而
顶礼膜拜袁如醉如痴遥 由此袁佛教成为梁启超的精
神支柱和信仰皈依袁梁启超对佛教的痴迷和虔诚
甚至达到了癫狂的程度遥 有这样一件事足以证明
这一点院1922 年袁梁启超在东南大学讲学期间袁每
天坚持到支那内学院听欧阳竟无讲佛法袁风雨无
阻袁坚持不辍袁即使出车祸或身体欠佳也不放弃遥
对于这段学佛经历以及其中的苦乐袁梁启超不止

一次在写给孩子们的信中提及袁对佛教的热情跃
然纸上遥 咱8暂梁启超是性情中人袁做什么事全凭兴趣
所致袁对待佛学也不例外遥 由于兴趣盎然袁乐在其
中袁所以排除万难袁乐此不疲遥
进而言之袁梁启超之所以对佛教如此虔诚和
痴狂袁是出于真心向往袁兴味盎然曰同时也因为对
佛教的受用袁获益匪浅遥 在写给自己的野宝贝冶梁
思顺的信中袁梁启超概括了自己的宗教观和人生
观袁也揭开了自己崇尚佛教的秘密所在院野这是宇
宙间唯一真理袁佛教说的耶业爷和耶报爷就是这个真
理袁渊我笃信佛教袁就在此点袁七千卷叶大藏经曳也
只说明这点道理遥 冤凡自己造过的耶业爷袁无论为善
为恶袁自己总要受耶报爷袁一斤报一斤袁一两报一
两袁 丝毫不能躲闪袁 而且善和恶是不准抵消的遥
噎噎如此袁恶业受完了报袁才算善业的帐袁若使正
在享善业的报的时候袁又做些恶业袁善报受完了袁
又算恶业的账袁并非有个什么上帝做主宰袁全是
耶自业自得爷袁又并不是象耶教说的耶到世界末日
算总账爷袁全是耶随作随受爷遥 又不是象耶教说的
耶多大罪恶一忏悔便完事爷袁 忏悔后固然得好处袁
但曾经造过的恶业袁 并不因忏悔而灭袁 是要等
耶报爷受完了才灭遥 佛教所说的精理袁大略如此遥 他
说的六道轮回等等袁不过为一般浅人说法袁说些
有形的天堂地狱袁其实我们刻刻在轮回中袁一生
不知经过多少天堂地狱遥 噎噎我虽不敢说常住涅
槃袁但我总算心地清凉的时候多袁换句话说袁我住
天堂时候比住地狱的时候多袁也是因为我比较的
少造恶业的缘故遥 我的宗教观尧人生观的根本在
此袁这些话都是我切实受用的所在遥 冶咱9暂透过这段
文字可以想见袁佛教对梁启超意味着什么袁难怪
梁启超将佛教奉为野全世界文化的最高产品冶咱10暂遥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袁最早使梁启超倾心佛教的是
谭嗣同遥 从这个意义上说袁谭嗣同对于梁启超虔
诚向佛以及对佛教的终身受用功莫大焉遥
三尧谭嗣同与梁启超的思想异同
诚如梁启超所言袁谭嗣同与梁启超的思想相
互影响袁这使两人的思想之间呈现出诸多相同之
处遥 梁启超在叶清代学术概论曳中曾经对自己与谭
嗣同之间的关系有过这样一段记载院野启超屡游
京师袁渐交当世士大夫袁而其讲学最契之友袁曰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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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佑尧 谭嗣同噎噎此可想见当时彼辈 耶排荀爷运
动袁实有一种元气淋漓景象遥 嗣同方治王夫之之
学袁喜谈名理袁谈经济袁及交启超袁亦盛言大同袁运
动尤烈遥 渊详次节冤而启超之学袁受夏尧谭影响亦至
巨遥 冶咱6暂3099-3100 引文作为野排荀冶运动中心的野彼辈冶
指谭嗣同和梁启超袁据此可知袁两人都言民权袁并
将荀子视为中国古代君主专制的罪魁祸首加以
要这
批判遥 这表明袁谭嗣同尧梁启超都反对荀子要要
一点与章炳麟天差地别遥 此外袁两人都对老子持
否定态度袁对老子尚静而贻祸中国的评价如出一
辙要要
要这一点与严复相去甚远遥 谭嗣同在叶仁学曳
中说院野李耳之术之乱中国也袁柔静其易知矣遥若夫
力足以杀尽地球含生之类袁 胥天地鬼神以沦陷于
不仁袁而卒无一人能少知其非者袁则曰耶俭爷遥 冶咱11暂
梁启超对谭嗣同的观点深表认同袁并且进一步发
挥说院野老子有言曰院耶无动为大遥 爷此实千古之罪
言也遥 夫日非动不能发光热袁地非动不能育万类袁
人身之血轮袁片刻不动袁则全身冻且僵矣遥 故动者
万有之根原也噎噎谭浏阳先生叶仁学曳云院耶自李
耳出袁遂使数千年来成乎似忠信似廉洁一无刺无
非之乡愿天下遥 言学术则曰宁静袁言治术则曰安
静遥 处事不计是非袁而首禁更张袁躁妄喜事之名
立袁百端则是废弛矣曰用人不问贤不肖袁而多方遏
抑袁少年意气之论起袁柄权则颓暮矣遥 陈言者则命
之曰希望恩泽袁程功者则命之曰露才扬己遥 既为
糊名以取之袁而复隘其途曰既为年资以用之袁而复
严其等遥 财则惮辟利源袁兵则不贵朝气遥 统政府六
部九卿督抚司道之所朝夕孜孜不已者袁不过力制
四万万人之动袁絷其手足袁涂塞其耳目袁尽驱以入
乎一定不移之乡愿格式遥 夫群四万万乡愿以为
国袁教安得不亡袁种类安得而可保也钥 爷呜呼浴 吾每
读此言袁未尝不废书而叹也遥 冶咱12暂鉴于两人对诸多
问题的认识大致相同袁梁启超称谭嗣同为野讲学
最契之友冶袁甚至声称两人对于所学无不契合遥 梁
启超在为谭嗣同的 叶仁学曳 作序时曾经回忆说院
野余之识烈士袁虽仅三年遥 然此三年之中袁学问言
论行事袁无所不与共遥 其于学也袁无所不言袁无所
不契袁每共居则促膝对坐一榻中袁往复上下袁穷天
人之奥袁或彻数日夜废寝食袁论不休袁每十日不相
见袁则论事尧论学之书盈一箧遥 冶咱13暂
同样不可否认的是袁谭嗣同尧梁启超的气质
性格尧思想来源和学术经历迥然相异袁两人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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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也由此呈现出不容忽视的差异遥 对于这一点袁
梁启超并不讳言遥 在肯定自己与谭嗣同思想相同
的同时袁梁启超揭示了两人思想的差异袁并将谭
嗣同与自己思想的最大分歧归结为世界主义与
国家主义院野叶仁学曳之政论袁归于耶世界主义爷噎噎
又曰院耶不惟发愿救本国袁并彼极盛之西国与夫含
生之类袁一切皆度之遥 噎噎不可自言为某国人袁当
平视万国袁皆其国袁皆其民遥 爷噎噎其后梁启超居
东袁渐染欧尧日俗论袁乃盛倡褊狭的国家主义袁惭
其死友矣遥 冶咱6暂3103 依据这个说法袁谭嗣同秉持世界
主义袁以大同社会为旨归曰梁启超恪守民族主义袁
倡导国家观念和爱国主义遥 就事实而言袁梁启超
的说法可谓中肯遥 饶有趣味的是袁梁启超对谭嗣
同世界主义尧大同理想的评价非同寻常袁甚至可
以说是野一反常态冶遥 众所周知袁恪守国家主义和
民族主义的梁启超将救亡图存与民族主义视为
不可分割的正反面袁故而断言在中国近代袁若振
兴中华袁舍民族主义别无他途遥 基于这种认识袁他
对大同主义尧世界主义怒不可遏袁斥之为宗教家
的梦呓遥 这一点也是梁启超与其老师康有为思想
分歧的焦点之一遥 在论及谭嗣同的大同理想时袁
梁启超却完全是另一种腔调袁不仅没有对大同主
义尧世界主义流露出一如既往的厌恶尧拒斥袁反而
一再表白自己对大同思想的热衷袁有意无意地拉
近自己在大同思想方面与谭嗣同的距离院 第一袁
在介绍谭嗣同的思想转变即谭嗣同喜言大同的
缘起时袁梁启超指出袁谭嗣同野及交启超袁亦盛言
大同袁运动尤烈冶咱6暂3099遥 这意味着谭嗣同的大同思
想与梁启超具有某种关系袁甚至是受梁启超的影
响所致遥 野亦盛言大同冶之野亦冶表明袁谭嗣同野盛言
大同冶袁梁启超也野盛言大同冶要要
要准确地说袁是梁
启超野盛言冶在先袁谭嗣同野盛言冶在后袁谭嗣同是
跟随着梁启超而野盛言大同冶的遥 这与梁启超所言
自己野居东袁渐染欧尧日俗论袁乃盛倡褊狭的国家
主义冶相印证遥 第二袁无论是介绍谭嗣同的大同思
想袁还是说明自己经过思想转变尧秉持国家主义
而与谭嗣同的思想渐行渐远袁梁启超均没有对谭
嗣同的大同思想置一微词袁反而以野褊狭的冶称自
己所倡导的国家主义袁以惭愧表达对谭嗣同渊野死
友冶冤的心情遥 梁启超对康有为尧谭嗣同大同思想
的态度之所以呈现极大反差袁 除了为死者讳之
外袁还有更深层的原因袁那就是院梁启超一贯认为

梁启超视界中的谭嗣同

叶仁学曳是发扬大乘佛法普度众生之作袁谭嗣同本
人亦有野不惟发愿救本国冶袁连同西方国家野皆度
之冶的野皆其国袁皆其民冶之语遥 这样一来袁大同思
想恰成谭嗣同普度众生的一个注脚袁谭嗣同本人
又为这一宏愿献出了宝贵的生命遥 面对谭嗣同知
行合一的人格和学问袁梁启超敬仰尧步趋尚恐不
及袁又何来质疑浴
四尧梁启超对谭嗣同的学派归属
尽管与谭嗣同的思想异同互见袁梁启超显然
引谭嗣同为同调遥 无论是政治上的志同道合还是
与谭嗣同的相互影响袁 都使梁启超更喜欢突出自
己与谭嗣同思想的一致性袁这透过他对叶仁学曳的
介绍可见一斑院野嗣同根本的排斥尊古观念袁尝曰院
耶古而可好袁则何必为今之人哉浴 爷渊叶仁学曳卷上冤对
于中国历史袁下一总批评曰院耶二千年来之政袁秦政
也袁皆大盗也曰二千年来之学袁荀学也袁皆乡愿也曰
惟大盗利用乡愿袁惟乡愿工媚大盗遥 爷渊叶仁学曳卷
下冤当时谭尧梁尧夏一派之论调 袁 大 约以 此 为 基
本遥 冶咱6暂3102 一目了然袁梁启超在此与自己归为一派
的并无康有为袁除了谭嗣同之外袁尚有夏曾佑遥
值得注意的是袁就康有为尧谭嗣同与梁启超
三人思想的关系而言袁梁启超更为突出康有为与
谭嗣同思想的一致性院一方面袁在将康有为尧谭嗣
同尧梁启超划分为同一派或归结为同一期的前提
下袁梁启超总是有意无意地将自己疏离出来遥 例
如袁他在叶清代学术概论曳中写道院野康有为尧梁启
超尧谭嗣同辈袁即生育于此种耶学问饥荒爷之环境
中袁冥思枯索袁欲以构成一种耶不中不西即中即
西爷之新学派袁而已为时代所不容遥 盖固有之旧思
想袁既深根固蒂袁而外来之新思想袁又来源浅觳袁
汲而易竭袁其支绌灭裂袁固宜然矣遥噎噎壬寅尧癸卯
间噎噎新思想之输入袁如火如荼矣遥 然皆所谓耶梁
启超式爷的输入袁无组织袁无选择袁本末不具袁派别
不明袁惟以多为贵袁而社会亦欢迎之遥 冶咱6暂3104-3105
这段话前半段肯定三人同处 野学问饥荒冶之
环境中袁思想都带有野不中不西即中即西冶之特
征袁理应归为一派要要
要无论是野学问饥荒冶之处境
还是野不中不西即中即西冶之思想都是就康有为尧
谭嗣同和梁启超思想的共性而言的曰后半段所讲
的野新思想之输入冶主角或者说主体是梁启超袁并

不包括康有为和谭嗣同两人袁并且与严复等人的
输入相比带有自身特点袁因而冠以野梁启超式的冶
要这是就梁启超思想的个性而言的袁有别于严
要要
复袁更重要的是与康有为尧谭嗣同亦不相同遥 正是
野新思想之输入冶使梁启超与康有为尧谭嗣同的思
想渐行渐远袁最终将梁启超从野康尧谭一派冶中分
离出来遥 另一方面袁梁启超多次强调谭嗣同在思
想来源上受康有为影响袁以此突出尧加固谭嗣同
与康有为思想的一致性和相同性遥 有鉴于此袁在
对中国近代思想进行分期时袁梁启超在自己野不
在场冶 的情况下将谭嗣同与康有为归为同一期袁
给人一种只有康有为尧谭嗣同两人思想最相近的
印象遥 在叶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曳中袁梁启
超对从顺治到光绪二百余年间的清代学术进行
梳理袁并且整合了其递嬗轨迹遥 他写道院野本朝二
百年之学术噎噎实取前此二千年之学术袁 倒影而
缫演之噎噎其在前两期袁 则霸者之所以监民也至
严袁学者用聪明才力于他途袁或将以自焚袁故不得
不自锢于无用之用袁此惠尧戴所以代朱尧王也遥 其在
第三期袁天下渐多事袁监者稍稍驰袁而国中方以治
经为最高之名誉袁学者犹以不附名经师为耻袁故别
出一途以自重遥 噎噎其在第四期袁则世变日亟袁而
与域外之交通大开遥世变亟袁则将穷思其所以致此
之由袁而对于现今社会根本的组织袁起怀疑焉曰交
通开袁则有他社会之思想以为比较袁而激刺之尧淬
厉之遥 康尧谭一派袁所由起也遥 要而论之袁此二百余
年间袁总可命为耶古学复兴时代爷遥 冶咱14暂618 在这里袁梁
启超将清代学术划分为 源 个不同时期袁 突出谭嗣
同与康有为思想的一致性遥 在这个视界中袁梁启超
一面指出清代学术在本质上都是复古之学袁 一面
强调这一复古从整体上呈现出愈复愈古的演变轨
迹曰 由于所复之古的具体内容和核心话题大不相
同袁 从而呈现出泾渭分明的 源 个时期院 第一期顺
治尧康熙年间袁以程朱陆王问题为核心话题曰第二
期雍正尧乾隆尧嘉庆年间袁以汉学宋学问题为核心
话题曰第三期道光尧咸丰尧同治年间袁以今古文问题
为核心话题曰第四期光绪年间袁以孟荀尧孔老墨为
核心话题遥 各个时期不仅核心话题不同袁而且具有
自己的代表人物袁其中袁第四期的代表人物是康有
为和谭嗣同遥 值得一提的是袁这一期的代表人物只
有康有为尧谭嗣同两人袁既没有严复袁也没有既是
康有为高足袁又是谭嗣同野讲学最契之友冶的梁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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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本人袁令人颇感意外遥 反观前期人物袁野惠尧戴一
派冶尧野龚尧魏一派冶袁无论是以吴派领袖惠栋尧皖派
领袖戴震代表乾嘉学派还是将龚自珍尧魏源作为
近代最早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开明派相提并论都
属野老生常谈冶袁唯独与之对应的野康尧谭一派冶别
出心裁袁因为说到康有为野拉帮结伙冶袁人们最先
想到的往往是野康梁冶而绝非野康尧谭一派冶遥
综观梁启超的思想可以发现袁 凸显康有为尧
谭嗣同思想的一致性并非偶尔为之遥 除了此处的
野康尧谭一派冶之外袁还有出自叶论中国学术思想变
迁之大势曳的这段话院野南海之功安在钥 则亦解二
千年来人心之缚袁使之敢于怀疑袁而导之以入思
想自由之途径而已遥 自兹以还袁浏阳谭壮飞渊嗣
同冤著叶仁学曳袁乃举其冥想所得尧实验所得尧听受
所得者袁 尽发之而无余袁 而思想界遂起一大革
命遥 冶咱14暂616 这段话与上段相比更为突出康有为对
于前清思想的变革之功袁同时肯定康有为对谭嗣
同思想的引领袁甚至将谭嗣同的叶仁学曳说成是对
要野尽发之而无余冶遥
康有为思想的发挥要要
鉴于康有为尧谭嗣同思想的密切关系袁梁启
超在直接让康有为尧 谭嗣同两人共同担纲一派
渊第四期冤的同时袁还从其他角度凸显两人思想的
相同性遥 他写道院野自龚定庵好言佛袁而近今学界
代表之数君子袁大率与定庵有渊源袁故亦皆治佛
学袁如南海尧壮飞及钱塘夏穗卿曾佑其人也遥 虽由
其根器深厚袁或其所证过于定庵袁要之定庵为其
导师袁吾能知之遥 冶咱14暂这表明袁康有为尧谭嗣同均好
佛袁并且两人的佛学均与龚自珍渊龚定庵冤具有某
种渊源关系遥 在这个前提下袁有两个问题尚须进
一步澄清院第一袁梁启超认为袁第四期与第三期今
古文问题具有思想渊源遥 因此袁在作于 1920 年的
叶清代学术概论曳中袁梁启超承认康有为的公羊学
与龚自珍一脉相承袁并且将康有为称为今文学的
集大成者袁同时将自己说成是康有为今文学的宣
传者和推行者遥 第二袁与叶清代学术概论曳的主旨
和论调大不相同袁在作于 1902 年的叶论中国学术
思想变迁之大势曳中袁梁启超之所以肯定康有为
与谭嗣同皆师出龚自珍袁 是为了突出康有为尧谭
嗣同思想的一致性曰接下来便是以西学野大苏润
思想界冶的严复袁始终不见梁启超的影子遥 耐人寻
味的是袁 在反复将谭嗣同与康有为相提并论袁并
且归为同一期时袁梁启超并没有让自己出现于其
间遥 这或许是一种谦虚袁自认为尚不足以与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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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尧谭嗣同一样称为野人物冶曰或许是一种拒绝袁想
要委婉表白自己原本就不属于此列要要
要这四期
皆属复古之学袁而自己是野新思想界之陈涉冶遥 对
于这一点袁严复没有出现似乎提供了佐证遥 无论
动机和意图如何袁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袁那就是院
梁启超的做法不仅给人们理解谭嗣同与康有为
的关系带来了困惑袁而且使梁启超本人与康有为
的关系也变得复杂起来遥
综上所述袁梁启超对谭嗣同思想的历史定位
和学派归属既突出了谭嗣同与康有为思想的一
致性袁又从一个侧面道出了梁启超与康有为思想
的微妙关系遥 这就是说袁无论是康有为与梁启超
还是谭嗣同与梁启超的思想关系都是多维度的袁
对于其间的异同关系不可作简单或僵化解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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