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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狐空

最近，一位中国历史人物悄然登上热搜。他在百年前，斥巨资买下了瑞典的一个岛，还在岛

上建了座古典园林。这位老人，就是康有为。

百年前，不正是中国最风雨飘摇的时候吗？康有为作为一代思想领袖，时时想着变法强国，

怎么会跑到瑞典买岛呢？原因很简单，康有为除了正襟危坐的形象外，还是一位超级“富豪”。

流亡海外，利用侨胞

自从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

为就流亡海外。而且，清廷悬赏 10

万两缉拿康有为，不管死活都有

赏赐。按理说，流亡的生活充满了

辛酸和危险。但康有为不是一般

人，他创立了一种全新的风格：环

球旅行式流亡。

那个年代，飞机刚刚诞生，还

没有成为运载工具。康有为就乘

着轮船，开始了一次又一次的航

行。根据统计：“从 1898～1913 的

16 年间，康有为四渡太平洋、八涉

印度洋、九经大西洋，先后游历了

美、英、意、加、希腊、埃及、巴西、

墨西哥、印度等 30 多个国家和地

区。”

他与瑞典的缘分，起于 1904

年 8月 19 日的清晨。当来到瑞典

首都斯德哥尔摩后，他发现道路

广洁，楼阁崇丽。见多识广的康有

为用四个字怒赞：冠冕欧洲。在那

个年代，欧洲本就是天堂般的存

在，更何况冠冕欧洲的瑞典。

康有为带着家人四处游览，

发现瑞典山水幽胜，岛屿秀丽，着

实是个好地方。当他到东部海域

游玩时，发现了一座清幽至极的

岛屿，恍如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

源。康有为当即决定暂停流亡的

生活，把岛买了下来。“栖栖无所，

买山隐焉，名曰避岛，号曰北海

庐。”

买下岛后，他又找人建造了

一座中式古典园林。亭台楼阁、雕

梁画栋、曲径通幽，别提有多赏心

悦目。

这当然都需要钱，买岛 28000

克朗，修园 8000 克朗。可惜的是，

这么好的一个地方，康有为也就

住了三年，然后就飘然远去，再也

没有回头。这奢侈程度，令人乍

舌。

时至今日，岛上的建筑早已

荒芜，所有权也被瑞典收回。这么

大的资产，康有为竟再也没有过

问。而康有为的钱，究竟是从哪来

的呢？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先

逃到了日本，然后又流亡到了加

拿大的温哥华。当听到康有为到

加拿大的消息后，有数千名关心

祖国命运的华侨赶来。康有为于

是讲起了光绪帝被幽禁的悲惨生

活，并鼓励大家齐心发奋救中国。

同胞们听得泪流满面，纷纷

慷慨解囊，指望着这位大英雄能

够挽狂澜于既倒。后来康有为搞

了几次这样的演讲，每一次效果

都很震撼。

聪明如康有为，当然知道这

非长久之计。于是灵机一动，想到

了一个更牛的方法，成立保皇会！

入会是要交钱的，美洲银一圆，后

来升成了五圆。

“若海外五百万人，扯算计

之，每人能以烟酒之余，人捐美洲

银五圆……则中国立可救矣！”

除了强国梦外，康有为还画

出了一张大饼。只要皇上复位了，

将按照捐款的多少论功行赏。当

时的华人，在海外生活得极其艰

辛，华人被歧视的程度，几乎可以

和黑人划等号。谁不眷恋生养的

祖国，谁又不想有一个强大的祖

国做后盾？

康有为这样的名望和承诺，

当然让同胞们热血沸腾。既能为

祖国效力，又可以在事后加官进

爵，于是纷纷捐出了自己的血汗

钱。

双面康有为

这个保皇会在海外有多火

呢？弟子梁启超曾说：“温哥华入

会者十而六七。”而且康有为后来

周游列国，没人知道他借此敛了

多少钱。而这些钱，根本没花到强

国上。康有为肆意提取挥霍，仅每

次拖家带口的旅游，就能轻松花

掉十几万美元。

美国人荷马李，原本慕名跟

随康有为，后来对他失望至极，转

而投奔了孙中山。连助手徐勤都

警告他，不要胡乱提款。当强国梦

成为了提款机，只剩下一声叹息。

为什么康有为的形象，和历史书

上有那么大的出入呢？真实的康

有为，究竟是什么样子？

康有为于 1858 年出生于广

东的书香世家，5岁能诵数百首唐

诗，12 岁被称为神童。但跟一般孩

子不同的是，他自视极高。他在看

同学时有一种霸视之气，而且把

自己比作道教大宗师丘处机和创

立禅宗的六祖惠能。

20 岁的时候，他批评韩愈的

文章道术浅薄，以致于后世的文

章都空疏无用。老师笑责其狂，

但从此对他青眼相看。而他本

人，自我感觉愈发良好。“静坐

时，忽见天地万物皆我一体，大

放光明，自以为圣人，则欣喜而

笑。”小时候自比于圣人，刚弱冠

就自以为圣人，可比诸葛亮狂多

了。

21 岁时他游览香港，发现英

国人治理的城市竟非常繁华，于

是开始购进西学之书。三年后他

真实的公车上书和戊戌变法

康有为在近代史上，以两件

事情得享大名：公车上书和戊

戌变法。公车上书造假，变法也

充满漏洞。

1897 年冬，德国出兵占领

了胶州湾，再次震惊了国人。

1898 年康有为在《上清帝第五

书》中，以环视世界的角度，描

述了种种危患：西方列强正在

瓜分非洲，当非洲被瓜分完毕

的时候，接下来就会轮到中国。

而且西方列强正在搞军备竞赛，

为了避免直接的冲突，他们一定

会继续殖民扩张来转移矛盾。

“保欧洲太平，则其移毒于

亚洲可知。”

在那个摇摇欲坠的愚昧年

代，有这种见解实属不凡。事实

也果然如此，后来八国联军侵

华，再后来欧洲人自己打了起

来。

光绪帝也感到形势危急，颁

布了“明定国是”诏书，开始了

维新变法。

但康有为存在两个很大的

毛病：一是轻率冒进，别人劝他

循序渐行，他则主张采取雷霆

手段，严重触犯了守旧派利益。

二是夸张自扬，为了论证自己

的观点，不惜夸大其词、曲解证

据。

比如有大臣质疑康有为从

哪里筹措新政的经费，他想出

了把西藏卖给英国的损招。为

此举了两个例子：库页岛划俄

和阿拉斯加售美。

这也就是欺负那个年代的

消息闭塞不通，库页岛就不说

了，俄罗斯卖阿拉斯加主要是

担心被英国夺取，所以才卖给

了美国，而且统共只卖了 720 万

美元。

接下来的事情众所周知，以

慈禧为首的守旧派率先采取了

行动，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慷

慨就义，康有为则连忙逃到了

日本。

很多人以为，康有为从此会

走向落寞。但后来的康有为，却

活成了一代富翁。在情感生活

上，康有为同样丰富多彩。靠提

倡“一夫一妻”制扬名的他，一生

娶了 6个妻妾。

八年后的 1927 年，康有为

食物中毒去世，结束了他难以

评说的一生。不可否认，康有为

在年轻时确实眼界开阔，具有

一定的远见卓识。但他绝非一

个高明的政治家，更远远没达

到圣人的标准。

连梁启超都说，“先生能为

大政治家与否，吾不敢知。”鲁

迅的老师章太炎更毫不客气地

评价：“国之将亡必有；老而不

死是为。”

庄子曾说过：圣人不死，大

盗不止。无论在任何年代，都要

提防那些想做圣人的人。想当

医生、当明星、当科学家，这都

行，因为没有数量的限制。但圣

人，几百年甚至上千年才出一

个，得做出怎样惊天动地的事

才能当上。

由于这种人封圣的执念太

强，很可能做出种种夸张的事

情。同时又觉得自己超脱世外，

可以不受各种规则的限制。这

就非常有意思了，久而久之地

切换，两张面孔炼得炉火纯青，

虚伪到极致。

国家处处风雨飘摇，圣人敛

财纵情声色。以广大侨胞渴望

强国的血汗钱，环球旅行，买岛

建园，何其“洒脱”。用时下流行

的话来讲：这样的圣人，不要也

罢。（转载自《华商周刊》、《“公

车上书”考证补》、文史天地《多

面康有为》）

又路过上海，更加折服于西方

式的治理。“大购西书以归，自

是尽释故见，大讲西学矣”。

然而，他的科举之路极不

顺畅，屡试不第郁郁寡欢，反

而凭借西学打开了知名度。

1891 年，33 岁的康有为在广州

万木草堂讲学，提倡“一夫一

妻”“男女平等”“女子不缠脚”

等先进的思想。一时名声大

噪，连已经中举的梁启超都甘

为弟子。

但他真正登上历史的风口

浪尖，还要等四年时间，再一次

进京参加科举。

1895 年 4 月，北京的考生

们正等待发榜，清政府和日本

签订了《马关条约》。消息传到

北京后群情激愤，康有为闪亮

登场。他召集十八省举人商议，

1200 余人签名，用一天两夜写

成了万言书，主张拒和、迁都、

变法。经连日抄写后传遍京城，

大振士气。但上书时皇上已在

和约上用玺，因此被都察院拒

绝。

但这些只是他个人的描述，

根据北大历史教授茅海建的考

证，公车上书其实有两个概念。

“一是由政治高层发动、京官组

织的上书，其数量多达 31 件，签

名的举人多达 1555 人次，且上

书已达光绪的御座。”

这才是历史上真正的公车

上书，这么大的国耻怎么可能

不引起高层的震动。至于康有

为这个，31 件上书都收了，为什

么他的被拒绝呢？因为他压根

没送。

根据他弟子徐勤等人的记

载，康有为从内线太监处知道

自己考中了进士，害怕影响功

名，因此临阵退缩。另外他还写

了一首诗炫耀：“东事战败，联

十八省举人三千人上书，次日

美使田贝索稿，为人传抄，刻遍

天下。”

一千二转眼就变成了三千，

敢情多出来的人，都是康有为

拔头发变的。但在自我吹嘘下，

他却成为了公车上书的领袖。

康有为岛

康有为（左）与梁启超合影康有为

康有为书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