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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在探索中国政治模式的过程中，曾提出或尝试了多种政治模式。民国初年，

他效法英美，尝试两党政治模式；尝试失败后，他提出 “以党治国”模式，并仿效苏

俄，积极付诸实践。事实上，在孙中山设计的理想模式中，既不是英美的两党政治，也

不是苏俄的“一党治国”，而是“权能分开”的全民政治。 

孙中山对中国政治模式的每一个设想，都是为了在中国建立近代民主政治体系。作

为中国民主政治的探索者，他对中国政治体制所设想的每一个模式，无论是成功的，还

是失败的，都为后人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对他身后中国政治体制的发展产生了深

远的影响。  

 

广义上的政治模式，泛指政治体制。一定的政治模式，反映了一定的政治行为者和

政权的关系。 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在创建中华民国，促进中国民主政治发展

的过程中，曾对中国的政治模式进行了一定的理论探讨和实践活动。 考察孙中山对中

国政治模式的探索过程，将有助于我们对孙中山政治思想的深人研究，也将有助于我们

对中国现代政治体制的进一步认识。 

 

一、孙中山与民初两党政治的尝试 

孙中山对中国政治模式的探索和尝试开始于民国初年，是从他主张效法西方国家，

尝试两党政治开始的。 

两党政治，是近代西方国家盛行的一种政治模式，其含义是指势均力敌的两大政党，

通过控制议会多数席位和赢得选举的胜利，来实行轮流执政。试图仿效西方国家这种两

党政治模式，在中国确立近代意义的政治体制，是民初资产阶级党人的共同理想，也是

孙中山对中国政治模式实践的第一次尝试。 

从舆论宣传上讲，可以说孙中山是民初资产阶级党人中阐述两党政治理论最为详尽

的一位。在 1912－1913 年近一年的时间里，孙中山就两党政治问题发表了一系列演说

和文章，对两党政治的理论进行了详尽的论述。 

（一）孙中山阐明了两党政治的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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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认为，两党政治的最大长处，就在于能“互相更迭、互相监督”。1 他说： “凡

一党秉政，不能事事皆臻完善，必有在野党从旁观察，以监督其举动，可以随时指明”。
2 1913年他在为《国民月刊》所写的创刊词中，把两党政治的优越性则说得更为明了：

两党执政“轮流互易，国家之进步无穷，国民之幸福亦无穷焉’’。3 

（二）孙中山从理论上规划了中国两党政治的基本设想 

孙中山认为，中国的政党政治，应当仿效英美，具体设想是：（1）建立进步与保守

两党。他说： “国中政党，只当有进步、保守两派。”4 （2） 甲乙两党轮流执政。他

说： “甲党执政，则甲党以所持之政策，尽力施行之。而乙党在野，则立于监督者之

地位焉，有不善者则纠正之，其善者则更研究至善之政策，以图进步焉。数年之后，甲

党之政策既已实行，其善不善之效果亦已大著。而乙党所研究讨论之进步政策，能得大

多数国民之赞同也，于是乙党执政，以施行其政策，而甲党则退立于监督之地位。”5 

（三）孙中山阐述了实行两党政治的条件和方法 

孙中山认为，实行两党政治是有条件的：（1） 必须有健全的政党。他说： “欲求

有完全国家，必先有完全议院，必先有完全政党。”6 ，为此，他提出了必须以主义建党

的主张。（2） 必须形成两大政党对峙体系。他认为民初政党林立的局面不利于实行政

党政治。他说： “中国的党、社，已经太多。”7 为此，他提出了组建大党的主张。（3） 

必须学会党争。他认为两党政治“必赖有党争，始有进步。”8。为此，他要求党人必须

学会党争，提出“党争必有正当之方法，尤必具高尚之理由。”9 争斗的双方“或处于行

政地位，或处于监督地位，总以国利民福为前提。”10 

孙中山上述关于两党制的论述，其要点就是呼吁国人以英美为模式，在中国确立两

党轮流执政的政治体制。孙中山的理论，实际上也是西方政党政治理论在中国的翻版，

在当时的中国，只不过是一种脱离实际且富有学理的理想罢了。难得的是，孙中山与他

的伙伴一起，竟在这种理想指导下，对两党政治进行了大胆的尝试。如果稍稍整理一下

孙中山在民初的政治活动，我们就不难看出，他的主要活动，都与两党政治有关。我们

不妨选几例来说明。 

其一，按英美两党政治常例，两党政治离不开国会和议院。为此，1912年 1月，中

                                                        
1 孙中山：《在上海国民党茶话会的演说》，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

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三卷，中华书局 2011 年 5 月第 3 版，第 5 页。本

文所引《孙中山全集》均为中华书局 2011 年版，下略。 

2 孙中山：《在东京留日三团体欢迎会上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三卷，第 35 页。 

3 孙中山：《〈国民月刊〉出世辞》，《孙中山全集》第三卷，第 64 页。 

4 孙中山：《在烟台社会党、同盟会欢迎会上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 403 页。 

5 孙中山：《〈国民月刊〉出世辞》，《孙中山全集》第三卷，第 63－64 页。 

6 孙中山：《在北京共和党本部欢迎会上的演说》， 《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 440 页。 

7 孙中山：《中华民国》，《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 393 页。 
8
 孙中山：《在上海国民党茶话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三卷，第 5 页。 

9 孙中山：《在上海国民党茶话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三卷，第 5 页。 

10 孙中山：《在国民党成立大会上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 40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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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即提出了国会组织法大纲，决定仿行英美国家的两院制。孙中

山于下野之前，突击性地颁发了带有根本大法性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搭建了三权

分立的政治框架。 

其二，按英美两党政治，必须拥有两个对峙的大党。为此，当 1912 年 5 月梁启超

等人在上海率先纠合几个小党组建共和党后，孙中山与宋教仁等一起筹建大党，并于

1912 年 8 月 25 日，联合统一共和党等小党团，将同盟会公开组建为国民党，意在“使

国中，只存二党，以便政界竞争。”1 

其三，按英美两党政治常例，两党政治的主要内容就是组织政党进行竞选。为使新

成立的国民党在议会选举中获得多数席位，孙中山以国民党领袖身份，四处游说，鼓动

国民党人积极参加国会选举。即使在日本访问，孙中山也把宣传两党政治列为重要内容。

正是在孙中山等人的鼓动下，国民党顺利地赢得了第一届国会选举的胜利。在参、众两

院中，国民党分获 123、269个席位，成为国会第一大党。2 

孙中山获悉国民党国会选举的胜利后，异常兴奋。他在上海国民党人举行的茶话会

止，俨然以执政党的党魁宣布政见： “本党今既得占优胜地位，第一应研究者，即为

政党内阁问题。„„本党将来担任政治事业，实行本党之党纲，其他之在野党，则处于

监督地位。”3                    

孙中山天真地认为，一个以英美为模式的两党政治体制即将确立 。然而实践证明，

孙中山心中的理想不过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而已。当孙中山等人沉浸于国会竞选胜利

之时，一度曾经赞同共和的顽固势力的代表人物袁世凯，已开始了扼杀资产阶级党人政

治理想的活动。 

袁世凯先是指使亲信暗杀了一直奔波于国民党竞选第一线的宋教仁，给正在庆贺胜

利的国民党人，击了无情的一棍；随后，袁世凯故意违反两党政治常例，组织了进步党

内阁；4 最后，袁世凯则动用武力，操纵国会选举，使西方的议会政治模式，不得不沦

为中国专制强权的依附。 

面对袁世凯对资产阶级党人政治理想的践踏，孙中山虽组织党人进行了反袁的“二

次革命”，但最终也只是“有心杀贼，无力回天”，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袁世凯恃仗武力解

散了资产阶级辛辛苦苦组织起来的政党和被资产阶级党人奉之为神殿的国会。1914年 1

月 10日，国会的解散，标志着孙中山等人尝试西方两党政治的失败。 

对孙中山等人在民初尝试西方两党政治的活动该如何评价？目前学术界仍褒贬不

一。我认为，从中国政党政治演变的全过程来看，孙中山在民初对西方两党政治的尝试

还是有其十分重要意义的。它是国人探索现代民主政治的开始。尝试虽然失败了，但它
                                                        

1 孙中山：《在烟台社会党、同盟会欢迎会上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 403 页。 

2 仅次于国民党的共和党在参、众两院中分获 55、120 个席位。 

3 孙中山：《在上海国民党茶话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三卷，第 5 页。 

4 为阻止国民党组阁，袁世凯唆使国会中仅次于国民党的共和、民主和统一三党合建成进步党。进步党组建后，在

国会中的席位仍不及国民党，但他却不顾这一事实于 1913 年 7 月 13 日命熊希龄组织了进步党内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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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了孙中山向往民主政治的愿望，显示了孙中山对中国民主政治的探索精神，为日后

中国政治体制的发展至少提供了可贵的经验教训： 

第一，孙中山希望建立两党政治模式，这种愿望与君主专制政治相比，可以说代表

了中国民主政治进程的意向。但问题是以一个什么样的党来行使政治权力？孙中山心目

中的党，是他的国民党。但国民党从它成立之日起，就决定了它失败的命运。孙中山等

为人为扩张党势，不惜抛弃革命党原有的政纲，以“新旧合作”、“朝野合作”相号召，

把大批官僚政客和改良派拉人党内。这种“鱼龙杂处”的现象，使得国民党内意见纷歧，

步骤凌乱，以致孙中山准备组织党人进行“二次革命”时，国民党却出现了急剧的分化。

试想，以这样的党，怎能把中国引上民主政治之路呢？要实现政党政治，必须要有一个

真正健全的政党，这是孙中山在民初尝试两党政治给后人揭示的教训之一。 

第二，孙中山作为资产阶级政党的代表，希望仿效英美，在中国确立资产阶级民主

政治体制，从理论上说，资产阶级套用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来为资产阶级服务，是无

可指责的。但问题是，政党体制作为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实际上，由是与一个国家的

具体国情相适应的。民初的中国社会，从根本上说，实行西方两党政治的条件是不成熟

的： （1）社会条件不成熟，对封建主义的革命远没有完成； （2）政治条件不成熟，

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和党，或是后来的进步党，都不是纯粹的资产阶级政党。事实上，

孙中山期待的两大政党体系也始终未能建立起来； （3）文化条件不成熟，民初的民众，

对资产阶级的政治知识都缺乏了解，即使象孙中山、宋教仁这样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所追求的也仅是西方政治制度的形式。正是这种状况，使得在英、美等国尚有一定成效

的政党政治，一旦硬搬到中国来实行，便完全变了样：普选徒具形式，政党竞选成了拉

帮结派，党同伐异。不顾国情，一味的生搬硬套外国的政治模式，想在中国确立起民主

政治体制是不可能的，这是孙中山在民初尝试政党政治给后人揭示的又一教训。 

值得欣喜的是，孙中山在总结民初尝试两党政治失败教训的基础上，对中国的政治

模式，又开始了新的探索。      

   

二、孙中山的“以党治国”设想 

试图重建革命党，以革命党去“以党治国”，从而确立由革命党一党独占政权的政

治体制，这是孙中山在民初尝试两党政治失败后，对中国政治体制探索的又一个设想。 

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被迫流亡日本。经过半年多的思索和总结，孙

中山终于明白：一切失败的根源，就在于自己党本身。为此，他决心重新建党，并于 1914

年 7月 8日，在日本东京创建了中华革命党。 

孙中山创建中华革命党，实际上是在新形势下对中国政治模式的一种新探索。这种

新探索，首先表现在他对民初国民党及其两党政治模式的否定上。 

孙中山在 1912年组建国民党时，曾一再强调国民党是一个“政党”。而此时，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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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则一再声称，中华革命党“系秘密结党，非政党性质。”1  尽管孙中山这种对政党的

理解，仍是错误地以斗争方式的公开或秘密去决定党的性质，但他对新旧两党性质的区

分，无疑表明了中华革命党的创建，是他对民初国民党的一种否定。 

在民初，孙中山曾认为，凡政党，其作用都是一样，因而看不到政党间的区别和冲

突。经过民初尝试两党政治的失败过程，孙中山终于认识到民初的“政党”，大多是以

争权夺利为目的的。因此他决心重建革命党，并把争取民主政治，促进社会进步的希望

寄托在自己重建的革命党肩上，要求“一切军国庶政，悉归本党负完全责任”。2 从民初

抽象地谈论政党的作用，到具体地要求革命党独负责任，这无疑表明了孙中山已放弃对

两党政治模式的追求。 

孙中山对中国政治模式的新探索，更具体地表现在放弃国民党旗帜、放弃西方两党

政治模式的同时，又提出了他对中国政治体制的新设想，这就是所谓的“以党治国”。

具体地说，就是由他新建的中华革命党去实行“以党治国”，就是今后革命成功后，“非

本党不得干涉政权，不得有选举权”。3 不再搞西方式的议会选举，一切政权，全由革命

党“负完全责任”。4 从而确立中华革命党一党独占政权的政治模式。 

孙中山这种“以党治国”的新设想，其实质就是由中华革命党“一党治国”。 为了

实现这种“一党治国”的设想，孙中山对中华革命党又采取了种种相应的措施： 

（1） 以党代政的规划。在孙中山“一党治国”的设想中，孙中山的意图就是要以

整个党的机构来取代国家机构，实行以党代政。因此，他在《中华革命党总章》中，就

将党的组织机构规划成一个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按他“五权分立”的理论，他在党的

本部之外，设立了立法、司法、监督、考试四院。并且规定“成立政府时，„„则四院

各成立独立之机关”，“与本部并立为五”， “成为五权并立”。5  1915年他在复中华革

命党人杨汉孙的信中将此意说得更清楚白： “吾人立党，即为未来国家之雏形”＇6 

（2） “训政”思想的提出。孙中山在《中华革命党总章》中恢复了同盟会时期的

“革命三程序”说，并将“约法之治”改为“训政时期”。这一改动，孙中山是有其用

意的。这实际上是为革命党掌握政权制造理论根据。 

（3） 总理特权的规定。孙中山在《中华革命党总章》中恢复了同盟会时期的总理

制，并把总理抬到了近乎专制的地位。他不仅规定总理有组织党人和委任各级干部的权

力，而且要求所有党员向他宣誓效忠、签字划押。孙中山对总理特权的规定，显然是为

了加强自己的权威，以利实现“一党治国”的目的。 

（4） 对党员的等级划分。孙中山在《中华革命党总章》中，以入党时间的先后，

                                                        
1  孙中山：《致陈新政及南洋同志书》，《孙中山全集》第三卷，第 93 页。 

2  孙中山：《中华革命党总章》，《孙中山全集》第三卷，第 97 页。 

3 孙中山：《批伍曜南函》，《孙中山全集》第三卷，第 104 页。 

4 孙中山：《中华革命党总章》，《孙中山全集》第三卷，第 97 页。 

5 孙中山：《中华革命党总章》，《孙中山全集》第三卷，第 100 页。 

6 孙中山：《复杨汉孙函》，《孙中山全集》第三卷，第 18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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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革命党党员分为“首义党员”、 “协助党员”和“普通党员”三种，并规定“首义党

员悉隶为元勋公民，得一切参政、执政之优先权利；协助党员得隶为有功公民，能得选

举权和被选举权；普通党员得隶为先进公民，享有选举权利。”而“非党员”，则“不得

有公民资格”。1孙中山这种对党员及非党员的等级划分，其目的，也与“以党治国”的

设想有关。他一方面想通过这些规定，由此激发革命党人的奋斗精神，另一方面则是为

了突出“以党治国”的特色。 

对孙中山“一党治国”的设想该如何评价？我的看法是： 

孙中山关于“一党治国”的设想，是在否定民初两党政治实践基础上提出的，体现

了孙中山对中国政党政治模式不懈的探索精神。在这一点上说，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

从上述“以党治国”的有关内容来看，却存在着严重弊端： （1）以党代政，以党章规

定公民权利，混淆了党章与国法的区别，这既有背于民主政治的常例，也很大程度地助

长了党员入党做官的思想。 （2） “训政”思想的注入，客观上使革命党高高置于民

众之上，将党与民众隔离开来。 （3）把党魁抬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孙中山的本意是为

了加强党的组织性和纪律性，结果反而限制了党的发展，削弱了党的战斗力。 

事实上，孙中山这种“一党治国”的设想，不仅成为国民党后来实行独裁专制的借

口，而且在当时也妨碍了党的团结和发展。1914－1919年中华革命党的发展情况，也已

说明孙中山这种“一党治国”确是一种难以行通的设想。到 1919 年，虽经党人多方努

力，中华革命党仍无法取得政权，老党员却仍在不断地分裂。 

  

三、孙中山的“全民政治”论 

从 1919年到 1925年孙中山去世，是孙中山革命事业的重要转折时期，也是孙中山

关于中国政治模式得到张扬时期。 

此一时期，孙中山于 1919 年、1924 年先后两次对自己领导的革命党进行了改组，

并效仿苏俄，并在苏俄的帮助下，开始了“以党建国”“以党治国”的实践。与此同时，

孙中山前后发表了一系列论著， 较为详尽地阐发他心中理想的政治模式——“全民政

治”。  

“以党治国”和“全民政治”，看似矛盾的政治模式被此时的孙中山统一绘制成一

副理想的政治蓝图。 

1917年苏俄十月革命的胜利深深地鼓舞了孙中山，他对列宁的党表示由衷的钦佩。

他曾在国民党党务会议上感叹：“俄国革命六年，其成绩即如此伟大；吾国革命十二年，

成绩无甚可述”，明确表示，“此后欲以党治国，应效法俄人”。21924年，孙中山在谈到

如何学习苏俄革命经验时，直截了当指出：“盖今日革命，非学俄国不可”；“我党今后

                                                        

1 孙中山：《中华革命党总章》，《孙中山全集》第三卷，第 98 页。 
2 《孙中山全集》第 8 卷，第 26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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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1 

从 1923 年开始，孙中山加大了学习苏俄革命的步伐。他聘请苏俄和共产国际代表

为顾问。在苏俄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孙中山重新改组了国民党，容纳共产党人参加国

民党；他创办黄埔军校，并仿照苏俄红军模式，创建了第一支国民党军队；他按照以党

治国理论，把广东大元帅府改组成国民党政府，开始了“把党置于国上”的实践。 

但苏俄式的“以党治国”的党国体制，并不是孙中山心中理想的政治模式。在孙中

山看来，“以党治国”只是中国民主政治进程中的过渡模式，中国民主政治的终极模式

是“全民政治”。 

从 1922年到 1924年，孙中山相继发表了《中华民国建设之基础》、《中国国民党党

纲》、《国民政府建国大纲》，以及三民主义的系统演讲，阐发了他的“全民政治”理论。

其要点有： 

（一） “以党治国”是向“全民政治”发展的过渡形式 

1924年 1月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由孙中山提

交讨论的大会宣言和《国民政府建国大纲》等文献。孙中山在这些文献中重新提出来了

建国程序三期说：“建设之程序分为三期：一曰军政时期；二曰训政时期；三曰宪政时

期”。孙中山在文中再此强调了国民党在军政时期和训政时期的责职，要“以本党全力，

对于全国国民为普遍的宣传，使加入革命运动，取得政权，克服民敌。至于既取得政权

树立政府之时，为制止国内反革命运动及各国帝国主义压制吾国民众胜利之阴谋，芟除

实行国民党主义之一切障碍，更应以党为掌握政权之中枢。”2他还多次重申学习苏俄革

命中“以党建国”“以党治国”的意义。他说：“现尚有一事可为我们模范，即俄国完全

以党治国，比英、美、法之政党，握权更进一步；我们现在并无国可治，只可说以党建

国。待国建好，再去治它。当俄革命时，用独裁政治，诸事均一切不顾，只求革命成功”。

“俄之革命，事实上实是三民主义。其能成功，即因其将党放在国上”。3 

值得一提的是，孙中山此时为国民党人撰写了《建国方略》，重点解释了为何要有

训政时期，在训政时期为何要“以党治国”？他说： “是故民国之主人者，实等于初

生之婴儿耳，革命党者，即产此婴儿之母也。既产之矣，则当保育之，教育之，方尽革

命之责也。此革命方略之所以有训政时期者，为保养、教育此主人成年而后还之政也”。
4   

由此可见，在孙中山设定的建国程序中，不仅军政时期，要“以党建国”，而且训

政时期，也要“以党治国”。但无论是“以党建国”，还是“以党治国”，都是向“宪政

时期”的过渡政治模式。 

                                                        
1 《孙中山全集》第 11 卷，第 145 页。 
2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孙中山全集》第九卷，第 122 页。 
3 孙中山：《关于组织国民政府案之说明》，，《孙中山全集》第九卷，第 103 页。 

4 孙中山：《建国方略》，《孙中山全集》第六卷，第 2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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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全民政治”的核心是主权在民，其内容是要有权管理官吏和法律 

在孙中山看来，宪政实施之时，即是还政于民之时。还政于民，即是人民真正行使

权力，也就是“全民政治”的开始。 

全民政治是孙中山民权主义的重要内容。1922 年孙中山在《中华民国建设之基础》

中即说到“全民政治”，即是：“人民有选举权、创制权、复决权、罢官权”。11923 年 1

月，孙中山在起草的《中国国民党党纲》中解释民权主义时又说：“民权主义：谋直接

民权之实现与完成男女平等之全民政治，人民有左列各权：（一）选举权；（二）创制权；

（三）复决权；（四）罢免权”。2 

1924年 1月，孙中山对三民主义作了系统演讲，在民权主义演讲中又进一步阐释了

“全民政治”。他认为全民政治就是贯彻主权在民的原则，要以民为主，要让全体人民

都做国家的主人，参与国家的管理，实行民治。要实行全民政治，就要赋予人民直接的

选举权、罢免权、创制权和复决权。其中，选举权和罢免权，“是管理官吏的，人民有

了这两个权，对于政府之中一切官吏，一面可以放出去，又一面可以调回来，来去都可

以从人民的自由。”其创制权和复决权，是“管理法律”的。“人民有了这四个权，才算

是充分的民权；能够实行这四个权，才算是彻底的直接民权”。“人民能够实行四个民权，

才叫做全民政治”。3 

在孙中山看来，全民政治，其核心是主权在民，就是要赋予人民有直接管理官吏和

法律的权力，直接管理国家政治的权力。 

（三） “全民政治”的模式是“权能区分” 

为了确保全民政治的实现，孙中山提出了“权能区分”的方案。孙中山指出：所谓政

治，包含政和治两个方面。“政是众人之事，集合众人之事的大力量，便叫做政权；政

权就是民权。治是管理众人之事，集合管理众人之事的大力量，便叫做治权；治权就可

以说政府权。所以政治之中，包含有两个力量：一个是政权，一个是治权。这两个力量，

一个是管理政府的力量，一个是政府自身的力量。”4 

孙中山在民权主义的演讲中，根据西方国家的经验指出，“在民权发达的国家，多数

政府都是弄到无能的”；而“民权不发达的国家，政府多是有能的”。那么怎样才能实现

两者的最佳结合呢？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把民权（权）和政府权（能）区分开来。也就

是要把政权“完全交到人民的手内，要人民有充分的政权可以直接去管理国事。”与此

同时，要把治权“完全交到政府的机关内，要政府有很大的力量治理全国事务。”“人民

有了很充分的政权，管理政府的方法很完全，便不怕政府的力量太大，不能管理。”5 孙

中山在诠释权能区分方案中，不仅详细阐述了民权拥有的选举权、罢免权、创制权、复
                                                        
1 孙中山：《中华民国建设之基础》，《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35 页。 
2 《中国国民党党纲》，《孙中山全集》第七卷，第 5 页。 
3 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权主义》，《孙中山全集》第九卷，第 350 页。 
4 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权主义》，《孙中山全集》第九卷，第 345 页。 
5 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权主义》，《孙中山全集》第九卷，第 347 页。 



“兩黨政治”“以党治國”“全民政治”： 

孫中山對中國政治模式的探索 

9 

决权四种权力，还阐述了政府所拥有的立法、司法、行政、考试、监察等五种权力。他

说：“用人民的四个政权来管理政府的五个治权，那才算是一个完全的民权政治机关。”

为此，孙中山还构建了全民政治示意图，以诠释他心中理想的全民政治愿景。1 

政      权

选
举
权

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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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

创
制
权

复
决
权

司
法
权

立
法
权

监
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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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
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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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政
权

治 权

 

孙中山认为，“中国能够实行这种政权和治权，便可以破天荒在地球上造成一个新

世界”。2 

  

 综上所述，孙中山在探索中国政治模式的过程中，向国人揭示了“两党政治”、“一

党治国”、“全民政治”等不同的政治模式。这些模式有的曾付诸于实践，有的仅是他心

中的理想。 孙中山对中国政治模式的每一个设想，都是为了在中国建立近代民主政治

体系。作为中国民主政治的探索者，他对中国政治体制所设想的每一个模式，无论是成

功的，还是失败的，都为后人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对他身后中国政治体制的发展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 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权主义》，《孙中山全集》第九卷，第 352 页。 
2 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权主义》，《孙中山全集》第九卷，第 35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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