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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前孙中山联络洪门原因浅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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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前的革命活动中 非常重视联络国内外洪门会党 他联络国内洪门进行多次武装起

义 造成风云激荡的革命形势 对国外洪门的联络 使得华侨地区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策源地 革命经费

的主要来源地 这在一定程度上 造就了孙中山独特的革命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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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ring the revolutionary activities before the Revolution of 1911,Sun Zhong Shan had much attention to

the contact with the Hong Men Party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Many armed uprisings were held that made the

revolutionary situation surging forward. The contact with the foreign Hong Men Party made the area of overseas

Chinese become the source of buorgeois democratic revolution and the main source of revolutionary funds. That

created Sun Zhong Shan's revolution career to some ex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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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前的革命活动中 非常重视联络国

内外洪门会党 这也可视为其革命生涯的一个特色 作为

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 资产阶级的杰出代表 饱受西式

教育的革命知识分子 孙中山为何把注意力 有时甚至大

部分精力投向带有浓厚封建和神秘色彩的秘密社会组织

洪门会党 本文试作一简要分析

一

孙中山出身于广东省香山县翠亨村一贫苦农民家庭

少年时代 便广泛接触农村的劳动群众 亲身参加过农业

劳动 对下层的艰苦生活有很深刻的体验 正如孙中山后

来所言 农家子也 生于畎亩久 早知稼穑之艰难 [1] P25

他听过代表农民利益的太平天国英雄的事迹 对下层群众

的武装反抗斗争表现出一种崇拜心理 当时翠亨附近石门

坑等村都设有三合会武馆 他常偕同学前往观看练武 在

广州博济医院南华医校读书时 他和惠州会党首领之一郑

士良交往甚密 及交愈稔 始悉彼为三点会头目之一

于是赖以得知中国向来秘密结社之内容 大得为予实行参

考之材料 [1] P584 了解了广东会党的反清斗争传统 并

将郑氏引为 肱股 直言与郑 很称莫逆 [2] P23 光绪

十六年 孙中山游广州观音山三元宫时 放言造反 在该

宫潜修的郑安特向他详述会党的组织宗旨及各地会党分布

地址 孙中山的家庭境遇和早期经历 使他能在思想上和

情感上给处在下层社会的洪门会党以认同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中国 处于危难之中  1894 年

孙中山在檀香山建立了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小团体 兴

中会 开始走上反清革命斗争的道路 当时清政府虽然日

益腐败没落 可仍掌握着上百万的军队 控制着中央政权

具有相当大的势力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

要武装反清 必须寻求革命事业的支持者 尤其要有一支

能为自己利益冲锋陷阵的武装力量

长期以来 史学界在论及辛亥革命失败原因时 以马

列主义及我们党的革命经验作标准 经常抱怨以孙中山为

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没有深入农村 发动农民起来进

行革命斗争 没有和农民建立强大的联盟 应该看到 孙

中山自 1895 年广州起义失败被清政府通缉而流亡海外起

直至 1911 年武昌起义胜利后回国 孙中山几乎没有踏上国

土 因而也谈不上深入农村 发动和组织农民了 并且这

一时期中国社会底层广大农村居民对外来压迫的反抗和内

在的危机感并不强烈 加上传统观念的束缚 他们更加循

规蹈矩 不敢越雷池一步 要发动他们起来斗争 努力激

发他们的反抗意识 发动者本身也要具备一定的实力 这

决不是一朝一夕 一言一行能够收效的 而当时的民族危

机 国家灾难不容许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有太多的

等待 理智的权衡和迟缓的行动 作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

力量极其微弱 本身和封建势力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他

们宁愿依靠封建官府而不愿依靠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

级革命党人来发展和保护自己的经济 事实上 整个辛亥

革命时期 作为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者孙中山和国内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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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基本上如油水一样相隔 这样 人数众多 又相对有

一定组织 不断进行反清斗争的洪门会党自然纳入了孙中

山的视野

洪门会党 是中国秘密社会一大系统组织 三点会及

流行于广东的三合会都属其支派 孙中山曾论及洪门的起

源问题 洪门者 创设于明朝遗老 起于康熙时代 盖

康熙以前 明朝之忠臣烈士 多欲力图恢愎 誓不臣清

舍生赴义 屡起屡蹶 与虏拼命 然卒不救明朝之亡

迨康熙之世 清势已盛 而明朝之忠烈亦死亡殆尽 二

三遗者 见大势已去 无可挽回 乃欲以民族主义之根

苗 流传后代 故以反清复明之宗旨 结为团体 以待

后有起者 可供为资助也 此殆洪门创设之本意也 [3]

P170-171 这里 我们且不论孙中山的阐述与洪门的实际根

源是否相符 但至少代表了孙中山对洪门的认识 洪门打

着 反清复明 的旗帜 使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感觉到洪门

的宗旨与他们的 驱除鞑虏 恢复中华 的民族主义相一

致 洪门宗旨 与无党主义无殊 具有同一排满守旨 [4]

P227 孙中山还宣称 会党本是民族主义的遗产 所

以教同志们赶紧加以整理和指导 [5] 革命与洪门 志

同道合 声应气求 合力举义 [1] P271 宗旨的相似

奠定了孙中山联络会党的思想基础 使他认识到能和会党

建立反清联盟 故予先从联络会党入手 [6] P25

19 世纪末 随着中国社会的动荡不安 会党势力飞速

发展 会党组织已遍布全国 为了生存 他们不断掀起反对

封建官府的斗争 并且地区组织间逐渐联合 有的地区斗争

已连成一片 遍布广东的三合会 孙中山认为其具有强大势

力 他曾讲到 潮 嘉 惠三府 其人民十居八九已加入反

清复明之会 其人亦最强悍 官府不敢究之 并且 一月之

内可集山林剽悍之徒三 四十万 [1] P183 同时孙中山在从

事革命活动时 内地之人 其闻革命排满之言 不以为怪

者 只有会党中人耳 自己先前倡导民族主义时 共鸣

者仅会党而已 中流以上者寥寥无几 [7] P223 国内存在着

这样强大的武装力量 并且其对自己的革命言行不以为怪

于是孙中山把会党视为可以利用和凭借的现成组织 看作进

行反清革命行动的同盟军和依靠力量 便把力量集中到联络

会党方面来

辛亥革命前 孙中山领导的乙未广州起义和庚子惠州

起义 上至将帅 下至士卒 咸以会党为主力 [8] 广州

起义失败后 牺牲者皆为洪门中人 [9] 在起义中 洪门会

党的勇猛敢斗精神进一步加强了孙中山联络洪门的决心

同盟会成立后 会党更是与资产阶级革命派站在一起 积

极投身到革命党人发动的武装起义之中 孙中山直接或间

接领导的钦廉潮惠起义 镇南关 钦州上思 河口之役等武

装革命斗争都有会党参加 但这几次起义失败后 胡汉民等

认为会党首领不足为依靠 其会众乃乌合之众 不足持为革

命力量 应注全力于正式军队 孙中山也曾抱怨 会党皆知

识薄弱 团体散漫 凭藉全无 只能望之响应 不能用为原

动力 [10] P3 但他又说 会党性质 我固知之 其战斗自

不如军队 然军中人辄患持重 故不能不以会党发难 诸

役虽无成 然影响已不细 今后军队必能继起 吾人对革

命之一切失败 皆一切成功之种子也 [11] 孙中山能够以

伟大革命家的眼光和气度来辩证看待会党在革命中的作

用 1908 年以后 孙中山等革命党人虽转向以发动新军起

义为重点 但仍积极联络会党以配合新军行动 如广州新

军起义 黄花岗起义等 莫不如此

二

孙中山曾多次高度评价海外华侨 各埠华侨 即捐

巨资以为军饷 而回国效命决死 以为党军模范者 复径

相接 其坚忍勇往之忱 诚不可得也 [12]又云 慷慨助

饷 多为华侨 热心宣传 多为学界 冲锋陷阵 则在新

军与会党 [13] P40 甚至说 华侨为革命之母 实际情

况确是如此 海外华侨与孙中山的革命事业紧密相连 在

一定程度上说 没有华侨的支持 就没有孙中山的革命事

业 同时也可以说 如果没有孙中山对海外洪门的联络

也就没有华侨的强力支持 孙中山对洪门的联络主要在美

洲

辛亥革命前 世界各地华侨大约有五 六百万人 其

中大多数集中在南洋一带和美洲 洪门组织在这些地区也

很普遍 并且在当地华人社会中拥有很大的势力 为生存

自卫 参加洪门组织的华侨也相当多 据 1907 年统计 美

洲华侨有 272829 人 而 华侨名列会籍者十之八九 [14]

P138 美州洪门组织在辛亥革命前有 致公堂 秉公

堂 萃华堂 端瑞堂 等几十个山堂 其中 势力至

大 人才至众 章程至善 财力最厚 之大会堂为 致公

堂 海外洪门和内陆洪门会党有一定历史渊源 在形式上

基本一致 具有团结互助之凝聚力 恪守着 反清复明

的宗旨

孙中山作为一个华侨子弟 经历了长期的海外革命活

动 他深知华侨在人力 物力 财力上所蕴藏的巨大力量

如果把华侨的力量与推翻清王朝封建专制统治 建立资产

阶级民主共和国的事业联系起来 革命的队伍和物质力量

就能充实和壮大起来 革命成功就会大有希望 所以孙中

山革命早期就在华侨中积极从事革命的组织与宣传 然而

许多华侨对孙中山的革命宣传或躲避 或置之不理 劝

者谆谆 听者终归藐藐 欢迎革命主义者 每埠不过数人

或十余人而已 [15] P5 同时保皇党人在南洋 美洲地区

也大肆活动 梁启超等人甚至加入了洪门 得到很多华侨

的拥护 孙中山的革命活动阻力很大 针对华侨中洪门力

量强大的状况 他决定以洪门为突破口 寻求洪门支持

如不动员洪门 要发动华侨参加革命几乎是不可能的 而

洪门帮规 洪门只接受帮内人领导 于是 1904 年 孙中

山经洪门前辈钟水养介绍 在檀香山加入致公堂 任职 洪

棍 元帅 这样 孙中山以其灵活的革命策略 以加入

洪门为契机 为其在海外从事革命活动打开了一个新局面

孙中山加入洪门组织后 在美洲致公堂大佬黄三德等

人的支持下 改组洪门的报刊 夺回被保皇党派所把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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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公党喉舌 大同日报 的大权 由革命知识分子刘成任

该报主笔 与保皇派展开论战 为革命造舆论 印刷邹容

的 革命军 11000 册 分寄美洲及南洋各地侨胞 广为

宣传 全美华侨得此有力宣传品之启导 不乃半载 知

识为之大进 [16] P105-106 为将洪门致公堂逐步纳入资产

阶级民主革命轨道 孙中山倡导在美洲进行洪门总注册

重新修订了致公堂章程 新章程提出 本堂以驱除鞑虏 恢

复中华 创立民国 平均地权为宗旨 与孙中山创立的兴

中会的纲领完全一致 这成为致公堂在政治上的飞跃 使

得海外洪门变为辛亥革命的重要依靠力量

1905 年 8 月 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 1907 年 1910

年相继在美洲纽约 芝加哥 旧金山等地建立同盟会分会

为了便于公开进行革命活动 进一步把致公堂改造为革命

组织 1911 年 孙中山在旧金山建议同盟会员一律加入致

公堂 并决定同盟会与美洲致公堂合并 征得黄三德等人

的同意后 双方刊登联合布告 以示合作 致公堂刊登的

布告称 孙文大哥痛祖国沉沦 抱革命真理 遍游五洲

驾抵金山 与众兄聚集 倡议与同盟会联合 结成大团体

匡扶革命事业 同盟会会员热心祖国 全体共认 其未进

洪门者 一律入围 联成一气 本总堂叔父 大佬 义兄等

备极欢迎 开特别欢迎之礼 以示优遇 尽释门户之见 冀

将来光复之伟业 扫虏廷专制恶毒 复汉家自由幸福 仰我

洪门人士 一体知悉 须知招纳天下英才 乃本堂主义 特

此布告 统为鉴照 天运辛亥年五月二十二日 美洲大埠致

公总堂启 同盟会与美洲致公堂的合并 使得美洲华侨社会

的革命形势顿为改观 冯自由后来回忆 孙中山此举实为 联

络同志 厚植势力计 同时也可为孙中山的筹款活动提供了

更加有利的条件

在孙中山的革命生涯中 为开展革命而进行的筹款活

动占据重要的地位 是其革命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无论

是发动武装起义 还是进行革命的组织和宣传 都需要足

够的资金 对此 孙中山有深刻的体会 他多次强调经费

之接济关系到 事之成败 功之迟速 [17] 历次起义之志

以失败 都和 财力之不逮 [18]有关 广州新军起义失败

后 孙中山致赵公壁书说 此次事之不成 不过差五千之

款 [19] P312 黄花岗起义失败后 他致谢秋函又说 近日

省城之事告败 其原因皆金钱之不足 [19]显然这过分夸大

了金钱的作用 但多次起义的失败 与经费不足密切相关

是勿庸置疑的 并且革命经费不足也使革命党人多次失去

举事的大好机会 1909 年 孙中山给缅甸同盟会负责人庄

银安信中说 吾人不能乘时而起者 只以财政困难 无以

解决 故每每坐失良机 殊甚痛惜 甚至说 今日之急

以在外洋运动款项为第一要义 [20]为此 孙中山在海外进

行了大规模的筹款活动 尽可能给革命斗争提供资助

在孙中山的筹划款活动中 海外洪门起了非常重要的

作用 1904 年 在改组美洲致公堂时 他就强调美洲洪门人

士众多 仅注册费一项 即可得美金 二十万元以上 若发

动起来 将 为祖国之助 [21] P56 黄花岗起义前夕 他到美

洲募捐 温哥华致公堂 以应祖国大举 捐港币一万元 加

拿大致公总堂将维多利亚致公总堂的公产抵押 得一万元

全部捐助革命 美洲中国同盟会和致公堂联合后 孙中山提

议在旧金山设立洪门筹饷 筹饷局通过发行债券 动员洪门

组织和华侨捐款 为革命筹措了大批资金 武昌起义爆发时

致公堂仍在为革命党人汇款 10 月 15 日 黄三德致函孙中山

报告汇给革命军二万元 27 日 报告汇款八万元港银  [22] P50-51

1911 年革命后 孙中山拟回国领导革命 苦于无资 无法就

道 经美洲洪门致公堂资助 才得以成行

三

孙中山为了民主革命事业 积极联络国内外洪门会党

他联络国内洪门进行武装起义 造成风云激荡的革命形势

削弱着清王朝统治基础 对国外洪门的联络 使得华侨地

区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策源地 革命经费的主要来源地

这充分显示出孙中山联络员国内外洪门的重要意义 在一

定程度上 也造就了孙中山独特的革命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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