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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10月至1901年5月，梁启超由保皇会安排访问澳洲，这是他一生中的一件大事，但学术界

至今少有论著对此作过翔实的探讨研究。《梁启超年谱长编》也只以寥寥数语提到他的澳洲之行，究其

原因，乃是难于找到详细记载梁氏访问澳洲的资料，“很少材料可以参考”[1]。

2000年，我应邀赴澳大利亚墨尔本参加“华人历史与澳洲联邦”学术研讨会。会后，我参与了拉

筹伯大学费约翰（John Fitzgerald）教授主持的“华人对澳洲联邦的贡献”合作项目的研究，帮助整理了

澳洲新南威尔士中华商务总会（The New South Wales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的档案[2]。通过费

约翰教授的帮助，在整理华人商会档案过程中，我还找到一本“澳洲鸟修威省保救大清光绪皇帝会”

（即悉尼保皇会）所订的章程和会议记录，并从该会所办华文报纸《东华报》（后改名《东华新报》）找到

了一批稀见资料，从中可见梁启超1900年10月至1901年5月访问澳洲各地的详细情形。我本想及早

将这批珍贵的资料整理出来，并写一篇文章将之公布于世，供学界参考和批评，后因其他事务一直搁

置下来。2018年是戊戌变法120周年，现将梁启超访问澳洲的实况反映出来，并对梁氏访澳的意义和

影响提出自己的粗浅见解，以对戊戌维新运动表示纪念。为保持这批稀见资料的内容完整，便利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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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澳洲侨报《东华新报》留下了一批有关1900—1901年梁启超访澳之行的珍贵资料。梁氏此

行历时半年，历经西澳、南澳、墨尔本、悉尼等地，广交中外友人，到处发表演讲，频繁接受采访。此行在募集

政治捐款方面收效甚微，但在宣扬保皇变法政见、唤起华侨政治意识方面效果显著。访澳之行也使梁氏思

想发生了显著变化。他在悉尼驻留两个多月，结合域外见闻和此前经历，深入思考救国方略，写出了《中国

积弱溯源论》一文，由此开始激烈批判专制政治，甚至主张以破坏手段来救国保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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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61页。

[2]有关澳洲华人商会的情况，我曾撰写一篇论文《澳洲鸟修威悉尼中华商会研究（1902—1943年）》，提交给原徐州

师范大学2004年举办的“澳大利亚国际学术研讨会”，后刊载于〔南京〕《江苏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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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参考使用，文中所引《东华新报》有关梁启超访问澳洲各地的报导，均全文照录。

一、从西澳到墨尔本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分别亡命海外，开展保皇运动，继续推进变法维新。1899年7月

22日，康有为在加拿大成立了保皇会（The Chinese Empire Reform Association，即中华帝国维新会），向

海外华侨鼓吹保皇政见，劝组保皇会，筹募款项，试图利用华侨社会的人力财力，拯救光绪皇帝，实行

新政。在康、梁的推动下，北美、东南亚和澳大利亚都建立了保皇会组织。随后康有为坐镇新加坡，推

进保皇运动。应澳洲保皇会之邀，梁启超携随行书记罗昌等，于1900年10月7日始澳洲之行。以下

为罗昌亲笔所撰的梁氏访澳报导：

西十月七日，先生自槟榔屿首途游澳洲。十一日抵印度锡兰岛（今斯里兰卡——引者）

之科林布（Colombo[1]）埠，转船而东，所乘之船在苏彝士河阻潮，转候船于锡兰者六日焉。锡

兰固有十余华人，有商店一家，闻贸易颇盛。自中国义和团起事后，患土人凌迫笑骂，遂相率

俱归云。今已无华人之迹于其地点矣。政事不修，横挑强邻，使我旅外商民不能安其业，谁

之咎欤？世俗浅识之徒，谓国家之强弱于我百姓身家无涉，盍亦观此锡兰之同胞哉！

十六日，自科林布登舟，飓风大作，舟逐飓风而行者四昼夜。廿五日，乃抵西澳洲之非厘

文度（Fremantle）埠。先是西澳诸埠乡人得接雪梨（Sydney）埠保皇会电报，知先生来游，道经

斯境，于是鲍君炽、宋君广、陈君霞、李君殿洪、黄君藉、李君寿田等十余人，来迎于海滨。舟

未抵岸，已有西报馆访事登舟问讯。须臾泊定，乡人咸集，握手欢极。群请先生登岸小住十

数日，然后东行。先生以此埠距雪梨较远，归途未必再经，因从众请登岸焉。其日，雪梨保皇

会有电报来舟中，问先生安，且言拟派同志三人，预来美利滨（Melbourne[2]）埠迎道焉。黑列

（Adelaide）埠亦有电报来舟，请先生道彼处登岸小住。

西澳之大埠曰巴扶（Perth），距非厘文度十二英里，铁路通焉。巴扶有华人六七百，合非

厘文度及其他三四小埠，共有华人千焉。先生是日登岸，在非厘文度之华利号小宴。华利号

者，即陈霞、李殿洪司理之商店也。合非厘文度之中西商店，而华利居第三焉。可见吾华人

善于经商，能以客与主争利，而无所让于西人也。宴毕，乡人道（导）先生就馆于阿士盘大客

寓（Hotel Ahshipan），西报馆访事二人来就见。阿士盘者，西澳第一客寓也。左望海，右望

湖，风景绝佳，点缀精雅。鲍君炽陪侍先生同寓，备极殷勤。可见乡人爱敬之深焉。鲍君者，

长老会传教牧师，热心达识，与先生谈甚契。

廿六日，先生乘汽车往巴扶埠，遍拜乡人。廿七日晚，在长老会会堂演说，集听者数百

人，遂议开西澳保皇会。先是鲍君等屡接雪梨同志信，促开会。曾小集一次，入会者数十人，

至是乃大成焉。廿九日，先生移寓于巴扶埠宋君广之家，以便乡人来谒焉。三十日晚，复假

西人大会堂演说，乡人集听者愈众。演毕，同人感激爱国之心，知皇上因救民而蒙难，莫不淬

厉奋发，思拯国危，书名入会者踊跃争先。

先生之初抵西澳也，有遮炉顿（Geraldton）埠同乡邝君亮，以函表请临于其地。先生感其

诚，喜而诺之，三十一日偕鲍君炽乘汽车前往。遮炉顿距巴扶三百有六英里，晨自巴扶启行，

夜十二点半钟乃达焉。邝君先乘汽车出迎于十八英里外之驿，其夜遂安息于遮炉顿大客

[1]英文名为笔者所注，下同。

[2]今译墨尔本。一些地名在当时的华文报刊上有不同的译法，请读者留意。比如，Melbourne译为美利滨、美利畔、

美利伴，Ballarat译为孖辣、巴剌辣、巴剌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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寓。十一月一日，在遮炉顿长老会会堂演说，该处华人不过三十余，是夕咸集倾听。演说后，

鲍君首倡开保皇会，在座之人无一不入会者，人心之齐一，实可敬叹。

二日，由遮炉顿乘汽车还巴扶。三日，复在西人大会堂演说，入会者踊跃有加。四日，乡

人以先生将行，共设茶会于西人大会堂以奉饯，中西士人集者数百人。其夕复请先生演说，

译以西语，以告西人。西澳总督亲临主会。总督先演数语，述先生来游及讲论之大意。次先

生起演，鲍君传译，中西士人咸倾听，拊掌赞叹。演毕，宋君广以西澳保皇会同人之意，赠一

宝星于先生，以为旌谢，且表纪念焉。宋君起立致同人之意，乃以宝星呈总督，托其代赠先

生，以示郑重。总督殷勤捧赠，先生起立述谢词，成礼而散。其夕，先生移寓于非厘文度之华

利号，亲就乡人焉。

五日，先生由非厘文度启行，夕八点钟登舟，乡人送海滨者二十余人，郑重而别。

十日，舟抵黑列，南澳州之第一都会也。先生本拟乘船直达雪梨，然后分游各埠。乃舟

未抵岸，而华人叶君寿华等，偕西人议院首领、议绅数辈，到船奉迎，言本省政府预备迎接。

总督以车马在车站伺候，且已送有火车票，专备一火车以应先生过东省之用。先生感其厚

意，遂登岸。黑列正埠距海滨九华里，乘汽车而达。西报馆访事人来就汽车中，一路问讯。

叶君与议绅二人同陪先生到埠，寓居大客寓中。叶君周旋一切，备极殷勤。船始抵黑列埠，

有美利滨埠四邑会馆一电报来舟中，问先生以何日到美利滨，俾得预备迎接云，先生当日行

电复报。[1]

西十一月十二日，先生在黑列埠，往见该省司法大臣，握手甚欢。该大臣为政变时曾游

中国，熟悉先生行事云。

十三日，往见市民公会（City Council）长官，设酒为寿。又往见该省总督，总督巡行他埠，

使其参赞迎焉。下午往观议院，议院长迎焉。南澳省议员凡五十人，妇女亦有权投票选举，

全澳洲惟此省为然耳，其附近之鸟西兰（New Zealand）岛亦然。下午四点钟，乘汽车过域多

利（Victoria）省。

十四日上午十点钟，先生到域多利省之美利畔埠。阖埠名望绅商五十余人迎于车站，中

西人士，观者如堵墙焉。黄君植卿起致祝词，先生起道谢。举觞既毕，乃与同人复握手，讯姓

字，报馆访事数辈请见焉。先生有姑丈谭君烈成，在孖辣（Ballarat）埠经商，亦来美利畔埠同

迎先生，乡人请其陪先生同寓。

十五日，往拜各铺户。下午冈州会馆请宴。是晚先生在戒酒会馆演说，张卓雄牧师为主

席，听者千二、三百人。

十六日，雪梨埠保皇会总理刘君汝兴、欧阳君万庆，来迎于美利畔。盖先生初意欲在美

利畔小住一、二日即往雪梨，而后复来，故雪梨会中同志特公议派人远迎也。两君既到，握手

欢极。是午，谭君英才邀饮于其家，遂偕两君同往焉。下午，前看水车馆救火机车[2]。是晚，

同昌号请宴。

十七日，往拜本省署任总督，张君卓雄、黄君植卿偕往。下午往看博物院。是晚，新宁、

开平二邑请宴。宴毕，遂公举保皇会总理、值理各员。

十八日晚，复在戒酒会馆演说。是日为来复日，附近各小埠纷纷来集听者几二千人，座

[1]以上各段引文，俱见《东华报》1900年11月21日。

[2]水车馆，即当时的民间消防组织；救火机车，即消防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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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隙地焉。

十九日，往看铁路工厂，厂中司理道（导）游厂内各局，备极殷勤。是晚复在戒酒会馆演

说，听众之盛如前。

二十日，往游动物园及赛会场[1]中之水族园、博物馆等。下午先生之宗亲梁忠孝堂合族

父老请宴。是晚十一点钟，先生往看大报馆之机器房。此报馆每日印发十二万张，馆中机器

值银三百二十万元，馆员共有三百余人云。

二十一日，四邑会馆请宴。其晚，各值理开捐保皇会会份，一席之间立捐七百余镑。

廿三日，先生游孖辣埠，美利畔同志数辈送于车驿。又由美利畔保皇会派值理谭英才、

梁贤统两君同行，雪梨来迎之刘、欧阳两君亦偕焉。下午三点钟，汽车抵孖辣，乡人有数十

辈，西人数十辈，鹄立于车驿恭迎，皆有名望之人也。先生下车，一一握手。既毕，乘马车，东

市长官先道（导）至东汤荷（East Town Hall），设酒相待。长官起立演说，颂扬先生，合座齐声

歌颂词，乃举杯为寿，先生亦起致答谢之词。礼毕，西市长官又道（导）至西汤荷，置酒颂祝，

如东市之仪。又道（导）至水部总局款待，一如汤荷。诸西官欢接既毕，乃偕至大客寓下车

焉。乡人设茶果酒点之宴于客寓，中西人士咸集，请议院长谟利君为主席，先生及合座中西

人士先后演说，互述亲爱欢谢之言，共举觞为寿，数刻散席。乡人设宴于邓祖牧师之教堂，宴

毕乃往演说，集听者数百人。先生演说国事既毕，刘君汝兴次演说雪梨开会情形及本埠之当

速开会，谭君英才次演说美利畔埠开会情形及已书捐之芳名，同人咸肃听感激。演说毕，先

生偕同人诣其姑丈梁君烈成之家茶宴，夜分乃归客寓宿焉。

廿四日，黄君保世邀晨宴于其家。宴毕，先生出游矿务学堂。此学堂为澳洲学矿之最

大、最著名之区，全澳人士欲治此学者，皆不远千里来受业焉，欧洲人亦多有至者。堂中总理

道（导）先生遍游，一一指示，颇极敬礼。次往组织局，局中工人三百余云。次往公家花园一

游。先生本欲往金矿矿穴，以日暮不果。下午，遍拜各铺户。既毕，黄君丽泉邀饮于其家。

即席同人议保皇会开会议捐之事，书捐百镑内外。晚间复在西人礼拜堂演说，听者之数如昨

日。先生演说后，欧阳君、刘君等皆演焉。[2]

以上是梁启超随行秘书报导的梁启超访澳行程前半段内容，即从西澳入境，到澳洲东部大城市墨

尔本的行程和活动概况。关于梁启超在墨尔本停留期间的活动，《东华新报》另有更加详细的报道：

迭接美利畔埠来函云，梁君启超，别号卓如，上礼拜四晚在西人会堂演说国事，华人集听

者约千名。四邑公司捐银二百镑，保良社捐银二百镑，倡办保皇会。礼拜晚，梁君在西人会

所演说，张君卓雄为主席，该埠保皇会董事四十余人，雪梨埠保皇会总理刘君汝兴、欧阳君万

庆同坐台上，堂中华人坐听者五百人焉。梁君讲中国时局之艰难，皆缘守臣所误。若皇上复

位，推行新政，开通诸矿，振兴商务，设机器、广制造，可厚民生，大开民智，居内出外，洋人莫

予侮矣。听众闻言，齐声赞喜。梁君又讲皇上圣德，及康君有为救君保民之苦心。又言救中

国之法，宜合大众保护云云。主席命刘君汝兴演说各事后，梁君再起演说，至十点钟而散。

又本礼拜一晚，梁君复在西人会所演说，赴听者约千人，无不踊跃入会云。该埠人心如此，其

亦明大义识时务者欤！[3]

[1]即皇家展览中心（Royal Exhibition Building），位于墨尔本市中心北部，系为1880年世博会而建设的场馆，2004年

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2]《东华新报》1900年12月15日。

[3]《东华新报》1900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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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君启超在美利滨埠开办保皇会，迭经演说，开道人心，故人人皆知奋励，相率入会，以

致西人督抚士商莫不乐与周旋，亲其言论风采。副督宪会迎梁君，与之晤谈良久，其所以敦

辑睦而集资益者，固已风高可钦矣。梁君曾游该埠之制钱局与大救火车馆，及别处有益之

地，罔不游观。又蒙署任信馆总管士扁练苛，带看全埠信馆[1]云。昨礼拜五廿三号，巴剌辣

（Ballarat）部众华友恭请梁君前往演说国事，以国立会等情，梁君感其殷勤，欣然就道。闻其

小住两三日即返美利滨，因定期于廿七号礼拜二晚在该埠汤荷演说，署任督宪为主席，张君

卓雄传以英语，想该晚中西人咸集，又不知其闹热为何如矣。[2]

昨廿八号地厘电报云，昨晚梁君启超在美利滨埠汤荷（Melbourne Town Hall）演说中国事

宜，署任督宪为主席，中西男女赴集听讲者十分踊跃。据梁君所说之事，有两款为要，第一款

要保全中国施行新政，设立议院，仿同英国律例；第二款洞开中国门户，与天下万国通商。梁

君又演说，由张君卓雄传话。有一小册，内载事情六款：第一款设立皇家书信馆，广开新闻纸

馆；第二款各人自有独立之权；第三款免除厘金；第四款设巡捕署，筑铁车路，开五金各矿，考

究农业；第五款审案规制，务要更改；第六款要设议院，选各国有才能者充当其职云云。按刘

君汝兴昨由巴剌律（Ballarat）埠由美利滨而返雪梨，述及梁君启超先生昨在巴剌律埠得桑梓

之联欢，殷勤厚待，及闻梁先生及刘君汝兴、欧阳君万庆等演说各事，莫不激发忠爱，共扶国

君也。而梁先生自本礼拜四晚在美利滨埠大会演说之后，即应扁地高（Bandigo）桑梓之请，

前往一游，然后命驾来雪梨云。[3]

有友自美利滨埠递来竹简云，梁君启超昨日初七日上午十一点钟，往游该埠之皇家花

园。该园之总管迎而入，先为道（导）观一室，中有各款奇花异草之种，及各国珍奇之物。观

毕，总管带梁君游一周，至午后一点半钟，始与总管辞别回寓。是晚八点钟，梁君应梅灵牧师

之请，偕其随人及欧阳君万庆等同往拜会。梅牧师迎入府内，陈设茶酒以待之，备极殷勤，诚

是宾主交欢，东南尽美。茶酒既罢，则梅公子、二位小姐，三位奏乐歌以为庆。一梅小姐奏洋

琴，一梅小姐奏中国琴，合口同声，为歌一曲，名曰家庭乐唱。毕，复奏中国音调二曲，大有响

遏行云、珠落玉盘之概。奏毕，同人鼓掌赞善。梁君起而言曰：自政变以迄于今，皆以国事为

念，久不闻鼓乐之音，今到美利滨埠，已蒙各乡亲踊跃抒诚，爱戴皇上，创立保皇会，今夕又得

如此兴闹，弟窃顾而乐之，更望中国早日维新，将有普天同庆，比于今夕之乐应有万倍焉。于

是笑语一堂，彼此款洽，遂尽欢而罢云。嗣于初九日礼拜五，梁君附火车往游扁地高大金

山。约本礼拜一返美利滨埠，礼拜二日，四邑会馆设宴为梁君等饯行。礼拜三日，梁君乃可

动程来雪梨也。[4]

二、悉尼及周边地区的行踪

在墨尔本及周边地区停留一个月，参加了一系列活动之后，梁启超终于在悉尼保皇会迎接代表的

陪同下来到悉尼，受到热烈欢迎：

雪梨保皇会总理欧阳君万庆，由美利滨接梁孝廉启超，及其随行书记罗昌，并张君卓雄

等来游，礼拜四日上午抵埠。保皇会同人及各梓友共百人有奇，预立火车站恭迎焉。梁君与

[1]信馆，即邮政局。

[2]《东华新报》1900年11月28日。

[3]《东华新报》1900年12月1日。

[4]以上各段引文，俱见《东华新报》1900年12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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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人握手为礼，遂各坐马车，先至西人会馆（Sydney Town Hall），暂假停骖聚会片刻，到场者

约三百余人。刘君汝兴为主席，将梁君来游本意对众说明。梁君起言致谢梓里迎迓之诚，复

陈保皇维新之宗旨。说毕，即有俊秀童子手捧鲜花一球，致献梁君。嗣由吴君济川赞叹梁君

才德若鲜花之发达，其后在座诸人合祝光绪皇帝三声，颂祝康、梁先生三声。演毕，接梁君至

东华报馆楼上保皇会所，与众梓友叙话。用过茶点午膳，而西友及报馆访事人纷纷造谒矣。

是晚设宴以饷梁君，与宴者八十余人，情形闹热，畅谈而罢。迨至钟鸣九点，梁君转就西人大

客寓安歇，旋于礼拜五晚，在西人会馆演说君国大事焉。[1]

梁启超到达悉尼后，即在《东华新报》发表一篇致谢书，全文如下：

敬启者：弟承命来游澳洲，于今月余，经历四省，所至各处，承我同胞兄弟十分礼待。初

至非厘文度埠、巴扶埠、遮儿顿埠，皆蒙同人踊跃，义会立成，又托制军惠赠宝星，以为纪念。

次到克列（黑列）埠，虽小住匆匆，而各梓友亦异常欢待，遍引见西国名望之人，且承政府惠送

车票，皆由同志相爱所致也。次到美利滨埠，列位同乡尤为过爱，热心爱国，会事大盛。四

邑、保良、罔州各会馆，特加提倡，万众一心，实堪敬仰。又命中西人士大集，制军主席，深致

敬于华人，惠赐表记，永 不忘。次由美利滨前往孖辣、边地古两埠，款接之殷，好义之切，正

如美埠。一月以来，弟行踪所到，处处逢迎，设馆授餐，备极隆渥。临行，又承各同志纷馈赆

仪，却之不恭，受之有愧。各埠拜别之时，莫不云集车站，殷勤相送，情深似海。昨由美利滨

前来雪梨埠，沿途经过边那剌（Benalla）埠、阿备利（Albury）埠、镬加镬架（Wagga Wagga）埠、

虾定（Harden）埠，又承各梓里远来车站，迎接握手，备极爱重。此皆由各同胞诚心爱国，推爱

以及于小弟，实属荣幸万分。惜小弟王事靡盬，行色匆匆，未能亲行遍谢。兹者安抵雪梨，诸

事如愿，特登数语于报中，略表微忱。伏惟义鉴不宣。会小弟梁启超顿首。[2]

悉尼是澳洲最早成立保皇会的地方，也是澳洲保皇会的中心，华人很多，华商的力量最强。因此，

梁启超在此发表五次演说，陈述戊戌政变、保皇救国宗旨。记者在报导梁氏演说内容时，对其本人也

作过重点介绍。

梁君启超，新会孝廉也，具经天纬地之才，抱忠君爱国之念，与其师康有为先生，提倡维

新事业，日以致君泽民为己任，诚中国豪杰之士，为皇上贤良之佐也。封疆大吏、廊庙名臣，

每器重而荐拔之。戊戌之岁，曾蒙皇上知遇，授以编书之职，黾勉从事，日起有功。慨自政变

而后，太后垂帘，奸臣弄柄，废新政，幽圣主，害忠臣。梁君幸为日本所救，脱身虎口，其境遇

之险，莫过于此矣。自逃难于东瀛，主持横滨《清议报》笔政，抒其忠悯，发为奇文，鼓励义士

之心，激昂懦夫之志，智识之高，气节之劲，固为中西人所景仰矣。去岁，四海内外，创立保救

光绪皇帝会，梁君曾往檀香山演说国事，桑梓感其忠义，敢抗领事，而大立会焉。去冬本埠保

皇会既成，今春梁君已有来游之意，但以事务繁冗，无暇抽身，遂延迟至今日，而始偿其愿。

计梁君自抵澳洲，经历由西南省各埠，所论保皇保国之事，皆能合同胞兄弟，诚服悦从，如水

流下，故能遍处开会，合大群以救国君也。梁君上礼拜四抵雪梨埠，次晚在西人会馆墨桑弥

荷大会演说，华友集听者千四五百人。梁君将中国时局略说大概，即就保皇义举缕析条分，

详细言之，具见帝党势力日益大，奸党气焰逐渐消磨。为吾海外华民，正当发愤忠义，亟图效

力，拯圣主以复辟，行新政以自强，可无迟疑畏葸，贻误大局，则合大众之心力财力，以之解皇

[1]《东华新报》1900年12月8日。

[2]《东华新报》1900年12月12日。

讣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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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之危难，出生民于水火，内讧可靖，外侮可御。而国土之大，不致被人瓜分，国民之众，不致

被人奴隶，斯功勋所奏，福泽绵远云云。在听诸人，闻此崇论，感激万分，鼓掌称善。该晚刘

君汝兴为主席，梁君随行书记罗君昌亦登台演说，齐陈事实，出言有章，大能激发忠义之气

也。逮至入夜既深，合祝光绪皇上万福，康、梁二会长万福，合欢而散。

嗣于礼拜晚，仍在该西人会馆演说君国事，集听者千七八百人。刘君汝兴为主席，张君

卓雄及保皇会总理、协理多在座。梁君把皇上御极以来，太后训政，怂恿李联英受贿用人，皇

上无权行政，以致误国殃民之故，娓娓而陈，极为剀切。又举皇上戊戌变法百日之事，嘉纳康

有为先生谟谋，施诸政策，若者为利，从而兴之，若者为害，从而除之，以见皇上卫国爱民深仁

盛德，为四千年来未有之圣主，为地球万国所无之贤君。而康先生七次上书，初缘格不得达，

卒之能达，天听起苦心坚志，不畏难而终情，足见其有为有守，而邀皇上宠眷也。演说至十点

余钟，乃祝皇上万福三声，祝康、梁会长万福三声，遂辍席而散。该两晚演说，头绪甚多，词语

冗长，兹备其大略云尔。再订于廿一日礼拜三晚，仍在该会馆演说，想见更人心踊跃，集听愈

众也。[1]

上礼拜三晚，梁卓如先生在西人会馆，接续前次演说。中国戊戌政变之故，由于皇上爱

国爱民，平满汉界限，拔用英年之贤才，降黜衰耆之庸臣，锐志维新，剔除旧弊，为反对党所

忌，以致太后攘权，圣主失位。新政推翻，旧政尽复，党祸骤兴。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杨深

秀、林旭、康广仁六烈士同时被捕，不审而杀。其余忠良，或革职、或监禁、或遣戍、或拿问，大

不乏人。康有为先生奉密谕出京，经历危险五次，卒能脱难，以见天心怜才，人力相助，将以

辅翼皇上，补救中国云云。听众咸为动心，该时入夜既深，遂辍讲席。是晚集听者数百人焉。

礼拜六晚，梁先生复在西人会馆演说，集听者较前次有增。梁先生把中国维新政策及维

新后之利益，随源溯流，条分缕析，侃侃言之，听者鼓掌称善焉。是晚演说至十点余钟，始罢

而散。[2]

梁君卓如，迭经演说君国大事，人多领悉，今复订期十一月初二礼拜晚八点半钟，梁君仍

在西人会馆墨桑弥荷登台演说，凡属有心君国者，所当拨冗赴场集听，以合大群而团大体可

也。[3]

梁启超在悉尼演说之后，别埠华人闻讯兴起，亦恭请梁氏往游。为便利梁氏来往各埠，澳洲官方

还特意赠给梁启超上等火车票。对于这些活动，《东华新报》亦有报导如下：

梁卓如先生自抵雪梨埠，曾在西人会馆演说五次，把中国时局之艰危，维新之事业，本末

始终，次第高谈。闻其言说，明其旨趣者，皆知保皇一事为切要，入会孔多矣。别埠华友闻兴

起，恭请先生往游焉。现在澳洲六省合治大日子，未暇应各埠之请，大约过次数天，即可动程

矣。今由保皇会董事人，托议政员未士早什，禀请皇家，准梁先生与随员罗昌周游各埠。今

蒙皇家喜赠上等火车票，来往各埠，不收车费。皇家情意之厚，议员敬爱之心，固足称谢，然

由梁先生忠君爱国之德，有以感动之也。吾人又将何如以答谢先生勤劳国事之盛心耶！[4]

十二号礼拜六，本埠汤荷（Town Hall）西人王家请水陆兵丁大演高兴，英语名曰士木于

薛，其意谓有吸草烟、饮烧酒及食点心。又间将古歌诗鼓琴高唱，并演说时事。梁启超先生

[1]以上两段引文，俱见《东华新报》1900年12月12日。

[2]以上两段引文，俱见《东华新报》1900年12月19日。

[3]《东华新报》1900年12月22日。

[4]《东华新报》1901年1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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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通事罗昌先生亦蒙王家折柬恭请与会，本洲六省联邦首相巴顿（Edmund Barton）君、水师

提督怕臣演说，大府尹兼议政大臣、医师杞黎咸为主席，其余议绅、局绅、大小官员均有在座，

颇形情洽。有局绅谓，梁先生择期演说，务通知之，亦来听谈云云。十四号又往谒雪梨府尹，

宾主尽欢，府尹极欲中国维新早日成功云云。[1]

澳洲华侨称鸟修威省（New South Wales）中部各山谷地带为“坑上”，山里各埠“忠君爱国”之士，投

函恭请梁启超前往演说国家大事，以广见闻而开智识。梁氏遂由该省中心城市悉尼出发，至内陆各主

要城镇，访问华侨，劝组保皇会。以下是庞冠山执笔报导的《梁先生坑上游记》：

梁启超先生蒙坚连尼士（Glen Innes）埠梓友敦请再四，经于十一月廿五日，偕鲍炽、罗

昌、陈寿诸君乘火车，同志送别直上。该埠华商广生和，翌日与梓友备驷马高车，恭迎于车

站。时八点十五分钟，先生乘车抵埠。同志高悬中国徽章示敬，并邀先生进广生和商店，握

手分主宾而坐，各道姓名。茶罢，即请先生与同行各友诣西人大酒店憩息片时。朝膳毕，乘

驷马车游于埠之左右，览崇山之胜景，眺峻岭之奇形。怡情悦目，乐意骋怀，载驰载驱，如入

山阴道上，真有美不胜收之慨，南华老者之逍遥不是过也。乐哉游乎！然乐而忘倦，程途已

逾五十里矣。倏见夕阳西坠，遂亦回车。华商设宴于广生和宝号，先生就席，先谢适馆授餐

之隆情、折柬备车之雅意。于是兴而言曰：“今日小弟既蒙列位同志不余暇弃，敦请之恩，实

越恒格。到游贵埠，得见列位义士兄，真令小弟感激不已。又蒙设筵款待，躬逢盛宴，殊令小

弟铭感五中。”同志谦辞简慢，并致词曰：“先生奕世簪缨，胸罗锦绣，腹储经纶，蒙我皇上知遇

之恩，擢录英才，以备顾问，变法维新，而济国家之危。且先生素抱悲天悯人之大志，泽民致

君之奇才，辅政百日，国势焕然可观。诗所谓‘敷政优优，百禄是遒’。讵意豺狼当道，虎豹司

权，妒忌我汉人，荼毒我华种，冤枉我义士，杀戮我忠臣，使我中华明而复昧，光而复暗。幸而

天佑忠良，先生获离虎口，又得异国保护。同人钦仰先生念切圣主被困，思设法以保皇上，于

是舍身远游，呼醒同胞，合群集力。观去年十二月廿四日太后下诏废皇上，于本正月立新君，

海内外同胞闻之痛哭流涕，奋然兴起，大集同人，飞电抗拒，不期而行者百数十处。皇上今幸

无恙者，诚先生之力也。”言毕，把盏传杯，觥筹交错，齐呼光绪皇帝万岁者三次，欢声雷动，并

祝我皇上早日复权，励精图治，挽弱为强。先生回朝辅相圣主，变通新政，见利者兴，见害者

除，拯故国生民于涂炭之中，免海外同胞有鱼肉之苦，我筹今日愿望也。时夜既深，遂毕宴而

散席焉。（未完）[2]

是晚邀集该埠同胞听先生演说，埠中只廿人而已，人人皆到。先生言曰：“今日小弟出游

外国，及承皇上密诏，出外求救。自抵澳洲，既承各埠同胞厚爱，迭开保皇会。雪梨保皇会同

志命弟一游坑上，今晚小弟见到列位同胞如此齐集，不胜悦意也。”先生谓：“中国自甲午败于

日本，赔巨款、割台湾，皇上处忧积虑，知非变法维新毋以自强。中国虽大，反败于日本，致辱

国体。思念外国维新则强，守旧则弱，乃得康先生诸君子上书言事，历陈维新之利，守旧之

弊。皇上览奏，毅然锐意废八股、改武科、兴学堂、开矿务、筑铁路、设医院、立宪法、树民权。

凡天文、地理、水陆武备、枪炮制造，次第举行。停捐纳、裁冗员、厚廉俸，并许百姓上书直陈

疾苦，[免]受奸官贪吏剥削。皇上言听计从，凡有益民之事，责成通国官府务要实力奉行。天

下闻之，咸谓中国睡狮已醒矣。不意荣、刚二贼，早藏谋窃神器之心，构起滔天之祸，遂请太

[1]《东华新报》1901年1月16日。

[2]《东华新报》1901年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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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复出垂帘听政，幽皇上于瀛台，诛逐忠良。我中国居地球大地，虽英、俄莫与京也。且天时

气候又得中和之脉，天下共有人民一十五百兆，我中国已得四分之一。地球土产，金、银、铜、

铁、锡、煤、五谷百物，无所不有。如果变法再强，天下无敌，谁敢来侮我哉。今日守旧，百姓

谋食外洋，莫不被人窘逐，笑骂凌辱，或税、或禁、或监，低首下心，吞声忍气，甘为万国之下

人。而我同胞每怨官府不善，王家不善，其实历来为王家官府所压制。皇上变法，首及民

权。盖洞悉于子民受害，欲子民有权，则官不敢肆无忌惮也。又许各省州县设报馆，许报章

张扬官府之善恶。若使新政既行，我同胞不必离父母妻子而远游外国，被人欺负也。望列位

同胞体念皇上如此爱民之盛心，务宜各发天良，以答君恩于万一也。”言毕，众人鼓掌称善。

先生又命鲍炽先生演说，鲍君言曰：“我皇上圣德，奸臣残毒，梁先生已言之矣。然弟在西省

非厘文度高炉加地埠，闻先生道经其地，同胞早已预备各事，恭迎先生。及登岸与众相见，即

成会基，捐助会项。已见前报矣。今晚见我同胞咸有忠愤之心，望多助会份，弟诚心所愿

也。”众又鼓掌称善。遂挥笔共捐得五十余镑。时钟鸣十二点，各人送先生往酒店而罢。（未

完）[1]

西正月十七号，坚连尼士埠诸同志晨早八打钟，同赴先生寓所请安，随用早膳毕，请先生

等游于该埠，前往病人院抚慰抱病诸人。该院管理四人闻先生驾临，乃出院前迎接，握手为

礼，请进客厅坐,问先生春秋几何，及新政等事。鲍炽先生为介绍，既以先生之年若干答之。

继言：“光绪皇帝爱民睦邻，仁德著于寰宇，前年改革政治，先生即居维新领袖之列，为皇上所

重用者也。嗣因奸臣不喜新政，酿祸滔天，以致先生有此游列外国事也。”西人再言曰：“光绪

皇帝用贤行政，锐志维新，先生之盛名，我西人闻之稔矣。今蒙辱临，三生有幸焉。”言毕，偕

先生遍阅病人房。先生善言慰问，乃捐资以助该院之经费。西人称谢不已。少座乃告别而

归，西人送先生至酒楼而后返。

是晚，同志复设宴于广生和号，以款先生，举杯交欢。先生致词以谢同志敬爱之深，且

曰：“圣上前者困于瀛台，欲求食鸡粥而不可得，今又乘舆西幸，蒙尘艰难，然亦因救我四万万

人所致也。仰列位同志合力以救圣主复权，则小弟不饮亦醉矣。”众同志闻皇上蒙尘之苦，于

是尽量而撤席焉。酒后叙谈良久，更夜已深，众同志乃送先生及罗昌、鲍炽、陈寿诸君回酒楼

安睡。

翌晨，众同志复往请安。又请先生在广生和楼上谈论时务。晚膳后，请先生登场演说。

先生起言曰：“维新之利，守旧之害，众同志已咸喻矣。但皇上于戊戌年七月廿四日所下之上

谕，真令我民万世不能忘也。谕云：‘国家振兴庶务，兼采西法，良以为民立政，中西所同。而

西人考究较勤，故可以补我所未及。今士夫昧于域外之观者，几谓彼中全无条教，不知西国

政治之学，千端万绪，主于为民开其智慧，裕其身家，其精者乃能美人性质，延人寿命，凡生人

利益之事，务令其推广无遗。朕夙夜孜孜，改图百度，岂为崇尚新奇。乃眷怀赤子，皆上天之

所畀，祖宗之所遗，非悉使之康乐和亲，朕躬不为尽职。加以各国环交凌迫，尤非取人之所

长，不能全我之所有。朕用心至苦，而黎庶犹有未知。职由不肖官吏，与守旧士夫，不能广宣

朕意，乃反胥动浮言，使小民摇惑惊恐，山谷扶杖之民，有不获闻新政者。朕心实为叹恨。今

将变法之意，布告中外，庶使百姓咸喻朕心，共知其君之可恃，上下同心，以成新政，以强中

国，朕不胜厚望焉。钦此。’夫皇上之用心，以中国地大物博，人民众多，亦可优游自得。乃旅

[1]《东华新报》1901年1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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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同胞受人拘缚，为工为商，均被设法以禁制，必咸使我同胞之利权尽夺而后已。苟有积蓄

资财旋归故国者，亦已在外备受凌辱矣。此无他，皆由守旧积弱，不能伸我国威也。五月北

京之乱，乃奸臣端王、荣禄、刚毅诸贼，久藏篡杀之心，故耸动团匪，以与外国为难。其中用

意，盖以外国及外洋华民尊崇光绪皇帝，抗阻废立。今我与尔为难，战退汝等，以示我威，则

毒害皇上，压制汉人，永为我满人奴隶，不敢昂其首也。不意天心攸属，不佑奸人。始战而

胜，继战则败，又战而逃。竟致京城沦陷，挟圣主以西巡，再期死灰复燃，以肆其狠毒也。乃

刚毅行至山西，则见六君在天之灵，前天索命，大呼一声，昏仆于地而自刎焉。今者守旧奸臣

日弱，维新志士日盛，皇上复辟之期指日可待，新政之善拭目可观。凡我同胞，仍望勉励以助

义举，则万民幸甚，天下幸甚。”说毕，众同志鼓掌称善。然昧上谕之言，固不让尧舜之爱民

也，真令人感泣不已耳。众同志于是请先生座谈，交询时事。忽忽乎不觉钟鸣十二点矣，乃

请先生往酒楼安歇。

次日，十九号，则有威治步埠、烟卑炉（Inverell）埠、天架（Tingha）埠众同胞来电，恭请先

生往游，演说国事。二十号，礼拜日，先生等启程往威治步埠，同志十余人乃备四轮车四乘送

先生出境。有同志乘马二匹为先导，又有脚车二堂为后行。薰风拂拂，尘土腾腾。及至四、

五十里之遥，先生告辞，毋劳同胞远送。同志乃开樽畅饮，依依而别。然有同志八名眷恋先

生，须送至威治步而后返，乃策马前行。将至威治步十里之遥，乃见该埠梓里八、九名，驾车

三乘前来迎迓，先生遂下马握手为礼。该梓友即请进埠，直抵锦生昌号安歇，而送行同志即

告别旋返焉。

上礼拜日二十号，梁卓如先生等抵威治步埠，是晚梓友请先生演说，集听者百余人。后

有同志议开保皇会，而当时人心不一，入会未得众盛，未卜将来如何耳。礼拜二日，先生等到

烟卑炉埠，坚连尼士广生和号之黄君焕楠等随陪前往焉。兹据同志来书，极言该埠之梓友得

闻先生之言论，能视先生之丰采，无不激发忠爱，眉喜色飞，该埠仅廿余梓友，相率入会，乐捐

会项焉。然先生演说两晚，汤君禄堂为主席，刘君湘兰、方君金满，皆为办事踊跃云。

礼拜四日，先生启程往天架埠。烟卑炉亦有同志三人随送而去。而天架之孙君述远、郭

君庆二人，出境六英里相迎云，足见其爱敬先生之情深款款矣。至其会事如何，未闻其详，尚

俟探悉续报。[1]

梁卓如先生既游坚连尼士、威治步、烟卑炉、天架等埠，人心可用，已可概见。后往贪麻

（Tamworth）埠一游。该埠梓友早筹多金，以备先生来往之经费。上礼拜一日，先生抵其埠，

梓友欣闻，远出迎迓，居处、饮食、款待，悉臻美盛。是晚，先生演说，举中国之是非得失，历落

而痛陈之。该埠只有百十梓友，多赴听焉。由是人心愈愤，忠爱激昂，咸知皇上之圣德，维新

之有益，固当保其复辟，以图中国之自强焉。

先生次晚再演说，众同胞遂开保皇会，公举周君有定为总理，周君载赓为副总理，周君攀

桂、周君炳安为司库，周君金怀为书记兼司库焉。周君金湖、谢君渭璋、周君家保、张君逢、郭

君生、黄君富滔、陈君观杭、钟君金木、翟君见安、周君贵恩、周君肖发、周君国祯、任君春河、

周君荫安、周君容端、张君家乐、周君泽华等，皆为值理。一时互相劝捐，入会甚众。而鲍君

炽、罗君昌、陈君寿亦从中鼓舞，以作其勇往之气，可谓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矣。

礼拜三晚，大聚会，中西人咸集。先生演说，西人大绅为主席，鲍君炽传以英语，听众数

[1]以上各段引文，俱见《东华新报》1901年1月30日。

153



梁启超访问澳洲述论

2018/2 江苏社会科学· ·

百人。演毕，听众鼓掌称善。是时，入夜既深，乃各散场而去。翌晨，先生附火车返雪梨。该

埠保皇会同志且赠先生金牌一枚，以为纪念焉。观各埠同志之热心爱戴皇上如此其深，爱敬

先生如此其笃，则皇上复辟之机大有可望，而先生忠爱之德益不可忘矣。[1]

梁启超在澳洲访问期间，闻英国女王逝世，曾致书澳洲联邦总督以示吊唁：

澳洲联邦总督好顿（Lord Hopetoun）爵帅钧鉴：敬启者，仆代表澳洲各省保皇会华民致书

爵帅钧座。顷闻大英国大后帝龙御上宾，殊深惋惜。我华民旅居澳洲者，无不敬爱后帝，悼

惜不置，谨修寸楮奉呈爵辕，伏恳代达帝后亲属，以表区区之忱，不胜铭感。抑后帝崩殂之

耗，实全世界凡有血气者所共悲悯也。梁启超再拜。

澳总督回书云：

梁启超先生阁下：复启者，顷拜领先生代表中国保皇会众华民赐来瑶函，因我后帝崩殂，

特致吊唁。仆实深感先生之高谊，并厚谢澳洲中国保皇会华民之敬爱悼惜后帝也。仆谨当

遵命，将先生等赐函寄返英京，敬达皇族。好顿顿首。[2]

梁启超访问鸟修威省中部的坚连尼士、威治步、烟卑炉、天架及贪麻诸地回到悉尼后，自1901年2
月6日至5月2日（启程东返日本），其间大约有两个多月。他就一直停留于该地，不再外出访问。

三、访澳之行的成果

在悉尼驻留期间，梁启超一方面总结澳洲之行的成败；另一方面则著书立说，深入探讨维新救国

之策。

关于梁氏澳洲之行的成败，可以根据康、梁事先所定访澳目的来加以判断。梁氏访澳主要有两个

目的：一是向澳洲侨胞宣扬保救光绪皇帝、推行变法维新之政见，劝各地华侨组建保皇会；二是向澳洲

各地华侨筹捐筹款，以增加保皇会的财力。从募捐情况来看，结果令人大失所望，远未达到预期目

的。有关捐款的具体情形，梁启超在给康有为的一封长信中说得很清楚：

初来时，睹外貌情形，以为最少亦当得五万左右。不意美利伴自弟子行后，即以风流云

散。盖美利伴人之热闹，非为中国也，乃为乡谊（皆四邑人）耳。雪埠初时以为梅党可抚，乃

以全力以图之，终不能得一文，仅原有值理加捐一次，得千镑而已。嘎特列一埠书捐者四十

余镑，至今一文不交，屡信往催，置若罔闻。孖辣一埠书捐得八十余镑，仅交十余镑，余皆无

着。鸟修威省埠系三处，得三百余镑，现收者二百余。计汇岛处，一次系美利伴款七百镑，一

次系雪梨款一千镑，其西粤（疑为“澳”——引者）款度三百镑左右，计二千镑。因接尊电后，

勉筹三百镑还紫珊，亦雪值理所加捐也。续得孝入桂之电，再行加捐，仅得二百镑矣。而雪

梨已加捐至五六次，人心倦极矣。而此外车费、电费、供养费、归国船费，因弟子来而用者，亦

不下千镑以外，雪梨人之热力而耐久不衰，真可敬也，然亦已到极点矣。

至各处埠仔不去之故，非由弟子畏劳，亦非恋学误事。盖凡其埠无心来请者，往亦不能

开会。即开会，亦无款可收，嘎特列、孖辣乃其前车。即以鸟修威数小埠而论，其无心来请，

顺道勉强一往者，每埠皆不能过十镑，犹且不交。如此，虽往何益？不惟无益而已，各埠皆散

处，相距动辄数百英里，弟子每行除罗昌外，最少必须以本地一人随行，三人之车费，每到一

地动二三十镑，皆须由雪梨人出之。既明知其去而无益，得不偿失，则不惟雪梨人有难色，即

[1]以上各段引文，俱见《东华新报》1901年2月6日。

[2]以上两段引文，俱见《东华新报》1901年2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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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子亦何心出此耶。[1]

由此可见，从募捐款项的情况来说，原计划募集五万镑，实际不过三千五百余镑，数额相距太大，

梁氏澳洲之行是不成功的。

而第一个目的，即宣传保皇政见，可以说得到了很好的实现。从报导中我们看到，梁启超在澳洲

所到之处，都受到当地华人的热烈欢迎，发表的演说振奋人心，受到集听者的称赞，各地纷纷建立起保

皇会，以齐心协力保救光绪皇帝，助推国内的改革。在这方面，可以说梁氏澳洲之行是很成功的。

驻留悉尼期间，梁启超还参与了悉尼保皇会为他二十九岁生辰举办的庆贺活动。1901年3月16
日，即农历正月廿六日，适逢梁氏生日，悉尼保皇会为其设宴庆贺。《东华新报》作了如下报导：

昨正月廿六日，为梁卓如先生悬弧令旦。是日三点余钟，本埠保皇会同志设宴于东华新

馆楼上，以贺先生。与会者二十余人，各举杯觞为先生献寿。先生欣然道谢焉。酒致数巡，

先生与诸同志共祝光绪皇上早日复辟，施行新政。众同志又举杯恭祝先生荷天之庥，风云有

会，翌戴圣明，为我中国四万万同胞之民造福于绵远。合口同声，欢腾满座。于是飞觞复饮，

觥筹交错，兴高采烈，热闹非常。筵宴既毕，在座诸人合抒议论，畅谈中外事务，以希我国朝

野升平，君民同乐云云。于此益见先生忠君爱国之心，实足兴起吾同胞不鲜也。当斯笑语一

堂，不竟夜景多添，钟鸣九点矣。爰有同志为奏琴曲数终，极欢而罢。伏思先生春秋二十九

度，年富力强，将来置身廊庙，光于邦家，吾同志之所以期望先生，其前程正未可限量。然则

今此之樽开北海，寿上南山者，亦不过尽其诚敬，略表区区之葵忱而已。执笔人忝侍先生，欣

忭不已，爰藉管城子而乐纪之。[2]

稍后，《东华新报》还刊载梁氏二十八岁小像，并附以像赞。像的右边是：“天生俊杰，拔萃超常，学

问渊海，才德珪璋，君国筹救，民权扩张，志节耿介，文采飞扬。”像的左边是：“荦荦名世，誉播万方，经

纶雷雨，应运斯臧，仰瞻颜色，邦家之光，猗欤休哉，同胞不忘。”[3]

梁启超还与一些通文墨的华侨朋友相互赠和诗词，以表深情厚意。梁启超在澳期间撰写的诗章，

大多发表在《东华新报》，《饮冰室文集》也有收录。诗篇有《铁血》一首，《留别澳洲诸同志》六首，《将去

澳洲留别陈寿》二律，《赠别郑秋蕃兼谢惠画》古风一首。此外，郑氏赠画二幅，一为《飞鹰搏鸮图》，一

为《雪港归舟图》。悉尼保皇会总理吴济川《赠梁任公先生回国七律》四首，梁氏有和诗，载于《东华新

报》，但不见于《饮冰室文集》。报导梁氏访澳行踪的庞冠山，亦有《赠梁任公先生回国七律》二首。这

些诗词，多为盛赞友谊、鼓舞斗志之作，其具体内容，不一一抄录。

梁启超旅居悉尼期间的重要活动之一，是依据戊戌前后的历史以及国内外的时局，著书立说，深

入探讨未来维新救国的方略。这是梁氏访问澳洲的一大成果。关于梁启超在悉尼著书立说的情况，

《东华新报》载有“孝廉著书”的专题报导，其全文如下：

梁孝廉卓如先生，抱命世之奇才，感宗邦之危局。自昔开创《时务报》于上海，掌教时务

学堂于湖南，著书立说，大声疾呼，希能鼓舞士气，启迪民智，以跻世运于文明，而救国家之倾

覆。朝野士大夫莫不翕然从风，奉其言论为矜式。戊戌之岁，皇上变法，擢先生为懋勤殿顾

问，以资理新政。海外下士窃喜先生之声望益彰，经纶克展，足以开人智慧，致国富强兵。不

意政变祸作，党狱大兴。先生以孜孜辅政之心，忽变为惶惶逃命之境。其遇困，其志苦矣。

先生愤贼臣之飞扬，悯皇上之幽废，乃在日本创报馆、开学校、倡孔教，痛陈奸党之构祸，慨言

[1]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61-262页。

[2]《东华新报》1901年3月20日。

[3]《东华新报》1901年4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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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局之艰危，发明圣经之精义。使薄海臣民，咸晓然于君父之明圣、朝野之得失、中外之利

害，发动公愤，激励忠爱，以行其所以救君救国、保种保教之义务。先生之道范行谊，所以感

人天性者，久已闻风仰慕矣。去冬，先生之来游澳洲，所到诸埠，中西人士亲其言论风采，多

观感而兴起者。第以僻壤遐陬，不能遍行游历，爰在本埠著《中国近代十年史论》一书，以扩

充同胞之见识。该书条目分作十六章。第一章积弱溯源论；第二章日本战祸记；第三章列强

染指记；第四章新党萌芽记；第五章今上百日维新记；第六章后党篡权记；第七章伪嗣公愤

记；第八章后党通匪召敌记；第九章万乘蒙尘记；第十章东三省沦亡记；第十一章疆臣误国

记；第十二章列强政略记；第十三章帝后实录及人物小传；第十四章琐闻零拾；第十五章十年

来大事表；第十六章中国起衰策。此书合约二十万字。原欲在本报排印成书，分售众梓友观

览。嗣因本馆字粒不能足用，今只排《积弱溯源论》一篇而已。此篇已有二万字，现拟将此刻

成一小本，发售远近，以供先睹为快。俟印成，当另布告，以便诸君购览也。其余十五篇，必

待先生附往横滨，汇印全书，然后寄来发售焉。[1]

梁氏之所以居留悉尼著书立论，不再外出访问，与以上报导的情况是有不符之处的。其一，他不

是因“僻壤遐陬，不能遍行游历”，而是利用这段时间，对域外所见所闻所感进行整理，结合此前改革经

历，深入思考，探索维新救国的根本方略。实际上，对于向澳洲华侨筹款以保皇救国的做法，梁启超这

时已持冷淡的态度，所以澳洲北部昆士兰省所属之布利士彬（Brisbane）、洛金顿（Rockhampton）、汤士

威炉（Twansville）及珍珠岛（Thursday Island）等埠请梁氏访问，他只派鲍炽前往。梁氏东返时，船抵珍

珠岛，有梓友多名到船与梁相会，且坚意欢迎上岸开保皇会，梁启超鉴其诚，特以“要事在身”，命鲍君

登岸，与之协办保皇会事宜[2]。这表明，梁启超已不热衷于在澳洲华侨社会中组建保皇会和进行募捐

的事宜了。

其二，梁启超在悉尼埠并没有写出一部十六章、计有二十万字的《中国近代十年史论》，只是写完

了其中的第一章《中国积弱溯源论》，二万余字。据《东华新报》报导，梁氏曾在该报馆楼上，“取是书逐

节而演说之，同志诸人列座环听。其书中征引典故，考论得失，先生不惜苦口，斤斤而道，缕析条分，发

明义理，使各人咸晓然于中国积弱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3]

后来，《东华新报》于5月11日、5月15日、5月29日、6月13日、6月29日，连续五次登载《新书出

售》广告：

梁公孝廉任公新著《中国近代十年史论》，初由本馆承印，其目录由积弱溯源至中国起衰

策，总共十六章，嗣因本馆字粒不足，仅将第一章排印成本，其余改送日本印办。然此一章已

有二万字，才思纵横，言论警切，诚足开人智慧，发人深省也。今由本馆发售，每本价银一司

令，远出加费一毫。诸君欲购阅，仰祈达函为荷。本馆敬启。

我们在澳洲各大图书馆都没有找到这个印本，原因可能是当时订购者太少，或是因该报馆字粒不

足，实际上没有印出此书发售。梁氏的《中国积弱溯源论》，最终还是发表于他在日本横滨主办的《清

议报》[4]，后收入《饮冰室文集》第二册。

《中国积弱溯源论》是梁启超在澳洲深入思考、探索中国积贫积弱遭受外国列强侵略根源，进而

谋求救国之策的重要文章。梁氏在文章一开头就指出：“中国之弱，至今日而极矣。居今日而懵然

[1]《东华新报》1901年3月13日。

[2]《东华新报》1901年5月29日。

[3]《东华新报》1901年4月17日。

[4]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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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中国之弱者，可谓无脑筋之人也。居今日而恝然不思救国之弱者，可谓无血性之人也。乃或虽

略知之而不察其所以积弱之原，则亦虽欲救之而不得所以为救之道。”犹如庸医不察患者之病源，就

不能对症下药而救治之。“处今日危急存亡之间不容发之顷，而犹出庸医之伎俩……药不对症，一误

再误，而终断送我国于印度、埃及、土耳其之乡也。”因此，梁氏认为应“取中国病源之繁杂而深远者，

一一论列之，疏通之，证明之”，“按脉论而投良药”，“今虽瞑眩，后必有廖”[1]。 他在这篇文章里，依

据中国历史和现实状况，运用西方资产阶级的国家学说、政治学说和天赋人权等理论，对中国积弱

之源作了认真的考察。

梁氏的文章从积弱之源于理想者、积弱之源于风俗者、积弱之源于政术者、积弱之源于近事者四

个方面展开论述，篇幅有二万多字，这里只能将其论点作简要介绍。[2]

1. 积弱之源于理想者。梁氏认为，国家强弱以其国民之志趣品格为差，中国人爱国之心薄弱，实

为积弱之最大根源。一曰不知国家与天下之差别。视吾国之外无他国，骄傲而不愿与他国交通，怯懦

而不欲与他国争竞。二曰不知国家与朝廷之界限。数千年误认朝廷为国家，而不知国家是全国人之

公产，朝廷是帝王一姓之私业。三曰不知国家与国民之关系。国家积民而成，国家之主人为一国之

民。西国常言，君与官为国民之公仆。中国则数千年之民贼既攘国家为己之私产，有国者仅一家之

人，其余则皆奴隶。以上三者，实为中国弊端之端、病源之源。欲救中国，必从此处拔本塞源，变数千

年之学说，改四百兆之脑质。

2. 积弱之源于风俗者，其荦荦大端如下：一曰奴性。数千年民贼以奴隶视吾民，吾民以奴隶自居，

忍气吞声，视为固然。有如此性，有如此民，匪敌亡载，惟我自沦。二曰愚昧。四万万人中，能识字者

殆不满二千万人；能知政学之本源，考人群之条理，而求富强吾国进化吾种之道者，殆不满百数十人。

三曰为我。中国人心目中有一身之我，不有一群之我，不知群为何物何义，以此立于人群角逐之世界，

无以自存。四曰好伪。无论何人，无论何事，无论何地，无论何时，而皆以一伪字行之，持一伪字以相

往来，成一虚伪泡幻之国。本则先拨，虽无外侮之来，亦岂能立于天地间。五曰怯懦。欧日尚武，中国

右文，以冒险为大戒，以柔弱为善人，将使四万万国民成柔脆无骨之人。六曰无动。以安静、持重、老

成为誉人之词；以轻进、喜事、纷更为贬人之词，务使全国之人如木偶枯骨，中国竟长此而终古。

3. 积弱之源于政术者。数千年民贼既以国家为彼一姓之私产，于是凡百经营，凡百措置，皆为保

护已有之私产而设。彼民贼所施政术，无一不为制原主人永不能复起，而私产乃如盘石而无所患为

鹄。其要领有三：曰愚其民，柔其民，涣其民。其持术有四：曰驯之之术，即束缚其思想，使人失其本

性，而后就我范围；曰 之之术，即以官阶之高下、禄俸之多寡 民，使臣僚各竞于其职，孜孜莫敢怠；

曰役之之术，即以君主一人操纵群臣，驾驭举国之官吏，令其变成无脑之机器死物；曰监之之术，以官

兵法律为监民之工具，国民之思想自由、信教自由、集会自由、言论自由、行动自由，皆一一严监而紧缚

之，使贤智无所容其发愤，桀黠无所容其跳梁，仍入于奴隶之队中。

4. 积弱之源于近事者。满清入主中夏以来，旧病未去，新病复来。其一为顺治康熙世代，以数十

万满洲人驭数万万汉人。因满汉分界，国民互相猜忌。困于满汉界限之见，急于为满洲朝廷计利益，

而未暇为中国国民谋进步。其二为乾隆时代，不用其才为我中国开文明政体之先河，反为中国作专制

政体之结局，以操纵群臣、愚柔士民为生平第一得意事业，君权之盛至于极，国权之替亦以开。其三为

咸丰同治时代，洪杨之难既作，复为英法联军所迫，创巨痛深，无以复加。曾左李诸人，能为国家定乱，

[1]《中国积弱溯源论》，《饮冰室文集之五》，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12、14页。

[2]全文见《饮冰室文集之五》，第12-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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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起中国积弱之病，仍出其数千年驯民 民役民监民之手段，精益求精，窒中国图强之机。其四则

最近时代，今上皇帝忘身舍位，毅然为中国开数千年未有之民权，非徒为民权，抑亦为国权也。然那拉

氏垂帘三次，前后三十余年，视中国四百兆之黎庶为草芥，视大清二百年之社稷如秦越，中国之一线生

机，芟夷斩伐而靡有孑遗。

梁氏通过具体的考察，确证中国之病根在于君主专制统治，造成国民愚昧，民智低下，国家面临危

亡。由此，梁氏之救国方略，就必须批判专制统治，开民智，鼓民力，以废除专制政体，实行西方式的民

主政治。这是梁启超访澳的一大成果，也是他日后一段时间里的行动指南。

四、梁氏思想的变化

学术界多认为，梁启超的思想，在戊戌时期基本上追随着康有为，他为变法摇旗呐喊，“无一字不

出于南海”。但亡命日本后，特别是在1901年访问澳洲后期，写出《中国积弱溯源论》，找到中国积弱

之病根，明确救国方略之后，他的思想就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为了实行他的救国方略，梁启超怀着急切的心情，于1901年5月2日（农历四月十四日）由悉尼乘

轮东返。他在轮船上还赋诗《海行杂兴》四首[1]，其中两首云：

长途短发两萧森，独自凭栏独自吟。日出见鸥知岛近，宵分闻雨感秋深。[2]

乘桴岂是先生志，衔石应怜后死心。姹女不知家国恨，更弹汉曲入胡琴。

苦吟兀兀成何事，永夜迢迢无限情。万壑鱼龙风在下，一天云锦月初生。

人歌人哭兴亡感，潮长潮平日夜声。大愿未酬时易逝，抚膺危坐涕纵横。

这几首诗表明，梁启超在离别澳洲时，仍念念不忘其维新救国大愿未酬，因而涕泪纵横。所以，当

他乘坐的轮船抵达东海岸的珍珠岛时，许多华侨梓友登船，坚意欢迎他上岸开保皇会，他特以“要事在

身”，没有登岸即匆匆启航告别。他的“要事”，就是尽快实行救国方略。

大约经过一个月的旅行之后，梁启超终于安全返回日本，受到热烈欢迎。有关梁启超回到日本的

情况，在他致澳洲保皇会同志的信中说得很具体：

澳洲保皇会列位同志义兄鉴：握别以来，忽忽月余矣。五月廿九号舟抵长崎，三十一号

舟抵神户，皆登岸半日，与各同志相见。日本各新闻纸，已纷纷记弟行踪路线不绝。三十一

号，弟即火车入东京，日本诸友及各学生皆迎于车站，横滨诸同志亦有来京相见者。六月二

号，横滨诸同志开一欢迎会，请弟与罗昌为洗尘之宴。是日九点钟，弟由东京出横滨，下午一

点钟在会所演说，集者四五百人。主席冯君紫珊先述欢迎之意，请弟开演，言及到上海一礼

拜入虎口而不死，则同人皆欢慰；言及汉难诸君之惨烈，则同人皆为愤为动；言及到澳洲以来

各埠同志之热心忠爱，又推其爱国之心以爱及小弟，情意之厚，礼貌之隆，则同人皆油然而生

亲爱之心，悦如与澳洲诸同志相晤对；末复论及现时中国之情形及弟最近之意见，则同人皆

深表同情，愿相与勠力，成始成终。计演说凡两点半钟之久，冯君复将澳洲各会所赠宝星遍

示同人，始散会。

后稍歇息，各同志纷纷问行踪安否，几有应接不暇之势。五点钟就宴于聘珍楼，集者百

余人。计是日距弟在雪梨赴饯别会之会恰满一月，而其盛会亦不相上下。南北数万里间，而

[1]梁氏《海行杂兴》四首，原载《东华新报》1901年5月29日，收入《饮冰室文集之四十五》第15页，并改名为《澳亚归

舟杂兴》。

[2]原注：归时三四月之交，实南半球之秋末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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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声相应，若合符节，岂非合群之大效耶！席间，冯君紫珊先起演说，次郑君席儒演说，以次

演说者十余人。或言内地之情势，或演吾党之责任，或论扩充东京学校培养人才之要，或谈

开设大译书局广开风气之益，学谈雄辩，美不胜收。弟与滨中诸同志相别一年有余，觉其见

识议论比前者大有进步，尤使弟喜跃不胜者也。弟以东京事务纷繁，故翌日即由滨返京，而

滨中同志相爱殊甚，纷纷招宴，乃于六月六号，复出滨住数日，我同志之厚情深爱，历久弥新，

真使人感谢不尽也。自到日本十日，日日接见宾客，几无一刻之暇，日本友人及留学东学生

来相见者络绎不绝。最可喜者，张之洞撤回学生之议，后为日本政府所坚持不许撤回，仍勒

令供其学费，张不得不从。现被撤者不过七八人耳，故伺候负担可以稍轻。又弟前年与诸同

志在东京所创设高等学校，改名东亚学校，现建筑校舍已落成，规模极为完整，深可喜慰。然

经费所缺甚多，现每月尚须另筹二百余金，乃敷开销。加以内地各寒士有志者，纷纷东来求

学，每月来者殆三四十人。其大率皆聪明特达之士，然大半不能自备学费者，若能筹有巨款，

将此学校扩充之，大养各省之少年奇士，则将来扶持国脉，皆于此是赖矣。读杜工部“安得广

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之句，不禁为之翘然高望，穆然神往也。此请义安。

会小弟梁启超顿首，六月十三日。[1]

为了实行维新救国之策，梁启超回到日本后，即以他们所办的学校和刊物为阵地，对专制政治、对

清廷和西太后等进行不遗余力的猛烈批判，甚至主张以“破坏主义”手段来救国保种。他在东京高等

大同学校讲演时说：“今日之中国，又积数千年之沉疴，合四百兆之痼疾，盘据膏肓，命在旦夕者也。非

去其病，则一切调摄滋补荣卫之术，皆无所用。故破坏之药，遂成为今日第一要件，遂成为今日第一美

德！……破坏主义者，实冲破文明进步之阻力，扫荡魑魅魍魉之巢穴，而救国救种下手之第一著也。”[2]

他在《拟讨专制政体檄》中写道：“起起起，我新中国之青年！我辈实不可复生息于专制政体之下！专

制政体者，我辈之公敌也，大仇也，有专制则无我辈，有我辈则无专制。我不愿与之共立，我宁愿与之

偕亡！使我数千年历史以脓血充塞者谁乎？专制政体也。使我数万里土地为虎狼窟穴者谁乎？专制

政体也。使我数百兆人民向地狱过活者谁乎？专制政体也。……专制政体在之今日，有百害而无一

利！我辈若犹?然恭然，与之并立于天地，上之无以对我祖宗，中之无以对我自己，下之无以对子孙。

我辈今日组织大军，牺牲生命，誓剪灭此而后朝食。”[3]梁启超的政治观点变得如此激进，受到康有为的

责难，他却用日本人吉田松荫和意大利人加富尔的例子来表明自己的心志，表彰他们为“善变的豪

杰”，称“其方法虽变，然其所以爱国者未尝变也。……大丈夫行事磊磊落落，行吾心之所志，必求至而

后已。”[4]

1901年底，《清议报》报馆因失火焚毁，次年2月8日，梁启超创办了《新民丛报》。该报创刊号宣

示三条宗旨：

（一）本报取《大学》新民之义，以为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中国所以不振，由于国

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故本报专对此病而药治之。务采合中西道德，以为德育之方针，广罗

政学理论，以为智育之本原。（二）本报以教育为主脑，以政论为附从，但今日世界所趋重者在

国家主义之教育，故于政治亦不得不详，惟所论务在养吾人国家思想，故于目前政府一二事

之得失，不暇沾沾词费也。（三）本报为吾国前途起见，一以国民公利公益为目的，持论务极公

[1]《东华新报》1901年7月27日。

[2]《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饮冰室文集之五》，第50页。

[3]李华兴、吴嘉勋编：《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80页。

[4]《自由书·善变之豪杰》，《饮冰室文集之二》，第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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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不偏于一党派，不为灌夫骂坐之语，以败坏中国者，咎非专在一人也。不为危险激烈之

言，以导中国进步当以渐也。[1]

《新民丛报》每月一日、十五日发行，设有政治、时局、论说、法律等25个专栏，内容新颖广泛，文字

生动活泼，一册在手，获益无穷。该报出版后，一时供不应求。梁启超在致康有为的信说，该报“销场

之旺，真不可思议，每月增加一千，现已五千矣，似比前此《时务》，尚有过之无不及也。”[2]1903年又增

至9000份，后又达到1.4万多份，仅国内就有发行点97个，遍布49个县市，西南、西北、东北等边远地

区，都有人在传阅《新民丛报》[3]。 梁启超为《新民丛报》撰稿不遗余力，1902年即撰写了《论新民为中

国今日第一急务》《释新民之义》《就优胜劣败之理以证新民之结果而论及取法之所宜》《论公德》《论国

家思想》《论进取冒险》《论权利思想》《论自由》《论自治》《论进步》《论自尊》《论合群》《论生利分利》《论

力》等十篇文字。梁启超后来回忆说，“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国

人竞喜读之，清廷虽严禁不能遏，每一册出，内地翻刻本辄十数”[4]。

《新民丛报》办得如此成功，梁启超的文章获得如此高的评价，原因首先在于，梁启超具有深厚的

文化根底和丰富广博的新学（西学）知识。亡命日本后，他用不到一年的时间学会了日文，阅读了日本

翻译的大量的西学著作，尤其是有关政治学、经济学、哲学、社会学、法学的名著，皆开民智、强国基之

学。他自己说：“自居东以来，广搜日本书而读之，若行山阴道上，应接不暇，脑质为之改易，思想言论

与前者若出两人。”[5]其次，他具有敏锐的思维洞察力，针对中国现实的问题和人民群众尤其是知识界

的需求，他能够用世界最新的知识和压倒一切的论证能力，出一言发一论，必使国人赞不绝口。加之

他自创一种通俗易懂的新文体，文字流畅，感情洋溢，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受到广大青年读者的热烈欢

迎。胡适后来回忆说：“梁先生的文章，明白晓畅之中，带着浓挚的热情，使读的人不能不跟着他走，不

能不跟着他想。”[6]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科举制的废除和新式学堂的兴办，中国产生了一大批资产阶级、小资产

阶级知识分子群，他们不满清廷的专制统治，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在“国将不国”的危境中，他

们忧国忧民，上下求索，寻找救国真理。他们向往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希望废除专制统治，建立

一个民主、独立、富强的新中国。他们通过《新民丛报》等报刊读到梁启超一系列政论性文章，深受启

发教育。虽然梁启超自己没有走上革命道路，但这批青年在他的思想启蒙教育之下，不少人投入革命

运动，有的还成为中坚力量，这是梁启超没有料想到的。

〔责任编辑：史拴拴〕

[1]《本报告白》，《新民丛报》第1号，1902年2月8日，第1页。

[2][4]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72页，第273-274页。

[3]李喜所、元青：《梁启超传》，〔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3页。

[5]《新大陆游记节录·附录二夏威夷游记》，《饮冰室文集之二十二》，第186页。

[6]胡适：《四十自述》，〔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3年版，第49页。

1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