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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100年 10月為辛亥革命一百週年，
中國出版市場為因應此一題材所進行之大

型出版計畫，由中央級人民出版社帶頭，聯

合各省人民出版社策劃出版《辛亥革命全景

錄》叢書。據相關報導稱，《辛亥革命全景

錄》係大型歷史紀實套書，採用史話體形式

寫作，共 13卷，由上海、湖北、江西、四
川、廣東、江蘇、浙江、湖南、陝西、山

西、雲南等十餘家地方人民出版社共同策劃

編輯出版。主編為前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常

務副主任金冲及。首卷綜合性質之《共和大

業》，由人民出版社負責編輯出版，第二至

十三卷為地方卷，每省一冊，以革命發生的

時間為序，描述辛亥革命在各省的情形與特

色。分別為《武昌首義—辛亥革命在湖

北》、《保路風潮—辛亥革命在四川》、

《喋血南國—辛亥革命在廣東》、《贛

鄱壯舉—辛亥革命在江西》、《錢江湧

潮—辛亥革命在浙江》、《慷慨三湘—

辛亥革命在湖南》、《滬上往事—辛亥革

命在上海》、《晉省風雷—辛亥革命在山

西》、《陝西光復—辛亥革命在陝西》、

《重九舉義—辛亥革命在雲南》、《民國

肇基—辛亥革命在江蘇》。首卷並於國父

誕辰紀念日出版正體字中文版，在臺上市。

（註1）

在大眾書刊消費市場中，2011年初開
始，由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政治系教

授張鳴撰寫之《辛亥：搖晃的中國》（簡

體字版，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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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月；正體字版，臺北：聯經出版公司，
2011年 4月）搶先機外，另有黃山書社出版
李剛《辛亥前夜：大清帝國最後十年》、九

州出版社出版百家論壇主講人梅毅《1911：
革命與宿命》、三聯《終結帝制：簡明辛亥

革命史》等引發話題。其中，民間學人暨傳

記作家傅國湧透過解讀私人史料（日記、書

信）之著作《百年辛亥：親歷者的私人記錄》

（北京：東方出版社，2011年 6月、9月，
上下二冊），認為為辛亥革命最終以和談的

方式完成了民國的「創世記」，其中關鍵因

素之一是南北雙方財政的困境，正是缺錢逼

使雙方走向對話、妥協，並以民國結束了帝

國，受到外間注目。祝勇，《辛亥年》（北

京：三聯書店，2011年 8月），仿照《萬曆
十五年》以年為主之寫作方式，考察歷史當

事人面對「決定性瞬間」的權衡與決斷，撕

裂與掙扎，試圖還原中國現代化轉型的珍貴

瞬間，都可說是在書寫方式上力求將此一事

件前因後果予以通俗呈現之嘗試。

出身兩岸三地的歷史學者或是曾參與革

命者之後裔，亦為此一重大事件，或研究、

或整編、或口述方式，將其所關注的相關議

題予以具體文字或圖像呈現。以下即予以簡

要整理。

有關史料、圖像整編或口述者，諸如：

《居正與辛亥革命：居氏家藏手稿彙編》

由「居正與武昌革命」、「居氏辛亥革

命家藏手稿」、「梅川譜偈」、「辛亥劄記」

等組成。編著者將其祖父、武昌起義的主要

參與者居正的 8,000餘件手稿重新整理，並
將居正當時所見證的辛亥革命各個重要起

義等歷史事件還原解析。並附錄編者撰寫之

〈居正手稿檔案典藏史〉。（居蜜編，北京：

中華書局，2011年 8月。）

《從美國外交檔看民國誕生》

作者從美國國會圖書館內 1840~1913年
間珍貴美國總統手稿檔、美國外交檔中精心

挑選，收錄了關於辛亥革命和民國初創的許

多檔案文獻。通過解讀這些文獻資料，詮釋

當年孫中山先生及其他革命先賢的艱辛革

命歷程，以及當時美國三位總統的對華政

策。（盧雪鄉編著，香港：商務印書館，2011年 8月。）

《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選輯（增訂版）》

本書是在《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選輯》

的基礎上修訂、刪增而成，篇幅較原書大幅

縮小，但將最重要的、近年來新發現的辛亥

革命史料增補入書。（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

所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 9月。）

《涓滴成洪流—清宮國民革命史料彙編》

此書所收清末革命史料檔案共計九種，

為國立故宮博物院珍藏資料（含宮中檔硃批

奏折、軍機處副檔摺錄、上諭檔、起居注、

雲南省電稿、收發電稿、電寄檔等），之前

未曾全面公開出版，此次由故宮相關專家整

理，世界書局精心編校，歷時一年多，將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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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清宮所錄各地革命史料附加專文出版，

為研究清末革命的一大重要資料。（世界書局

編輯部、國立故宮博物院，臺北：世界書局，100年 9

月，四冊）

《「為天下先」：薪火相傳，憶百年史》

本書將散佈於臺灣同鄉會刊物、報刊、

史料彙編之參與辛亥革命人士之回憶及相

關紀述蒐羅成篇，並予以彙整，以求在百年

後之今日海內外有關辛亥革命之紀述能趨

多元及完備。（向榕錚總編輯，臺北：中華民國辛

亥武昌首義同志會，100年 10月，兩冊。）

《辛亥革命民軍戰時總司令萬廷獻》

本書由家族後人口述與相關回憶結集，

以追述辛亥革命期間民軍總司令萬廷獻在

辛亥革命期間之相關事蹟。（萬慕道等口述，

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11年 9月。）

《辛亥革命的影像記憶》

本書嘗試從影像的角度，將珍貴的歷史

影像呈現給讀者，輔以當事人的自述或回

憶，透過近四百幀歷史圖片的追索，貼近當

時各個社會階層的生活實況，革命者的生活

世界與革命生涯，及清宮人物的動態。（楊

天石、譚徐峰編，北京：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年 9

月。）

《中國革命紀事本末》

本書原係 1912年商務印書館所出版紀

念圖書之一，收錄當年的報刊資料與中華民

國文件匯編。予以在百年後重新發刊。共分

三編：中國革命緣起及湖北革命始末、各省

革命志略、民清議和及共和立國。

在史料匯集出版中，不容忽略的一套大

部頭書刊，當屬中國國家圖書館聯合香港

中和出版有限公司、臺灣萬卷樓圖書公司所

發行，由中山大學近代中國研究中心主任、

孫中山研究所所長桑兵主編之《辛亥革命稀

見文獻彙編》。編者在書序指出，若非為了

應景，而著眼於學術的發展以及相應的時代

需求，如何擴張辛亥革命的史料與史學，就

必須有所講究。面對珍稀文獻散見各地，該

計畫即由圖書館出面聯繫各圖書館整合並

提供館藏，收錄此前未曾出版過的珍稀文獻

86種。收錄內容包括：一、此時期的重要
檔案，如：無錫市檔案館所藏的《錫金軍政

分府文書》；二、留日革命社團在東京創辦

的期刊，如《第一晉話報》、《粵西》、《漢

風》、《江西》、《河南》、《復報》等；

三、同盟會內地分支機關的機關報及其他革

命期刊，如《南風報》、《南報》、《中國

女報》、《女報》。四、清末預備立憲的相

關文獻，包括審政編查館、資政院的相關規

章、文書，特別是重點收錄了各省資議局的

報告、建議案、議決案、議事錄、文牘等重

要史料；五、清末地方自治的相關文獻，包

括湖北、遼寧、廣東、河南等地所辦的自治

報；六、其他重要相關刊物、專著、文集，

如《萃新報》、《浙源彙報》、《東浙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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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報》等。這批文獻極為稀見，絕大部

分為首次影印，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主編

者更在序言表示「治史必須貫通古今中外，

整體之下研究具體，即使辛亥革命只是歷史

長河中的一段波瀾，也要知其淵源流變，才

能胸有成竹、洞若觀火。」（註2）

至於位居革命策動中心武漢，有地利之

便，也以辛亥革命做為重點研究項目之一

的華中師範大學，亦以相關辛亥革命之工具

書、辭書作為工作重點。出版諸如章開沅主

編，嚴昌洪修訂，《辛亥革命辭典》（增訂

配圖本）（武漢：武漢出版社，2001年 7月。
497頁）與嚴昌洪主編，《辛亥革命史事長
編》。全 10冊。華中師範大學亦於 10月 8
日舉行《辛亥革命百年紀念文庫》首發式暨

辛亥革命百年影像展、書畫展。該 《紀念
文庫》總計有 30種著作，34分冊，1400餘
萬字。其中，較有代表性的新成果是共計 4
卷、200餘萬字的《辛亥革命的百年記憶與
詮釋》，研究中國人百年來的「辛亥革命記

憶史」，為辛亥革命研究開闢了新視野、拓

展了新領域。 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近代史研
究所朱英教授表示，文庫所收之書籍分為修

訂再版或新出版之之學術研究著作，二是以

「辛亥人物文集」為主的資料系列，側重於

雖非十分著名但卻具有重要史料價值的辛

亥歷史人物文集。另還有近 100萬字的介紹
和摘錄辛亥革命時期報刊資料的《辛亥首義

與時論思潮詳錄》。（註3）

嚴氏主持修訂本《辭典》，所刪研究團

體，當初經調查搜集填表，窮十餘年之力乃

成，但因時移事易，各研究機構此消彼長，

而且總是在變動不居之中，故而刪去；所增

史料、人物、著述、遺址等，則為反應學界

新的研究成果；所改觀點、論述、生卒、籍

貫，乃因認識並非一成不變，而是認識深化

的結果。新版增辭典為 140萬字，相比原版
增加近四成的新內容。

嚴昌洪主編之《辛亥革命史事長編》，

以「研究者隨時可以檢閱並且足以信賴的工

具書」為目標，（註4）採用編年體體例，並

以綱目方式，逐年逐月逐日，先概述當日事

件以為綱，再舉檔案、報刊、著述、回憶記

述以為目，輯錄 1894年 11月興中會成立至
1913年 9月二次革命失敗期間各種政治力
量尖銳衝突的史實，以期反映辛亥革命的全

過程，展示辛亥革命的歷史成因，及其所引

起的中國社會巨變。

在以歷史學者為主的研究成果之中，較

值得注意的新著或經過增補修訂的舊著至

少有下列各書，依照出版時間稍作說明如

後。（郭孝成編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年 10

月〔1912年 10月〕。）

《辛亥首義史》

作者運用考據功夫，對武昌首義前後一

系列似已定論的微觀問題，於考證後提出新

結論，諸如湖北首支革命團體是吳祿貞主持

「花園山聚會」；《大江報》時評〈大亂者，

救中國之妙藥也〉作者為黃季剛；武昌首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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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槍由程正瀛打響等等。（馮天瑜主稿、張

篤勤協助，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11年 4月。）

《孫中山•辛亥革命研究回顧與展望高峰論
壇紀實》

本書是 2010年 11月 13∼ 14日為紀念
孫中山誕辰 114周年所舉辦「孫中山‧辛
亥革命研究回顧與前瞻高峰論壇」文集。

由中國學界該領域內的三十餘位學者共同

探討孫中山以及辛亥革命研究已取得的成

就和今後發展趨向。（中國孫中山研究會、孫中

山故居紀念館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1年 4月。）

《1911年中國大革命》
本書作者以為，辛亥革命的「歷史意

義」與其耗費的「歷史代價」進行比較，指

出它是多種政治勢力互相妥協的結果，無論

是革命派還是立憲派，袁世凱還是清王朝權

貴，都有自己的堅持和自己的讓步，最後以

和平的方式實現了清王朝消亡，共和國成

立。對這個「和局」的再審視無疑對後人有

重要的借鑒和啟發意義。（馬勇，北京：中國社

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 5月。）

《立憲時刻：論〈清帝遜位詔書〉》

本書作者認為，現代中國的立國基礎不

單純是辛亥革命那種激進主義立憲精神，另

一精神基礎體現在《清帝遜位詔書》。其雖

非形式完備的憲法文本，但總結和承載晚清

被動或主動的改良立憲運動之遺緒。是故，

《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和《清帝遜位詔書》，

共同構成和發揮現代民國的憲法精神。（高

全喜，桂林：廣西師大出版社，2011年 6月。）

《中山革命在香港》

孫文與香港關係十分密切，在此完成西

醫學業、建立興中會總機關。1905年在東
京成立的同盟會，仍以香港為推動革命的海

外基地。中華革命黨和中國國民黨，也始終

以香港作為反袁、護國、護法等歷次革命運

動的重要依託。作者就此指出香港為近代中

國革命的主要策源地地位之特殊意義，也是

近代自由民主思想的搖籃與辛亥革命的源

頭之一。（莫世祥，香港：香港三聯書店，2011年

7月。）

《中華民國史》

為紀念辛亥革命 100周年，自 1981年
起即陸續由中國學者參與撰寫之《中華民國

史》，由中華書局一次性出齊。本次重版由

金以林任總主編，分《中華民國史》、《中

華民國史大事記》、《中華民國史人物傳》

三部分。《中華民國史》分為 12卷 16冊。
《中華民國史大事記》12冊。《中華民國
史人物傳》8冊，總計 36冊。本書寫作文
字、用詞、研究視角反應中國近三十年近代

史學術研究變遷趨向。（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

研究所民國史研究室，李新總主編，北京：中華書局，

2011年 8月，全 36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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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撰，第二篇是 2008年在學術討論會發的
論文。（蔣永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00年 10

月增定版。）

【註釋】

  1. 〈《辛亥革命全景錄》出版 《共和大業》在
臺發行〉，《人民日報海外版》，http://big5.
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
newmedia/2011-11/11/c_122265902.htm，瀏覽時
間：2011年 11月 15日。

  2. 朱燦洋、梁曉龍，〈洞察國運浮沉，反思百
年歷史〉，《中國新聞出版報電子報》，

2011 年 9 月 30 日，http://data.chinaxwcb.com/
epaper/2011/2011-09-30/14878.html，瀏覽時間：
2011年 11月 7日。

  3. 艾啟平、黨波濤，〈1400萬字巨著《辛亥革
命百年紀念文庫》在武漢首發〉，《新華網重

慶 頻 道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
cq.news.cn/news/2011-10/09/content_23849827.
htm，瀏覽時間：2011年 10月 28日。

  4. 〈章開沅先生序《辛亥革命史事長編》〉，
http://big5.xhgmw.org/archive-56271-2.shtml。 瀏
覽時間：2011年 10月 28日。

《辛亥革命時期的歷史漫畫》

本書收錄辛亥革命時期漫畫百幅，略加

註解與解讀，以呈現漫畫背後的史實。（周

鮚，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 8月。）

《辛亥革命時期的香山社會》

本書編者利用地方史料的記載，闡明了

辛亥革命時期香山社會的動盪與變革，並兼

及與周邊地區特別是澳門的關係。（黃鴻釗，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 9月。）

《孫中山與辛亥革命》

作者將 2002年出版之《孫中山與中國
革命》修訂補充再版，將原收論文二十一篇

略去八篇，保留十三篇，新增三篇，合為

十六篇，分兩大部分：一、思想與理論；二、

領導與參與。前後兩部分各為八篇。新增的

三篇，一為〈孫中山的世界觀記註〉；一為

〈孫中山三大領導風格〉；一為〈同盟會河

內指揮中心的西南六次起〉。一、三兩篇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