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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倡导革命于香港，期间在港与尢列、陈少白、

杨鹤龄三人结成好友，时常聚谈，对于中国时局，日渐不

满而形于言行，四人均表现仰慕洪秀全，以成王败寇而自

况为“四大寇”。1“四大寇”为近代中国革命运动的“倡

导者”或“先行者”，故每每见之于孙中山及辛亥革命史

著述中之倡导时期。至于“四大寇”日后事迹之记述，除

孙中山外，尢、陈、杨三人所占篇幅甚少。故本文即以“四

大寇”的生平及其事功作为论述对象，藉此了解孙中山及

其早期革命伙伴，于近代中国革命运动史上所扮演的角色。

一  “四大寇”的自述及撰著

“四大寇”一称，孙中山于其回忆革命缘起，早已言之，

始见于与宫崎寅藏之交谈。谓其于香港西医书院就读时认

识尢列、陈少白及杨鹤龄三位革命同志，2稍后于其所著《有

志竟成》，再次提及“四人相依甚密，非谈革命则无以为欢，

数年如一日，故港澳间之戚友交游，皆呼予等为‘四大

寇’”。3 聚谈之地，则为杨鹤龄祖业，位于歌赋街8号的“杨

耀记”商号。（图 7-1）此乃革命初起的原生地。4

而陈少白稍后于《兴中会革命史要》（1929）一书谓，

四人“每遇休暇，辄聚杨室，畅谈革命，慕洪秀全之为人……

洪秀全未成而败，清人目之为寇，……因笑自谓我侪四人

其亦清廷之“四大寇”乎”。5 故“四大寇”乃四人自况洪

秀全之称谓。

至于尢列，则于 1936 年谒祭孙中山之祭文中，谓其时

四人“革命倡言，晨夕快悦，意气相期，满腔血热，鼓吹游扬，

大义斯揭”。6 及至 1928 年国民党北伐成功，统一中国后，

遂以执政党的政治地位撰写革命史，书写该党由清季孙中

山及革命党人缔造及领导国民革命的成就，成为新政权的

重要传承。7 即在此一政治背景影响下，“四大寇”遂成为

革命倡导的“主角”。首由邹鲁于其党史名著《中国国民

党党史稿》（1929）之兴中会一章，为正统学派著述首先

采用孙中山所言，以“四大寇”为孙中山倡导革命运动中

的最早同志。自此“四大寇”遂广泛“流传”于辛亥革命

研究“正统学派”的革命史著述中。8

此后之“四大寇”，即在革命史著述中，自成一格。

此即冯自由首起撰写《革命逸史》，而有《兴中会“四大寇”

订交始末》的记述，9 并附孙氏于香港西医书院同班同学关

景良所存之“四大寇”照片（图 7-2），堪称图文并茂。10

此后孙中山之传记多见“四大寇”之记述，包括罗香林、

高良佐、胡去非、许师慎等四人之撰著。11 至此，可见孙中

山之倡导革命，已非“孤独的造梦者，或空想者”，12 尢、陈、

杨三人无疑为其最早的志同道合者，而“四大寇”的形象，

遂透过照片及文字书写而得以建立。

此后中外学者所出版的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四大寇”

“四大寇”与清季革命之缘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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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见于相关撰著之字里行间。13“四大寇”亦由此成为

清季革命运动缘起的主要标记，其文字内容与相片由

是广传。14 及至 2006 年香港特区政府为了纪念孙中山

逝世 140 周年，购入港岛卫城道甘棠第此一历史建筑

（原建于 1915 年），进行修建及“活化”工程，以此

为孙中山纪念馆，馆内特设“四大寇”塑像，成为展

览内容中的重要元素。15 2010 年更兴建中山纪念公园

于港岛西营盘海傍，内设“四大寇”庭院，并立“四

大寇”像，借以纪念“四大寇”。16“四大寇”“革命

先行者”形象，亦于焉确立。

孙、尢、陈、杨“四大寇”于19世纪 80年代后期，

先后移居香港，或升学，或就业。时香港为英国殖民地，

推动自由贸易，由是中西文化得以交流。在英人管治

下的香港，据孙中山的回忆，城市建设“秩序整齐，

建筑闳美，工作进步不断”；且政府官员“洁己奉公”，

情形均与国内有着显著的差异。17 孙、尢、陈、杨四人，

于此一崭新的殖民地社会及生活空间，目睹香港本地

的显著进步，相对于国内的“落后”，其思想遂出现

变化。随着清廷对外的不断失败，其中尤以中法越南

战争（1884—1885）及中日甲午战争（1894—1895）两役，

对于四人影响尤大。18 四人遂逐步踏上革命的路途，

最终成为革命的倡导者，进而促成清末民国的政治与

社会产生激烈变动，四人由是于辛亥革命史上，获得

景仰的地位。以下就四人的生平及参与革命的历程作

出论述。

二  “四大寇”的生平事迹

1．孙中山（1866—1925）

孙中山，名文，幼名帝象，号逸仙，以孙逸仙（S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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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上宣言》，主张召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谋

求国家统一。然终因国事忧劳，竟患肝癌，未能及身而见，

于 1925 年 3 月 12 日逝世北京，赍志以殁。22 然其自由、平

等、博爱之遗教与建国之愿景，终为国人所继承而实践之。

此即 21 世纪中国之和平崛起之其来有自。23 而中山先生一

生之思想与功业，肇始于香港，结穴于祖国，而最终得为

国人所推崇而有“国父”之尊称。24

2．尢列（1865—1936）

尢列，原籍广东顺德，幼名季榑，字季令，学名其洞，

别字少纨，号小园，又名吴兴季子。出身富裕积学之家，

曾祖父尢耀东（1765—1846），早年习丝织机艺；继至省

城，学习银钱找换，并受雇于银号，终以经营棉花行及批

发而致富，回乡置产，并以“克勤克俭”，“修桥整路”

造福乡梓，以此遗训后人。其父光瑶，字云纨，以庶出而

继承家业，并以治国学著称。25 可见尢列出身具有士商背

景的大富积善之家。少时曾受教于同邑名儒陆南朗（蒲泉），

陆氏讲论宋、元、明、清异族入侵史事，激发尢氏的民族

思念。早年随家族游历江、浙城镇，以至日、韩两国，得

见日本明治维新之新气象。后抵上海，接触洪门，得悉“反

清复明”之宗旨，始悟其师陆南朗之教诲，遂“好与洪门

会党游，久有兴汉逐满之志”。261883 年北上游京，受业

于番禺梁杭雪，继返广州，再受教于孔继蕃、罗照沧二人，

由是积学。27

时清廷对外失败，80 年代发生中俄伊犁交涉、中法越

南战争，屡遭外人侵凌。尢氏目睹时艰，于 1885 年回粤，

遂入学广州算学馆，适值孙中山就读于博济医院，由其早年

业于博济医院的族兄尢裕堂介绍，而得以认识孙氏。1888

年 业后，任职广州沙田局丈算总目、广东舆图局测绘生。

尢氏常往来香港，得悉香港华民政务司招考书记，随即投考

而获入选，遂留香港。因至歌赋街“杨耀记”，走访算学馆

同学杨鹤龄，得重遇与杨有同乡之谊的孙中山，相互聚谈，

而孙氏同学好友陈少白亦常加入，高言反清，故有“四大寇”

之称号，交谊遂深。28 尢氏自谓：“此尢列者，实与其至友

香山孙君逸仙，密谋民族革命经已数年。”29 与此同时，尢

氏与辅仁文社社员罗文玉相熟，遂加入辅仁文社，时罗文玉

设婚筵于上环寿而康酒楼。该社社员云集，尢氏得与社长杨

衢云结识，相谈时务、改革之事至欢，并谓杨氏先祖弃官移

民南洋，乃具叛清意识，促使杨氏之民族意识焕发。宴后杨

氏又随尢列至“杨耀记”，得见孙中山，孙、杨二人由是建

交。1893 年冬孙中山 业后，行医澳门，继至广州，尢氏

谓由其出面借广雅书局内南园之抗风轩，邀孙氏及诸友如陆

皓东、郑士良等聚会，谋设团体，指称为兴中会创设之始。30

至 1895 年孙中山创立兴中会总会于香港，尢列遂与黄 商、

杨衢云等加入该会，投身革命，并将其家乡店铺作为革命据点。

继而参与乙未广州之役及庚子惠州之役，并先后于香港、横滨、

星加坡三地创设中和堂，联络三地劳工阶层，鼓吹革命。31

然而尢列日后对于孙中山的革命领导地位，未见完全诚

服。尢氏于 1895 年乙未广州之役流产后，一度逃至越南。

并于 1897 年重返香港，在香港之西贡创立“中和堂”，自

树一帜。翌年于横滨设中和堂分部，出版《国民报》，宣

传革命，孙、尢二人遂见分途发展。32 中和堂一称源出中庸

“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并以“青天八针白日”

为党徽，八针乃指八德，专联工界人士。为兴中会外的革

命团体，据说尢列且一度被部份会员推举为兴中会总理。于

1900 年惠州之役后，又谓尢列在东京手定中华民国国号，刻

有“中华民国万岁”圆形象牙国玺一个，并向东京学界，侨

界宣布启用。33 继而于 1901 年庚子惠州之役失败后，南下

星加坡，居于华埠牛车水，开设一叶楼中医馆，悬壸行医，

以治性病著称，而为当地工界及下层社会所重视。遂于星、

马各地组织中和堂分部，悬挂青天白日旗，鼓吹革命。此后

革命风潮亦渐入南洋侨社，尢氏遂与当地组织小桃园俱乐部

Yat-sen）一名闻世。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翠亨村人，

家世务农，幼读私垫，因其兄孙眉（1854—1915）垦植谋

生于夏威夷，于少年时得居此地而具华侨之背景。由是得

识中英语文，遂能 展视野。1883 年 7 月回国，就学香港。

入读 萃书室、中央书院（今皇仁书院），并于香港接受

美部会传教士喜嘉理牧师（Charles R. Hagar, 1850—1917）

洗礼入教，19 一度至广州博济医院入学习医，而最终于香港

西医书院医科 业，继而行医澳门、广州，由是来往及居

停于省、港、澳三地。从而结识中外师友，如康德黎（James 

Cantlie, 1857—1926）、何启（1859—1914）、区凤墀（1847—

1914）、王煜初（1843—1903）、郑观应（1842—1922）等

人，中西学问精进。时值清朝腐败无能，遂思改良中国的

专制恶政。1894 年，于甲午战争之时，北上天津上书李鸿

章不果后。至檀香山，始创兴中会，翌年回香港创设兴中

会总会，倡导革命，谋求推翻清朝，首义为 1895 年乙未广

州之役。至 1905 年前后，联合留学生、华侨，会党，终于

创立同盟会于东京，以香港、星加坡、河内为基地，策动粤、

桂、滇三省边区革命，前后十次。1911 年，终于推翻清朝，

结束帝制，创建中华民国。民国肇始，内有袁氏独裁称帝，

继有军阀混战，外有列强侵迫，以日本最为野心，交相为祸，

国家分裂，国运颓唐。20 中山先生起而再革命，于广州三次

建立革命政权，建党组军，联俄联共。以武力从事反袁（世凯）

护国、护法及北伐；21 以文字勾勒建国蓝图，揉合中西学术

思想，撰写《建国方略》（《孙文学说》、《实业计划》、《民

权初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主张对外反

帝及民族自决；对内则推行五权宪法（行政、立法、司法、

考试、监察）及直接民权（选举权、罢免权、创制权、复决权）；

并采用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及借用外资的社会、经济政策。

目的在于建立独立自主而具民有、民治、民享的新中国。

1924 年应冯玉祥、段祺瑞北上，共商国事。针对时局发表

四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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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其后创立华人宣道堂，自任传道，倡导华人教会自立，

务求除去洋教外衣，故被视为近代中国信徒鼓吹中国教会

自立的第一人。43 

时梦南自广州携西学译本回乡，少白得而读之“始知

世界大势，发生国家观念”，并谓“革命思想多得于季父，

自是弃帖括，习有用之学”。44 由此可见，西教士借出版

西书以宣教的间接方法，无疑为促使华人信徒产生革新思

想的重要触媒，陈少白即为明显的个案。45 1888 年美国长

老会哈巴牧师（Andrew P. Happer, 1818—1894）在华筹设

教会大学，初拟建校上海，其父子桥与地方士绅联函，建

议哈巴于广州办学，结果创设格致书院（Christian College 

in China），是为岭南大学之前身，少白即为第一位入学者，

遂受洗入教。同年因事至香港，由区凤墀亲函推介，得识

就读香港西医书院的孙中山，二人一见如故。少白随即辍学，

南下香港谋生；并因孙中山的引介，蒙香港西医书院教务

长康德黎接纳入学。遂成同窗。46 

此后，少白不但成为孙中山的挚友，且结义金兰，时

目睹清廷腐败无能，列强侵凌，陈氏深感“君相 靡而少

仁，官府贪殊而无耻……又复开门揖盗”，产生“国以民

为本”之民主思想，从而成为孙中山倡导革命的重要伙伴。

1894 年孙中山撰《上李鸿章书》，文中尤重农业改良，陈

少白参与润色此文，亦同具救济农民及农业改良思想。47 

至 1895 年加入兴中会，参与策动乙未广州之役，失败后

流亡日本，在横滨，协助兴中会分会会长冯镜如编印《英

华字典》，借此谋生。并联络日本同情中国革命的志士，

透过孙中山檀香山友人菅原传的介绍，结识曾根俊虎、宫

崎寅藏等人。48 1897 年孙中山于伦敦蒙难，死里逃生后，

东返日本，因陈少白而结识愿意支持中国革命的犬养毅、宫

崎寅藏等人。1897年东渡台湾，与当地日人名流如日下峰莲、

馆森鸿等人交往，后者更誉陈氏为“今世之奇才”，陈少

白透过杨心如关系，认识侨商容祺年、吴文秀、赵满潮等人，

创设兴中会分会于台北。49 1899 年至香港，翌年创办《中

国日报》于中环史丹利街 24 号，鼓吹革命，为清季革命报

刊之元祖。期间由于陈氏擅长文字，不少革命宣传文字，

皆出其手笔。日后保皇党创设《商报》于香港，主张保皇

扶满。少白则力主排满革命，痛加驳斥，双方发生笔战。50

于 1900 年并在港联系兴中会，三合会及两湖的哥老会，合

组兴汉会，推举孙中山为该会会长，密谋革命。1900 年惠

州之役即由此而起。1905年，更被推为香港同盟会分会会长，

参与粤、桂、滇边省起义。又创设剧团，分别为广州华南歌

剧团、优天影、振天声等。公演粤剧，如《熊飞起义》，乃

宋遗民东莞熊飞起兵抗元之榴花桥故事，借以鼓吹革命。及

至 1911 年辛亥革命成功，出任广东革命政府的外交司，随

即退出政界，成立粤航公司，从法商购得哈德安及播宝二轮，

专注粤、港航运业经营，结束其席不暇暖的革命生涯。51 

继而献身家乡外海乡的社会建设，包括开辟马路、禁绝烟赌、

建筑市场，及推动捐建乡校，开办念梦学舍等，后者为纪念

其父子桥及叔父梦南而设。52 期间除于 1921 年，一度出任

孙中山广州总统府顾问外，未再出任其 公职。及至孙中山

去世后，于1929年移灵奉安南京，陈氏入京参加，亲撰挽联，

联曰：“失败云乎哉？行道期百年，唾弃小就，力赴大同，

虽在颠沛中、弥留中，未尝少懈。流风今已矣，入世垂卅载，

驱策群雄，招徕多士，为问真知己、真同调，究属阿谁！”53

陈氏之知孙，溢于“联”表。晚年更以念诗写字，作为排遣，

至 1934 年去世。陈氏与史坚如之妹憬然订有婚盟，憬然亦

热心革命，惜染病早逝，未成好事。54

4．杨鹤龄（1868—1934）

杨鹤龄（图 7-3），字礼遐，为孙中山之同乡。父显

光曾任知府，晚年辞官归故里，从商于港澳，并于香港歌

赋街开设“杨耀记”商店。杨鹤龄“为人亢爽不覊，喜谐

谑”，55 与孙中山、陆皓东二人，自幼相识，童年时得听

而具有革命思想的陈楚楠（1884—1971）、张永福（1872—

1957）二人结交。陈、张二人继而出资，创办《图南日报》，

聘尢列为名誉顾问，此为南洋首见之革命报刊。1905 年且

参与策动反美工约风潮的抵制活动，海外华人民族情绪，由

是牵动。同年孙中山至星加坡推动革命，由于尢列关系，结

识陈、张二人，并于晚晴园创立同盟会分会。推陈楚楠为会

长，张永福为副会长。星马各地中和堂会员亦相继加入。34

此外，尚须注意者为中和堂成员黄世仲（1872—

1912），先后于《图南日报》及香港《中国日报》任职，

参与香港同盟会之活动，并撰写大量以革命为题裁的小说，

宣扬革命，如《党人碑》一书，以孙中山及革命党人之反

清及批判康有为保皇运动为主要内容。黄氏堪称清季革命

文学之旗手，由是驰名香江。35 1907 年至 1908 年，孙中山于

粤、桂、滇三省策动之边区革命，相继失败。其中云南河口一

役，败逃之革命党人，退入越南，继而遣返至星加坡，皆由

尢列出面安排善后，并且一度因党人犯事而被牵连入狱。36

直至辛亥革命成功后，尢氏率中和堂成员回国，一方面

运动广东光复；另一方面则亲至云南，受寓日时相识的蔡锷

（1882—1916）招待，参与云南光复之举。随即受袁世凯所

邀北上，聘为总统府高等顾问。时袁氏之目的，乃计划利用

尢列削弱孙中山之势力，结果因袁称帝，政见不合，尢列逃

离北京，37 由天津而至日本，居留于神户达6年之久（1914—

1920），以教书、行医为生，并撰书自娱，是为《四书章节

便览》一书。1921年始返港定居，结束其奔走革命之生涯。38

居港期间，目睹时艰，内有军阀混战，国共斗争，外

则日本侵华。遂起而阐扬孔子遗教，谋求以伦理救国。于

九龙旺角广华街 2 号，创设“皇觉书院”，出任院长，每

逢周日正午公开讲学，阐扬孔教，由其门人笔记讲章，编

成《孔教革命》一书。继而发起筹建孔圣堂于港岛加路连

山道，藉以立会兴教，作为孔教团体集会、办学之地，用

是宏扬圣道，振兴儒术。此外，尢列精于黄歧之术，早年

于星加坡牛车水，以行医吸纳同志。今则于香港东华医院

出任医师，至 1931 年参与创立中华国医学会，出任干事长，

倡导中医。由此可见，尢列青年时为“四大寇”，倡导革命，

谋求政治救国。至其晚年则起而宏扬孔教，鼓吹中医，以

传统文化济世。尢列遂得于南天海角之香港一隅，获得名声。

1931 年尢氏 81 岁高寿之时，香港革命同志，如宋居仁、李

纪堂、谢英佰等 46 人，遂发起为其祝寿，设宴于油麻地吴

淞街大观酒楼，出席者 700 余人，盛极一时。至 1936 年，

外侮日亟，应中央之邀，北上南京，共商国是，并于中央

广播电台，发表《国难当中国民应有认识》，力主国家团结，

维护中华民国河山。继而至中山陵，拜祭“老友”孙中山，

朗诵祭文，忆昔“四大寇”倡导革命，“意气相期，满腔

血热”。奔走革命，以至人天相隔，“抱玉悲号，知音弦绝”，

而今国难当前，不禁声泪俱下。此后尢氏身体日见违和，

终于 1936 年 11 月 12 日孙中山诞辰之日病逝。翌年卜葬于

南京麒麟门外小白龙山，享年 72 岁。39

3．陈少白（1869—1934）

陈少白，广东新会人，幼名闻韶，号夔石，少白一名，

乃慕乡贤大儒白沙先生而得。先世自闽迁粤，属官宦之家。

据陆丹林所说，誉其“身长玉立，丰姿俊美，禀性聪颖，

才思敏捷，诗文歌赋，琴棋诗画，无不精通”。40 就其家

族与成长而言，其父子桥以“倡导新学新政，好议论国际

事”而著称，乡人称之为“进教佬子桥”。皆因父子二人，

先后归信基督教。41 少白早年居乡习举业，初受教于四叔

梦南（1840—1882），及梦南逝世，先后受教于族兄心夔，

翰周二人，从同邑陈源泉学习经传、时文、书法。42 梦南

为两广教会名人，早年以诗书积学闻名乡里，因参加童子

试，得聆福音，由是归信，加入浸信会。得识该会著名传

教士纪好弼（Roswell H. Graves, 1833—1913），于其所创

办的义学书馆任教，并助其译书，着有《与女史论道》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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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革命故事，向往洪杨

革命。早年受教于岭南硕学简

竹居（1851—1933），其后亦

至广州算学馆就读，与尢列为

同窗。56 1886 年孙中山至广州

博济医院习医，得识尢列，翌

年至香港西医书院就读，结交

陈少白而成同窗，而尢列、杨

鹤龄亦相继寓港，四人遂能时

相聚会于杨耀记，高谈阔论，

仰慕洪秀全，并提出“勿敬朝廷”，是为“四大寇”时期。57

此外尚须一提，“四大寇”照片中的关景良，其弟关景星

（1877—1955），亦肄业于香港西医书院，娶妻杨舜华（1884—

1951），乃杨鹤龄之妹，可见关杨二家，关系密切。关家为

基督教世家，日后杨鹤龄亦见归信基督教。58

及至孙中山 业后，先后到澳门及广州行医，开设药

局，除获粤、澳富商支持外，并得杨氏出手相助。澳门草

堆街所开办的中西药局，乃透过杨氏推介，获其七妹夫吴

节薇担保，向当地镜湖医院借得本银 2000 元，用作赠药施

诊。由于医术高明，孙氏誉满濠江。然因遭当地医师排挤

及镜湖医院的司事、中医所忌，59 只得转赴广州开设东西药

局，杨氏毅然将其澳门龙嵩街大楼转让吴节薇，资助孙氏开

业。60 当孙中山行医于澳门之际，其往来“同志”，唯独同

乡“陆皓东、杨鹤龄、杨心如等数人，往来石歧、香港、

澳门，相与畅谈时政”。61 至 1895 年成立兴中会总会于香

港，鹤龄及其侄心如二人即加入成为会员，支持革命。62

乙未广州之役，由于杨鹤龄之关系，其侄心如及岳父

程耀臣参与是役。及至失败，程耀臣被捕死于狱中，而杨

心如则随孙中山、郑士良逃至澳门，而再至台北。任职吴

文秀父亲所开之良德洋行（办茶）的司帐。其后陈少白至

台北访之，透过杨心如，遂得吸纳侨商吴文秀、容祺年、

赵满潮等人，组织台湾兴中会分会。63 随着孙中山于粤、桂、

滇三省策动边区革命，杨氏又将其所获父亲的遗产变卖，提

供武装起义，购买军火所需。64 与此同时，杨氏一度参与《中

国日报》的“革命宣传”工作，然据该报记者陈春生所说，

杨氏能文，但“每因懒于执笔，时使春生代庖”。65 及至蛰

居于以“烟赌为业”的澳门（水坑尾巷 14 号），66 竟然染

上芙蓉之癖，且患哮喘病，又老年丧偶，生活日见困难。杨

氏曾致函孙中山，自述“平素不善治生，上下无交，竟成废

弃，深为自惜”，遂向孙氏求助。陈春生谓孙氏赠与金钱，

助其续娶卢氏女。67

辛亥革命成功后，杨氏前赴南京，出任孙中山总统府

秘书，然为时甚短。此后由于生活困苦，于 1919 年及 1920

年再向孙中山求助。至 1921 年孙氏于广州第二次建立政

权，出任中华民国政府非常大总统时，敦聘杨氏为总统府

顾问，月送公费 200 元；1923 年，于平定陈炯明叛乱，于

广州设大本营，第三次建立政权， 派杨氏为港澳特务调

查员，皆属闲散之职。68 及至孙中山去世，杨氏蒿目时艰，

毅然戒掉鸦片烟瘾。晚年每每为兴中会时期，曾对革命出

力及牺牲之同志，如黄 商、程耀臣、朱贵全、邱泗、郑

士良、杨衢云等上书，要求国府抚恤其遗族。又为孙中山

之家族，如孙母杨氏；长兄孙眉、孙昌父子及其妻舅谭弼；

妹夫林嘉智、林镜父子，要求表扬及抚恤。借以彰显革命

先烈开国之功。期间国事日非，日敌入侵，杨氏心怀悲痛，

于 1934 年，郁郁以终，归葬于故乡翠亨村金槟榔山。时人

唐绍仪曾为杨氏作挽诗，藉以悼念，谓“……革命称四杰，

足当万夫雄，公尤丰于家，夙高任侠风，慨以满籯金，来

助军储供”，也许可作为杨鹤龄生平之最佳写照。69

三  结论

清季革命起源于香港，此乃孙中山在港接受教育，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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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革命思想；同时，结识师友，日后多成为其早期的革命

同志。继而于 1895 年成立兴中会总会于香港，同年策动首

次起义—乙未广州之役，有以致之。其中兴中会早期重

要成员除孙氏外，尚有尢列、陈少白、杨鹤龄三人。四人

早于1888年至1892年间，时常聚谈于歌赋街8号“杨耀记”，

言行反清，因而被称为“四大寇”，此后相继投身革命。“四

大寇”于孙中山传记及革命史著述中，遂见篇幅。然四人

生平及投身革命至死之历程，除孙中山外，少为学者所关注，

本文即由此入手论述。

就孙中山革命生涯观之，自甲午战争后，起而首创兴

中会、同盟会，密谋革命，先后领导十次武装起义，70 及

至辛亥革命成功，一度出任临时大总统。而尢列则于 1895

年自行创设中和堂于香港、横滨、星加坡，分途发展。然

其所说中和堂之与兴中会、同盟会，乃属二而为一，实乃

与孙中山共同革命而已。其中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即透

过尢列之中和堂，得以开 及组建星、马地区的革命力量。

至于陈少白，则为孙中山之义结金兰，最为得力之助手，

故孙氏以吾弟称之。协助孙中山策动起义，联络日本志士，

建立台湾兴中会分会，出任香港同盟会分会会长，创办《中

国日报》，首起以言论宣扬革命。参加乙未广州、庚子惠

州诸役，直至辛亥革命广州光复，出任军政府外交部长。71

由此可见，四人于青年时期成为同倡反清革命之“先行者”。

投身革命后，各有经历。及至晚年孙氏由于反袁、反军阀，

先后在广州建立三次政权，谋求以武力统一中国，其间并

提出《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作为

建国蓝图，影响自然深远。尢列则晚年寓居香江，以宏扬

孔教，鼓吹中医，转而以传统文化济世自处。至于陈少白，

竟然功成身退，转而营商，建设家乡，终其晚年。杨鹤龄

则加入兴中会，奉献金钱，任职《中国日报》，以此支持

革命。然杨鹤龄晚年潦倒，求助于孙中山，并为早期革命

同志及孙氏家人，争取抚恤及表扬。至此，四人中尢氏变

身文化人，陈氏为地方商人，而杨氏则为一介平民，唯独

孙中山辗转而成为国家领导。“四大寇”之革命人生堪称

同途而殊归。1921 年孙中山开府广州，缅念“四大寇”昔

日友情，遂于观音山总统府侧之文澜阁，修建居室，名为

“三老楼”，招聚尢、陈、杨三人，借以聚旧，并作顾问。72 

然综观四人青年时起而以革命救国，可惜直至临终之时，

由四人所“催生”的共和国，却依然内忧外患频生，未见

富强之光景。也许只能如孙氏遗言所说“革命尚未成功”，

四人只能赍志以殁，是为“四大寇”一生之最后注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