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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 年 （清光绪二十年甲午） 是中日甲午战
争爆发的一年， 11 月 24 日， 在夏威夷群岛檀香山

（火奴鲁鲁） 卑涉银行华人经理何宽的住宅， 二十
多人正在开会 （这一天， 后来被定为中国国民党的
创党日）， 会中， 宣布反清革命团体兴中会成立，
通过了孙中山草拟的 《兴中会章程》， 其誓词至今
国人仍耳熟能详： “驱除鞑虏， 恢复中国， 创立合
众政府”。 这次会议， 是上年 （1893 年） 孙中山、
尢列、 郑士良等人在广州广雅书局开会的结果， 也
是本年初孙中山与陆皓东相偕北上天津上书清直隶
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未果后的结果。

和平的请愿之路不通， 激进的武装暴动夺取政
权的道路就开始计划中。

1895 年 2 月 21 日， 香港兴中会总部在中环丹
顿街 13号成立， 对外名义是 “乾亨行”， 广州武装
起义的计划也在策划之中。 而起义军军旗也应运而
生。 冯自由 《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 说：

“是年二月间， 孙 （中山）、 杨 （衢云） 诸人，
日在乾亨行商议攻取广州计划， 二十日 （阳历 3月
16 日） 开会， 议决挑选健儿三千人， 由香港乘船
至广州起事之方法。 陆皓东提议用青天白日旗， 以

代满清之黄龙旗。 亦于是日通过”。 ①

陆皓东 （1868-1895）， 广东香山翠亨村人 ，
孙中山的小同乡， 一个富商之子， 长于绘画。 1883
年， 陆皓东与孙中山离开家乡， 前往香港， 在纲纪
慎会堂 ， 经美国公理会传教士喜嘉理 （Charters
Robert Hager） 行洗礼， 孙、 陆两人同时成为基督
徒。 孙中山的教名是 “日新” （这个名字与其名

“逸仙” 音近）。
陆皓东后来在上海任电报局领班， 但他志不在

此， 而倾心于革命， 不久， 又借回乡完婚之机， 再
次来到穗、 港间， “高谈造反覆满”， 与陈少白、
尢列、 杨鹤龄被时人称为 “四大寇”。

青天白日旗就是由陆皓东设计的。 旗分蓝白二
色， 蓝底中一轮白日， 周围叉光四射。

但是， 1895 年 10 月的广州起义未及发难即遭
镇压， 陆皓东被捕殉难， 青天白日旗未能使用。 然
这个被孙中山称之为 “吾党健将”、 “中国有史以
来为共和革命而牺牲第一人” 的烈士的名字与青天
白日旗和反满革命则永远地联系在一起了。

1937 年，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为陆皓东烈士建
墓， 墓位于广东香山 （今中山） 翠亨村犁头尖山

孙中山与青天白日旗
———从革命理想到政治图腾

沈建中

内容提要： 中国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与孙中山有着紧密的关系， 由于其最初设计者陆皓东的
被捕牺牲， 使孙中山更坚定了以该旗为革命的象征， 尽管面对党内外的反对声音， 仍不为所动，
且将其增加红色而成为青天白日满地红三色旗。 又在中华革命党时期正式将其确定为中华民国的
国旗。 蒋介石时代的国民党， 掀起了对孙中山的 “造神” 运动， 将孙中山 “以党治国”、 “党在
国上” 的理念发挥到了极致， 从而将 “青天白日旗” 由一种政党的革命理想演变成了施行全国的
政治图腾。

关键词： 孙中山 青天白日旗 革命理想 党国体制 政治图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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腰。 1949 年后， 这里辟为烈士公园， 其故居也被
公布为广东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耐人寻味的是， 当年镇压广州起义的清两广总
督谭钟麟的儿子谭延闿后来成了立宪党人， 最后又
成了革命党人， 并且担任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及
行政院长， 这也说明了人的思想是随着历史进程的
变化而变化， 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 “与时俱进”。

陆皓东牺牲后， 孙中山对这面旗帜的叉光进行
了解释： 叉光代表干支之数， 应排作十二条， 以代
表十二个时辰。 ②

1900 年 10 月 6 日， 郑士良以会党为主力， 在
广东惠州三洲田举义， 义军首次打出了青天白日
旗。 后来， 尢列到南洋创立中和堂， 用的也是这面
旗。

1905 年 8 月 20 日， 日本东京赤阪区， 霞关子
爵阪本金弥的住宅， 举行中国同盟会的成立大会。
这是由兴中会、 光复会、 华兴会等革命团体合组而
成。 孙中山被推选为总理， 黄兴为执行部庶务长，
纲领为 “驱除鞑虏， 恢复中华， 创立民国， 平均地
权”。 后来， 孙中山将这十六字纲领概括为 “三大
主义”， 即民族、 民权、 民生， 也就是 “三民主
义”。

这个时期， 也是清政府开始筹备 “立宪” 的时
期。 其实， 中国最早的宪政运动可以上溯到 1898
年的戊戌变法。 维新派的政治主张是 “制定宪法，
行民选议院， 实行君主立宪”。 这是一次皇权专制
体制内的改革运动， 然而， 它失败了。 这就有了其
后风起云涌的由同盟会发动的武装暴力革命。

1906 年 11 月， 孙中山在东京和俄国社会革命
党人吉尔约尼的会谈中， 再次主张在专制皇朝被推
翻后所建立的应是共和政体， 采五权分立的形式。
同期， 在同盟会总部讨论未来新共和政体的国旗方
案， 孙中山又主沿用青天白日旗， 他的理由是此旗
为先烈陆皓东所设计， 以后， 又有兴中会的先烈为
旗帜流血牺牲。

显然， 孙中山是站在中国同盟会的组成单位之
一兴中会的立场上来说这番话的。

同盟会的第二把手黄兴不同意孙中山的意见，
他的看法是青天白日旗形式不美， 且与日本的红太
阳旗相近。

与会的其他同志也提了一些方案： （1） 井字
式； （2） 金瓜钺斧式； （3） 十八星式； （4） 五
色式。 都各有各的理论。 ③

孙中山坚持己见， 说： “如欲毁弃此 （青天白
日） 旗， 先摈绝于我！” “孙大炮” 的个性在此表
现得很鲜明。 以至宋教仁在日记中写道： “逸仙素
日不能开诚布公， 虚心坦怀以待人做事。 尽于专横
跋扈， 有令人难堪处故也。”

当然， 这是气头之语。 后来， 孙中山决定在保
留青天白日式的前提下， 对形式作了一些调整： 将
青天白日移到了全旗四分之一的左上角， 增加了红
色， 位于其余的四分之三处， 这就是后来青天白日
满地红旗的来历。

对这面旗帜的含义， 孙中山通过一份报纸加以说
明： 红者血之色， 言必流血而自由可求； 青者天空之
色， 即公正之义， 言公正即平等； 白者清洁之色， 言
人心清洁乃能博爱。

辛亥武昌起义爆发后， 孙中山从纽约抵达伦
敦。 应旅英华侨之请， 他在一张明信片上绘制了青
天白日图案， 并记其尺寸于背面。 这张明信片后为
李石曾收藏在 《山晖贴》 ④中， 并由吴稚晖附笺记
其经过：

辛亥武昌起义， 中山先生由美赴英， 处置外交
上事宜， 而后返国， 寓伦敦佛里街有名于历史之萨
福伊 （Savoy） 旅店。 居留国人请制国旗， 先生言
青天白日满地红， 遂手绘青天白日之状， 且记尺寸
于其后， 制成五十翻， 两日间遍悬城东所谓唐人
街。 此手绘之邮片也。

这份珍贵的历史文献现藏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
馆。

1912 年 1 月 1 日， 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中
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然而， 他的大总统宣誓仪式，
却是在五色旗下进行的， 五色旗是辛亥武昌起义
后， 宋教仁、 陈其美在南京、 上海军政府所用的旗
帜。

不久， 南京临时参议院 （由各省选出的代表充
任， 议长林森） 开会讨论中华民国国旗问题， 最后
表决通过以五色旗 （红、 黄、 蓝、 白、 黑， 象征
汉、 满、 蒙、 回、 藏五族共和） 为中华民国国旗。
在经过了清帝退位、 南北统一， 孙中山辞临时大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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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职以袁世凯继任后， 中华民国政府迁都北京。
从 1912年到 1928年， 得到外交承认的中华民

国北京政府一直沿用的是五色国旗。 对这面旗帜情
有独钟的是辛亥革命的先驱、 国学大师章太炎， 他
一直认为五色旗体现了民主的原则， 而青天白日满
地红旗则凸显了 “以党治国” 理念 （章氏在辛亥革
命以后， 即提出 “革命军兴， 革命党消” 的主张）。

1928 年以后， 五色旗的中华民国政府消失了， 青
天白日满地红旗的国民政府统一了全国， 章太炎又
以 “中华民国遗民” 自嘲。 1936 年 6 月 14 日章太
炎去世， 遵照他的遗愿， 遗体上覆盖的仍是五色
旗。 ⑤

孙中山同样也始终如一地坚持自己的政治理
念。

1913 年 7 月， 反袁 “二次革命” 爆发后， 孙
中山流亡日本， 在东京筹组中华革命党， 次年 7月
8 日， 中华革命党发表成立宣言， 声明本党成立之
日， 海内外所有之国民党， 一律改组为中华革命党

（按： 国民党成立于 1912年 8月， 是由中国同盟会
联合统一共和党、 国民共进会、 国民公党、 共和宪
政会等团体合组而成）， 孙中山任该党总理。 由于
在反袁非常时期， 该党奉行领袖集权制， 党员采用
打指模的方式宣誓效忠党魁孙中山， 组织形式也从
公开的政党退回到秘密结社的团体。

同年 8 月 20 日， 孙中山主持召开了中华革命
党革命方略讨论会议， 在这个会议上， 明定青天白
日满地红旗为国旗， 又定青天白日旗为党旗。 所颁
发之党证及委任状、 奖状上， 均用国旗、 党旗各一
面交加于上。

1917 年 3 月， 中华革命党恢复国民党名称，
同时， 护法战争开始。 同年 8月， 广州举行国会非
常会议， 通过了组织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案， 孙中
山被推为军政府海陆军大元帅。 1919 年 10 月 10
日， 中华革命党正式改组为中国国民党， 其规约为

“以巩固共和， 实行三民主义为宗旨”。 1921 年 4
月， 广州非常国会通过了 《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
纲》， 选举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 5 月， 孙中山在
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

一个国家， 两个政府。 一个是北京的中华民国
政府， 总统是徐世昌， 旗帜是五色旗； 一个是广州

的中华民国政府， 总统是孙中山， 旗帜是青天白日
满地红旗。

期间， 孙中山开始了其向苏俄学习的进程。 明
确宣布 “以党治国”， “以党统军”， “党在国上”。

1924 年 1 月，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
会在广州召开。 3 月， 孙中山发表 《通告党员解释
本党改组容共意见书》。 6 月， 设于广州黄埔的陆
军军官学校开学， 是为培养 “党军” 的专门学校。
同月，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 定青天白
日旗为党旗， 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为国旗。

1925 年 3 月 12 日， 壮志未酬身先死的孙中山
逝世于北京。 7 月 1 日，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广州
正式成立。

两个政府， 两面旗帜的问题又一次出现在中国
的北方和南方。

1926 年 7 月 9 日， 国民革命军在广州举行北
伐誓师典礼， 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中正发表就职宣
言， 吴稚晖代表中央党部授旗。 红底正中为青天白
日的国民革命军军旗随着北伐军向北推进。

1927 年 4 月 18 日，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 根据
孙中山的遗愿， 发表 《建都南京宣言》。

1928 年 6 月， 北京为国民革命军占领， 五色
旗换上了青天白日满地红旗， 北京易名为北平。 11
月 2日， 国民政府第 5次国务会议议决， 制定 《中
华民国国徽国旗法》， 以青天白日为国徽， 青天白
日满地红旗为国旗， 12月 17日公布。 12月 29日，
张学良、 张作相、 万福麟等联名通电全国， 宣布奉
天、 吉林、 黑龙江、 热河四省易帜， 撤下五色旗，
换上了青天白日旗， 服从南京国民政府， 遵守三民
主义。 至是， 青天白日满地红旗遍及全国。

1929 年 6 月 1 日， 青天白日满地红旗的推动
和创导者孙中山灵榇 “奉安” 南京中山陵， 碑亭内
竖花岗石墓碑， 上刻： “中华民国十八年六月一日
中国国民党葬总理孙中山先生于此”， 以垂永记，
为谭延闿用颜楷手书。 祭堂和墓室之顶用彩色马赛
克镶嵌青天白日国徽。 整座陵园的主色调充分体现
了 “青天白日” 的象征意义。

孙中山逝世后， 中国国民党决定将 “总理” 一
职永远保留给孙中山。 1940 年 3 月 21 日， 国民党
中央常务委员会议决尊称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国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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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通过修正党国旗升降办法。 4 月 1 日， 国民政府
通令全国， 尊称孙中山为国父。

此外， 孙中山在黄埔军校的训词： “三民主
义， 吾党所宗， 以建民国， 以进大同。 咨尔多士，
为民前锋， 夙夜匪懈， 主义是从。 矢勤矢勇， 必信
必忠， 一心一德， 贯彻始终。” 由作曲家程懋筠谱

曲， 先被定为中国国民党的党歌， 以后被定为中华
民国的国歌 （即 《三民主义歌》）。 并颁布全国各单
位一体施行的 “总理纪念周” 仪式。

至是， 党国体制下的政治图腾在这里凸显无
遗。

注释：

①参见冯自由： 《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 第 13 页， 1928 年出版。

②冯自由： 《革命逸史》， 第一册第 27 页， 商务印书馆 1936 年版。

③其中井字式为黄兴、 廖仲恺等所提； 十八星式为孙武、 焦达峰等所提； 五色式为宋教仁、 陈其美在南京和上海光复时

所用。

④ 《山晖贴》 为孙中山致吴稚晖手札的专册， 李石曾逝世后， 其友人致赠公家。

⑤章太炎对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下的中华民国反感至极， 曾谓： “他们现在说以党治国， 也不是以党义治国乃是以党员治

国， 攫夺国民政权， 而对外仍以中华民国名义， 此与袁世凯号称洪宪后以中华民国年号对外， 意义相同。 袁世凯个人要做皇

帝， 他们是一个党要做皇帝。 这就是叛国， 叛国者国民应起而讨伐之。” 参见章太炎 1928 年 11 月 21 日在上海招商局轮船公
司股东代表招待新闻界会上讲辞， 《章太炎年谱长编》 下册第 897 页， 中华书局 1979 年版。

作者简介： 沈建中， 民革杭州市委统战理论和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 市园林文物支部主委， 杭州名人纪念馆学术研

究部主任， 副研究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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