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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

季米特洛夫致毛泽东的函电
郑厚安译

1 季米特洛夫致毛泽东的电报
.. 

1941~f. 1 月 4 日

毛i辛东:

我们认为，分裂①不是不可避免的ν 你们不应当执行分裂的

方针.相反，应当依靠拥护统一战线的群众，竭尽共产党和我们

军人的一切力量来避免扩大内战。 i青重新考虑你们在这一问题上

的立场，并把你们的考虑结果和建议告诉我们。

季米特洛夫

按档案原文刊印

译自《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件资料集W

莫斯科1986年版第291 页。

2 季米特洛夫致毛泽东的信ε

1942年 6 月 15 日

口的形势迫切要求中 1m共产党竭尽全力改芹同蒋介石的朵

① 向于19H年 1 月的皖南事变导致国共关系 JESt，某些中共领导人实际向共产
国际提出了分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但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考虑到国际
形势和中国国内的政治局势，主要是考虑到国共同党的力量对比，不仅坚决主张维
护统一战线，而且主张进一步加强统一战线。

CE i主封f;22于《共产阳际简史>> !D 5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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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加强中国的抗日统一战线。我们知道，蒋介石和国民党领袖

们正在千方百计地离间共产党，败坏共产党的名誉和孤立共产

党。如果我们的人不善于对付这种离间而屈服，我们的政策就不

能被认为是正确的。但是有消息说，驻重庆的周恩来没有考虑这一

点，而擅自为这种离间火上加油。他m划同反蒋分子和反蒋外国

记者秘密集会。蒋介石当然对此了如指掌，并借此进一步恶化同共

产党的关系和证明自己的离间是茸的。

我们请求密切注意这一情况.请求采取紧急措施，让共产党

驻重庆办事处坚定不移地贯彻改善国共关系、改善同蒋介石的关

系的政策，避免采取使关系尖锐化的」切措施。必须直接同蒋介

石说清一切争论问题，力求加以解决ω 请把你们就此采取的措施

和做出的决定通知我们。
季米特洛夫

按档案原文刊印。

译自《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件资料集〉莎

莫斯科1986 年版第291-292页。

3 季米特洛夫就中国共产党党

内状况致毛泽东的信①

1943年 12 月 22 日

毛泽东(亲启) : 

1 .关于令郎。我己安排他在军政学院学习，他毕业后当能在

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现代军事方面获得扎实的学识。这个小伙子很

能干，我相信您会把他培养成一个可靠的好帮手。他向您致以热烈

的敬意。

2.关于政治问题ι 不言而喻，在共产国际解散之后，它过去

的任何领导人都不得干预各国共产党的内部事务。但是从私人友

情考虑，我又不能不告诉您我对中国共产党党内状况的担忧c 您

① 这封信部分;tt衷于《共产党人》杂志1982年第 9 期第81-82页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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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从1935年起，我就不得不经常密切过问中国的事务。我认

为，从反抗外国侵略者的斗争中退缩的方针，以及明显偏离民族

统一战线的政策，在政治上都是错误的3 在中国人民进行民族战

争期间，采取这样的方针，有把党孤立于人民群众之外的危险，有

导致内战加剧的危险。这只能有利于外国侵略者及其在国民党内

的代理人 υ 我认为，发动反对周恩来和王明的运动，指控他们执

行了共产田际推荐的民族统一战钱，说他们把党引向分裂，这在

政治上是错误的。不应该把周恩来和王明这样的人排除在党之

外，而应该把他们保留在党内，千方百计利用他们为党 E作。另

外一件使我担心的事是，一部分党的干部对苏联抱有不健康的情

绪。我对衷生①所起的作用也心存疑虑。 i青除党内政对分子和把

党团结起来的党内正确措施，被康生及其机构扭曲得面目全非，这

样做只能散{fî互相猜疑的情绪，引起普通党员群众的无比愤怒，

帮助敌人瓦解觉。早在今年 8 月，我们就从重庆获得完全可靠的

消息说，国民党决寇派遣奸细混入延安挑动您同王明和党内其他

活动家争吵，挑起敌对情绪以反对所有在莫斯抖居留和学习过的

人。关于国民党的这→诡计，我已及时预先通知了您。国民党秘而

不立的打算是，从内部瓦解共产党，从而轻易把它摧毁。我毫不怀

挺，康生的所作所为正在为这些奸细助长声势。i青原谅我这种同志

式的坦率。我对您怀有深深的敬意，坚信您作为全党公认的领袖，

定能洞察事物的真相。仅仅由于这→点，我才如此坦率地同您谈

问题。 i青按我给您发送这封信的方式给我一封回信。紧紧与您握手

季〔米特洛夫〕

按档案原文刊印。

译自《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件资料集) >> 

莫斯科1986年版第295-296页。

① 康生(1 899-1975←一中国共产党活动家， 1930年起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
会委员. 1934年起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1933一 1937年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参
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三次金会和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 1938-1946年领导
中共中央社会部，其任务是间谍和反间谍活动，整风期间(1941一1946年〉参与迫害
大批党的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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俨甲噜

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和
季米特洛夫致中共中央的电报

郑厚安详

1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

就必须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致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电报①

1936年 ]2 月 16 内

i在电复你们采取如下立场:

1 . 张学良的行动②不管意罔在11 问，在客观上只能损古把中

罔人民的力军:网f:!f fj吃忧 H 约一战线的努力，只能鼓励口太对中罔

悄侵略c

2. 既然书怕!主终究止，就要?在内现实.中罔共产党陀If畏决

丰拉和平解<*飞冲'壳，帆庚的悲础JFz

f 甲)严生fH 政府，政府申阵容纳若干扰日运动的代二ι 若干

斗了"rl气巾罔领十.:JE耕和1才:1t!圳人+:

(乙〕保障中罔人民阶民主仪幸11;

〈丙)停止执行消灭红军的政策.同红军合作抗[1:

f丁〉与同特中罔人 R抗日的各同存作。

飞'1) ~主ì.J 1江 m rlJ奈米特治夫市闯并结 7号电报部分内容??发表于《格奥 'λtV· 苍
米特洛夫一-)~产仁义运动的杰r'll iî吁动交界 Ef28 4页。

(2) 日Pi苟安书变 1936年 1 2 月 12 日，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卜七路军的军官
借口抗日，在西安扣留了蒋介石及其国民党防员。此后. 12 月 14 日张学良和杨虎城成
立了西北抗日~:(窄非常委员会，周恩来代表中罔共产党参加了这个委员会。由于这些
行动客观上破球了中同抗日爱国力量的团结，共产国际领导建议中共巾央设法和平解
决事变。

4 



EEf;17，注议你们不要捉山间苏联主fjEt fFj 门号'

。‘ d 

书记处

按档案原文刊印。

译自《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件资料集M

莫斯科1986年版第270 页。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

就中共在西安事变后的指导

方针致中共中央的电报④
1937年 1 月 19 日

我们认为，和平麟诀西安事变具有特殊的意义ν 但是，这种解

快不仅口{稳放喝力挑动内战的日本帝国主义者及其代理人的阴谋

所破坏.而且可能被武党的错误行动所破坏。

现在 L，t二主任何时候豆的楚地看l门，进党i:t去力图排除蒋介

石和1推翻iiu;二政府以建立统一战线，这种方针马错误的。尽管贵

32陆近纠正了自己的政策，但是还没有元全摆悦这一错误方针。

特别是中共 ljI央在蒋介石被释放后发布的指示②证明了这一点。

武党实际主执行的是分裂国民党而不是同国民党合作的方针。同

蒋介石和J 1句京协商，被看作是向蒋介石和南京投降。问西安的合

作，被当成是反南京的联盟，而不是共同抗日的联盟。这一切都助

长了亲日报的飞焰。

贵党现在的主要任务是.设i主实际停止内战，首先是要让国

民党和自点政府放弃消灭红军的政策，设让同南京共同抗日，那

'll'I最初民有正式协寇也行。据此，贵党应该公开声明和坚诀贯彻

这样一时立针，即支持国民党和南京政府采取的停止内战，团结

全因人民力量抗日，保卫中国的究整和独立的一切措施。

问张学良、杨虎城等部队合作的问题必须服从这个主要任

① 这个文件部分发表于《格奥尔吉·季米特洛夫一一共产主义运动的杰出活动
家》第284-285页。

@ 显然指中共中央就西安事变的左传:I:作发布的指示(1 937年 1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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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必须在这方面对上述部队施加一切23响。在西安地区不应当
公开搞共产主义活动，不应当喧扬蒋介石在西安作出的许诺，不

应当要求立即对日宣战，也不宜过分突出同苏联结盟的口号。
同时，在全国范围内，特别是在国统区内，必须加强抵抗外

国侵略的群众运动，争取全国团结与和平，要求停止亲日夜策划
的讨伐。万一ìtf:戈队出动，你们的任务就是进行自卫，Hl弓你们
自己无论如何不得授人口实，使事情这样急转直下U

在任何情况下，特别重要的是保持共产党和红军的统、因
为这是顺利克服你们前进道路上的-切困难的保证。

必须极认真地注意托派分子的阴谋。他们在西安同在全中国
一样，企图以挑拨活动破坏抗日统一战线，他们是日本侵略者的
走狗。

我们很怀疑艾格尼丝·史沫特莱①的所作所为。无论如何，
不能让她以共产党的名义进行活动，不能让她充当共产党的委任
人、必须在报刊上批评她的所作所为。

候复。静待你们按本指示采取具体措施。

书记处

按档案原文刊印。

i亲自 f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件资抖集) :. 

莫斯科1986年版，第270一272 页。

3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
致中共中央的电报

1937年 1 月 20 日

鉴于中国国内外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y 特别是由于日本

① 艾..lI!沫持菜(1 892-1950) 一一类理作玄和!己者， 1928 一 1941 年侄~]J!ì'~
兰克福报》和英国《曼彻斯特卫报》驻华记者。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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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侵略，你们各根据地是否适于及时把苏维埃制度改为民主主义

基础上的人民革命制度?

这首先意味着( 1 )把苏维埃政府改为人民革命政府 z

( 2 )把红军改为人民革命军; (3 )只在中心城市保留苏维

埃，而且不作为政权机关，只作为群众组织保留; (4 )放弃普

通没收土地的措施。

这样改变方针?是否有助于团结全中国人民的力量来保卫祖

国，是否有助于建立全中国的民主主义共和国?

请你们极认真地考虑和讨论这个问题，并把你们的意见告诉

我们，然后我们在这里也可以详细讨论这个问题。

书记处

按档案原文刊印。

译自咂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件资料集) :) 

莫斯科1986年版，第272 页。

4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

致中共中央的电报
1937年 2 月 5 日

我们认为，你们在致国民党执行委员会三中全会①的电报

中，最好只是一般声明共产党和红军决心支持国民党和南京政府

一切停止内战和团结全国人民抗日的措施，共产党和红军还准备

同国民党和南京政府协商在民主基础上改组苏区的制度，在承认

南京政府为全国政府的基础上调整南京中央政府与苏区之间的关

系。

我们建议暂时不要具体声明我们对苏区政策作哪些具体修

改。这个问题需要仔细讨论，需要极认真地让各党派以及靠近我

们的团体和人民群众对我们在政策上的这种急剧转变作好准备。

① 指1937年 2 月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三中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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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肯把你们在这方面采取的步骤尽述通知我们c

书记处

战档案原文刊印。

译自《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刊二资料某) ;, 

莫斯科 1986年版第272-2ì3 页。

5 季米特洛夫就毛泽东与斯诺ε

谈话致中共中央的电报
1939 年 10 月

务必揭露这一报道②的挑畔实质。 i占+t:最近与 j听 i若... ...的

几次谈话的内容通知我们c 我们坚 tk:请求.毛泽东和其他中国同

志不要向外国记者发表与斯诺谈话那样的言论，因为这种言论被

用作挑衅目的。

载于K.K.希里尼耶((共产国际在反战西斯和反战中的战

略和策略 (1934-1939) ))莫斯科 1979年版，第381-382 页。

译自《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件资料集) )) 

莫斯科 1986年版，第284-286 页。

@ 且可 i若一一美国《纽约太阳报》手n英国《每日先驱报》记者， 1928年来华，

1936年夏，率先协问陕北苏区，同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有过接触，后来又同
他们多次会商。斯湾第一次访问陕北后，发表了《中国上空的红星)(即g西行没记'一一
阵者)-书。

③ 指《每日先驱报 >>1939年10 月 21 日友表的主主于毛洋东与美国记者斯i茜谈i舌的
报道。据新诸报道，这次谈话捉到"共军目前控制的地区不受蒋介石政府的管辖"
"在取消国民党一党专政并代之以共产党和fC他党派的民主政府之前，中国无i去实现
完全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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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在思想理论上

对中国共产党的援助

E • rþ .抖瓦廖夫

F坛丢，根据罗列IJ宁的号召，"使西欧共产主义无产阶级与东方各殖民地

和一般落后国家的农民革命运动之间实现尽可能紧密的联盟"，①

对促进中国共产党人争取自由和国家独立起了巨大的作用。

从共产国际0919年 3 月成立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开始到最后

一次即第七次代表大会(1935年 7 月 25 日 -8 月 21 日) ，直至

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为止，无产阶级与中罔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

t<] 思想不止一次地载入共产国际的诀议巾。

L~无产阶级团结的表现形式的多样性;护，作者注意到列宁对

ir!可因内外形势的分析，以及 r! 1 罔革命的性质及其动力。本文只就

共产国际在思想理论上对中国共产党援助的基本方针进行探讨。②

① << ~Ij宁 i毒集>> ，北京1972年版， :m; 4 卷第275页。

(:z,j *于苏联对中国人民在不同斗争阶段上所给予的政治道义和物质上的援
助，以及关于共产国际对中同共产党的支援，见<<苏联志愿者谈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
战争(1 923一-1927年) >> ，克斯科 1961年版，普里马科犬<<→个志愿兵的札记>>，

莫斯科1967年 JlIi ; 非利亚金((陌生的道路>> ，莫斯科1969年第2版，卡尔图i若娃 z

《力nft在中国 092 ，j-1927年) >> ，莫斯科1979第 2 版 p 勃拉戈远托夫<<中国革

命i己事(1 925-1927年) >> .莫斯科1975年第 2 版<<参加过中国革命的著名苏联
共产党员>> ，英斯科 1970年版;切列潘诺夫<<一个驻华军事顾问的札记 (1925-

1927年) >> ，英斯科1971年第 2 版<<在中国土地上》莫斯科1977年版 ~l 兹尼科

夫<<共产国际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的战略与策略川莫斯科1978年版， 希里尼亚 z

‘共产国际在反对法西斯主义和战争的战略与策略(1 934一 1939年川，莫斯科 1979年
版<在巾国的天空中>> ，莫斯科1980年版 P 维什尼亚科娃-11""1基莫娃<革命中国
两年i己 0925一1927年) >> ，莫斯科1980年第 2 版，格里戈旦耶夫 <1927一 1931年
中国革命运动(战略与策略问题)) .莫斯科 1983年版$崔可夫<在华使团>> ，英斯

科 1981年 YiR ; 迄林，~中国回忆录(1 921一 1927年) >> ，莫斯科 1982年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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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在其好些著作，11注意到中国作为半殖民地的社会经济的

特殊性，从而不止一次地指出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反帝倾向。①

1912年 1 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全俄会议

通过了由列宁审订的《关于中国革命》的决议，决议指出了"中国人

民革命斗争的世界意义，"决议还谈到"俄国无产阶级怀着深切的

热忱和衷心的同情注视着中国人民获得的成就……。②在反君主

制的资产阶级辛亥革命后，列宁对于中国各阶级及其政治力量

作了深刻的评述，强调要注意它们在解放运动中潜在的革命可能

性。例如，在布拉格会议半年后，列宁在《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

粹主义P 一文中写道z 中国资产阶级成分是极其复杂的，其自由

派最善于变口，但与此同时，中国还有"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

阶级革命民主派"。列宁预见到"由于在中国将出现许多个上

海，中国无产阶级将日益成长起来。它一辜会建立这样或那样的

中国社会民主工党"，③这个党将为复兴中国而奋斗。 1913年.

列宁在《中国各党派的斗争》一文中着重指出， "中国无产阶级

还很强小"，而"由于没有无产阶级这个领导者，农民非常闭

塞、消极被动、没有知识、对政治漠不关心"。至于说孙中山的

党，列宁写道，它"还不能充分地吸引中国广大人民群众参加革

命"。④
俄国十月革命对东方被压迫的各族人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中国在革命过程中已有可能依靠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俄

共〈布〉和共产国际在思想理论和政治道义上的支持。

1919一1921年(从建立共产国际到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共产

国际力求使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并使中国民

族解放斗争与世界革命过程衔接起来。由刘泽荣(刘绍周)、张

① 参见《列宁全集'有关文章。
② 《列宁全集) ，北京1958年版，第 17卷，第457页。

@ (列宁选集) ，第 2 卷，第428页。

④ 《列宁文稿} ，北京1978年版，第 2 卷，第1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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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奎组成的有发73悦的中国社会主义卫人党代表团出席了共产巴

|际第一次代表大会(1919年 3 月 2-6 日〉。①刘泽荣以他所

代表的党和巾国人民的名义表示， "俄国的声音必将最有力地鼓

舞和号召他们去进行斗争"。②在代表大会上， rfl 因社会主义王

人党代表团投票赞成建立第三罔际。③

1919年 11月 9 日，列宁会见了中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员、巾

国旅俄华工联合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刘泽荣。在会见 111 列宁问

他谈到中 !2革命的发展和华工联合会的主作问题。④这次会见证

明了列宁对中国革命运动和旅俄华工组织的深切关怀。

列宁的《在全俄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

报告 (1919年 11月 22 日) >>⑤、 1920年 6 月 5 日为共产国际第二

次代表大会草拟的《民族和随民地问题提纲初稿￥⑥、 《民族和

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的报告 (1920年 7 月 26 日) >>⑦等著作，对于

制定被压迫的东方国家包括中国在内的共产主义运动的战略与策

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列宁在这些著作中，令人信服地指明了

被压迫民族的民族和社会解放的现实道路。

在全俄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列宁向代

表们提出一项迫切的任务: tt就是你们必须以一般共产主义的理

论和实践为依据，适应欧洲各国所没有的特殊条件，善于把这种

理论和实践运用于主要群众是农民、需要解决的斗争任务不是反

对资本而是反对中世纪残余这样的条件。"⑧

列宁在提出解决这个困难的任务时指出，促进这一任务实现

的"有利"条件，就是东方各族人民"觉醒了"，他们"不再仅

① 参见《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莫斯科1933年版，第 131 、 161 、 249 、
251页。

② 同上，第243页。
@ 同上，第131页。
④ 参见《列宁〈传记大事记) >>，莫斯科 1977年版，第 8 卷，第40页.
⑤ 《列宁选集>> .第 4 卷，第95-276页。
⑨ 同上，第270-276页。
⑦ 同上，第332-337页。
@ 同上，第 104页。



{注定当别人 ~~B 的对象而参与决在世界命运，"⑦闪为卷入斗争的

群众能够使东方共产党组织同共产国际保持最紧密的联系。是在

共产ITil际第二次代表大会 r:通过的列宁《尖于共产问际53二次代
表大会的某尔任务的提纲》中，提出 ml际无产阶级的主要任务是
"在每→个回家成立统一的共产党"。③这次代表大会的另 - ~Jí}i 

决议《共产党在无产阶级罹命中的作用P 强调指出，觉悟的工人

们应当成立能够"在各种事变和运动形式下捍卫共产主义共同利

益"③的共产党。

列宁和共产国际认为，共产党的使命足捍卫共产主义的共同

利益。但是，这不意味着共产党人"抛弃非党了.人的群众组f11" ，

而在在些组织中共产党不断地向卫人们解释，资产阶级培植"无

党派的思想"，其目的是" 51语无产阶级脱离有组织地争取证金

1::义"。③假应有建立人民革命党的可能，那么以后它们可以发

展成为共产党，当然，所说的不是不考虑时间、社会条件和主客

观的因素而强行成立共产党。⑨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圭，

列宁挖出了关于共产FJ际支持植民地和落后同家的资产阶级民主

运动和民族远功的论点，即"在陆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解放运动

真正具有革和陀的时候"，急共产党的策略既要利用民族资产阶

级的革命路线，同时又要反对其反动的、改良主义的和妥协归政

策。

列宁在共产iIEi际第二次代表大金上提出的关于启民地和起后

I F.I家的民族解放运动与世界革命过程、共产主义和 E人运动以及

同苏俄的团结不吁分割的思想，具有同样原则性的意义。在这种

不可分割的条件下，"先进同家的无产阶级能够也应该帮助落后!可

① 《列宁选集) t ~t.1 态，第103页。

② 同上，第104页。

③ 同上，第296 页。
④ 参见《共产国际文献 iC编 0919-J 932 年) >>，莫斯科 1933年版，第 10ï页。

⑤ 网上。
⑥ 参见《列宁全集) ，莫斯科1964年版，第41 态，第 233页。

⑦ 《列宁选集> ，第4卷，第3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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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可少?动群众.H·H-IE后国东的发展就能够突破'目前的阶段"变

并经过如:屯的发展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而"不经过资本主

义发展阶段"。①

l扫国 n会主义[人党I卡央执行部的两名享有发言权的代表刘

泽荣和安恩学(音)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主作。 7 月

28 n ，刘泽荣在代表大会上问吃民族和目民地问题时作了发言，

他要求支Nt rll [司革命。刘译荣是代表大会民族和陆民地委员会的
安词，立列宁领导了该委员余的王作。

在共产[i{j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闭幕后的第四天，即 1920年 8 月

11 口，列宁再次接见刘泽荣，并给克列斯京斯基写了便函， 准许

刘 i手荣加入俄共(布〉巾央的请求。同年11月 2 日，列宁在同 rþ

R军事外交使团团!三张ir属将军的公谈巾表示相信，苏俄与巾罔

的联系是公得到加强的。。

为贯彻共产困际第二次代表大余的诀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

会与东方民族解放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己开始建立联系。共产国

际注二次代表大合之后不久，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发起于1920年

9 月 1-8 日在巴库召开东方各民族统-次代表大会，参加代

jJ大会的代表1891人，其中 7 名代表是来自 II~ 闷的。列宁被选为

本次代表大会的名誉主席。东方各民族结→次代表大会为了对中

\t~人民表 /J'支抖，强烈谴责了英、日西'阿仁义对华的劫掠，并强

调指出东方各族人民与西方革命工人的斗争是紧密相联的。大会

号召中闷、朝鲜军n 11 本的无产阶级同欧美的无产阶级一‘起为保卫

苏战而积极斗争。甚

从1920年底起，为了同在 11 :罔已出现的共产 j二义小组及其领

、 D <列宁选集>第4 J{t;，第 336 页。

('i) 参见《共产国际第二次代友大会>莫斯科1934年版，第621 、 625 、
62~ 页。

了辛 参见《列宁(传 i己大事记) >> ，莫斯科 1978年版，结 D 卷，第174 、 432页。

.:.v 详见《东方各民族第一次代表大会>> (速记报告) ，彼得格勒1920年版 s 索

尔年<东方各民族第一次代表大会)) .莫斯科1961年版，第21 、 22 、 24页(东
方民族) • 1921年第 1 期，第91 、 94页 p 第4期，第4241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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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人(李大钊、陈独秀等)以及中国革命民主派的启动家们(孙中山
等〉建立联系，共产国际向中国派遣了代表。共产国际同在组织
上尚未固定下来的中国共产党代表以及革命民主派代表的最初接
触具有重大的意义。正如中国史学家们指出， "十月革命取得胜
利的经验和共产闰际的具体帮助，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主
人运动相结合这一伟大历史任务的开始实现，起了重大的推动作
用"。①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共产党人(瞿秋白、刘少奇、任粥时、
张太雷等〉去苏饿了解十月革命的经验，这对在思想上武装中国

共产主义和E人运动的干部的准备产生了良好的影响，也是为成
立中国共产党创造先决条件。 1921年 7 月 23 日一-8 月 3 日，在

上海和嘉兴的第 A次代表大会上，中国共产党在组织上形成了。

共产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的代表出席了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的
成立是由于科学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党的第→次代表大

会乃是这→过程在中国一定阶段上的表现。②

. • •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时候起，就迫切需要制主适合半殖民地中

国条件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斗争战略与策略，这是一项艰难的任

务，因为党是新戎立的，缺乏经验和思想上经过锻炼的干部，党

在工人阶级和农民中间还没有扎下很深的根子，没有群众的同盟

军。加之，党处在农业极端落后和千百万农业生产者的环境之

中，所以渗透到党的队伍的异己思想、 "左"右倾机会主义、教

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危险时时刻刻威胁着党。

中国共产党在克服这些困难时，可以期望得到以共产国际及

① 丁守和、殷叙彝、张伯昭<十月革命对中国革命的影响) ，北京1957年
版，第148页。

② 详见卡尔图诺娃、科瓦廖夫(论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
问题 0917-1921 年) ) ，载￠苏共历史问题》杂志， 1974 年第 8 期，第55-
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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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先锋队一-f在共(布〉为代表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帮助。从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 0921 年 6 月 22 日 -7 月 12 日〉起， r i" 

罔共产党人参加国际共产主义中心的工作，当时也起了不小的

作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 (1922 年 7 月 16-23 日)

通过了《加入第三国际的决议案》。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

(1 922年 11月 5 日 --12 月 5 日〉满足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加入共产

国际并承认它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的要求。①

共产国际发起，于1922年 1 月 21 日在莫斯科召开了远东劳动

人民代表大会。来自中国各社会团体的代表出席了大会。列宁接

见了代表大会的各国代表。②中国代表团参加代表犬会的工作以

及同列宁的会见，有助于加强俄共(布〉、共产国际同中国各社

会团体的联系。

由于遵循列宁关于殖民地和附属国革命斗争的思想，并考虑

到我党的经验，共产国际规定了中国革命的性质、方向和阶级内

容、中国革命的阶段、各阶级及其政治的推动力、工人阶级及其

政党和同盟写士的作用、农民和军事因素在革命中的作用、中国共

产党的战略与策略。共产国际对拟定中国革命构想的创造性贡

献.堪称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对被压迫国家革命过程的具体条件科

学严密分析的典范，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实际行动的典范‘是对

中国共产党兄弟团结和援助的典范。

共产国际在规定中国革命的性质、方向与阶级内容时，是以

中国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依附于帝国主义的半踵民地为出发点的。

在国家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中，外国资本维护和保存了中世纪剥

削的形式并使干百万城乡劳动群众遭受到怯律上压迫的半封建关

系的统治，从而使中国必定陷于经济和社会极端的落后。中目的

这种状况成为劳动者沉重的负担，主要是触犯了城市小资产阶级

的利益，妨碍了民族资产阶级工商业的经营c 1923年 1 月 12 日，

① 参见王明<列宁、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 ，莫斯科1970年版，第 61页。
② 参见《列宁〈传记大事记) > ，莫斯得1982年底，第12卷，第1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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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通过的关于巾因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诀议指

出?当前中国革命的性质是"反对帝国 E 义者及其在lh 间的封建

代理人的民族革命"‘①日iJ反帝反封建革命。共产同际执行委日

会第七次扩大全会 (1926年 11月 22 日 -12 月 16 日)揭开了 Ip !]q 
苹命的性质、方向和阶级内容，从而指出中因准命"具有资产阶

级民兰主义的性质"，非且以其全部锋芒指向"帝国主义的压

迫"。但是，共产同际绝不认为中[月革命的目的是使同家走向资

木仁义安展的道路，相反，共产同际强调指出， "革命有转变为

社会主义革命的趋势"，在创造某种社会政治的条忏下.革命的

结果也许会使中 i可转向"非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发展道

路"。①

在制;i立中国问题方面的路线时句共产国际是以"马克思学说

巾的主要的 A点，就是阐明了无产阶级这个社会仁义社会创造者

的只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作用"，@以及列宁预见中!可无产阶级将建

立负有复兴国家使命的工人政党为出发点的。

百史经验教导说句:仁人要是没有自己的政党， l!íi组织上和思

想 k坚强的坪用最先进的学院←→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的共产

党，就不可能获得胜利。因此，从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时候起，共

产田i尿不止一次地使中国共产党人注意党的阶级性。(<共产国际

执行委员会1923年 3 月 3 日告中国铁路工人书》强调指出，中国

共产党制不仅捍卫铁路工人的利益，而且也捍卫整个工人阶级的

利益"，同年 5 月，共产国际给中国共产党第兰次代表大会(19

23 年 6 月 12 日 -20 日)的指示说，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

政党 -95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扩大全会( 1926 年 2 月 17

n-3 月 15 日)的决议说，中国共产党是"巾因无产阶级的政

① ‘共产国际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革命的战略与策略〈在中国的运用) ) ，载
《文件汇编> ，莫斯科1934年版，第112页(以下简称《共产国际的战略与策

"件) ) 

③ 《共产国际的战略与策略) ，第 137 、 182页 c

'â) <<列宁远集、 *2 卷，第4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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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①

然而，共产国际没有忽视巾 '-~1 共产党在组织上和思想上还不

成熟?共产国际指出， "工人运动(在中国二-作者)还是很弱

的"。为了把[.人运动提高到应有的高度，首先必须建立同工人阶

级和农民密切联系的、能率领l 卡拉l社会民主主义分子去为自由手11

独立的中间而奋斗的群众性的共产党。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

巾 U回斗问题f的白 j诀夫议 (1923 1年l'- 1 月 2历5 日)谈到了关子组织和教育"了工. 

人群众

党处f在E帝罔主义和国内反动派强大势力包闺的条f件中下，不 οI

能单纯以自己的努力来达到战略日标。党需要依靠城乡广大无产

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群众，需要在爱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中问有同盟

者，与此同时‘党不要忘记争取无产阶级的领导仅。

同对于 1Þ FIiJ 无产阶级创造力缺乏信心的右倾机会主义相结合

的宗派主义，阻碍了党同工人阶级和农民建立密切的联系，同时

还阻碍了同当时的民族革命的政党一一国民党的接近。

在共f口同|坛的帮助下 1[1]"-克服了陈独秀的神种阻挠.列宁

关于共产党人支持殖民地和市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

思想，在111 æJ共产党内逐渐地树立起来了。中 iH共产党第二次代

表大会号召党和各民主主义组织联合到革命斗争的统一战22 内。

共产国际培四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东方问题堤纲》谈到. "现

在，在殖民地东方，必须提Il\~帝统斗战线的口号"。③

为实现适合于中国的;主-斗 1 号， 1923年 1 月 12 日共产国际执

行委员会通过了《关于 j卡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诀议异。

由于中因工人运动尚不强大， I!i ffr.l 无产阶级尚未完全形成为独立

的社会力量，而巾 rm的中心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者及其在中囚的

封建代理人的民族革命，所以共产罔际认为，国民党与中民共产

iD <共产因际的战略与策 m(.o ， ::p;113 、 111 、 121页 u

⑨ 网上，第 112 、 114页。

③ 参!让《共产同!l，J;文献icf扇 0919-1932年)步，第 3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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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合作是必去的，中国共产党党员留在国民党内是适宜的。共

产国际认为，这个时期孙中山所领导的国民党"既依靠自由资产

阶级民主派和小资产阶级.又依靠知识分子和工人"·因此国民

党提出了"在同中国共产党人的联盟中以国民党为主实核心"米

反对帝国主义者和封建主，以及争取国家的独立。但是，共产国

际执行委员会曾预先警告说，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联盟的策略不

能以取消"中国共产党独特的政治面貌"为代价υ 中国共产党必民

须保1~.Y ~-:己原有的组织，.在白己原有的旗帜下行动.不依颇于

其他任何政治集团"。①

由于预见到中回民族革命和反帝战线将不可避免地带采农民

对封建压迫的斗争，所以共产国际认为， "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

民主市命趋向能杏取得胜利，取决于 4 忆中国农民群众能够在多

大程度土同中国工人一道并在他们的领导下参加决忘性的革命斗

争"。②可见，当时的农民问题已经逐渐成为中国革命的主要问

题，而主农联盟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已经逐渐成为革命的重要武

器。

某些中国共产党员对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两项任务的配合与

相E关系不理解，因而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对国共两

党的统一战线产生了违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指示的右倾、左倾

和中;展的观点。最后.代表大会的大多数代表放弃了这种观点，

接受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去关于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之加入国民党

的指示。

到20年代中期，国内外矛盾的尖锐化引起了中国革命的高

涨。 1925一 1927年中国大革命就是民族解放运动史上的一个高

潮 D

列宁党及其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全体会

议 t以亘在中间委员会内，积极地讨论了中国问题。同时帮助世

⑦ 参见《共产国际的战略与策略》第112 、 122页。

② 闭上，第 1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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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共产主义运动参谋部和中因共产党人作出适合于中回 32 竹的 ;jt
议。在联共(布)中央向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 0925 年 12 月 18
日←31 日〉所做的工作报告诀议指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各出人

民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民族解放运动"达到了空前巨大的规

模"。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扩大全金通过了关于中;可问

题的诀议u 决议谈到了关于上海和香港的政治罢工 (1925 年 G 月

至 9 月) ，以及工人阶级在中国民族解放斗争中的作用。决议出u

这些政治罢仁"乃是以争取国家独立和建立人民政权为口号酌强

大的全民运动的起点"。在这个运动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间

工人阶级， "显示出白己是民主的群众运动的领导力量，是争取

国家独立和建立人民政权的倡导者和主要战土"。②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去第六次金会关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各项

原则的指示，对于确立江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方向具有重大的意之υ

决议强调指出，巾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以及工人阶级在这个

运动中影响的日益扩大，是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得到共产国际和

苏联劳动人民在道义上和政治上的大力支持，有着极其密切联系

的 C ③苏联在1925-1926年展开的"不许干涉 'P 国"的群众运动，

就是这种支持的明证。

在中国问题上，联共(布)租共产国际反对托洛茨基、李诺维

也夫反对派反党联盟的斗争，同样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标

志，因为这个斗争帮助中国共产党人制定了中国共产党的确实可

靠的政策。共产国际及其主雯的支部联共〈布〉揭露了托洛茨

基、季诺维也犬反党联盟的冒险主义行动纲领，它指控共产国际

和联共(布〉促使中国共产党人向资产阶级投降，并要求取消同

共两党的统一战线。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全会指出，在1925-1927年期

① ‘苏共历届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及中央金会的次议汇编) ，莫斯科 1984 年

版，第 3 卷， ?f， 427页。(以下简称《苏共决议汇编) )。

② 参见《共产国际文献汇编>第619页。

③ 同上，第620页。

19 



问，中国工人阶级 μ在实际斗争中"取得了革命运动的领导权，

但为了"在革命中起领导作用"它山该巩固本阶级的政治和经

讲组织。 rr rKJ L人阶级人数少、年纪轻，这应该靠组织力量和明

确的思想去弥补。全会向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发出紧急指示，妥坚

决吸收优秀的五入党员参加党的领导工作，而在地下状态的条件

下，当许多事情不得不在狭小的范罔作出iJUE的时候， "从! } 1 央

到仁厂、街道支部、党的组织都妥坚决实行集体领导... ••• "νC[， 

共产国际的这些指示使领导干部置于党的监督之下，及时防止了

党的领袖变成"绝对正确的"偶象?以及形成个人崇拜的形势。

考虑到中国革命的性质、阶级内者及其倾向性，联共(布〉

手li共产国际研究了 1925一 1927年革命的监个阶段的内容.揭示了

适合该阶段的各阶级及其政治力量，以及这些力量可能的重新部

署，从而确立了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m的唯命没长发展时期中

|司共产党的战略与策略 3

1925-1927年大革命的第一个阶段，大约是从1925年中华民

闪闪民政府在广州成立一直到 1927年 4 月蒋介石在上海的叛变u

这是 E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和部分大民族资产

阶级的全民族联合反帝战线的阶段，而且在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

级队伍 Iii 司·求主性的民族资阶级(不是买办资产阶级)、资产阶

级知识分子和国民党是联合反帝战线的动力之一。

这个阶段的主要内容，是上海和香港中国工人在争取国家独

立扣建立人民政权的口号下举行的政治罢王(1925年 6 月 -9

月)。针对亲日和东英美的 rll 国北方军阀的北伐、 1926 年底国民政

府由广州迁移到武江、国民党左派武仅政府的成立，所有这些就

其阶级成分而论，不仅代表着农民、主人、于 E业者，而且也代

表着 A部分 Ifl产阶级的利益ο 共产党之所以支持武汉政府，是因

为武汉政府暂时边站在牛 1m共产党与问民党统一战线的立场上.

CD 参见《共产国际文献i[编>第678 、 6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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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二且'ι仍在同蒋介石营垒斗争的轨道上的逝。1)

第二阶段，是从1927年 4 月将介石叛变型同牛12月广州I L~ 人

起义。在这个阶段，民族资产阶级退出革命阵营，投向反革命阵

营，王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联盟形成了。在这方

面，共产国际做出了茧'畏的修正意见，它强调指出，资产阶级退出

革命不意味着整个资广阶级作为一个阶级而再无潜在的革命力量

了 C "除 ri! 、小资产阶级以外，甚王大资产阶级的某些阶层还会

与革命共问ik迦牟战时间"b 辛茹三阶段的主亚内容，是城市王

人运动的 I~'5 i1~ f~l :f<. 'j寸的土地，节命。共广 [fi，[际、联共(布) ，以皮

j共飞产J:主1:义与 I汇:人运功在迢义七丰刊|门l[政E皮~ä治台上 1部币卢卢;步阴Jj支〈〈;1牛刀;;ν川、'!1υ'!1

j扣ι凶I五叫L斗! 。

共产闷|问:执 fI委员 215 八次全公( 1927 年 5 月 18 11-

30 il )在民明小 lfi|政怡局势时提到了中 I iiJ革命的局部失败扣反非

命势力的呐!乏。但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公认为，说这次失败足

;是在整个革命命运的失败，这种取消掘的观点是错误的。。全尘认

为在无产阶级反其政党的领导与指导下，渴尽一切司能开展主}也

JfL命和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是必虫的。在4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巾，毛泽东城元产阶级和农民在解决土地问题上的作用与地位的

相庄夫系，提出了另外的现丘。由于把[kJ内‘个地区的农民运功

(10 ;，~~悦绝对化， J己农民运动的信命潜在力量的计过高，因而毛泽

东得山了这样一个结论z 即农民是决怎革命'};(展和1检验..切 1节

命的党派悍的主裂的和战友t1:的阶级力量。

在此之前已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扎下以恨的右倾机主)仁

义，严重威胁了中@1革命进‘步的发展ω 因此，共产国际必须半

先纠正中困共产党当时领导人的路线。 1927年 7 月初，共产闷际

① 参见《斯大林全集) .北京1954年版，第9卷，第 199-207页' ‘苏共庆议
汇编>> .第 4 0&伞，第 185页<共产国际文献汇编>> .第671 、 619页.只产国际的
战略与策略>>第 175页。

③ 《共产国际的战略与策略》统 136 页。
@ 参兑《共产国际文献汇编>> ，第 720页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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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委员会通过诀议，建议中共中央对取消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

政策采取坚决的措施。共产国际强调指出，中国共产党的现领导

犯了"一系列重大的政治错误"，中国共产党本应依据共产国际

执行委员会的指示，放手发动和领导土地革命，公开批评和揭露

武汉政府和国民党中央的暖昧而怯懦的立场，武装广大的工人群

众。中回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非但没有执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

指示，反而在许多场合阻挠了土地革命，解除了E人武装。①

]927年 7 月 15 日，武汉政府和国民党破坏了同中国共产党的

统一战线，投向了蒋介石方面，并开始向中国共产党人和一切进

步分子进攻c 但是，革命没有退却。大约过了五个月，共产党人

反动了著名的广州公社起义(12月 11 日 -13 日〉。广州起义成为

中国革命通向新的"苏维埃"阶段的转折点。②广州共产党员的

英勇斗争遭到了地主资主阶级反动势力的镇压c 联共〈布)第十

五次代表大会(1927年 12月〉确信，在新的革命高潮中工人、农

民和城市贫民是在苏维埃和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旗帜下作为革命动

力而出现的。③

1928-1934年是中国大规模苏维埃运动时期，共产国际认

为.苏维埃运动的特点是"在通过共产党、红军和苏维埃所实现‘

的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战争"c ④把战争因素提到中国革命的

首位是合乎历史规律现象的。 1926年 8 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第六次全会认为，中国民族解放斗争的特征之一，是建立革命的

武装力量，而这些武装力量的使命，是打击封建军阀集团，成为

纯护中国民族独立的中梳砾柱ω 蒋介石和武汉政府的汪精卫结成在

统一战线反对中国共产党，这就迫使中国共产党人为保卫革命而

建立中国红军。 1927年 8 月 1 日、南昌起义是这条路线的重要标守

。士
b
① #见‘共产国际的战略与策略，第185页。

(ρ 参见《共产国际十五年》莫斯科1934年版，第18页。

③ 参兑‘苏共决议汇编》第 4 卷，第29页。
④ 参兑‘共产国际的战略与策略》第2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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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反对封建地主和军阔的土地革命烈火所笼罩的小国农村，

远离国民党军警政体的市政中心，这对于串命根据地乃;王整个地

区的发展壮大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而这些根据地是在农村苏维埃

政权下并依靠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发展壮大的。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全会( 1928 年 2 月 9 日一25 日〉

指出，中国群众革命运动的特征是向新的阶段过渡，但在全国范国

内还没有出现群众革命运动的新高潮，这一点正如毛泽东当时所

白寇的那样，没有理由认为中国革命已经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

了。①

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 1928 年 8 月 17 日→ 9 月 1 日)

指出，中国革命是一个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革命，就其内容而

论，它同时也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大会认为，由于中国缺乏广

大人民群众的革命高潮，中国革命只有在同世界革命运动和苏联

结成联盟的条件下，只有在实行经过斗争考验的马克思列宁主

义路线的条件下，才能取得胜利。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为中

国共产党人指出的任务之一，就是"同苏联和世界无产阶级运动·

的联盟"，②这个指示不是偶然作出的。

李立三对此抱对立的态度， 1929年歪 1930年上半年，中共中

央的领导权实际上掌握在李立三的手中。 1930年 6 月 11 日，李立

三强迫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

的首先胜利》的盲动主义快议案。李立三与共产国际的估计相

反，他断言， "在全国范围内己出现了成熟的革命形式……革命

制度建立的开端，必远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问晰地立即向无产

阶级革命转变的开端'?，同时他还以"中国的独特性"和共产国

① 参见《共产国际文献汇编>>第763一-764页，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

会(1 928年 6 月 18 日 -7 月 11 日〉否决了中国革命跳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的左
倾机会主义路线，拥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有关的决议。在《井岗山的斗争(1928年
11年25 日〉一文中，毛泽东承认他对中国革命估计的错误。

② 参见‘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 (速记记录) ，莫斯科1929年版，第66 、
152 、 189 ， 1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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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不了解ihRI革命的发展趋势"DflU 民族主义的 l'l~断来补充达

个反历虫的主张。李立三字;;人没有把人民的力量有成是巾 !Ej 苹(j'r

胜利的保证，币足J巴外部因亲一一-世界战争看成是 !iIlE!革命的 JF

端，因而无视共产!可际工;于巾 D<I 收命运动发展的不平衡性的指

示， -j..j二热衷于加速全同性的起义。按他们的策略，必然是f1 -;二进

攻苏联。毛泽东于1930 年] 0 月 11 门在以 111 共巾央前改委员会 :，，~:J 名

义发出的怡ii1. 表示同意李立三的观点。②

共产国际号召中因共产党员同李立三路线进行坚忱的斗

争。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同际的帮助下，克服了机会主义的方针υ

[1 1 I可共产党著名活动家王明对此起了古骂的作用，他贯彻了以马

克思列宁主义为基础的!卡在组织!工和思想上加强党的政策以

[j~ [司 iiE人革命危机的初期阶段啕这使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

-1'二次全会 (1932"r 9 月)有理 111 指忌 11 1 闪共产党采取 "fiZ而

彻底也运用下层统一战线策略，在 JIL命的民族解放战争的口号下

把胖众组织起米，以'íi' J驭巾|耳的独主、统一和完整"。 3

共产国际日七次代表大会对中!司共产党的活动产生了巨大的

影响。这次大会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面前提出了建立 E人阶级反

让西斯统一战线和反il四 i听人民阵线的任务。 rtl 于 l响应共产国际

的决议，中共中央政治局于 1935年 12月 25 日通过了《芫于日前政

治形式与党的任务的决议》 υ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原则上赞成

《决议)) 11 1 所表现fii J￡的建立中闪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但对某

些论点仍给了'了严厉的批评c

当时的中!可共产党领导人在汗价统_，1武线的实质及其性质

IH认为，帝国主义者对华的侵略只是打击了劳动者和 I ~，、小吉产

阶级的利栓，他们没有注意到 1931年秋日本从占领中国东JU开始

的对华侵略，同样，使大资产阶级的利益也受到了侵犯，而大当产

lÙ 参见《共产国际的战略与策略>>第 284 、 290 页。

(磊 参见‘共产国际与东方>>莫斯刹1969年!鼠，第 131 、 333页。
③ <J\i产国际文献汇编~ .第9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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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ft圾的代表者足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 rü 于排除作为统一战线可

能参加者的整个大资产阶级， q夫议)I~ tJ.t主张，党的提略方

针应该是在斗争中不仅仅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而且也反对蒋介

石 c ①这种在两条战线上斗争的方针，实际上使党面向了国内战

争，从而使日本占领者坐收渔人之利。

在这方面，共产国际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抗日战争前

夕之持张学良、杨虎城于1936年 12月 12 日在西安扣留蒋介石是

偏离统一战线的战略的。<<真理报:. 1936年 12月 14 日写道，西安

事交破坏了"为保卫中国真正独立而集聚全部力量的过程"。

1937年 7 月 7 日，日丰进犯中胆，对国家的民族独立造成了

豆豆的威胁，因此~求在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与策略上按照共产国

际去七次代表大会的总路线实行根本的转变，即转向"不是为中

囚苏维埃化，而是为民主化，并为在民主基础上联合中国人民抗

n 力量而奋斗的立场上去……"。共产国际的领导预先警告说，

"过个转变潜伏着解除党及其干部思想武装的危险性……"。②

这种危险性表现在毛泽东离开科学共产主义的国际主义尔质而陷

入民谓"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概念上。③

为了动员世界舆论支持中国人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共产国

际做了大量的工作ι 苏联共产党和人民给 F了中国共产党和劳动

大众以巨大的国际主义援助。由于 1941年前特勒也西斯德国的选

攻而使自身己感到非常艰难的苏联人民，仍对在同日本帝国主义

者选行力量悬殊战斗中的中国人民和l!1 罔共产党给以物质上和政

治;主义上的援助。愧!

④ 参见《毛泽东选集'北京1966年版，第 1 卷，第 245页。

斗 争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1937年 8 月 1 0 日会议上的筑

、 -32 《共产人》杂志1982年第 9 期，第 80 、 81 页。

马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六中全会(1 938年 10 月、 11 月〉的发言，载‘毛择东边

骂Lrdk尔i宾 1948年版，第;928页。
④ i手见鲍罗廷<<在抗日战争'"苏联对 ιl' 囡人民的援助 0937→1941年忡，

莫斯科1965年~.R;杜究所基(中日战争时期的苏中关系(1939-1945 年〉势，莫

斯fr 198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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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 5 月 15 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通过丁关于解

散共产国际的决议ω 如果说极大多数共产党都在自己的决议中指

出了共产国际的解散不意味着减弱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无产阶级

团结的共同思想的联系，那么中共中央的民议则一句话也没有提

到保留所有共产党传统的联系和团结的必要性。相反，在中共。 ;I

央的决议中，共产国际的解散被看成为党有理由摆脱对世界共产

主义运动的各种义务，即摆脱"共产国际草程及历届大会诀议听

规寇的各种义务"。①

季米特洛夫在1943年 12月 22 日给毛泽东私人的信中，指出了

毛领导的民族局限性。在信中对中国共产党内曾发生过的"从反

抗外国侵略者的策略上退缩的错误方针"、 "偏离民族统一战纯

的政策"、 "对于苏联的不健康情绪"表示担心。②

共产国际的决议，一般出来，帮助了中国共产党正确理解制在

其战略与策略的政策，这些决议含有基本上适合于中国革命的性

质及其动力的一些指示。共产国际在给中国共产党指出正确的战

略与策略方针时，自然不能保险在执行这些方针中永无某些个别

的错误，因为执行这些方针的具体条件在一电时候和在某个期限

内，有时不属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正确指示范围。③

• • • 

80年代初在中国，一些师范院校《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虫》编

写组编辑出版了两卷《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 ο:辛该书下册与中

① 参兑中共中央《关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运儿
载‘解放日报) 1943年 5 月 27 日，同见各国共产党《关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
团 1943年 5 月 15 日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载《共产国际>， 1943年第 5-6 期，第

23页。

② ‘共产党人，杂志， 1982年第 9 期，第81-82页。

③ 参见《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 (速记记录〉莫斯科 1956年版，第 1 卷，第
503页·在中共中央(1 964年) 2 月全会上〈原文如此-译者) ，库西宁表示z 惜 ' 
决不认为，共产国际的所有决议，其中包括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是永远正确无误的" ~ 
载《真理报) 1964年 5 月 19 月。 哼

③ 参见《国际共产主义运动j!> (上、下凡凹，吉林198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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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党史和中共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有关的第六、七两草，其

中心思想是:在党成立以后的最初二、三年里，共产国际起了某些

积极作用，而在以后的年代里，中国共产党似乎没有共产国际的

建议、指示和帮助也可以解决自己的全部问题了 ω

中国革命的整个历史经验证明: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工人运

动的结合、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及组织基础的奠定反映了由中国社

会的阶级斗争所引起的，并由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所鼓舞的

以及山共产同际、联共(布〉的全面援助而加速的客观历史过

程。

伟大的中国人民在其斗争中不是孤立的。中国共产党不仅仅

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共产国际无产阶级团结的旗帜也鼓舞了中国

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斗，季米特洛夫仿吨预见到

中国革命力量未来的胜利一样，他代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向中国

人民保证， "坚决支抒他们争取从一切帝国主义强盗及其走狗那

里彻底解放出来的斗争"。①

译自《苏共历先问题》

J 985年第7期

曾宪权译

④ 参见季米特洛夫 g ‘ i!西斯的进攻和共产国际在争取工人阶自民统一、反对
飞法西斯的斗争中的任务》莫斯科1935年版第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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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主义的历史根源

一一苏联中国问题研究院1930年学术讨论会记录i

1 月 25 日会议…. 

主席
• • 
现在由科穆纳尔同志作报告。

科穆纳尔同志z
• • • • • • 
历史往往会重演。在1905年的俄国，我们在俄国革命问题上

曾经有过三种不同的观点和三种不同的战略计划z 一是布尔什维

克观点，二是孟什维克观点，三是托洛茨基观点。

在中国革命中，我们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和动力问题

上，也有这样三种不同的观点。这就是z 共产国际各项诀议和各种

文件所指出的布尔什维克路线，孟什维克观点阵陈独秀路线，以

及托洛茨基观点即托洛茨基于 1926年一 1927 年提出的托洛茨基

路线。

首先，我们来分析陈独秀关于巾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理

论。陈独秀是怎样理解中国革命的性质的呢?他说: "人类经济

政治大改造的革命有两种z 一是宗j去封建社会崩坏时，资产阶级

的民主革命F 一是资产阶级崩坏肘，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此外

又有→种特殊形式的革命，乃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国民革命。

国民革命含有对内的民主革命和对外伯民族革命两个意义。" @ 

那末，请问，这种国民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还是非资产阶级革命

呢?陈强秀的回答是，这种国民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他说((在

@ 本文经过删节。一一俄文编者
e ‘中国革命问题论文集) (新青年社版)第: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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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璋民地，一方面因为工商业受到外力之阻碍不能无分发展，资

产阶级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革命势力，一方面又因为贵族军阀受

外力之卵翼而存在，所以也不能形成一个纯样的资产阶级的民主

革命。押①在中罔不能形成一个纯梓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是

什么意思呢?其意思是，在中白，革命的主要目的是摆盹帝国主

义的统治。

陈独秀还说: "半殖民地的经济权大部分?是诸外人之手，政

治权形式上大部分内操诸卒国贵族军阀之手，全国资产阶级无产

阶级都在外国帝因主义者及水因贵族军阀压迫之下，有产无产两

阶级共同起来，对外i某经济的强立，到内 i某政治的自由.这是半

殖民地国民革命的特有性质。"②

为ft么陈独秀就中国革命的性质所下的;主义特别引人注日

呢?因为，他非常明确地指出，中国革命的日的仅仅在于对外摆

脱帝目主义的压迫，对内谋求若干政治自由。他只字不提土地革

命。陈独秀不认为民族解放运动的任务是消灭封建主义，实现土地

革命c 在这个问题上，陈独秀是与共产国际的决议背道而驰的。

共产自际在决议中明确指出，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士;也问题，

不解决土地问题，中国就不可能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要知道，

民族问题本身实质上是农民问题。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

凡是有民族压迫的地方，资本主义永远不会无分支展起来，因而

在民必然是民族运动的主力军c 我们可以援引斯大林伺志的话来

说明这个问题。

斯大林同志怎样民的呢?他说: "... ，..民族问题的基础，它

的内在实质仍然是农民问题，这也是毫无疑义的。这也说明农民

是民族运动的主力军，没有农民这支军队，就没有而且也不可能

有声势浩大的民族运动。所谓民族问题实质七是农民问题，正是

① 《中国革命问题ì:'e文巢， (新青年让版) ~134页。

~ 同上，第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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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这-斗点说的。"①共产国际的决议和文件明确指出了这一点。

陈独秀不懂得这一点。 f也没有把土地革命的任务视为中国摆

脱帝国主义压迫的任务。只要分析一下陈独秀对中国革命的动力

的论述，就可看清陈独秀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他认为，既然是

国民革命，资产阶级就应当是这」革命的主要动力。他这样说 z

h川..革命党便须取得资产阶级充分的援助 z 资产阶级的民主革

命若失了资产阶级的援助，在革命事业中便没有阶级的意义和社

会的基础，没有阶级意义和社会基础的革命，……必不能使社会

组织变更，必没有一个阶级代替他·阶级的力量，即或能够打倒

现在的统治阶级。"②

这段话，不仅说明他对资产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的估

计，而且也说明他对中国革命的性质的看法。他认为，既然是资

产阶级的革命，资产阶级就应当是这一革命的主要动力，因为，

如果我们失去资产阶级的援助，革命就会失去阶级意义和社会基

础。当然，没有社会基础的革命是不存在的，所以，他绝不主

张一个阶级代替另一阶级去完成革命，陈独秀对列宁关于无产

阶级和农民应该代替资产阶级去完成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

想， ‘窍不通 v 当然，必须指出，布尔什维克不能机械地把

1905年的布尔什维克策略搬到巾国革命中来u 中国革命有自己

的特点，其特点是:它发生在半殖民地，除解决土地问题外，还

得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在这一方面它不同于1905年的俄国革命。

如果不了解这一区别，机械地把俄国1905年的布尔什维克策略硬

搬到中国，那就是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歪曲 ω

但是，我们不能这样认识E 既然国民革命是资产阶级的革

命，革命的主力就应当是资产阶级。共产国际完全不是这样认为

的。共产国际在自己的l:J?:iiUi'1考虑到中固的具体条件和中国革命

的特殊性，提出了如下论点 11' !耳的民族资产阶级开始是革命

CD ‘斯大体企集) 0939年人民Hl版社版〉第 7;&绍， 61 页。
② ‘陈独秀文章选编) 0984年三联书店版〉第 21E第 2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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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起到革命的作用，但革命的主要动力和主要基础是无产阶级

和农民ω 此外，在革命的第一阶段，资产阶级在无产阶级和农民

中寻找支持， f旦到革命的第二阶段，当卫人阶级登上政治舞台的

时候，这一革命的动力就应该是无产阶级和农民。这在共产国际

的决议中是明确而清楚的G

陈独秀在谈到资产阶级是中国革命的社会基础时，把资产阶

级分为三部分，认为这三部分在中国革命中起着不同的作用。哪三

部分呢? ~在一部分是革命的资产阶级。这是在自身发展中遭到帝

国主义和封建军阀阻挠的新兴的工商业资产阶级，如海外侨商、

长江下游新兴的工商业家。第二部分是大资产阶级，即反革命资

产阶级，他们依附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陈独秀把这部分资产阶

级称作官僚资产阶级，用我们通常的术语称为买办资产阶级。第

三部分是非革命的资产阶级。他把什么人算作非革命的资产阶级

呢?小主商业家。他认为，他们没有扩大经营的企图，也没有政

治要求，所以对革命采取消极的中立态度。这些小工商业家在中国

整个小资产阶级中占绝对的多数①。这就是说，依他看来，在中

国资产阶级中只有新兴的工商业资产阶级能起革命的作用。小资

产阶级不是革命阶级。;主显然是以孟什维克和自由派的观点来理

解各阶级的作用。

陈强秀是怎样评价中国工人阶级的呢?他在论述中国-r.人阶

级的作用时这样说"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中固然是重要分子，然

亦只是重要分子，而不是独立的革命势力。…… E人阶级不但在

数量七是很幼稚，而且在质量上也很幼稚z 此时中国工人阶级的

理想，略分三类:第一、大多数还沉睡在宗盐社会里，……不但

多数手工业工人仍然在独立生产者的环境，有许多目前且是近代

产业 r 人......并未能与独立生产者的环境绝缘，……第二，只少

数有了国家的觉悟，有了政治的要求，...."第三，真有阶级觉悟

并且感觉着有组织自己阶级政党的工人，更是少数巾的极少

① 参见《中国革命问题论文集》第57一 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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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①

陈独秀就是这样评价中国工人阶级的。他甚至说: "有觉悟

的工人，在质量上虽然很好，在数量上实在太少，其余的工人更

是质量上数量上都还幼稚，所以不能成功一个独立的革命势

力。... e.o 最大多数的主人，还没有自己阶级的政治争斗之需要与可

能......甚至于连自己阶级的经济争斗之需要都不曾感觉的 E

人，也并不是少数。"@

陈独秀不是根据读阶级在生产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而只是根

据其文化和觉悟程度来分析各个阶级。很显然，他的这一观点，

与孟什维克的、自由派的关于各阶级尤其是工人阶级在整个革命

中的作用的观点，毫无二致。那末，陈独秀给了'如此评价的中囚

工人阶级在革命中能做什么呢?他说: "经受贫困和压迫的工人

阶级当然应该参加殖民地革命，只有参加殖民地革命才能获得某

些经济的、政治的自由，例如罢工、出版等自由。"③按陈J虫秀

的观点，工人阶级不可能是中国革命主要的、独立的动力。

不可能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使这一革命变为反对资产阶级

的革命。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对农民在巾国革命中的作用的评

价心他认为"农民占中国全人口之大多数，自然是国民革命之

伟大势力，中国之国民革命若不得农民之加入，终不能成功一个

大的民众革命。但是农民居处散漫，势力不易集中，文化低下，

生活欲望简单，易于趋向保守， 11' 国土地广大，易于迂徒，畏难

苟安，这兰种环境是造成农民难以加入革命运动的原因。然而外

货侵入，破坏农业经济，年甚一日，兵匪扰乱，天灾流行，官绅

鱼肉，这四种环境却有驱使农民加入革命之可能。"穹)我们认

① 《中国革命问题论文集》第44-45页。

② 同上，第45页。

③ 此处按俄文直译。在《中国革命问题论文集'中相关的→段(荔46 页}是 2
"中国的工人阶级，在目前环境的需要上......都必须参加t各阶级合作的国民革
命。……对外要求民族之经济的政治的独立，对内要求一般国民在政治上的自由……
如集会、结社、罢工等自由… ...0 "一一译者。

④ 《中国革命问题论文集》第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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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自iJ虫秀在评价农民时，没有看到封建压迫在广泛范围内为帝国

主义所扶持。在他看来，农民有可能参加革命，也有可能不参加

革命。农民有可能参加革命，是因为他们深受封建军阀和帝国主

义的压迫，但也有可能不参加革命，是因为他们文化低下，易于

迁徙，畏难苟安。陈独秀并没有考虑到中国农民深受得到帝国主

义广泛扶持的封建残余的压迫。他又出，农民没有参与政治的愿

望。此外，有些农民是小地主型的农民，他们不愿意参与政治，只

盼望有圣明天子、太平盛世，等等。他对农民及其在革命中的作

用的看泣，与俄国孟什维克的看站毫无区别。为了说明这点，下

面援引俄国孟什维克分子阿勃拉莫维奇的话。

阿勃拉莫维奇说: "城市资产阶级要比自发的愚昧落后的农

民豆接近我们。"另一个俄国孟什维克分子切列瓦尼也这样说z

"农民是政治上不起重大作用的自发势力，不可能成为起义的可

靠同盟军。他们在感情和信念上是君主主义的，一旦真要推翻君

主制皮的时候，就会成为反革命势力。"

也得注意的是，俄国孟什维克与中国孟什维克陈独秀非但论

掘和见解相一致，而且语言以至表达方式在许多方面也十分相似

陈独秀根本不想懂得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即主要问

题。他把农民视为文化低下、思想保守的阶级，认为它有可能参

加革命，也有可能不参加革命。从这样的革命动力现出发，陈独

秀没有把土地革命的任务看作民族解放的任务。他断在资产阶级

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动力F 无产阶级参加革命只是为获取必要的政

治自由 F 在他看来，农民起不了大作用，因为他们在情绪上是保

守的和君主主义的。总之，我们可以看出，他所考虑的只是资产

阶级和无产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那么，这两个利益互相矛

盾的阶级，怎样才能协同行动呢?对于这个问题，他是这样解释

在J : 在中目，似乎经济尚不发达，阶级差别不太明显。资产阶级

不泣独立的革命势力，而无产阶级也是这样。因此，这两个阶级

应当联合起来击败共同的敌人。{也建议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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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让步，而无产阶级最好对资产阶级也作某些让步。这样，这两

个阶级就会共同行动。陈独秀的主要助手彭述之也有同样的说

j去。彭述之说"国民革命乃是各阶级合作之革命，除了工人阶

号政与资产阶级之外，还有农民……知识阶级... ...0 "①陈独秀也
这样说: "中国社会各阶级部处在国际资本主义及本旧军阀两层

严酷的压迫之下，而阶级合作的罔民革命.是目前的需EE而且 i'f

能。"这里值得注意的是，陈弛秀以自由派的观点来解释各个阶

级。对于阶级斗争，可以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即布拉什维克的观

点来解释，也可以用自由派的观点加以解释。马克思主义的阶统

斗争的观点与自由派的观点不同之处在于，前者主张保卫无产阶

级的利益，引导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选行经济斗争和政冶斗争，

直王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而陈独秀则全然不是这样认识。他认 J.J

在中国，阶级冲突不那么尖锐，各阶级可以和睦相处，资产阶级

可以对无产阶级让步，无产阶级也可以对资产阶级让步。迄样，

我们就会有一个各阶级合作的革命。这简直是多么美妙的前景!

他以无产阶级的名义建议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缔结协窍。他芫然

说 t，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力量幼稚的资产阶级，阶级的分化本

尚未明显，阶级的冲突亦尚未剧烈，各阶级的势力也都尚未强大，

所以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豆不能单强革命，它到了真吏革

命的时候，必然极力拉拢别的阶级，出来号召国民革命，以求达到

他自身发展之目的。"②他就是这样理解民族解放运动过程中的

阶级斗争的。他不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增强无产阶级的力

量和组织性，提高无产阶级的觉悟，而是站在渴求民族解放的左

翼民主主义者的立场上出卖无产阶级的利益。

这种阶级合作的观点势必会使无产阶级受自由资产阶级的摆

布，充当资产阶级的尾巴。很清楚，他既然如此高皮评价资产阶

级，如此低估工人阶级、漠视农民，就不可能提出无广-阶级夺取

① 4 中国革命问题论文集》第39页。

③ 同上，第 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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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缺导权。共产国际的各项决议着重指出了关于无产阶级夺取

领导权的思想，这对陈独秀来说是难以理解的。显而易见，他把

资产阶级看作中国革命的领导者，即使他没有公开这样说，可是

从他评价资产阶级的言论中可以直接得出结论z 陈独秀承认资产

阶级是革命的领导者。他说: (，各社会阶级固然一体幼稚，然而

资产阶级的力量究竟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因此罔民运动若

轻切了资产阶级，是一个很大的错误观念。"(1)既然中国资产阶

级的力量比工农集中，那中国革命显然只能由资产阶级领导，无

产阶级领导革命的思想就无须考虑。陈独秀认为，工人阶级觉悟

太低，大多数工人不但没有认识到政治斗争的重要性、组织无产

阶级政党的必要性，甚至连本阶级的经济斗争的必要性也未认识

到。不言而喻，象陈烛秀所描绘的那种工人阶级是难以领导革命

的。他在《前锋》杂志编辑部文章中更加露骨地阐述了革命领导

权的问题。他写道"我们(指共产党员即工人阶级的代表人物)

在这一民族解放运动中不是领袖，不是先头部队，而只是想在战

斗中冲锋陷阵。"

如果只谈一切革命的最主渠问题是政权问题，避而不诙革命

胜利后该建立怎样的政权，这样看问题未免太不全面了。陈独秀

在他题为《造罔论》这篇纲领性文章中就是这样看问题的。他写

道，我们要求组织国民革命军，创建共和国。这种提陆很不明确，

因为共和国有各种各样的共和国，有社会主义的，也有资产阶级

民主主义的。他在另一篇文章中明确指出，国民革命是资产阶级

的革命?共和国自然是资产阶级的共和国。他说: "国民革命成

功后，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 "民主革命的成功诚然是资

产阶级的胜利，……无产阶级目前只有在胜利之奋斗中才有获得

若干自由及扩大自己能力之机会。"②陈独秀完全不懂得共产国

际第，七次、第八次全会决议中所阐述的工农专政的思想。陈独秀

① ‘中国革命问题论文集》第 39页。

③ 网上，第50 、 6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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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胜利既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后的政权自然是资产阶级的

政权，无产阶级只能获得若干自由，如出版、集金等自由。

陈独秀对中国革命性质的看让，与俄目孟什维克对俄国革命

的看陆毫无区别。这里我援引《两种专政》一书中的一段 ~ð: "俄

闰革命是资产阶级的革命'F ，所以， "无产阶级在未实现社会革

命之前，不能参与国家政权。"①还可以援引俄国孟什拉克分子

苏哈诺夫的话，他说"替代沙皇制庭的政权只能是资产阶级的

政权。"②总而言之，革命胜利时政权将落到资产阶级的手中。

无产阶级无论如何也不能夺取政权，分享政权。陈始秀口口声声

说他代表工人阶级，可是按照他的观点，革命胜利后该怎么办，

即如何完成社会革命呢?他的回答是z"这个问题无关紧誓，我们

不必谈它。"在另」篇文章中，他对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之

间的相 E关系作了马番颇为有趣的描述。他在《造国论》一文中

写道: (，到了因民革命能够解除国外的侵略和同内的扰乱以后，

无产阶级......的地位，未必不大过资产阶级，……那时资产阶级

决难坚持独厚于自己阶级的经济制度，所以我们敢说，采用国家

社会主义来开发实业，是国民革命成功后，不能免的境界。"③

这就是说罗国民革命胜利后，资产阶级难以坚持独厚于本阶级利

益的经济制度，而无产阶级将坚持国家社会主义，所以，在这种

制皮下，工业将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去展。这就清楚地说明，在陈

独秀的头脑中根本没有把国民革命边一步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

思想，没有进」步实行社会革命的思想。资产阶级共和同的资产

阶级政权将实行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将采用国家社会主义方式发

股，这岂非咄咄怪事。后来，他，发展了这-理论，认为只有在资产

阶级革命胜利之后，只有在资本主义发展起来之后，才能进行无

产阶级革命。陈独秀的所有上述论调，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他对

① 《两种专政) (俄文版)第396页。

③ ‘革命札记) (俄文版〉第 17页。
③ 《陈独秀文萃选编，第 2 卷第208-2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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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j l 民;革命的动力和性质的看泣。

此外，有必要谈谈他对国民党的看沾。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同

志断定岛民党是几个被压迫阶级联盟的觉。而陈独秀却不这样认

为，他说，国民党是各阶级合作的党，正因为同民党是各阶级合

作的党，所以它不可能只代表 A个阶级的利益。国民党应当代表

资产阶级的利益，同时也应当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不然，就不

成其为各阶级的合作。①也就是说，国民党是各阶级合作的党，

它既保卫资产阶级的利益，又保卫无产阶级的利益。斯大林同志

则完全不是这样看的，他说:国民党是几个阶级联盟的觉，我们

之所以着重指出联盟这一形式，是因为其他阶级除参加这种共同

的联盟之外，还有它们自己的政党。

总之，陈独秀认为，中国革命的主要动力是资产阶级，无产

阶级参加革命是为了谋求自由，农民有可能参加革命，也有可能

不参加革命。革命的领导权将由资产阶级掌握、资产阶级胜利后

的政权将是资产阶级的政权。国民党是各阶级合作的党，它同时

保卫儿个阶级的利益。由上述言论得出的这种观点，无疑是孟什维

克的观点。谁都不想说，中国革命应当象1905年的俄国革命那

样搞站。但是，另一方面，如果根据资产阶级在革命初期能起革

命的作用，而无视资产阶级力图达到独占性地剥削中国工农速一

点，就得出结论说，这一革命的动力应当是资产阶级，无产阶级

不是独立的革命力量，那就大错特错了。

不过，在工农运动广泛开展起来以后，陈独秀略呈"左倾飞

他的言论有所收敌，假如我们不指出这一点，那是不公正的。

我在上面所述陈独秀的言论，都引自他在1923一-25年所写

的文章。上海五卅运动及其他一系列民众运动开展起来之后，陈

独秀确实略略左倾。 1926年.他与戴季陶论战时指出， 44殖民地

半殖民地的国民革命之成功p 当以工农群众的力量之发展与集中

① 参兑《陈独秀文章iS编'第 2 卷第 5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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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正比例。"①这已经不同于他以前所说的活了，但与此同时跳

到了另一极端。他在 ι中国民族运动中之，资产阶级》一文中注:

"幼稚的中国资产阶级， ••• .".应该有革命的要求，然币在实际七，

它己是全世界反动的资产阶级之一部分。 8.. ...殖民地半殖民泣的

资产阶级不革命这一公例，居然又在中国民族运动 I í~证实了。"②

在这里他志上了另一极端，竟然说中国资产阶级是世界反动

资产阶级的→部分ρ 但这只是陈独秀的特寇言论，因为当时地址

于革命情势之中.深受革命工农群众和党员群众的压力n 当时，

他的言论且有所收敛，但其观点在实质上并没有因此而改宠。他

在1925-→ 1927年革命中的所作所为，证明他仍然坚持以前的观

点。他在大革命时期的唯一策略是:让步，让步，再让步。在

三·二O事件中，主张让步，当蒋介石步步边逼时，仍然主张让

步，他以蒋介石是民族要人为由，坚持认为，如果蒋介石离开革

命，就会削弱革命。

他在《汪精卫、陈强秀联合宣言)) r I~ 说， "无产阶级专政本

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最终目的。这一目的在俄国虽己实现，但在

中国不可能很快实现，因此，各阶级人士必须开诚合作。~，③他

着重强调的是，关于建立代表没反革命迫害的各阶级利益唔

主政府的思想。他甚至说，我们共产党人渴求地方安宁，联序井

然，完全赞成与各阶级人士合作共事备在这一宣言中，陈独秀重

复了他于1923一一1925年说过的话。

蒋介石友动反革命政变后，陈1虫秀提出了所谓东部和西部的

理论，其日的是想回避工农运动.回避土地革命。为了远离帝国

主义和富有革命情绪的工人群众和农民，他号召到中国西部去。

① 《陈独秀文章选编，第 3 卷第87页。

② 网上，第120页。

③ 此处按俄文直译。在《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 (<<陈独秀文章选编'第
3{主)中相关精→~ (第 Ô 51页)是 s 吼无声阶:&浊吉克制，……在俄圈虽然实现了... ••• 

依照中国圈民革命发展之趋势，现在固然不发生逸悻问毡，即将来也不至发生。"

一一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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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王建议共产党退出国民党，等等。

我再谈谈陈独秀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之间的异同。乍一看，

似乎这是两种严重对立的思潮，一种是右倾机会主义，而另→种

是极左思潮，但他们对许多问题的看法实质上是一致的。比如对

革命性质问题的看法。托洛茨基在题为《中国革命和斯大林的提

纲》一文中写道: "中国革命具有资产阶级性质，因为国内生产

力的发展取决于为世界帝国主义所操纵的中国关税。"他认为，

rp国革命具有资产阶级性质，因为这一革命的日的是争取关税自

主。这种看怯与陈独秀的看法儿乎不谋而合。看来，他们之间的

区别仅在于陈独秀比较全面地论述'革命，而花洛茨基只是论述关

税自主问题。

在土地问题上，托洛茨基分子与陈独秀分子的观点也是相同

的。拉狄克同志当时也曾这样说: "半数农户是{囚农和半f回农，

并且Jlt租不是半封建地租，而是资本主义地租，所以，地主是商

业资本家、官僚、商人，他们拿自己的钱在农村放债。~， "可以

有把握地说，中国的工农联盟要比我们1905年那时候有力得多，

因为这个联盟要打击的不是两个阶级，而是一个阶级即资产阶

级。"他由此得出结论z 中国没有封建残余，不必进行土地革命

(陈独秀也这样说，无视封建压边〉。当然，拉狄克同志关于这

个问题的说泣比之陈独秀要科学些。拉狄克把资本主义地租和封

建地租区别开，他以为他发现了一个中国庄园式的美国，但遗憾

的是，陈独秀早已发现了这个美国，早就说过中国没有封建主义

残余。

托洛茨基主义者主张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但做起来又确无

把握。于是，在这个问题上，他们把陈独秀视为他们的先驱，因

为陈拙秀曾建议汪精卫报代表去共产国际.提出共产党员退出国

民党的这一意见。托洛茨基主义是俄国孟什维主义的一种表现和

补充。我们在中国革命中所看到的也完全是这种情况。

我不想以此说明托洛茨基主义和陈独秀主义之间毫无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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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做是不对的。他们对土地革命即对农民的看泣的一致，足以

说明陈独秀现在为什么会在中国革命的一些主要问题上如此容易

地站到托洛茨基的立场上。由于时间关系，对于陈独秀当前的立

场，我不想再谈。

共产国际同陈强秀主义及其变种托格茨基主义道行斗争。共

产国际在各项决议、指示、电报中对危害中国革命的陈独秀路线

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共产国际不仅在理论上展开了斗争.而且对

陈独秀主义采取了组织措施。①

最后，有必要谈谈陈独秀主义的社会根源。工人运动中的机会

主义有不同的阶级基础。如果说在西欧机会主义的阶级基础是工

人贵族的话，那末，在资本主义不发达、没有工人贵族的国家，机

会主义则有另一阶级基础即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象俄国的孟什维主义、中国的陈独秀主义，就是这样。世界大战

爆发后，由于帝国主义者忙于战争，中国工业取得长足的发展。

接着，开始了所谓资产阶级启蒙运动时期p 陈独秀是这个运动的

领袖之一。启蒙运动的主旨是以欧洲文化代替中国半封建的、半

宗讼的文化。陈独秀曾极力反对儒家学说，反对旧封建思想，反

对封建道德，等等。他作为唯物主义者极力反对儒家的唯心主

义。在这 A时期(第一次大战刚结束时) ，他高度评价欧洲文化

无可怀疑，陈独秀在这个资产阶级启蒙运动中立下了汗马功劳，

而启蒙运动在中国起到了进步的作用。陈独秀曾经致力于创建新

文化，等等。

我们必须着重指出的是，在这一时期，陈独秀究起捋什么政

治观点。他的政治观点，只能归结为民族主义的、民主主义的或

资本主义的。在这一时期，他和其他许多人一样，认为中华民族

日渐衰落，必须振兴，而要振兴中华，只有采取发展欧洲文化的

方站，换言之，只有采取发展资本主义的方泣。当时他是一个激

①参见《党的机会主义克.. ，载《蔡和森的十二篇文革> (1 980年人民出版社

版〉第72一一1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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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的民主主义者。 1919年，他在《新占年》宣言中就是这样主张

的。他挠， "我们……承认政治是一种重要的公共生活。而且相

信真的民主政治，必会把政权分配到人民全体"。至于政党，他

承认这是人们政治生活中的一种极为重要的活动方式。但是，他

认为: "我们......，对于→切拥护少数人私利或→阶级利益，眼

中没有全社会幸福的政党，永远不忍加入。"那末，当时他主张

什么呢?他认为，中国应当发展自然科学，发展欧洲文化。他反

对宗教迷信，拥护实验哲学。他怎样理解民主制度呢?他认为，

民主制度必须以地方自治和同业联合为基础，一衬一镇均应实行

自治，而这种自治应经普选产庄、这种自治以及这些同业联合即

工人、职员、商人按自己职业分办的同业联合将是民主制度的基

础。这样一来，我们就有各行各业的组织。这就是整个国家民主

制度的基础。陈独秀还反对阶级斗争。他说: "我们不情愿阶级斗

争发生，我们渴望纯粹资本作用渐渐消灭，不至于造成阶级斗争。"

我已说过，崇拜西欧的理论家陈独秀所主张的发展欧洲文化

就是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他曾经这样U~: "发财致富不是一件

坏事，因为个人和社会的存在和发展均取决于扩大经营的

条件。"

他所说的反财致富显然是指发展资本主义。他甚至明确指出，

我们反对在中国搞旧式的反财致宫，我们主张新式的发财致富。

他所说的旧式的发财致富是指商业资本、 l起利货和地主的剥削，

而新式的发财致宫则指发展资本主义。他在一篇反驳马尔萨斯人

口论的文章中写道，马尔萨斯所提出的那套办法在中国行不通，

中国必须发展工业、运输业和科学〈他说这话是在1920年，当时

已转向共产主义〉。但是，他却认为不能按阶级来划分富人和穷

人，主张资本家和工人均分劳动产品。他认为，刚开始时这种平

均分配的办法肯定难以实行，但我们终究能使资本家拿出部分剩
余价值来兴办医院、托儿所，等等。

总之?我们认为陈独秀是一位资产阶级教授，热衷于改ml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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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难怪他向诸如实用主义思想家美国哲学教授杜威、英国社会

党人罗素学习。陈独秀深受罗素的影响，有时甚至在书信中向人

探问，这位英国人对某一问题持什么看泣。他甚至受叔本华及其他

人的影响。陈独秀来自知识界，总以为他们只要以民主主义方住就

能解决种种问题，并且能达到共产主义。他本来就不是真正的布

尔什维克，而是中国土尘土长的孟什维克。陈独秀关于资产阶级

民主革命的理论产生了严重后果， 1925-1927年革命中我们之

所以犯一系列机会主义错误，这在一定程度上走由陈独秀的理论

造成的。不过，陈独秀遭到了共产国际的布尔什维主义的批评，

遭到了革命工人和自觉按照共产国际所指引的方针前进的党员群

众的抵制，因而他不可能完全实现他的理ìtn 尽管陈独秀在理论

上不得不有所收敛，但他本人所提出的方针政策是根据其资产阶

级民主革命理lt确定的。

现在，陈独秀提出取消主义纲领，这不足为奇。陈独秀本来

就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而是孟什维克。他始终是这样的人。他

来自知识界，所想的与众不同。中国共产党在布尔什维克化的过

程中会把诸如陈独秀这样的同路人清除出党。

讨论

张彪①同志:

陈独秀在最近致中共中央的三封信中，在中东路问题上充分

暴露了他的政治面貌。他在信中凶"苏联以保卫中因为由对中

国转入强硬的攻势，可见，苏联采取了进攻的政策。这样一来，

苏联，也和帝国主义者一样，会开始争夺中东路的战争。"②;主

① 张彪为张国焘。-一译者
② 此处按文直译。在《党支参考资料) (中国入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虫教研室

编〉第 5 册中所载的《给中共中央的信(1 929年 7 月 28 日) )有关一段是"这种纠

纷发展到爆发战争，有两种可能形势2 一是苏俄始终取强硬政策，帝国主义者必然在

援助中国名义下，共同向苏联进攻，不但在远东，近东也是一样p 一是苏俄者取退让
政策，帝国主义者之间必然因争夺中东路迟早要导人第·二次大战。" --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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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陈5虫秀的逻辑。

陈独秀本人的历史发展进程，是人所共知的。他拉身于民众

运动，反对中国的旧制度、旧文化、旧学。陈独秀先生无疑是一

位声名显赫、激进的自由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众所周知，他领导

了五四运动。这个运动是民族运动，是反帘'运动，是在以陈独秀

为代表的自由资产阶级领导下进行的。所以，十分清楚，陈独秀当

时作为自由资产者参加反帝运动，但显然是不彻底的，总之， f也

不是」个真正的反帝斗士。

陈独秀在入党前和入党后，始终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马克思

主义者。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这如何解释呢?这是因为他

即使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就反帝运动而言，是一位举世闻名的

革命家。他是一个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由于受俄国十月革命的

影响，参加了共产党。他的思想严重不纯，夹杂着某些无政府主

义和民粹主义的成分o

中闰共产党是在1920至1922年间形成的，当时它在工人中间

已开展工作，但还没有明确的政治路线。我们知道，直到1922年

中间共产党才第一次发表政抬宜言。但在这之前，陈独秀对中国

革命的前景己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他曾经说，在中国约需五年时

间即可实现社会主义， "倘若我们先在闭塞的四川省建成社会主

义，尔后夺取其他省份，逐省地建设社会主义，那就好了。"他

在入党前就没有阶级斗争观念，他的许多言论足以说明这一点。

1922年，远东革命组织第一次代表大会后，共产国际向我们指出，

中国革命是民族资产阶级革命即民族解放运动。中国共产党应该

与同民党结为联盟。但陈独秀怎样理解这一指示呢?他把这一指

示理解为中国工人阶级无力进行革命。他说，我们应该同几个阶

级给为联盟，进行反帝革命。甚至到1923年，尽管中同共产党己

领哇工人运动，领导工人阶级进行了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阵、1虫

秀对革命仍然感到迷茫。京汉铁路工人罢工的失败，促使他形成了

这样一种看法:中国工人阶级不是独立势力，无力进行中国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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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看来‘中时资 j丘阶级要比无产阶级强大但多。他认为， ije i iJ 

将进行两次彼此截然分开、丑不衔接的革命，绍一次革命是资乒二

阶级民主革命，第二次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他根本不懂得这同

次革命之间的相互关系，没有认识到由第一次革命过泣到第二次

革命，不认为无产阶级在这一革命中应当掌握领导权。

陈独秀的阶级斗争理论是什么样的呢?他说， 1922年后的所

有罢工都是阶级斗争的反映，但这是民族斗争，因为在中国当前

形势下，任何斗争只能是民族斗争。例如，上海工人运动的斗争

矛头是指向帝国义主的，铁路工人罢工的矛头也是指向帝!可主义

分子的，指向帝国主义代理人的。铁路罢工纯粹是民族运动。 til

[m 工人身上也有封建余毒-行会习气。甚至工人的先进部分也

极容易接受资产阶级思想。

f在陈独秀之见，中回工人阶级通过什么途径才能达到阶级自

觉呢?他认为，要达到阶级自觉，必须彻底进行民族革命。只有

提高民族自觉之后，工人阶级才能阶级自觉。只有当民族斗争完

全取得胜利之后，才能谈得上阶级斗争。这就是陈独秀在这一时

期的主导思想。

现在谈谈另一个问题。陈独秀怎样评价国民党呢?他对的民

党几乎总是采取摇摆不寇的态度。他的公式是: "要么这样，要

么那样。"要么干脆退出国民党，要么索性同国民党合井。科穆

纳尔同志的报告详细评述了陈独秀对国民党的看法。陈独秀认为，

因民党内或多或少含有大资产阶级和民族产资阶级的成份是理所

当然的，而共产党在国民党内应成为大资产阶级的附属物。他的

公式是:不退出国民党，就得充当国民党的尾巴。我想大家都很

了解列宁关于磕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运动的理论。共产国际的决议

明确指出，共产党应当参加民族运动，但这并不是说它应当充当

尾巴，而是说它必须领导民族运动。我们共产党人领导农民的目

的就是要把资产阶级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而陈独秀持什么

观点呢?他坚持与此完全相反的观点。他认为，中国的革命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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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11 苦 j14灼民族资产阶级领导，只有等革命结束后即资产阶级革命

彻底胜利之后，无产阶级才能搞社会主义革命。因为，只有当资

广阶级革命完成之后，民族工业才能迅速发展，工人阶级从质量

土和数量上才得以提高。共产国际怎样看待因民党呢?共产国际非

常明萌地指出，因民党是不同阶级的联盟，加入国民党的目的是

提高工农在目民党内的比重。可是，陈独秀则持完全不同的认识，

不同的观点。科穆纳尔同志较为详细地指出了所有这些问题。

陈独秀认为，统一战线就是阶级合作，民族革命就是体现阶

级合作的革命。他认为，无产阶级不能脱离其他所有阶级而处

于孤立地位。假如无产阶级要求独立和独立领导，那它就会自陷

孤立。阶级合作就是彼此让步。他说，我们应该对资产阶级作某

些让步，同时争取资产阶级也作出让步。他关于国家的树念是异

常佼糊的。他无视农民和地主之间的阶级矛盾，脑子里只有农村

JÌ' -->笼统的报念。他说，农村是落后的，而城市是进步的，先进

iiVp 过市是集中的，而农村是分散的。他根本没有考虑过土地革

命。;在然，他偶尔也谈论土地革命，但他这些随便说说的见解，

与共广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毫无共同之处。对于农村，陈独秀

也有他的统一战线理论，他把绅士分为良绅和劣绅两部分。早在

1925年五卅运动之前，中共在广州召开了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

大合提出了"工农兵联合"的口号，并以工农兵联盟的名义发表

了宣言。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中同苏维埃的雏形。 1925年五卅运动

期间，上海成立了工商学联合会。而当时陈强秀执行的是什么政

策呢?他害怕无产阶级被孤立，害怕资产阶级反对赤色分子，反

对布尔什维克，一味强调必须保持和巩固统一战线。他既不考虑

111 日资产阶级的不彻底性扣两面性，也不考虑资产阶级与地主之

间的联系。 1925年，国民党左派著名领袖廖仲'I'ë:惨遭杀害后，中

!可唁命阵营中出现了严重分化，各阶级的力量发生了变化。陈独

秀技吓得惊惶失措，深恐这种阶级分化迅猛发展。他认为，共产

党应当作某些让步，以保持统一战线，巩固统一战绞。我们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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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一，系列事实来说明陈独秀是怎样把自己的理论应用于实践的。

例如， 1926 年 3 月 20 日，蒋介石初试叛变，陈独秀未能与之斗争。

在武汉时期，他一味指责工农运动过火。 1927年，当?叉口工人收

回英植界时，他坚决反对。

武汉政府叛变后，陈独秀与一位同志的谈语也得大家深思。

他对运位同志说，中国革命完蛋了，不知何时才能东山再起。他

说"我待在家里，对革命不抱希望了。"

可见，陈独秀在一系列问题上，即在中国革命的前途、革命

的性质、革命的动力以及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这些问题七

持与众不同的见解。

武议政府规变后，他断革二革命完蛋了，因为资产阶级己不再

领导革命了。

陈独秀的主要错误是什么呢?他入党后的主要错误是z 过低

估计无产阶级的力量。共产国际明确指出，中国工人阶级远比

资产阶级强大，而陈独秀却坚持相反的观点。第一，他认为，中

国无产阶级只不过是民族资产阶级的附属物，无产阶级的任务绝

不是领导中因革命，深化中国革命。这就是他在中国革命问题上

的独特观点。第二，我们看看，他在中罔土地革命问题上采取什

么立场。我们知道，无产阶级应该领导农民。如果象陈独秀所说

的那样，中国无产阶级本身应充当大资产阶级的尾巴，那它违能

领导农民吗?当然不行。

陈独秀曾经一度以工农商学妇广泛联盟的口号替代实行土地

革命的口号。我们知道，土地革命是中国革命的一个主要方面，

无产阶级的主要任务就在于领导农民。而陈独秀却坚持另一观点。

正因为如此，他在武汉政府叛变后便认为革命毫无希望了。

在国民党问题上，他认为我们加入国民党不是要垄断国民党，

而是应当支持国民党内的左派。他所说的罔民党左派，是指民族

资产阶级。

在武汉政府时期，他提出了一个"要么这样，要么那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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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特公式。他的观点是.要想、同国民党保持统一战线，就得牺牲

无产阶级的利梭，不然，干脆退出同民党。在这个问题上，他与

托洛茨基的观点是一致的。众所周知?托洛茨基在反对共产即坛

的斗争中，曾提出过中国共产党退出国民党的口号。所以，大家

可以看出，陈独秀自始至终也坚持这一观点。在他看来，中囚革

命失败的原因，就在于我们错误地估计了国民党的阶级性质。因

此，他认为，共产国际应对中国革命的失败负责。

陈独秀当前的一些观点， 1.直得关注。同志们大脑己看到他给

中共中央的三封信，也知道中央的回答。

再谈一个问题。如果我们分析陈独秀的整套观点，能不能说

陈独秀是一个社会民主党人呢?科穆纳尔同志在他的报告中对陈

独秀作了正确的评价。关于能不能把他看作社会民主党人，这我

有如下看法z 在西欧，社会民主党赖以生存的基础是工人贵族，

而工人贵族只能在资本主义较为发达的国家才能产生。至于陈独

秀，大家知道，他并没有工人贵族这一阶级基础，因为中国不存

在工人贵族。较为确切地说，陈独秀是磕民地国家的孟什维克的

典型代表人物，其观点是民族主义者的观点。他是资产阶摄和知

识分子的左翼，而这个左翼是托洛茨基主义藉以建立的基础。他

完全象托洛茨基分子那样，惯用左的漂亮言词。比如，他评价中

国革命的性质用的是社会主义词句，但却提出国民会议的口号。

敢于赞成这一口号的不仅有陈独秀，还有改组派和托派。目前，

事情很清楚，尽管一切反党派别-托派、陈独秀和改组派一一

有所区别，但他们为了反对中国共产党，有可能联合起来，建立

统一战线。陈独秀面临着这样一种可能 E 同托洛茨基分子联合起

来，全盘吸收托派的观点。

1 月 29 日会议
• • • • • • 

斯特拉霍夫①同志 z

① 斯特拉霍夫为瞿秋白。一一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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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穆纳尔同志在他的报告中全面而详尽地剖析了陈掠秀主义

的历史根源。但他的报告有不足之处，没有同陈独秀当前的言论:

联系起来。当然，要想通过一个报告把中国党的所有历史问题统

统阐释清楚，那是做不到的。由于陈独秀主义一直代表着我们全，

党u 所以，陈独秀主义问题涉及我党的每一页历史。

我只是想谈谈我们讨论会理应更详细阐述的几个重要问髦。

结← A 个问题是，陈独秀主义是中国现实的独特现象，是独特

的lhE!孟什维主义。科穰纳尔同志所作的分析，使我们对独特的

中民孟什维主义有了一寇的了解。这里我要指出极为重要的一点兔

这就是在中国资本主义和中罔资产阶级的发展前景问题上，如何

回答降;监秀。科FS纳尔同志的报告未能涉及这一点，这是美中

不足。

中~资产阶级的发展前景和友展趋势问题，不仅对1927年而

且对1前形势具有巨大的意义。大家知道，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

大会在远一问题即非殖民地化理论问题上有过重大争论。这种理

论在中国党内早已存在，只是没有被及时揭露。陈掠秀的整个孟

什维克策略正是以这种非殖民地化理论为基础的。大家只要回想;

一下科穆纳尔同志援引的引文，就不难明白，陈独秀的基本观点

正是以非磕民地化理论为依据的。我想援引陈独秀的《中国国民

革命与社会各阶级》这篇文章。该文的中心思想是2 "一口武断

中国资产阶级永远是不革命的，那便未免短视了。"他作了如下

分析.:，工商业幼稚的资产阶级，他的懦弱心理，自然不容易赞

成革命;但产业发展到一寇程度，企业规模超越了地方的而渐成

为全目的，同时又遭遇……外货外资之竞争，经济的要求自然会

促起他有政治革命必要的觉悟。"不难看出，陈独秀对中国资产

阶级的看法是z 越往后，中国工业越发达，而中国资本主义越发

达， !:1 用资产阶级就越革命化。这是贯穿他全部政治活动的基本

观点 σ 如果我们找到了这一根源，即可明白，为什么他现在鼓吹中

间资产阶级掌权，因为他在整个中同革命时期，曾竭尽全力使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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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阶级掌握政权。最近两三年来，他总是力阁证明 g 中国资本

主义己发展到资产阶级足以掌握政权的程度，尽管资产阶级暂时

还未掌握政权，但它愈来愈革命化，而当资产阶级掌握政权的时

候，我们的任务就是准备"第二次社会革命"。

让我们来看一看另一问题:在资产阶级同封建主义、外!Ji.j 资

本进行斗争的情况下，无产阶级该怎样行动?陈独秀十分明确地

回答说z 在半殖民地，包括中国，总的说来无产阶级非常软弱，

它不可能是独立的政治势力。所以，如果说西方社会民主党或俄

臼孟什维克的任务，是阻止无产阶级掌权、阻止无产阶级进行阶

级斗争的话，那末，中国孟什维主义陈独秀一开始就坚持认为，

中国无产阶级起不了什么作用。因为，它很幼稚、落后，根本谈

不上有掌权的要求。总之，陈独秀认为自己的任务即中国资产阶

级代理人的任务是，一开始就得遏制、抹杀无产阶级的自觉，不

但阻止无卢阶级夺取政权，而且阻挠民主革命的全面实现。这就

是中国孟什维主义的特点之一，因为中国孟什维主义不仅仅是中

国资产阶级的代理人，而且是中国绅士的代理人。

第二个问题是农民问题即土地问题。我们已经指出，结iF虫秀

孟什维主义的表现不仅在于把无产阶级引人歧途，而且还阻挠土

地革命。现在我们来分析他对农民的看法。我不想引用他早在1923

年发表的那些反映他妥协甚至背叛思想的言论。我只援引他特别

"左的"说法。他在《中国回民草命与社会各阶级》一文中说，

农民有很强的"私有观念"。他写道 z

"不用说，共产的社会革命不但与农民的利益，而且与无地

之{困农是根本冲突的。他们反对地主，无非是反对地主私有，而

是要自己私有。"①他的结论是: "所以，只有到中国工业蓬勃发

展起来，全中国的工业资本主义化的时候，农业无产阶级才能发

① 此处按俄文直译。在‘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一文中相关一段是"不
用说，共产的社会革命是和他们的利益根本冲突，即无地之伺农…..他们反对地主，

不能超过转移地主之私有权力为他们自己的私有权的心理以上。"一-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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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集I卡起来。只有到那个时候，中国农村才有可能实行社会革命。

假如我们现在提出不适合该阶级的口号，就会给民族革命带来重

大的损失和危害。"①显而易见，在土地革命问题上，他主张只

有到中国资本主义高度发达时才可以进行真正共产的无产阶级革

命。因此，他进一步提出，不必没收土地，不必采取过火行为-

'.;:-耳、等等。他当前的观点是，中间的中农是不革命的，除贫农

矛fl雇农外，谁也不希望土地革命。这大家看得一清二楚。由此可

见，陈独秀在中国革命进程中形成的整个世界观业已发展到背叛、

反革命的地步，发展到直接激烈对抗、敌视党和共产国际的地步。

我要补充科穆纳尔同志的报告的第三个问题是，关于党的

"学说"问题。陈独秀关于党的学说，己自成系统，与列宁的学

说迥然不同。他的组织原则完全是孙中山的那一套，因为我们知

道，他在组织我党中的实际工作是选择他所认为的"懂得马克思

主义"、学识渊博、能提出并执行某种"革命计划"的人物，这

很象"先宣传.后组织，再暴动"这个公式。他要选拔的是既精←

通书面计划又不能使之实现的人物。而这样的人物，大多不可能

来自工人、企业和农村，等等。他认为，这种"富有才干的领导

人"只能在"大学生"中间寻找。所以，他总是极力反对选拔工~

人。实质上，他反对在企业中建立党的真正基础。他就是党!因

此，我们把过称之为家长作风。到1927~年年中为11:，全体党员一

直把陈独秀的言论和文章奉为圣经，谁也没有表示任何怀疑。"他

怎么说的，怎么写酌，我们就怎么办"。但必须指出，并不是所

有人部遵照他所写的那样去做的。党的各地方委员会的书记往往

自行其是。在1923-1926年期间，我们在北京就有按自己意图行

辜的北京委员会。在武汉、上海等地也是这样的地方委员会。这

一切说明，我们没有真正的党的组织基础，也许，象上海、广州

① 此处按俄文直译。在《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中相关一段是产所以，中

国农民运动，必须国民革命完全成功，然后国内产业勃兴，然后普遍的农业资本化，

然后农业的无产阶级发达集中起来，然后农村问才有真正的共产的社会革命之需要

与可能。……"一一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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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大组织是个例外。凡是派往各地的人，他认为，部具有领

导当地革命的能力，但他们必须按照他的指示搞幸命。

但是，请不要以为他是一个彻底拥护中央集权制即集中的叭

当他发现他的权力和威望开始下降时，便转到另一方面，转到所

有反对者颇感兴趣的民主这方面。他高谈所谓民主并主张，既要

实行民主，就得让每个党员、每个共青团员旨在按自己的观念行事。

这时，党的任何纪律对他来说早已不复存在.因为他认为"纪律

影响党的发展"。值得注意的是，他在 7 月 28 日讲话之前，同诸

如五独j育等靠拢党的人士有过几次叙谈。他对他们说，要是布哈

林派获胜9 "我也许会在党内重新工作，要是右派照现在这样 ?i

节败退，我什么也别想干了，因为现实的夫败，说明斯大林的

专制。斯大林派本身在中国革命方面犯有极其严重的错误，所以，

把过错推到我和中国党身上是不公平的。"

这种家长制式的组织纪律以及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都是陈独

秀主义的组成部分。

上述三个问题，我认为刚开始讨论时有必要提请同志们注意。

当然，这不是我在此所要谈的全部问题。下面谈谈关于陈位秀领

导机关的机会主义具体表现问题。

科穆纳尔同志过于匆忙下结论说，五卅运动后陈独秀略呈

左 1顷。假如可以说陈独秀当时业己"左倾"的话，那只能说他在

五卅运动后表现出了巨大的"积极性"。但是，他积极的目的是

妥尽快使蒋介石、贺耀祖、陈词元、郭松龄宰人掌权。这是他在

i豆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特点。实际情况是这样 1922年共产国际

第jZ9次代表大会期间，陈独秀在莫斯科。当时，我们在节目革命

是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要不要加入国民党这两个问题上，问

他有过争论，但到1923 年"二七大罢工"失败后，他开始急剧转

变。当然，这只是表面上的转变。他的这种转变就是开始公开藐

视中国的无产阶级运动。当时，他公然说，中国无产阶级力呈太

弱，所以我们应该加入国民党。 1923年豆，在我党的第三次代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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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上，他的基本思想是z 否认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目的是

争取群众?以便通过无产阶级争夺斗争的领导权，使我党锻炼成

强大有力.独立自主的无产阶级政党。他认为，加入国民党势必
是实际取消我党的开端，与其说取消党本身，不如说断送我们迄

个布尔什维克党的前途。他开始做国民党的工作时坚持如下观

点:共产党员应该在国民党的旗帜下从事工会、学生会等工作，

以帮助回民党成为越来越革命的觉。他认为，假如说中国资产阶

级暂时还不革命的话，那它会日新月异地愈来愈革命化，国民党

愈未愈左烦，肯运会取得政权并促使资本主义的支展。这样，我

们在60年或100年后，就有可能在所有乡村进行"真正的共产"革

命，因为到那时候，在所有乡村中只有无产阶级和资本家两种

势力，不会有H么地主。在退时期他写了一篇题为《中国为何需

妥共产党》的社论。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后y 他说，目前我们的革

命是民族革命，但将来终究是无产阶级革命，所以，我们现在就应

该着手建立无产阶级政党。这个党是必不可少的，但他认为，为

了"纪律和教育"，一切政治事务暂由国民党处理。 1924 年期

间，陈独秀把全部精力用于发展国民党本身的工作。由于他实行

这样的政策，结呆使我们广州、武汉、上海的优秀工作人员都效

忠于民民党。工会儿乎不复存在。共产国际的决议，只有与他进行

严肃斗争之后才得以贯彻。 1924年，党的上海五月全会上就作过

这样的斗争。五月全会前后，陈独秀进一步主张我们务必争取

"非党人士"和"纯粹国民党人"参加工会工作，以免工会成

为真正的共j'J二主义工会，从而"挽救我们的运动"。陈独秀

说: "罢是所有工会部成为真正的共产主义工会，它们就会被取

缔，罢工将得不到社会舆论的同情"，等等。这是陈放秀主义发

展的结二阶段。

陈独秀的上述论调之所以未能起到毁灭性的作用，只是因为

~~'!时运动还处于初级阶段。 1925年，当轰轰烈烈的五卅运动爆发

肘，陈1虫秀机会主义越来越引人注目，他的所作所为时后来的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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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X.时期产生了极坏的后果。孙中山逝世的时候，陈独秀开始把带

望寄托在北方的冯玉祥和南方的胡汉民身上。他和彭述之总是引

导党去执行这样一种方针z 应由国民党"新三头" (胡议氏、廖

仲伯和汪精卫〉代替孙中山成为中国革命领袖。 1925年，工人运

动风起云涌，先是二月大罢工，接着走上海五卅总罢工，尔后是

'广州罢工。起初，他对这些罢工的态度是，必须把这个运动纳人

单纯经济斗争、抵制英日等国的轨道，不准说革命己经开始。依

他看来，这不是革命，只是游行示威!当时，他建议上海工商学

联合会服从上海警备司令的命令，自动解散。我们坚决反对，丽

陈独秀却说，革命尚未到来，我们面临的是一个漫氏的革命发展

时期。他说: "25利用这些事件来组织从事经济斗争的上市工

A " 孟耳。

当时，围绕一些重耍的政治问题展开了一场长期的争论。陈

独秀关于革命不会那么快到来这一预言未能应坠，历史 fi 没有使

国民党"新三头"而是中回工人阶级成为革命的领袖。当时陈5.h

秀不仅被迫研究经济斗争，而且还发表了一些"高论"。

我们面临的第→个问题是戴季向主义。戴季向发表他那书攻

击共产党的小册子之后，我们党内生活中有两件事，至今记忆犹

新。第一件事，是我们同陈独秀争论，戴手陶主义是代表小资产

阶级还是大资产阶级。当时陈独秀认为，戴手向主义是民粹主义句

不是民族改良主义。

第二件事，是我们妥求批我、揭露民族政良主义，币 ~~}11.秀

却在给戴手陶的信中这样说: "你们想代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

然而这样的资产阶级在中同还没有，所以，最好还是进行协商，

也许我们会同意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①等等、等等。他对西

① 此处按俄文直译。在《陈独秀文章选编》中所载的《给裁季陶的一封信
(1 925年 9 月 11 日) )相关一段话是"凡是一个代表阶级的觉，必须有根本阶级
的民众做立足基础，全靠他阶级分子来同化，是不行的，目前还没有一个民族的资
产阶级，如何能组成一个代表他单一阶级的政党 1 "一一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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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会议派的态度是由此而来的。陈S虫秀采取千方巨计争取戴季

陶为闰民党和革命出力的方针，恰恰是在戴季陶发表反共小册

子之后。陈独秀致函广东区委，建议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延期

召开，等待戴季陶、孙科和叶楚{仓返回广东。当时，举行了重要

谈判，谈判的结果是z 我们同意不再反击戴季陶分子.等等。这

就是睬拽秀那封表面上"反对"戴季陶的信的真实意图。这封信

的观点是z 在中国，没有民族资产阶级.只有买办资学阶级，大

家务必同心协力地跟它作斗争。

我们面临的第二个问题是，我们是否应当设站使国民党左派

国绕在自己周围，以便进一步排挤和打击右派。陈独秀当时认为

因民党内大体上有三派。一是右派即冯自由 z 二是左派即共产党

员;三是中派即蒋介石和戴手陶。对于国民党的这三派，我们应

采取如下策略z 打击右派，但无论如何妥保护中派，即保护资产

阶级的代表人物。鉴于上海谈判的意图在于迫使国民党左派向中

派让步，所以这一策略虽然思是革命的词句，实际上有助于中派

分子蒋介石握取国民政府的权力。这一策略一直执行到武汉政府

垮台时为止。甚至在蒋介石发动三·二O事件前夕，还有人试图

阳蒋介石达成协议。我记得，国民党二大后，即发生1926年三·

二O事件时，陈5虫秀曾短暂地怀疑过自己的路线。这我记得很清

楚。当时，他曾说: "我们送孙科、戴季陶和叶楚{仓回广东，也

许是个错误。这有利 f 哨、文主义学会派'势力的集结，有利于

他们反对黄埔军校的左派，有利于以蒋介石为核心的势力的形

成。"但时隔不久，他自己回答自己说: "不!光我们，自主什

么革命也搞不成"。他的这一回答是与他对当时革命形势的估计

密不可分的。陈独秀怎样估计1925年10月歪1926年 3 月 20 日这段

时间的形势呢?在他看来， 1925年10月后，革命开始低沉二他说，

在革命低潮时期，我们应该退让，所以我们的让步策略是完全正

确的 p 而三·二O事件，正是由于某些共产党员冒进造成的。 g

月 20 日后，陈独秀认为革命浪制继续低落，所以不能北伐，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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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的政策就是由此而来的。他还建议固守-省，在该省实行白

白主义改革。广东将是我们进行改革的"极好"省份。下一步我

们暂时无须考虑。当时，他开始谈论"独立自主的"党，但他所

认为的独立性只不过是共产党员即无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可以批评

资产阶级，批评广东政府，因为它们不进行自由主义改革，而是

想以"纯武力手段"来完成北伐。他认为，问题在于广州方面往

后应豆巧妙地笼络群众，善 T把自己装扮成民族的救星。资产阶

级应当向商人表明，国民革命对他们是有利的，广东要"井然有

fF.，，以使其他省份对此羡慕。当土诲的罢工运动猛烈发展，湖

南的农民运动蓬勃兴起的时候，陈独秀当然不能对此熟视无醋，

他对这些运动作了如下评价"这是赤色分子进攻反赤色分子的

运动"。可是，陈独秀认为上海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虞洽卿也是

一仕"赤色分子"。在他看来，只要我们同这样的人协同战斗，

我们就能推动中国的革命和工人运动前进，但绝不能指靠农民，

因为农民异常落后，不管怎么说，他们要比虞洽卿落后。这一时

期，在怎样支持北伐和提出什么样的政权形式等问题上，我们党

内展开了重大的争论。 1926年，在中共巾央上海全会上，我盯具体

争论的走，在北伐期间，要不要组织国民代表会议。只要看看全

会就这一问题.即就我们要不要号召工农夺取政权这一问题所作

出的决议，就可明白，其提沾仍然是含糊不洁的。在关于农民运

动的决议中，你们可以看到如此可笑的提i~: 一方面要发展群众

运斗，另·方面一定要维护"乡村联合战线"。

现在我谈谈武汉时期。大家知道，武汉时期是以宣布中间无

J'7二阶级放弃专政和整个共产主义的《汪精卫陈挫秀联合宣言》

的发表为开端的。发表这→宜言的目的是要解救汪精卫，从而寻

找好比宁识之争的途径。这ft!:事发生在上海武装起义之后，当时

上海2000工人己掌握武器，拥有 A些机枪，且与当地驻军取得密

切注系。正是这个时候，中共代表未经中央讨论， fZ擅自同汪精

11 IFE表联合宣言，声称放弃无产阶级专政。宜古升1 写 l二了他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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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共产党员也不是妖魔，爱护地方安宁秩序"①;之类的 ìt。远

就是武汉时期的开端。武汉时期之初，我党召开了第五次全同代

表大会。"五大"为我们做了些什么呢? "五大"形式k接主了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全会的指示，但只字未提陈独秀的路

线，既不指责他的政策，也不为纠正旧领导机关的路线、为党的

布尔什维克化、为提拔无产阶级干部作任何工作。不但如此.现

已被开除出共产国际的罗易及其他人在代表大会宣称，由于中 fU

正在开展重大的斗争，所以国内不会有什么孟什维主义。既然大

会这样的发言，通过远样的诀议，既然中央的工作获得了大会的

一致"资同"，武汉时期的整个"美景"也就可想而知了。我们

记不清陈独秀当时所采取的某些措施，因为他当时身为"丁致"

推举的"共产党代表"，独断专行，对谁都不报告工作，运民主

要的政治问题也不经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讨论。甚至在国民党巾

央执行委员会中也没有设立共产党党团组织。今天‘我们没有充

分时间详谈整个武汉时期。

我只能大体上谈谈陈独秀及其追随者在武ii时期所起的作

用。顺便说一句，我只能凭记忆谈，也许会把最重要的问题遗漏

掉。我所记得的.也许在你们看来并不重要。比如，第一个问题，

即他对待群众的态度问题。 1927年 5 月 1 日，武汉举行大规拉的游

行示威，参加此次游行示威的不下50万人。当时，儿童困员、青年

团员和工人纠察队都以城市主人公的姿态出现在街头，特别是把

守会场人口处，不准穿长袍的人进入会场。他们提出了"谁穿民
袍，谁就是劣纠i 妙的口号。这件事被陈拙秀知道了。我记得，他

对当时任武江工会主席的向忠发同志拍桌大骂道: "你们搞什么
名堂?这是胡闹，这是无政府主义。为什么不能穿长袍?我也穿

民袍嘛。"当我替向忠发同志辩解肘，他把我推出门外。他主n

① 此处按俄文直译。在《陈独秀文章选编，中所载的《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常
言(1927年 4 月 5 日)>相关一段话是"在共产党方面，爱沪地方安宁秩序……。"
一一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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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恼火，大发茵霆，似乎这一"过火行为"会葬送整个革命。

第二个问题是土地问题。在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上，我们在

土地纲领中犯了重大的错误。陈独秀非但不纠正这一错误，反而

在 μ五大"后不久，在自己的提纲中写道，为了开展土地革命，

即没收大地产，多少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宣传时期。实质上，他

想把没收大地主土地这一条抹掉。当时我们同他进行了争论，争

论得异常敬烈。此次争论后，我们难以跟他商讨问题，每次开会

最终都成了争吵。陈独秀对土地革命即土地问题的这神态度表明，

他母担心出现这样的局面: "平民百姓"即农民自行造反，破

坏沿袭于年的中国土地关系.因此，无产阶级有责任去领导这一

运动，但这势必导致工农革命民主专政的建立。这是他最害怕的。

武汉政变前后，他曾寄希望于"汪精卫的民主制度"，一味主张

我们应当对武汉政府让步，以使汪精卫建立自己的政权。他认为，

我们退出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后，也就是我们以此使汪精卫便于"行

事"井帮他组织纯粹国民党政府即非赤色政府后.我们通过这一

途径确保我们所期望的、汪精卫因我们退让而给予的自由后，才

优建立一个大党，才能成为一个优秀的"群众性"政党，但我们

现时还在国民党内，所以我们不是独立自主的。当我们及其他许

多中央委员反对这样提出问题时，他不听大家的警告，甚至也不

私 F商量商量，竟擅自找汪精卫，声明说:我们共产党人也许是

想退出国民党的，但由于现在莫斯科的托洛茨基分手、主张共产党一

退出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所以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不宜向莫斯科提

出当一建议，否则人们会怀疑我们是托洛茨基主义，而您汪精卫

纯属回民党人士，在这个问题上完全可以避嫌，要是您提出这一

建议，斯大林肯定会同意。

3·f于这件事是绝对不能i周末门的。从此，我们只有同他进行公

开的斗争。

假如我们现在提出陈独秀主义是什么东西，它的社会基础是

什么弓个问题.我们明确地说，那种以为陈独秀主义是未来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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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社会民主党的看法是不正确的。社会民主党有变成社会达四川

主义的倾向，有工人贵族做社会基础，而且只有在财政资木:ii 统

治地位、拥有超额利润的地方才会出现。那种认为陈独秀及其…

伙将成为中国社会民主党的核心的见解是错误的，因为要fvj!!; 这

样的结论，就必须设想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己进入第二阶 ~~i( ':' -1飞

认为，陈烛秀主义的社会基础是城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kj 均

一方面他们的社会地位与中国资产阶级，部分人与买办资产阶级

密切关联，与自由职业者、大学生等密切关联 z 另方面还没71·摆

脱半封建土地所有制关系。

不妨举个例子，中国某大学有位女学生.在洁党中声称自己

出身于中农，当有人问她，她父母拥有多少土地肘，回答说:300

亩。这是什么中农?远样的小资产阶级人士原本出身于地主去绅

阶层，他们作为民族资产阶级的代理人与民族资产阶级共同乡加

了革命，在某个时期曾起过积极的作用。但是，当革命进入高潮

的时-候，当 i住拥护起义，谁就拥护无产阶级，谁反对起义，反对

土地革命，谁就必然投入反革命营垒这个问题尖锐地提出来的时

候:i主些小资产阶级人士必然会同民族资产阶级·道背离革命，

成为反革命。

我们说俄国爆发革命前，有一个过渡时期.因为布尔什维克

虽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进行斗争，但他们共同处于地下状

态，共同反对沙皇制度，可是在我们中国就没有也不可能有远样

的过波时期。

我再谈谈关于为党而斗争的问题。因为，令人奇怪的是，陈

j虫秀是我党的创始人.然而他自始至终是一个孟什维克。这究LZ

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完全可以用他1923-1924年间所写的文章来

加以证实。当然，人们吁以责问我们 z 他写这些文章时你们上哪

儿去了?对这个问题要直战了当地作出回答。我们党的整个历虫

表明，它虽然是在无产阶级和部分农民的群众性革命运动中发展

壮大起来的，但起初只是·些小资产阶级的激进民主主义小组二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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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要想建立和巩固布尔什维克的中国觉，一开始就得问小资产阶

级任何微小的动摇展开斗争。可是，我们未能及时完成这一任务。

诚然，当时党内锻炼出了新领导人，但无论在武以时期以前

还是在武江时期，我们部不能说我们为布尔什维克党进行了严肃

的斗争。这是我们的错误，我们应当直言不讳地承认这-->点。这

是我们共同的错误，它→直起着非常不幸的作用，我们歪今还感

受到这一错误的后来。

现在谈最后-4、问题，即陈3虫秀被开除 LU 党后党内的机主主

义倾向和动摇问题。我们已经把陈独秀及其一伙清除出党，这是f't二

好事。陈独秀加入了反革命托派集团，这也是正常规律。那么，

我们党内反机会主义分子的斗争是否就此结束了呢?没有。巾 i茸

的机会主义和孟什维主义的特征是，其表现形式不完全相同。因

此，陈独秀和彭述之的言论有区别，一个高谈资产阶级的革命性，

另·个则强调"天然的"无产阶级领导权。实际上，他们的结论

是完全一致的。现在，我们从某些同志批判陈烛秀的发言中也可

以看到这种情况。我们对…系列问题的看泣，比如同j 革命高潮，

农民战争的主义等问罩，尽管有别于陈独秀，但往往是接近机会

主义的。

现在我要提出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正女11某些同志为回

避正面回答非殖民地化理论而提出的 z 中国革命正在发展，新的

革命高潮必将到来，整个世界革命也自宅合到来，革哇。但这一

新的革命高潮何时才能到来，就不得而知了，因为"当前，在我

们巾 U'l只有动乱、军阀棍战，而不是新的革命南湖。"

第三个问题是，关 frl~ r主!无产阶级和国际王人阶级对待中国

农民的态度问题。我们对中国农民的作用估计过低 j主完全是机

会主义规避正确路线的表现。尽管官府实行残暴的恐怖手段和派

兵征剿，但农民和地主之间的内战仍然持续不断，这是不能否寇

的。空于我们在这种情势下该怎样具体行动，那是另一回事。这

个问题完全可以象欧战时期号召变帝因主义战争为民!内战争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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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但不能说，既然你们主张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口

号，那就要马上在抄皇军队中策动兵变。甚至有这样的同志，他

们以为谁赞成和发动农民战争，谁就是叛乱分子。

第三个问题是夫于党的作用如"党的制度"问题，至于党的

制度问题，我们用不着多谈，因为那些反对党的制度、反对所谓

官僚集权制等的人，其本身就反映了中共党内的小资产阶级的动

摇和无政府主义。这些人千方百计地瓦解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共

产党的队伍。另一方面，他们菩于巧妙地回答党的作用问题，说

什么"很好，革命高潮必不可免，肯忘会到来，但它只有在我们

党进行充分发动的情况下才能到来，而我们党还脱离群众，革命

高潮不会自行到来。"因此，他们认为，不是组织任务应当适应

革命形势，而恰恰相反，是革命形势要求我们组织起来。这是中

国特有的情况。这种思想观念同中国的绅权制度休戚相关，因为

绅士拥有文化知识，似乎他们理应为人民搞革命!他们自诩为"良

绅'门似乎理应组织能引导革命走向胜利的共产主义小组，要是

没有来自"良绅"的共产党员，革命就体想到来。

所以我们的任务在于，不仅要研究陈强秀主义的历史根源，

而且把过去的陈独秀机会主义同当前的机会主义倾向联系起来。

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同托洛茨基主义，同陈独秀取消主义展开

斗争，把我们党引上布尔什维克化的康庄大道。要达到这一目的，

只有同党内的机会主义一一左右倾进行坚决的斗争，要时刻记住，

所有这些倾向，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与陈独秀主义都有一立的

联系。

鲍罗廷同志z
• • • 
同志们，我来这里不是为参加讨论的，而是要倾听那些近未

从事研究中国革命史和中共党史的同志们的意见的。但我一到这

里，他们便建议我参加这个讨论会。我必须承认，近来我一直为

有失中国革命的问题而紧张工作。要说明这个问题，最大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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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能否收到在苏联难以得到的中国资料。我希望经过一两个月的

准备后，再向大家作报告。

今天我简要地说说:首先我同意科穆纳尔同志关于陈独秀主

义问题的提沾。我认为， f斗穆纳尔同志的报告精僻地阐明了一个

无可辩驳的事实:陈蚀秀主义是中国的托洛茨基主义和孟什维主

义的混合物。所以，在很大程度上，陈独秀主义要对我们过去所

蒙受的夫败负责。

我想就陈独秀主义再谈一点看讼。陈独秀主义与西欧孟什;在

主义有没有区别呢?我认为，在业己发展到社会法西斯主义的欧

洲孟什维主义与中国孟什维主义之间，是有区别的。那种把半殖

民地国家中国的孟什维主义和欧洲孟什维主义看成一吗事的见

解，是不正确的。因为，这等于说，我们承认在中国己完成资产

阶级革命，资产阶级己掌握政权(这完全是不正确的) ，孟{-I-位

主义已在中国起社会注西斯主义的作用。不能断在lh 因孟什EE主

义己发展到欧洲社会法西斯主义，因为中国革命的道路是社会主

义革命的道路。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势必会转入社会主义苹

命。所以不能说中国有资产阶级的发展道路。在中国，不111.CEiE

陈独秀及其追随者所设想的那种资产阶级革命。他们所设想的12

产阶级革命是这样的 z 资产阶级肯怎会掌权并发展实业，因而无

产阶级会同时发展壮大起来，而他们将象社会法西斯分子那样对

待无产阶级。这条渲路在中国是行不通的。所以，陈独秀及其追

随者即中国孟什维克，体想在中国起到象其欧美兄弟-一帝国主

义国家的孟什维克-所起的那种作用。换言之 r 11 罔孟什维克

是没有任何前途的。

当然，不能因此得出结论说，中国孟什维克不合带来许多麻

烦，不会构成某种危险，不会造成这样或那样的阳难。他们现在

都在共产党内。陈独秀虽被开除出党，但这不等于他在党内的流

在己被肃清。这种ift毒仍以陈给秀主义形式，以右倾机会主义形

式戎托洛茨基主义形式时时出现，仍在危害觉。因此，中因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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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必同这种流毒远行重大的斗争。

同志们，我己说过，陈独秀主义或中国孟什~ít主义 (f很大程
度上要对我们过去所蒙受的失败负责。我强调"在很大程度上"，
是因为我们在中国的工作人员，尤其是我，也犯过严重的错误。
对于这些错误，我也认真思考泣，研究过，并得出了一立的结论，

这在以后适当配时候，我会告诉大家。我想这个时间是不会太
久的。

现在我要指出，我的错误之一就在 j二，我与陈拙秀之间且发生

过意见分歧，甚至是极其严重的分歧。汀二这 A点我曾多次谈过

和写过) ，但没有把这些分歧引向公开的斗争。要是把这些分歧

引向与陈独秀的公开斗争，中共领导就不会长期掌捏在孟什拉克

手里，也不会出现遭受公开批评的这种局面。但据我所知，除共

产国际批评陈独秀外，除八月合议决议、科穆纳尔同志的精采报

告以及斯特拉霍夫和张彪同志的发言批评陈独秀外，陈独秀孟什

维克领导还未遭到如此深刻剖析和尖锐批坪。

我要在我的报告中指出，自 1923年国民党改组起直歪武证时

期末，中国革命中存在着两条路线z 一条是上海路线即陈独秀路

线，这是货真价实的陈独秀路线，因为他和孙中山→样，孙中山

是国民党的领袖，他是中共的领袖z 另 J条是广州路线。这两条路

线互相矛盾，甚至在武汉时期发生了冲突。倘若我们在广州时，

把我们与陈拙秀的分歧引向公开的冲突，武汉时期的历史也许会

有所改变。我们未能看清陈独秀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地地道道的

孟什维克。

我们在广州首先提出的一个问题是，中国革命将以土地革命

取得胜利，没有土地革命就无也取得胜利。我们认为，中国革命

的主要问题是土地问题。我们在广州最先建立了农金，同半封建

残余势力展开了斗争。可见，我们实际上幸的是革命道路。我{门

逐步克服了中国革命道路上的障碍。然而，陈独秀、彭述之等人

在他们的宣言、决议以及 <qti]导周报>>的文章中，把中同革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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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反帝革命，没有把中国革命的反帝性质同摧毁帝国主义在华基

础的土地革命联系起来。反帝斗争本身无须人们大喊大叫，但如

果它不和土地革命紧密结合，就难以取得胜利。事实上，广州党

组织走的是土地革命道路，而上海的陈独秀实行的是反帝、反军

阀斗争，根本不提土地革命。这是我们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是

我们的主要错误之一。

网民革命的领导权问题是→个最主耍的问题。广州党组织在

理论上未能弄清这个问题，但事实上，他们在搞农村斗争和城市

阶级斗争中，在省浩大罢工期间，走的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工

农专政道路。广州党组织的这种革命实践，在上海陈独秀的思想

指导中是找不到的。我们搞的是革命实践，而上海宣传的则是削

弱这种革命实践的思想。我从未听说陈独秀的哪篇文章，哪个文

件，哪次讲话是根据我们广州的革命实践提出领导权问题的。陈

独秀说，要反对国民党的右派，但不能与左派发生冲突。依我看，

陈烛秀是在帮助左派，或者说，帮助现代改组派。现在大家都已

知道，反革命营垒并没有分为民族资产阶级和封建主义两大阵容@

民族资产阶级身处反革命营垒，却在革命阵营内部争夺领导权。

这就是某些同志要使之变为与封建主义作斗争的所谓民族资产阶

级的资产阶级。陈独秀一味热中于帮助这个以国民党左派为代表

的资产阶级，把它视为理应成为革命领导者的资产阶级。

因此，当广州无产阶级领导广东农民进行斗争，力图夺取革

命领导权肘，没有得到陈独秀的支持。相反，他总是想方设怯挫

伤他们的意志，如果你们研究有关中国革命的资料，即可发现"共

产党员不安标新立异"这句话，此话的意思无非是要阻止工农在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建立专政。你们可以看出，在有关中国革命

性质的所有重要问题七比如在中国革命领导权问题和共产党在

革命中的作用问题上，显然存在着两条路线:广州领导集团的路

线和上海中央委员会领导集团的路线，即孟什维克路线。

但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广州路线是坚定的，是完全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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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广州党组织走的是革命道路，但广州同志真正视自己所地

1的-切，要从理论上阎明中国革命问题。边是广州同志的不足之

处。上海中央委员会领导集团根本不赞成广州党组织的做泣，

昧批 i于他们左{顷。在武汉时期，中国党由于中央领寻去西早在武

汉时期以前和武汉时期屡犯错误而吃尽了苦头。

最后，我要指出，我们现在已着手消除中目共产党内 13陈蚀

秀主义、消除陈独秀主义是夺取胜利的必要条忡。要把3·斗争

进行到底，以使党内不残留一个陈独秀分子，使党与陈强秀主义

彻底决裂，否则，当下→次中国革命高潮到来的时候，党还会遭

受失败。

在研究中共党史、革命虫和中共失败的原因时，不要只局限

于研究陈独秀主义，因为我已说过，尽管在很大程度上陈拙秀要

对中国革命的失败负责，但也有其他一些原因，我们必级把这些

原因揭示出来，以便更有效地、更好地清除中国革命道路七的

障碍。

维经斯基同志z

陈独秀沉默两年之后，站出未就中东路冲突问题发表意见。

老实说，这最能说明他的真正立场及其错误的真正性质。陈独秀

就中东路冲突事件表态说，中国党正在犯错误，因为它向工人提

出了"保卫苏联"的口号。他说，这样的口号难以深入群众，不

可能为群众所理解，我们最好提出"南京政府误国政策"的口号，

这更使于群众理解。同志们，陈烛秀的这番话:充分出明了一切，

既说明他对苏联的态度，也说明他对世界革命的态度。 i主神握住

说明了他对中国资产阶级的态度，他总是吾资产阶级的脸色行事，

每当该怎样对工人宣讲时，首先考虑的是资产阶级的意见3 所以，

这也说明了他对中国无产阶级的→贡看法，尽管中国无产阶级经

受了中国大革命的考验，一直在同中国的反革命势力拚死搏斗。

他对所有道些主要问题的看法反映了什么呢?陈独秀并没有把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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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冲夫事件看作事关世界革命的问题，他无视与此相关的一切问

题，而是从自由资产者的角度看待一切。这究竟为什么呢?事情

很清楚，在中东路问题上，他只能说"保卫苏联"的口号不便于

工人群众理解，只能说这不是广大群众所能接受的口号，也就是

说，在这个问题上，他没有坚持阶级立场，而是坚持自由资产者

的立场。

陈独秀探恐人们怀疑我们"为卢布而卖身投靠"o 谁会怀疑

我们呢?显然是资产阶级，工人群众不合怀疑，因为他们懂得当

今世界已经分为两大阵营。所以，归根结底是过低估计工人阶级。

陈独秀认为无产阶级完全处于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之下。

中东路问题揭示了陈独秀主义的整个根源，指出了中国共产

党进 d步斗争的道路。同志们，在这个问题上，大家自然而然地

会把陈拉秀分子和托洛茨基分子对待该问题的态度加以比较井联

系起来。社会民主党人是这样提出问题的 z 中国资产阶级取得了

胜利，举夺回了中东路，完成了统→国家的历史使命，所以苏

联发动攻势，要求重新归还路权，是带有侵略性的，是地地道道

的帝国主义。托洛茨基分子并没有这样直截了当地发表看法。应

当公正地说，托梅茨基分子中间意见很不一致，这是因为托洛茨

基不在托报势力的中心，已流亡土耳其。所以，托洛茨基分子几

乎都假借某种理由以社会民主党人的身份发表看站。他们说，中

国资产阶级取得了胜利，因为他们有权利……。苏瓦林则毫不隐

讳地发表看住。托洛茨基在苏联反对帝国主义分子的斗争中，似

乎也反对帝国主义的幸拘一一中国军阀，但同时指责苏共(布)中

央和共产国际以盲动手段来发展革命。就这点而论，陈独秀的立

场跟所有反革命的立场是完全一致的。这是我们应该得出的结论。

第二个问题是陈独秀对待战争的态度问题。他怎样看待正在

中目进行的这场战争呢?陈独秀在致中共中央的信中是这样论述

战争自- .中国资产阶级的发展方式与欧洲不同，欧洲资产阶级是比

较自由地发展起来的，咋等。他甚至夸大其词地说，中国资产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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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直受欧洲资产阶的压制。他说这些，无非是认为当前在中国迸行
的这场战争起着推动和冲击的作用，将为中国资本主义的近一步

发展扫清道路。陈烛秀力图把这场战争词为发展中国资木主义的

必 111 之路，所以，他认为从历史角度看这是进步现象。

陈独秀不是象中罔共产党、共产国际和所有革命者那样提出

问题。近两年来、任何 4 个因美国试图插手该问题 l币看清中目的

企图的革命者，都会认为中国现在进行的这场战争是反革命势力

土崩瓦解、局势无忌稳定的表现。同志们，在这个问题上 IIf以

看出陈独秀过去对资产阶级的评价和现在的评价是有直接联系

的。要根据具体事实来证实这种联系并非那么容易。但在是确在

无疑的。我们有必要仔细分析一系列问题并弄清楚这种联系 o 只

有这样，才能阎明陈独秀对待革命问题、对待同中间资产阶级进

行斗争的问题的态度。

i吉允许我列举两三个也许能出明这种联系的事实J 这能说明

陈独秀1925年五卅惨案后对待国民党的态度υ 上海大罢工后，即

广州革命斗争时期，中共在秘密情况下召开了中央全会。全会讨

论了许多问题。这是中共建党以来首次提出极为重大的问题，其

中包括我们同国民党的相互关系问题υ 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由

于革命蓬勃高涨，这个问题也就被一再提出u 当时，陈独秀是这

样提出问题的: "要么这样，要么那样"。他说，要是我们留在

国民党内，怎么能说共产党的独立性呢?如果我们留在国民党

内，就谈不七共产党的独立性，网为国民党领导革命，它是各阶

级合作的政党。国民党的政策是革命的政策。他又说，要么干脆

退出国民党。请问，陈独秀是怎样提出关于退出国民党这个问题

的呢?他是从无产阶级本身能夺取胜利、没有国民党也能建立起无

产阶级民主专政的角度，还是索性由国民党进行资产阶级革命、

看它搞成什么样子后再说的角度提出问题的呢?现在可以吕定，

陈独秀在这两条路线之间举旗不定 ω 后来，他的整个实践证町，

他最担心的是无产阶级被孤立。被谁孤立呢?被农民孤立吗?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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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怕被资产阶级孤立，在他看来，只要资产阶级不离去，革;
命就不会遭受失败。由此可见，他最近发表的言论与他过去对资

产阶级的态度是 A脉相承的。

另有→个事实ω 北伐期间，许多同志反对北伐。起初，我也，

反对北伐。陈独秀一开始反对北伐，继而犹豫不决，但是北伐事

实上己径进行时，他却采取如下观点:现在不能与国民党发生摩

按。既然不允许与国民党发生摩擦，这时他自然就轻视发动土地

革命的问题。诚然，他并没有公开反对土地革命，也没有说什么

反对土地革命的话。他确实没有说过这类话ο 但实际上他的指导

思想是:资产阶级毕竟是领导者，所以，他未提出发动土地革命

的方针，并慈父般地袒护支持其观点的同志(我要指出这 A点)

这是很自然的a 总而言之，他对土地革命正是持这种观点。这也

就是脏，他承认资产阶级是领导者，认为它是领导革命的动力 ι

同志们，现在请允许我就另一问题发去几点看怯。

我想谈谈陈独秀当前的观点和托洛茨基分子的观点及其在中

国的作用。有的同志认为，他们尽是胡说八道，成不了什么气候，

我不同意这种看泣。我觉得，他们的能量很大，必须问他们进行

坚决的、重大的斗争。现在事情很清楚，诸位也已经知道，最近

中国的托派分子写信给流亡君士但丁堡的托洛茨基，他们的信且

很简短，从信中难以发现他们的行动钢领，但可以看出，他们是

在求援，希望组织起来。看来，他们已经振作起精神，准备迦行

重大的斗争。托洛茨基是怎样回答他们的呢?托洛茨基在回信中

提出了许多问题，以供那些愿意参加这个反对派并希望成为真正

托派的人选行尝试。从他所捷的问题来看，这显然是一个庞大的

托洛茨基纲领，它既能容纳托洛茨基分子，又能容纳所有的人-一

从这些托派分子直至理平山的第三党等人。这个纲领究竟是些什

么内容呢?纲领的第→部分指出，要坚决攻击中共的整个路线 F

第二部分是他的经验总结 F 第三部分是关于未来的巨大计划。例

如，他着重提出关于召开中国立宪会议的问题。我觉得，无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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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分子和托派分 Fj j至是i平平山分子，乃至J文组派、出;立全

有可能根据这一纲领坐到一起。托派将向唱革命的词句，吹出这

不是→般的立宪会议，而是拿起武器选行战斗，夺取胜利的会

议，等等，等等;对此，我们应有充分的准备。陈始秀作 J.;孟什

维克派的人，善于搞这种把戏，在他看来，现在边未到为别的什

么而战斗的时-候，但这改变予了问题的性质。实质上，这是为召

开立宪会议而战斗。我认为，就社会基础而论，托洛茨基分-jt和

陈独秀分子之间不可能有什么区别。他们都是些小资产阶级，官

茧，受国民党影响的无产阶级极端落后部分，自由派知识分子和

教授之流。

自 1929年豆以来，特别是当前的情况，很值得重视。 l卡目的

托派分子蠢蠢欲动，开始组织起来，公然攻击中国共产党3 我们

不能不认为，这一现象同中国资产阶级为平息业已高涨的革命浪

潮而试图改组的情形，极为相似。陈独秀分子和托派分子正在倒

向这一营垒，积极活动，从另一极端强调新的革命浪潮即将到来，

这值得注意。

最后，我要指出如下一点z 托派分子纷纷致函托洛茨基，建

议成立托派亚洲联合总部，而托洛茨基的回答是，这值得考虑，

但他还不完全明确表态。对此，我们要密切注视，这也是中国反

革命分子与苏联的敌人准备联合起来的一种动向。成立托振亚洲

总部这一口号将得到中国民族主义者的支持，因为戴季陶这个人

很值得住志，他曾主张成立既不属第二国际又不属第三回际的

"东方被压迫民族"第四国际。

萨法洛夫同志z

同志们!研究陈独秀主义的根据势必会该具中国革命的一些

主罢问题。比如，如何评价中因革命、中国革命的基本思想以及

如何理解中国革命的动力等问题ο 这是很自然的，因为陈强秀主

义是中国革命具体条件下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影响的产物。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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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这种影响的真正性质，必须提出有可能存在并事实上贯穿于

整个中国革命进程的两条路线问题，因为这两条路线的斗争最终

导致了革命和反革命的公开冲突。一条是代表资产阶级的路线，

另一条则是代束工农群众的、夺取无产阶级领导权的路线。这个

问题报告人己作了非常正确的阐述，但我们有必要更确切地揭示

这两条路线相互作用的奥秘。资产阶级利用中国业已掀起的强大

的反帝运动，这是必然的。饲封建主义即封建地主豪绅有着千丝

万接联系的资产阶级，随着革命的发展，随着各阶级革命斗争的

深入，势必合暴露出反革命的西日，这也是不言而谕的。因而，

在阶级斗争的发展吐程中，无产阶级试图实现其领导权的倾向，

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建立在反帝运动

和农民七垃革命基础上的斗争〉也就越来越明显地反映了出来。

资产阶级不愿意也不可能进行土地革命。要它反对地主豪绅的利

益，那是办不到的。资产阶级已由斗争转入与反革命的妥协，而

无产阶级试图夺取领导权，以实现工农联盟〈两个主要革命动力

的联盟〉的倾向则显示了出来。因此很清楚，资产阶级对无产阶

级产生彭响，是必然现象。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国孟什维克实行

背叛，这首先去现在孟什维主义听任资产阶级的摆布，把农民士

l也革命置于次要地位。孟什维主义一味否定、抹杀无产阶级领导

权思想，只看到中国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势力之间的矛盾。这就

是中国孟什维主义的主要倾向，也是必然倾向。在中国革命中还

出现过另一倾向，它一开始只是一种倾向，可到后来成为一种敌

对的反革命势力-→托洛茨基主义。这种托梅茨基主义在某种程

度上是孟什维主义的历史补充，因为在我们俄国，托洛茨基主义

实际上边孟什维主义的补充。孟什维克是这样提出问题的=既然是

资产阶级革命，就应当由资产阶级掌权，既然由资产阶级掌权，

那同资产阶级作斗争是矛盾的。托洛茨基主义试图从不断革命论

中寻找出路。他们的出路是，放弃土地革命，提出无法实现的不

断革命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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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方面，我们面临着两种倾向。既然我们这样提出问

题，就得弄清它们之问的关系υ 在现阶段，这两派即两种倾向

(尽管各阶级或多或少地分化为各个阶层，分 iiI在各地，尽了iT各

自的阶级力量己最后形成) ，在反对土:也革命，反叶无产阶级守

取革命领导权这两个问题上，其意见归根结底足一致的。这两仲

倾向都反对苏联。在东方，整个殖民地斗争由于苏联取得成旋而

蓬勃发展，可是他们绝不承认无产阶级领导权，攻击共产!可际，

攻击苏联，从殖民地革命的角度贬低苏联的作用。我们有必要谈

谈过去，澄清过去的错误，我们的看陆地件要比鲍罗廷同志确切

得多。

鲍罗廷同志说，是该谈错误的时候了 U 这完全正确。在陈独

秀犯有错误的那页历史上，也有其他人的名字υ 但有必要豆明确

地说说。当然，我将怀着极大的兴趣等待鲍罗廷同志的报告，但

我认为，我们不能忽视鲍罗廷同志今天的发言。中国共产党已认

识并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从中吸取了教训，这就能使它成长为布

尔什维克党。它这样做是为了克服自己的错误a 而鲍罗廷同志并

没有吸取这样的教训。中共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根除孟什维

克的动摇现象。所以我认为，我们理应听到在 1925-一-1927年事件

中起重大作用的跑罗廷同志更明确的看沾。鲍罗廷同志说，中国

革命只有作为让会主义革命才会胜利。这是重复普列汉诺夫的论

调。必须指出，中国革命的最近一个阶段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

段。(鲍罗廷说 x.f) ο 鲍罗鲍同志，需要说的不光是对，而足

要解释清楚为什么这足对的u

农民土地革命是在工人运动蓬勃高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即在无产阶级领导下以苏维'埃形式发展起来的，这是初级阶段的

革命，它能否取得胜利呢?我们深信，它会胜利，会作为资产阶

级民主革命以革命民主专政的形式取得胜利。苏维埃将是革命民

主专政的形式。所以，仿效普列汉诺夫的这种看法难以阐明问题
的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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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她罗廷同志有这样的H~注:他说他们坚恃的是工农领

导·权。①对不起(笑声) ，这我无i主理解，我们提倡的是无产阶

级领导权，而工农领导权这一说法太离谱了 G 坚持农民革命的无

产阶级领寻权，这是很好的布尔什维克提站。我们何必要臆造，

忽而仿效普列汉诺夫的说沾，忽而编造新的提法(笑声〉。我觉

得很为难，鲍罗廷同志，你有多少错误，就承认多少嘛!难道你

不知道该抓住什么错误吗?鲍罗廷同志所说的是工农并重的领导

权。这显然是不了解陈独秀主义的根本错误。我还不太明白中国

的广州与上海这两地是对立的(笑声)ω 照此说来，问题完全是

由于-~-人在广州，而另一人在土海造成的(突声) c 当然，这可

能造成重大的历史性困难，但毕J虹不能把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夸

大到如此程度。把整个问题归结于地理原因是不对的，因为凡是

了解中国革命进程的同志，或多或少是关心中国革命的，对这些

事件是深有感受的。他们知道，事情经过并不是这样，认为运动

中之所以出现一系列错误，是因为中国的运动如同所有殖民地国

家一样，需要同时完成两个进程。一方面，这些殖民地半殖民地

回家的无产阶级应当直接形成为一个阶级，摆脱小资产阶级的控

制11 ;另一方面，无产阶级应以革命领导者的身份出现。这是基本

规律，也是俄国革命的发展规律9 这一规律也适用于中国。小资

产阶级抹杀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这是陈独秀主义的基本原理。

诸位都听到鲍罗廷同志一再说，广东即广州的土地革命开展

得相当顺利，然而我们很清楚，事情并非如此。如果我们这一阶

段在广东开展真正的农民土地革命，那北伐的情景肯定有所不

同，通过三·二。事件，我们也未必考虑北伐。主观见解说明不

了什么问题c 总之，在这里，我们觉得他根本无意承认自己的错

误，用俄语讲，恰恰相反，这叫否认自己的错误。我们不妨看看

与此相关的另一问题。鲍罗廷同志说，广州党组织只是在理论上

没有弄清领导权问题是象他所说的"主要问题之一"。其意思是

① 鲍罗廷同志在审阅 ìäi记记录时修正了这一说法。一一原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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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广州同志事实上己懂得主要问题，似乎只是未能从理论上阐

述这些问题，尽管事实上一切都搞得很好。但是，如果事实上一

切都搞得很好的话，那怎么会出现矛盾现象，出现先锋队脱离阶

级斗争这一落后现象呢?这-uii在是不正确的。这种落后现象是

由孟什维克倾向造成的，是陈独秀主义的历史根据。令人不解的

是，罗鲍廷同志为什么要在这电作广泛的总结，而不在广v'H ，要

是在广州作这种"精采的"理论总结，那对中 l哥共产党人是大有

好处的。常言脱得好: "雪中送炭嘛?。还有这样一种说毡，即

认为反革命营垒中的改组派是代表资产阶级报。①这难以理解。

请问，蒋介石代表性?难道不代表资产阶级?这种说法显然会产

生误艘，以至得出错误的、极有害的结论。我们必须同贬低无产

阶级领导权思想和孟什维克否定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的倾向近行

重大的民期的斗争。

殖民地革命的整个情况是这样: 广大工人阶层一开始就不够

坚右，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乘运动刚开始便把他们推上了局限于资

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道路。我们在殖民地国家所拥有的无产阶级人

数很少，与众多的农民群众相比，可谓微乎其微。

即使在印度，无产阶级的人数血很少。但在那里，孟买无产

阶级曾是促使革命高涨的真正动力，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们挑

起了提高为数不多的整个无产阶级的重担。这个20万人的无产阶

级主猥狠地打击了掠夺印度的英帝国主义，它是印度实现无产阶

级领导权的真正先决条件。印度无产阶级县然人数很少，但它是

一支强大的爆炸性力量，因为它善于充实自己，善于揭露种种社

会矛盾，不仅揭露资本主义工厂中的矛盾，还揭露深受封建主

义、官克和高利贷压迫的悲惨农村的矛盾。殖民地农民革命是在

这些矛盾的基础七发展起来的，而无产阶级则是揭露矛盾的核心

力量，因为他们在全国范围内搜集种种矛盾。就这点而言，如果

用列宁的话来吭，他们已成为"全国的"代表，成为绝大多数人

① 鲍罗廷同志、后来修改了速记记录中的这一说 i.t. 一-原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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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群众的代友，因为绝大多坦人民昨众是由劳动者组成的。但与

此同时，会不会出现错误和孟什维克动摇现象呢?会的，这就是

贬低无产阶级运动，贬低无产阶级的地位，散布关于无产阶级太

软弱的种种言论。有人会说，只有几万人的无产阶级怎么能引导

几千万人呢?这是一切孟什维克言论的主要论点，这种言论在托

洛茨基的声明中也得到了充分反映。比如，在美国出版的最近一

期《战斗者》周刊中，即在托洛茨基致中国共产党人的信中，他

硬说，中国共产党人的英勇发动是一种盲动政策，他认为，这种

动人的姿态正是俄共中央所需要的，中国共产党人为此卷入了盲

动主义。这显然是对蓬勃高涨的中国革命采取公开的社会诠西斯

主义态度。

同志们，我认为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再补充一点。我和同志

们私下交谈时，不得不跟大家争论如下问题z 在现阶段，陈独秀

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是不是社会注西斯主义?这不应有任何怀

疑。在这个问题上，不必考虑这些人曾经如何如何。反革命资产

阶级为了阻止革命高涨，为了扼杀甚至哪怕是遏止革命"肯定会

散播种种论调，散播它所需要的一切论词。

总之，同志们，概括地讲，中国革命的两条路线斗争是必不

司兔的。这两条路线斗争是由整个历史发展进程决定的。如果我

们耍弄清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整个革命情况，我们认为，只要

开请中国革命所发生的→切，就足以7解所有殖民地国家的情

况。这会大大推动所有殖民地半民地国家的阶级斗争。资本主义

的隐定发生危机，这势必会增强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的反革命

性。所以，我们绝不能低估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种种影响。我

们应当指出，愈往后，第二国际将愈来愈成为帝国主义与殖民地

半居民地国家大资产阶级之间的直接媒介。印度尼西亚和印度这

两国的情况充分证实了这一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

将通过第二国际来培植自己的主狗兼帝国主义的直接代理人。这

是东方各国阶级斗争的新情况。陈独秀主义与这有着密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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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m

2 月 6 日会议…. . 
吉德科夫同志:

• • • • 
我觉得，我们的讨论会有以下几点不足 z 第一，在这里发言

的同志大多只注重往事。然而我认为，陈独秀主义问题是一个现

实问题，它对于今天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c 第二，同志们在提及

往事时，避而不谈自己的错误b 可是，业已高涨的中国革命要求

每个党员表现出坚韧不拔的精神。而这种精神只有通过对白己以

往的机会主义错误作无情的自我批评，才能桔久地保持下去。这

对于在此发言的中共负责同志来说，尤为重要，因为这些同志曾

是中共的负责人，目前也还是负责人。

我认为，第三点不足是，同志们在揭露陈独秀主义时，未能

把它同中国革命现阶段的主要危险一一党内的右倾危险联系起

来。斯特拉霍夫同志说得对，光i井反对陈独秀主义，不提右倾危

险，那是一种最坏的机会主义错误。

对于鲍罗廷同志在此发表的奇谈怪论，大家是无战保持沉默

的。同歪曲共产国际路线的这种奇谈怪论作斗争，是与对陈独秀

主义的斗争分不开的，为此，我认为我有权利谈谈鲍罗廷同志的

发言。

必须指出，鲍罗廷同志的发言也有肯定的方面。鲍罗廷同志

是唯一要求总结自己过去经验的同志，他试阁承认自己的错误。

可惜，他这方面做得很不够。鲍罗廷同志不是布尔什维克式地、

明确地承认错误，而是掩饰错误。他在讨论会土发言挠， "我的

主要错误在于，我和广州的中国同志，与以陈独秀为首的土诲的

中国同志之间虽经常发尘分歧，甚至是极严重的分歧(关于这- .. ...... 

点我曾多次说过和写过) ，但我未能把这些分歧引向公开的斗

争。"鲍罗廷同志在萨拉洛夫发言后，把速记记录;书他所爱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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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的"这几个字删掉，代之以"错误之一"等字眼υ 当然，

我完全赞成这种极重要的修正，但这不是问题的实质。问题的

实质是，鲍罗廷发言时把上海路线和所谓广州路线对立起来，他

说， J:ì每路线是机会主义路线，而广州路线是布尔什维克路线。

必须指出，在上次会上，萨t主洛夫同志未能很好领会鲍罗廷的意

思，因为萨拉洛夫同志说: "把上海和广州对立起来，这就是看

作地理上的矛盾"。我认为鲍罗廷同志说的不是这个意思。他所

说的广州怦[l上海，是指鲍罗廷同志路线和陈独秀路线。(萨法洛

夫:我指的是人〉。噢，这么说来我没有听清萨怯洛夫同志的

话。我们可以绝对肯定地指出，用地理原因进行解释，只能掩盖

鲍罗廷同志的主寝论点。

但这种自我辩解显然是非常矛盾的。到日前为止，我所知道

的两条路线是:共产国际路线和机会主义路线，即陈独秀主义路

线或称中国孟什维主义路线。鲍罗廷同志在此并没有把这两条路

线对立起来，而j把广州路线和上海路线对立起来。这种把广州和

上海对立起来的提毡，其意图是否在于否定共产国际路线?是的，

是这个意图。鲍罗廷同志显然不敢公开承认这---点，所以他出:

"这里有两条路线，一条是广州的革命的实践路线，另一条是陈

独秀路线，或叫上海路线"。他说，广州路线实际上是革命的，

但"在广州，我们还未能从理论上形成路线"。因此，我们出现

了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的现象 z 从实践看是革命的路线，从理论

看是不革命的、非布尔什维克的路线，或叫未定形的路线。这种

提法多么可怕。妥知道，马列主义常识告诉我们， "没有革命的

理论，就不可能有革命的实践。" (笑声，掌声〉难道鲍罗廷同

志远这点常识都不懂吗?当然这是难以令人置信的，但事实使我

们不得不得出这一结论。只!要看看他的其他说站，就非常清楚

了 c 他说，中国革命只能"作为社会主义革命才能胜利"，又说

"在中国，我们不是为无产阶级领导权而斗争，而是为工农领导

权而斗争"，等等，这难道是政治上幼稚吗?所以，萨t去洛夫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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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做得完全对，他要求鲍罗廷同志正视这种提陆并指出: "35技

照布尔什维克方式l~: 为无产阶级领导权而斗争。"现在鲍罗廷

同志在速记记录修正本中删去了这一提法，而代之以"工农专

政"的字眼(鲍罗廷z 对! )。我记得，在上次讨论会上，当萨

f主洛夫批评这种提站时，鲍罗廷同志也当场说: "对"。这无疑

是他想说，他的话是偶然说说的。可惜，这并非如此。这种提让他童

不是偶然的，因为第一，鲍罗廷同志在发言稿 11' 曾三次提到这种提

沾，复这一提法时，显然明知这很象谭平山的口号，即第三党的

口号。第三党是反对"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官提出了包括工人

阶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在内的"贫民民众阶级领导权"的口

号。谭平山自 1923年国民党改组之初起就与鲍罗廷同志共事，实

际上他是鲍罗廷同志的学生。(笑声〉自 1923年起，鲍罗廷和犀

平山几乎形影不离，经常指导和帮助他。因此，如果说现在谭平

山已背叛革命并反对无产阶级领导权，而鲍罗廷同志至今还在听

众而前大讲"工农领导权"的话，这不是偶然的，这是学生向苞

师学习的，或者说，是老师向学生学习的(笑声，掌声〉这绝

不是偶然，因为第二，鲍罗廷同志在重复这一奇谈怪论肘，曾把

"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口号同"资产阶级领导权"的口号对立起

来。他说: "作为孟什维主义的陈强秀主义就是把这一资产阶级

视为坪应掌握革命领导权的资产阶级(这里指的是民族资产阶

级〉。因此，广州党组织、广州I无产阶级和农民虽然就其斗争性

质而言是力图夺取革命领寻权，但这一要求没有得到陈独秀及其

同志们的支持c" 这说明什么呢?这就是说，他想以作为革命民

主资产阶级的农民的领导权代替民族工业资产阶级的领导权。所

以，鲍罗廷同志和陈独秀之间的争论，只能说是关于哪个革命资

产阶级理应充当领导者的争论。这不是布尔什维克路线和孟什维

克路线之间的争论，而是孟什维克路线和民梓派路线之间的表面

争论。(笑声〉

现在，鲍罗廷同志在这个问题上放弃了自己的观点。这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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奸，泣远不够。鲍罗廷同忐且在口头上承认无产阶级领导权的

必要性，但还.J~承认他在指导广州政务期间，事实上并没有为夺

取这一领导权而近行斗争。看来，他不想承认这一点。他千方百

计址向我们证明，广州路线是正确路线，是布尔什维克路线。他

总是说~，我们在广州首先提出了关于中国革命将作为土地革命

而取得胜利的问题。就实质而论，中国革命的主要问题是土地问

题。然而， rf' 共中央领导人一-主要是陈独秀及其他人一一主张

把反帝斗争问题作为中国革命的主要问题。"他还说， "只有通

过土地革命才能消灭帝国主义"。大家可以看出，他在这里含含

糊糊论述的仍是"工农领导权押的思想。

我认为，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后，每个普通党员都清楚，绝

不能把反帝革命同土地革命对立起来。中国革命既是反帝的民族

解放辛命，同时就其客观内容而论，又是势必转入无产阶级革命

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所以，反帝斗争是与反对反革命资产阶级

政权的斗争分不开的。反帝斗争是与反对地主、军阀...…的斗争

分不开的G 鲍罗廷同志不懂得这一点。这说明他什么也没有
)~4-"[ y..: J:~l 乞

把上海路线和广州路线对立起来，说什么广州把土地革命视

为中国革命的主雯问题，币上海则相反，把反帝革命视为主要问

题，这说明他们陷入了另一极端，如果让这一极端任意发展下

去，我们就会陆入新的机会主义。

I可是，鲍罗廷 i斗，ι不仅仅局限于这一看陆。他说，这种发展

土地革命的路线只是实际执行的路线，而在理论上尚未形成。因

此，诸位不妨看看，鲍罗廷同志在实践中是怎样道行土地革命的。

首先必须指出，鲍罗廷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说得不对。实际情况有

所出入。 1925年，广州工人群众的反帝斗争是中国革命史上的光

辉一页。当然土地革命在鲍罗廷同志领寻下也有所进展，但不是

那么彻底的。我记得，在广州时期，国民党政府军往往保护地

主，而广州区委对此却没有公开表示反对，没有站出来保护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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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后来在武汉时期，土地革命已采取辟众造反的形式，农;二~ rl 
行没收地主土地，出席湖北省农民协会代表大会的鲍罗廷同J jj 

提出了如下土tiii纲领z

1 、规定每个农民应得的最低土地份额。

2 、争取减阻。

3 、实行农民地方自治。

这是什么纲领?这是土地改革纲领，而不是土地革命纲悦。

鲍罗廷同志提出这样的纲领，要求规定份地，雯求农民自治等芋，

这本身就抹杀了没收地主土地的问题。所以，我认为鲍罗廷的主

地纲领简直是立宪民主党的纲领。这就是所谓广州路线即鲍罗廷

同志路线的实践。(笑声)

关于对待国民党问题的情形怎样呢?我应当指出，鲍罗迂同

志在三·二O事件上是真正反对陈独秀的，甚至同陈独秀作 :i斗

争。他认为把领导地位让给国民党无疑是一个极大的错误。这是

对的。但要知道，共产国际的策略不仅仅局限于上层领导。共产

国际路线的最重!真方面，就是提出了国民党的民主化问题(鲍罗

廷:没有提出λ。这是诬蔑。问题在于鲍罗廷同志不明白共产罔

际有关我们与国民党关系问题的路线G 所以，他实际上没有执行

这一路线。此外，鲍罗廷同志至今还不了解共产国际的策略的主

义，尽管他吸取了后来一些事件的经挂教训 p 他说"现在我己

非常明白陈独秀追求的是什么，我认为他就是字报主义的代表人

物，实质上是代友小资产阶级反革命营垒"0 (鲍罗廷 z 请按照

速记记录念。中派代表民族资产阶级。这我在原来的发言稿中也

提过。〉要知道，我也是按照速记记录念的。当时你是这样说

的，而现在却改变了说法。(笑声)

假定说速记记录i书写的是"民族资产阶级"，不是"小资产

阶级"，那更坏。难道我们就认为当时的民族资产阶级已经是反

革命了吗?所以，当时陈独秀不同意共产国际路线是右的表现，而

鲍罗廷同志不理解共产国际路线是克的表现。(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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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A .巳库林的《中国大革命武证时期见问二示)) (必跃

中国问题研究院出版)一书 Ij:1 读到一则可笑的奇闻。 1926 年 12 月

12 日，鲍罗廷同志在一次欢迎宴会上对蒋介石说……(鲍罗廷:

该书作者没有出席这个宴会，他没有听我的讲话。 i青同志们不去

提此事，因为我的讲话在该书中被严重歪曲〉。关于这个问题你

可以去跟巴库林同志争论。(鲍罗廷同志 z 作者歪曲了我的讲

话。出席这个宴会的同志可以证明这是胡扯。)

这本书 iF觉是出版物，所以我认为可以向大家引用。即使同

志们向我们证实巴库林同志歪曲了事实，但书中就是这样写的。

鲍罗廷同志对蒋说"蒋介石同志!我与您共事已经4年，如果我

明天死去，国民政府务必料理我的后事。我可以开诚布公地说，我

很穷。我不是某个将领的顾问，而是全中罔被压ì/l人民的顾问。

我→直和你们一起为革命南征北战，以前我们对付反革命，而现

在不得不以另一方式提出问题u 如果某些人不愿意听我们的忠

告，我们还有愿意听我们忠告的全世界被压迫人民。" (鲍罗

廷 z 这里全被作者歪曲了。我当时的意思是说，假如你们不跟我

们一道去对付反革命，到时候会有别的办法的。大家都明白，这

是针对蒋介石讲的，当时还没有跟他破裂。这里全被歪曲了。〉

同志们，如果大家都认为这段引文是不准确的，认为巴库林

歪曲了鲍罗廷同志的讲话，那我很乐意接受，因为我们所看到的

这篇讲话糟糕透了 υ (笑声)我觉得，尽管鲍罗廷同志一再解

释，但压有必要问问，为什么他不认为有必要直接号召中!可人民

进行土地革命，却为了跟蒋介石共同对付反革命而通过蒋去办这

件事，难道这也是共产国际路线吗? (鲍罗廷t 你们为什么不反

对蒋介石?我在他的专列中率先反对他。) (笑声)

同志们，我认为没有必要再谈论这种令人发雯的声明了。现

在我想谈另一个问题。鲍罗廷同志刚到武汉时就发表了一个纲领

性横说，其大意是 z 必须统一国家，以保证为民众建立廉拮的财

政制度，提高工资，减少捐税，改善贸易和取消不平等条约。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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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农民主一个很大的购买力，必须把他们提到这样的地位，必须占

把他们的产品作为一个组成部分纳入国家的总的商品流通领域，

从而保证人民的福利。这篇演说中哪里有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口号

即工农民主专政的口号?哪里提到土地革命的问题?哪里提到雯

跟那些不愿意听从我们劝告的反革命将领作斗争?难道这也是鲍

罗廷同志要我们相信的广州的革命路线吗?从这篇情说中无论怎

么找，也找不出什么革命性。因此，我认为鲍罗廷同志的路线非

常清楚，他的路线本身就是孟什维克路线，只是在个别问题上有

别于陈独秀主义罢了。在当时的革命阶段，鲍罗廷同志有时也犯

左的托洛茨基主义错误。(笑声)但这绝不是广州路线。我们讨

论陈拉秀主义问题时，应该研究的不是广州路线和上海路线，而

是应该弄清楚共产国际路线和中国机会主义路线之间的区别。要

知道，我们研究陈独秀主义不是抽象的，研究陈独秀主义的目的

是要更好地理解共产国际过去和现在的路线。

所以我认为，鲍罗廷同志要是能稍稍玫变问题的提搓，要是

能承认自己的错误，和我们→道总结经验，那就太好了。鲍罗廷

同志是中国大革命中的一位大人物，主持过重要工作，有丰富的

经验，但是，假如他不善于按布尔什维克方注研究、分析自己的

经验，我们就难以享用他丰富的经验。

不理解共产国际过去的路线，不了解自己过去的错误，不敢

于承认自己的错误，这就使鲍罗廷同忐无法正确评论当前的陈独

秀主义 o 跑罗廷同志说， "在业己发展到社会怯西斯主义的欧洲

孟什维主义和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国孟什维主义之间，是有区别

的"U 这毫无怪问。但他接着说: "中国孟什维主义是没有任何

前途的"。我觉得，这种说站非常危险。我认为，步改组派后尘

的陈拉秀主义边会起重大的反革命作用，它将朝这→方向发展，

布朝社会注西斯主义方向发展的趋势。陈独秀在中东路事件上己

起着陆西斯主义的作用，只有瞎子才否认这一点。鲍罗廷同志装

出→付反对陈独秀主义的样子，实际上是在攻击共产国际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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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布种种读论，提出错误的估计，试图使我们放弃对陈独秀主义

的斗争。

维经斯基同志 z…. . . 
今天，我本不想发言，但有人告诉我，讨论会即将结束，同

且鲍罗廷同志在谈话中说，只有他承认自己的错误，其他同志没

有承认错误。我认为，如果不想真正承认错误，最好别承认，鲍

罗廷同志就是这样，他说他承认 H 己的错误，可一发言就犯新的

错误，总而言之，原说空话。

首先，我应该提出一个具体问题E 我们如何理解无产阶级领

导权?自 1925年起，即自中国革命高涨起，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犯

有哪些实质性错误?在回答该问题之前，必须指出，陈独秀所犯

的错误与其他许多同志所犯的错误，远不是一回事ω 关于这个问

题，应说明一下，在1925年，我和许多与我共事的同志对无产阶

级领导权的看陆是这样的z 认为中国无产阶级将通过民族解放运

动逐渐成为领导者，而1925年的运动是反帝革命和土地革命的开

端。我们就是这样理解的。由于当时无产阶级与客观上革命的资

产阶级是联盟关系，所以在具体体现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上，即

在具体争夺领导权问题上，我们犯了极其重大的错误，这些错误

以及客观原因导致了中国革命的失败。导致中国革命失败的客观

原因是，中国面临的是武装的帝国主义，中困党缺乏经验，等等。

但正如我说的，也有我们自身的错误，这些错误表现在共产党的

相互关系问题即共产党的作用问题上。我们往往走两个极端，对

于在国民党内做工作这个问题总是犹豫不决。我们认为，无产阶

级及其政党在国民党内应当是独立的u 我们知道，独立性意味着

思想上和组织上的独立，也就是说，在思想上应摆脱资产阶级的

影响，在组织上应有自己的政党，有自己的干部，等等，同时在

国民党内也必须有批评的权利，有批评国民党的权利，有自己

的组织机构二我们在理论上是懂得这些的，如果分析一下 rll 共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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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历次全会的一系列决议，即可得到证实。但在书面决议和实际

执行决议这两者之间存在着很大距离。这不是偶然的，不是因为

某些同志不愿意执行这一路线，而是因为某些同志，包括我，不

善于在实践中执行这一路线，尽管大家深信这完全是必要的。我们

虽在纸上写下了这一路线，但事实上未能在中国具体条件下贯彻

执行，因为当时整个国家乃至无产阶级支离破碎，连党组织本身只

是几个不同组割的联盟。我们不知道在这种条件下该如何执行这

A路线，实际上也没有贯彻执行。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最大错误。

假如回顾一下加入国民党的中国共产党不得不解决五卅惨案

后即上海和广州两地反帝大罢工后出现的一些重大问题的情形，

假如看一看中共在中央委员会领导下当时所做的一切，即可发

现，我们在具体执行本身无重大错误的决议时， fit调很不一致。

我们应当谈谈鲍罗廷同志所说的两条路线问题，他说广州和

I三诲执行的是两条不同的路线，广州执行的是正确的革命实践路

线，但理论未能同这种实践联系起来，等等。同志们，这种说

拉是荒 i翠可笑的，无论如何也解择不通。鲍罗建同志

说，在他工作的地方执行的是正确策略。应当说明一下，

我不想反驳他，而只是想指出，陈独秀与许多中央领导

同志对无产阶级领导权的理解是不同的。对于这种区别必须加以

肯定，否则就无沾了解中共是怎样的一个党，会以为这个党似乎

是由这些机会主义者操纵的，以为它不懂得什么叫无产阶级领导

权 G 实际情况不是这样，这个党在革命失败后并没有崩溃，它依

然是革命的参谋部，它的干部，除一些人离去、牺牲和少数人当

叛徒外，其余人仍然是革命的电流眼柱。中共就是这样的党，否

则，共产国际在第七次、第八次和第九次全会上，怎能说，它是

一个不坏的共产国际支部呢?为了着重指出这一点，必须说明，

在一些主要问题上，陈独秀和其他许多中央领导同志的看法是不

一致的。其他中央领导同志曾跟他作过斗争，开始不太明显，后来

越来越公开化。总之，绝不能说陈独秀和中共中央是一码事。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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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这一点，我要从鲍罗廷同志在老布尔什维克协会所作的报告

中援引一些足以说明他如何理解无产阶级领导-权的言论。只要仔

细研究共产国际历次全会就这一问题所作的决议，并把官们同鲍

罗廷同志的看法加以比较，即可看出，决议中的提法和鲍穹廷的

看法是不」样的。中国共产党之所以犯一系列错误，是因为它迫

不是→个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党。这无疑是对的，但不能把它陈作

陈独秀主义的党，不能把陈独秀和党等同起来。

在无产阶级领导权这个问题土，鲍罗廷同志与陈独秀的看法

是不谋而合的，请看鲍罗廷同志的如下言论:

"……共产党员以代表资格参加了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去，

大会所通过的纲领确定了孙中山的三大原则并指出，只有吸引工

农群众参加革命运动，满足他们日常的需求和整个经济政治需

求，才能实现这三大原则，因而，国民党的方针理应首先面向工

农群众，这本身就为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中的领导权敞开了大

门。咛①

这么说来，只要我们参加国民党，只要我们帮助国民党制定

相应的纲领，这本身就为无产阶级领导权敞开了大门。用不着我

们去组织独立自主的党，开辟通向领导权的道路，而是通过国民

党去夺取无产阶级领导权 υ 如果你们想进一步了解鲍罗廷同忐怎

样评价国民党的斗争，怎样评价他"率先举旗"反对的蒋介石，

以及当蒋介石统率军队时他想从蒋那里获取什么，那末，请看他

的如下讲话: "……蒋介石是孙文主义学会的捍卫者之一，一开

始秘密支持，后来公开支持。尽管他自唱革命词句，但自 1924年

被重用之日起就焊卫民族革命的资产阶级领导权 c 他始终没有

变。所以，这方面我们不抱任何幻想。但只要把资产阶级革命进

行到底，我们就能从他那里得到一切。我们知道，在中国，把资

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就等于完成了一场变革，而这场变革势必会

① 51 白 <1927年 10 月 23 日鲍罗廷同志在老布尔什维克协余全体会议上的报告》

〈愤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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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政权转移到工农手中。"①

同志们，这就是他卒人对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的真正看拮-

EijiJ资产阶级在民族革命斗争中的作用问题， X'.J资产阶级民主革

命及民转入社会主义?在命问题的真正舌泣。!!在此已it丘，在当时情

况下，只要有象法拿巳分子这样的人领导革命， 把革命推向前

进，平命就能完成，而我们只要求他把革命道行到底，以后他会

自动把政权转交给工农。我们从这段引文中得出这样的结论，是

非常自然的句但是，我吁以肯定地说，中共中央的任何会议，任

何全会，从未提出过诸如此类的看i去，从未讨论过这种看泣。

F币，我谈谈北伐时期。你们想知道鲍罗廷同志就北伐的原

因民了些什么吗?请吾如下讲话: ".-. ...北伐的目的是什么?广东

群众运动已发展到如火如荼的程度，因而革命势力和反革命势力

在革命的主要问题上势必会发生决定性的战斗。我们无力同三月

报②进行这场决战。我们即使同左派联合，也势单力薄。必须把其

他省的群众吸引到1.E命中来。因而，联想起了我们俄国关于取道

华j少远征欧洲的民法。"③(鲍罗廷=这完全是胡扯。有人喊道:

鲍罗廷同志，这是你在自己的报告中说的。〉

这是比喻北伐。

另一方面，请大家注意，从鲍罗廷同志关于北伐的原因的这

段话中，即可看出，他是以北伐作为他后来整个路线的起点的。

这与远征西北属于同-概念。其意思是指，当形势在某省发展到

真正土地革命时，必须转移到另」省，因为在该省不能开展土地

革命，因为"当时我们还不主张无产阶级、农民和城市民主派的

民主专政，当时我们仍坚持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纲领，还

没有提出实行土地华命的说盐-。"④(有人喊道z 这是在广州路线

(D 51 臼<< 1927年 10 月 23 日鲍罗廷同志在老布尔什维克协会全体会议上的报告，
(俄文本) • 

。 指1926年 8 月 20 日广州反革命事变的参加者。一一原编者

③ 引自<< 1927年 10 月 23日鲍罗廷同志在老布尔什维克协会全体会议上的报告川俄;
文本}。

向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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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自厅。〉

当时， *，占同国民党远行快在性的战斗，然而地罗廷 i ~ 'j 志)~[1

说，要放弃根本性变 i芋，以便继续向北推进。在这个问远;二·[iil

在北伐问题上，众m纷云，莫衷一是，所以，我拮出鲍罗廷同志

的苦法，这并不是想说明我的看法就是正确的。恰恰相反，在ib

吾法也是错误的。我曾反对过北伐，因为我认为，北伐如同鲍罗

廷同志所说的那样，就是不想同国民党进行决定性的战斗，但我犯

了错误，不了解北伐的客观意义，不懂得利用北伐来争取群众，

从而与群众共同对付国民党。我未能看清与国民党进行斗争的直

接前景。我不知道谁的错误要大些，但情况就是这样。我犯错误

是与我们不能卷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这‘看法密切关联

的，我不认为我们应当有组织地反击国民党。我只是清楚地知

道，业已形成的北伐就是蒋介石的讨伐，他企因利用北伐来削骂

中国的牵命运动，所以我说，无产阶级不需要北伐。我 ie.了重大

的机会主义错误，把无产阶级置于仅仅是反对派的地位、这本身

就承认了资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权!可我还是认为，我的错误否i圭

和鲍罗廷同志的着陆有着本质的区别。鲍罗廷同志的看注毕主贯

穿整个武汉时期。他的音徨是这样 z 我们只要面向全中国道个大
舞台，利用军阀之间的争斗，夺取新的地盘，群众运动就会自然

而然地发展起来。我们同意这→看法，但我们总是把赌注押在以

这→军阀倒另一军阀上，没有把真正的希望放在巩固和发展七池

革命方面。相反，我们阻止群众趟出鲍罗廷同志所允许的斗华规

模。

国民党领导集团，包括地罗廷同志在内，竭力制止群众的过

大行为，想方设法保持平静。鲍罗廷同志在谈到他在中国，所扭的

重大错误时说:主要错误是，我们本应先攻取南京，尔后.itJ: ，
然而我们改变了进军路线，这是致命的错误。当然，我不否认战

略战术在某种情况下可以起次运性的作用，但不能认为工企政策

取决于战略战术。诚然，战略战衣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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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边就是制寇某‘工农群众政策的基础。

吾一看鲍罗廷同志是怎样评价国民党左派的，这极为重要。

共实，武汉同民党领导集团早在四月份就投降了。他们那时已经

背叛革命.原管不由自主地同南京进行斗争，但当时心里是这样

恕的"那儿多好，那儿可以镇压工人，而我们这里尽是过火fi

为、骚动，等等。"他们虽然不由自主地仍在同南京斗争，但实际

上已在向南京看齐了。

i击右，鲍罗廷同志是怎样评价国民党领导集团的，他说"我

们失去了这个以国民党左派为代表的民主派，因为它已不再相信

我们的力量。当时它惊恐万状，由于惊慌就开始分崩离析。"①

原来，国民党左派之所以倒向反革命方面，是因为我们对南

京斗争不力，而不是因为掀起了土地革命。但由于我们未能及时

领导土地革命，所以土地运动愈发展，同民党左派愈动摇。我们

水辰1以拉住国民党左派一个时期，只要我们不是对南京草率开

战，而是实行坚决的土地政策一一这是成败的关键。

同志们，现在谈谈我们的实际工作，即中共中央在国民党内

和对国民党方画所做的工作。必须指出，共产国际关于中共作为

有批评权利的独立组织加入国民党问题的各项原则，关于反对国

民党政良主义倾向的各项指示，我们在实际工作中未能坚持执

行‘有时不知道该怎么办。中共愿意以独立组织出现p 应该说，

它在国民党内始终没有被溶化。中共毕竟坚持了组织上的独立

性。但在思想意识方lM精糕透顶了。很明显，中共对陈独秀主义

a开始就没有足够的认识。对国民党县进行了批评，但很不

认真。

中共犯错误的根卒原因是，投有经历布尔什维克的锻练。对

这 J切应负责任的不光是陈独秀，还有我。当然，陈独秀本人并

不愿意执行党中央、党历次全会和代表大会的决议，在他眼中这

(1) 引自( 1927 月 10 月 23 日鲍罗廷同志在老布尔什维克协会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俄

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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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 iJ过是敷衍塞责的官样文章c 我也总是不强调这些问题，没有

把这些问题提到应有的高度。不言而喻，中国党所犯的某些错误

和重大错误是由错误的领导造!泣的。但中共留在国民党内时处境

异常困难。由于处在国民党内，它的辩证的发展进程非常复杂。

中共的发展进程要比其他国家复杂得多。俄国社会民主工觉，即

后来的布尔什维克派的辩证发展进程是这样的 z 他们所遇到的明

显的敌人始终是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是他们直接的、公开的敌

人。然而，在中国情况就不一样了。中国共产党与资产阶级保持

组91 上的联系，它往往看不清自己直接的敌人，主要错误就出在

这里。共产国际预见到了这一点。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就东

方问题所通过的总决议中好象指出过，中共要警惕陷入机会主义

的危险，因为在中国具体条件下，这种辩证的发展进但是十分艰

巨的。

不过，中国共产党所取得的经验，只要是根据事实，根据中

共党史、民族解放运动虫得出的经验，只要是从各方面分析研究

得出的经验，应当不仅仅是中国而且是其他殖民地国家的极其丰

富的学习材料。中国共产党在对付资产阶级方面所取得的经验值

得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学习。

萨法洛夫同志:
• • 
鲍罗廷同志的做站很不对头，他没有再次发言。想回避自己

的政治观点是不行的。无论是谁都没有要求鲍罗廷同志造出什么

"秘密"和"令人震惊的看法"。但大家都想知道，鲍罗廷同志对

自己的错误究竟是怎么想的。

最重要的是，应当弄清我们在1925-1927年革命中所看到的

那些异常独特的错综复杂现象，即反帝斗争与阶级斗争首先是与

土地革命互相交织的现象。民族战争即反帝斗争与阶级斗争即土

地革命互相交织这·现象成了许多人前进的障碍。反帝战争与土

吐气:FPD:相交织这句现象，对所有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来说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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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典型的句它是导致托洛茨基派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犯错误为原

因。在任何平命巾，我们必须善于把自上而下的行动和自于i111

的行动结合起来。列宁在《社会民主党在民主平命中的同 i: i1 末
日如 -书中针对马丁诺夫的观点强调指出，无产阶级应善于ZJft

命引向胜利，使之达到半命专政的日的，然可要达到这 -EIU ，
它不能放弃"自 i二而下的行动气不花♂参加1þ:.:市政杖。在牛1 、

无产阶级夺取领导权的斗争是在反帝斗争的基础上发展壮大也求

的。无产阶级通过这种反帝斗争势必会进行土地革命。对于王产

阶级来说，放弃反帝斗争就等于放弃夺取领导权的斗争。另 A 方

面，放弃土地革命势必会导致屈服投降 p 导致反帝斗争的失币。

这两种倾向无疑#ì~是机会主义倾向。右倾讥会主义倾向的具体去

现是过高估计自七而下的行动，把整个运动引向仅仅是请·鱼的

反帝斗争，而反帝斗争只能通过民族革命战争途经即借助于军队

来实现。托的茨基党内反对派则否每自主而下的行动，试写了L弃

ih 国革命的反帝任务。

鲍罗廷同志强调广州!与上海的讨立，这是恒费，斗机35二门布

，也要看一看某些事实。由于鲍罗廷同志不愿意再发言，我也就没

有福气再引用陆的讲话，只得援引巳库林同志和其他同志均记

注。如果"真理"保持沉默吨那些提供重要事实的所谓"白ii谤

者"就要发言。我们吾看茶和森同志①是怎样描述广州的?也在

指出广东区委的错误时断言 这个区委极端害怕所谓流寇主义和

无政府主义-一一辞众运动。陈独秀和她罗廷同志对群众的过大行

为总是感到非常币安。恕我直言，我还未见过1925-1927年大革

命期间其他活动家象他们这样滔滔不绝地、不负责任|也谈论农民

运动的所谓无政府流寇现象。凡是研究1905一1907年俄国革命运

动的同志都知道，列宁的功劳就在于他理解这·运动的整个具体

情况，理解这→运动的白发性。我记得， 1910年在国外召开的'

次会议上，阿基莫夫-马赫诺韦茨曾批判列宁发表在《争论专

① 参见《党的机会主义史) ，载《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人民出版社 1980年吸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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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上的文革，指责"列宁是无政府主义者，袒护无政府主义，

因为列宁在这篇文章中写道:农民在1905年烧毁了 2000座地主庄

曰，可惜，他们没有挠掉的，比这要多15倍。孟什维克认为这是

"无政府主义气鲍罗廷同志也反映了这种"不满情绪"。他不怪

饵，一旦运动扩及真正的底层群众，就难免有白发的破坏行动.

难免有"过火行为飞难免随意采取种种斗争于段。我们伟大的十

月革命也有这种现象。要全面ifii理解革命。群众运动是由反帝运

动发展起来的，而有些人不去领导它，反而轻视它。有的不善于

拉出适当的发动群众运动的口号。有的不但不领导群众运动，反

而采取更槽的妇为。有的以自由主义的敌视态度对待群众运动。

然而.布尔什维克就不能唉声叹气说:"唉，流寇，唉，无政府主

义飞作为布尔什维克，就应当考虑到"流寇主义"是在→寇的阶

级关系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斯大林同志，在 1926年 11 月 30 日的讲话

中明确指出，某些同志丧失了革命嗅觉。他说:"我知道在国民党

人心汀，甚至在中国共产党人中间，有些人认为不能在农村掀起

革命，他们害怕把农民卷入革命以后会破坏反帝国主义的统一战

线。同志们‘这是极端荒谬的，把中国农民卷入革命愈迅速愈彻

底‘中国反帝国主义的战线就愈有力量愈强大。"①

斯大林同志在这一A讲话中进→步指出了另一危险。他说z"我

认为在提纲中对于中国工人阶级的作用和意义强调得不够。拉费

斯问道z 中国共产党人应当面向谁一一面向国民党的左派还是中

间派?奇怪的问题。我认为中国共产党人首先应当面向无产阶

级，并使中国解放运动的活动者都洒向革命。"②鲍罗廷同志不理

解这」点。他的主要错误见解也就在这里。他不懂得所谓梳寇主

义阵贺民惩治地主是土地革命的具体表现。因此，有的人认为过

火门为的表现就在于农民过分贪求土儿;有的人则认为错误在于

工人强夺商人的财产，等等，等等。很显然，所有这些同志都认

(l) (斯大林;全集》第 Bf岳(人民出版社1934年版〉第 330页。一一译者

③ 司上，第332页。-一-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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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国革命应象儒家所教导的那样，搞得彬彬有礼，人民不能

自行夺取财产和土地，应先由官方没收，然后再行分配。列宁曾

讥笑过这种观点。他教导我们说，应当赶走官员， 自行夺取土

地。他搜出"我们没有官员也能搞革命，要实行革命的专政J'参

加过1905年革命的鲍罗廷同志却忘了这一起码的革命道理。他之

所以忘掉这一起码的革命道理，是因为对中国农民采用孟ff结克

观点。革命→且掀起，工厂工人和苦力势必会提出反映群众不诚

的要求，不愿意为微薄的工资而卖命，他们会接连不断;世提出

"大量"要求，因为他们不 fl-心再当殖民地奴隶。鲍罗廷同志 'F

能不承认有人曾草拟过"政治性没收"土地方案。遗憾的是，我

们的讨论会没有提及这个非正式通过的方案。 i青允许我谈谈实际

情况z 汪精卫总是含糊其词地发表意见，要求规定大地主功界

线，建议没收超过50亩的地产。邓j竟达根本不敢多发表意见，深

怕招致别人的强烈反对。我们共产党员的看法也很平一致。湖南

同志和俄国同iZ-致主张没收所有地主的土地。谭于山摇摆布

寇，发表一些非实质性的意见，忽儿谈土地税问题，忽儿谈眩买

土地问题，最后.在无人知晓的情况下，与鲍罗廷同志和陈拉秀

达成协议.提出了人所共知的"政治性没收月方案即只没收反革

命分子的地产。J)

我们为了探讨陈独秀主义的根据，有必要谈谈"政治性没收"。

政治性没收可以代替t地革命!据巴库体写的《中国大革命武汉

时期见闻录》一书描写，某些国民党将领对工厂、田庄和房屋实

行所谓"政治性没收"，显然出于贪污的目的。不能否认，"政治性

没收"的口号是陈独秀主义的根源之→。鲍廷罗同志参与制造了

这些"根据"。但是，我们再听一听他说的话吧。鲍罗廷同志说，

"表面上中共应当承认国民党对革命的领导权。"② 黯

如果群众不讲理，搞流寇主义，不等官员来到就自动夺战士 '国

① ‘中国共产党的机会主义史>> .载《中国问题) (俄文本〉第 1 期第二0页.
② 同土，第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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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那你将怎样领导群众?他认为，不能领导"不讲理的"群

众。由此可见，鲍罗廷同志显然出过荒唐的"主意"!

{也不明白两种革命道路之间，即主张发展革命的人和主张取

泊革命的人之lìJJ JE在进行斗争。他忽略了这一重大问题。

对以中国农民为代表的所谓中国梳寇的不满，终于导致在行

动上明显的游移不定c 我们在此不能不谈夏斗寅摄变后特别委员

会的湖南之行。鲍罗廷同志参与的特别委员会的任务是查明反革

命将领为什么要反革命的问题。(笑声)调查结果，也们毫无收

获，不得不解释民=某些将领之所以反革命，是因为他们 1~来就

是反革命分子! (笑声)这纯粹是虚伪的、可笑的、无主见的举

动3 对土地革命的错误态度，即对农民群众的错误态度，呼致了

思想上的混乱，为汪精卫之梳所摆布。党曾要求由全民阵线转入

土地革命，可是鲍罗廷同志、却置之不理。

要不要北伐，该不该象反对派所建议的那样退出国民党?迄

元全是无稽之谈。需要北伐，需要在全国范国内扩大群众斗争的

基础。维经斯基同志引用鲍罗廷同志的话说"我们知道蒋介石主

张资产阶级革命"，而"我们想迫使蒋把革命进行到底"。鲍罗廷同

志至今仍不懂得反帝斗争中的两条路线斗争，不懂得在同帝国主

义发生公开冲突的形势下，无产阶级和农民为一方，资产阶级为

另一方的斗'争。

不管怎么说，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把鲍罗廷路线和共产国际路

线混为一谈。列宁写道"捣毁"地主庄园是完全不足为奇的，因

为革命可以用两种方式进行，既可按立宪民主党的方式，也可按

布尔什维克的方式进行，既可戴着白手套干，也可用大老粗的方

式干。领导农民群众，反对地主，反对帝国主义，蒋介石是不行

的。鲍罗廷同志 !fS过于从"流寇主义"的危险性远-fß度考虑

--切，您过分强调群众有无教养，而不去分析革命中的阶级

斗争。

我听了鲍罗廷同志七次的发言，就恕不妨援引马克思致恩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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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信中就埃德加尔·鲍威尔所说的一段话。马克思说="埃德加

尔·鲍威尔先生虽然承认阶级矛盾"，但用的是"柏林方式"。鲍罗

廷同志也是这样。他承认中国1925-1927年的阶级矛盾，但用的

似乎是"广州方式" 0 (笑声)

我们的许多同志犯了错误，不管哪位同志犯了错误，都应当

剖析错误，应当站出来出说自己的所作所为，说说自己的观点。

鲍罗廷同志在此发言时，理应谈谈无怯掩盖的东西，谈谈本应向

大家真实说明的情况。不定哪天，他可能会弄清楚.中国革命首

先作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才能取胜。也许他会恍然大悟，农民革

命绝非区区小事。它具有这样的辩证关系 E 假如不仔细研究农民

‘革命，就会一无所知，一无所获。列宁教导说，革命不是一列普

通的特别快车，可以平安正点抵达车站。在中国，这样的革命还

没有，也不会有。事情很清楚，我们必须投入反帝斗争，因为无

产阶级只有在反帝斗争基础上才能夺取全国革命的领导权，我们

越是广泛深入地投入反帝斗争，就越能使农民革命更好地走上轨

道。必须懂得这一辩证关系。我们认为，关键就在这里，基础就

在这里。不是去当家庭教师，光谈文化教养，而是要同情"商人

心怀不满，工人投在学问，苦力没有文化"，等等，要按布尔什维

克方式猛烈开展农民革命。

对维经斯基同志还有-点意见。我认为只对错误策略作出解

择是不够的。要作出比我更确切的解释。应该把实践问题同我们

党在某一时期关于转入土地革命的指示联系起来，同共产国际的

警告联系起来。共产国际早已指出，如果我们不引导起决定性作

用的农民后备队投入战斗，不领导农民进入夺取土地的斗争，那

么反帝斗争的内容将会丧失，将会落空，反帝斗争将在群众中失

去意义。陈独秀主义的成长，靠的是-部分人不愿意和另一部分

人不善于把反帝斗争同七地革命结合起来。这在我们许多过于相

信以武力解决问题的同志身上都是存在的，除鲍罗廷同志以外。

应该懂得武装斗争与阶级斗争相互关系的辩证怯。顺便说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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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的整个策略j是以阶级斗争为依据，红军应在阶级斗争基础上建

立起来，也是理所当然的。有人不懂得这一辩证站，应该懂得

它，应该把整个问题归结于同将领们的联合上。不能象鲍罗廷同

志那样说"蒋介石会把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把资产阶级革命

进行到底的只能是工人领导下的农民。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应当

利用国民党和北伐。应当借助于反帝斗争的成果动员农民，用斧

头武装农民去对付地主。

应该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民族解放战争与土地革命的关茶

的观点来指导斗生命实践。

科穆纳尔同志的总结发言……. . . . . 

陈必i秀主义是个很大的题目，要讲透它，用斗、半小时的报

告，或甚至开一个讨论会，无论如何也是办不到的。我们的讨论

会的目的在于，研究中国的机会主义和中共从点立起到 1927年的

历史。所以，有人认为我的报告不够全面，这完全正确c

在这里，我要补充几句，谈谈陈独秀当前的纲领。陈独秀基

尔上接交了托洛茨基的纲领。陈独秀分子和托洛茨基分子的纲领

)í)y 依据的前提，就是把中国目前的形势视为民族资本主义可以

大发展的形势。陈5虫秀分子以此为依据，否定新革命高棚赖以发

展的基础。换言之，他们是地地道道的取消主义分子。尽管这

样.他们仍在玩弄左的词句，以欺骗工农群众和个别不坚定的党

员。他们说，未来中国革命的性质将是社会主义的，这--叶生命胜

利后将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这是他们的左的言论。可是，现在他

们提什么口号呢?现在，他们提立宪会议的口号。陈独秀被开除

出党后句在他致共产党员的信中写道，在反动时期?我们应当提

普遍民主的立宪会议的口号。在托洛茨基分子的纲领中我们也看

到"我们应该把立宪会议的口号，由它(立宪会议)解决国家内

政外交的主要任务，比如，没收主地，八小时工作制，中国的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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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和国家的统-J 。"

这一托i各茨基纲领即陈独秀纲领的反革命取;自主义性质是{ i
么呢?它就在于纲领:iiljZE者企图使运动 ftlJ退。他们想以立宪会议

的口号对抗"争取苏维埃政权"的口号。他们认为，"苏维埃政

权"的口号是宣传的口号，而不是行动的口号。同时，他们义堕
落到这样的地步，例一如，中国托派分子给托恪茨基写信均问:由

谁召开立宪会议，是统治阶级还是人民。"聪明的"托派分子应该

懂得，立宪会议只有在人民推翻现有军阀和国民党统治的情况下

才能由人民召开。也就是说，只有革命才能保证人民召开立宪会

议。既然是这样，那边跟他们关于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无产阶

级专政的纲领有何相干?在无产阶级专政情况下何必要召开立宪

会议呢?中共 A贡向群众说明，我们对资产阶级地主统治集团不

能抱任何幻想。相反地，托洛茨基分子和陈独秀分子却散布并加

强这种幻想，以使群众不起来反对反动统治， jj 阻止工农群众革

命斗争的发展。在远方面，他们的反革命本质暴露得明显得多。

列宁早就指出，俄国伯恩施坦分子的改良主义本质要比德国人暴

露得明显得多。我们可以同样地说，中国托派分子的反革命本质

要比其他国家的托洛茨基分子暴露得明显得多，清楚得多。他们

·面提出似乎左的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一面极

力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口号，主张召开立宪会议。这在身就揭下了

fU门的假 i可具。

托洛茨基分子和陈独秀分子之所以商谈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

和无产阶级专政，其目的是要否寇早在1925-1926年间曾被他们

市运过的土地革命，是要全部取消半命。他们抱住立宪会议的口

号不放，而i j主」口号己失去共民主主义的意义，成了反号:命资产

阶级欺骗群众的旗帜。

这些托洛茨基分子和陈独秀分子的作用是什么呢?他们的作

用站在于，中国资产阶级不可能用刺刀来镇压工农运动，需要用

别的武器来镇压和压迫人民群众。而三‘武器就是陈独秀分子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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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分子。他们力求利用左的似乎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从内部

瓦解工农运动。这种作用和"资产阶级工人党"的名称完全相符。

由于中国的阶级斗争始终在发展，所以资产阶级工人党如果

不采用社会注西斯的斗争手段就难以维持。它对中国共产党采用

了卑鄙无耻的反革命诬蔑中伤手段。陈独秀在他最近的→封信中

写道，中国共产党不是工人运动的领导者.而是这一运动的摧残

者。 !!ifff，对共产党采取这种斗争手段的，只能是社会法西斯分

子。

1:1在执想谈谈同志们的发言。首先是鲍罗廷同志的发言。他

安慰我们说，在1925-1927年革命中.以鲍罗廷同志为首的广州

组织曾反对过陈独秀机会主义，广州组织有正确的路线。他说，

他们执仨的是无产阶级夺取土地革命领导权的方针，是反对蒋介

石的方针。他认为，他的错误仅仅是没有把同陈独秀的这些分歧

引向公开的斗争，他没有犯其他任何错误。然而，姐罗廷同志聪

明过头了，他以为其余共产党员都是1928-1930年出生的，根本

不知道过去的事。玩开这种把戏很不好。鲍罗廷同志爱作修正，

·再补充说明，讲一些诸如说明之类的话，可是大家都知道，畏

首畏尾，不敢直截了当地说，这是机会主义者固有的本性。鲍罗

廷同志还提出了这→看法s 广州组织的整个实际工作是颇有成效

的。他说，他们只是在理论上还未仔细研究这些问题。这就出现

了斗幅有意思的回国 z 他们在实践上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而在

理论上则是机会主义者。实际情况是这样，他们尽说漂亮话，在

理论上完全正确，而在实践上则按机会主义行事，世上没有反过

来行事的傻瓜。请问，我们有没有不同于陈独秀所领导的中共中

央的路线的广州路线呢?没有这样的路线。广州路线是中共领导

整个机会主义路线的发挥和补充。

鲍罗廷同志指望资产阶级把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这纯粹

是孟什维主义。由这一路线产生的主要策略观点是，我们应当及

时让步，免得妨碍资产阶级把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既然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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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也就根本谈不上什么无产阶级夺取革命领导权、土地，江命和

反对资产阶级的问题。鲍罗廷同志认为他从未有过任何幻想，可

他却指望资产阶级把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在他音来，把在种

革命进行到底就意味着无产阶级和农民把政权夺到手。

鲍罗廷同志的发言有何意义呢?鲍罗廷同志曾是广州i组织的

领导人，执行了中共领导的机会主义路线，同时，他又想提出这

样一件事z 他是第一个"反对川陈独秀机会主义"的。这无非是想

黯中维护陈独秀主义，因为广州组织的理论和实践活动完全适应

整个机会主义路线。

现在，陈强秀公然反党，而党日益布尔什维克化，群众吸取

了过去的教训，可鲍罗廷同志仍不想承认自己过去同广州路线有

关的错误，试图掩盖自己机会主义的往事。

某些同志可能认为，这纯粹是历史问题，对于任何一个领导

人当前的观点来说，毫元现实意义。这种看法不对，因为他们不

纠正自己过去的错误，就不可能在当前的政治问题上采取正确的

路线。在反对陈独秀主义这一斗争中，我们应该揭露对陈独秀主

义的任何形式一一公开的和隐蔽的维护。我们应当清除中国孟什

维主义的一切残余，首先，我们应当揭露广州路线及其捍卫者的

这种理论。

关于维经斯基同志的发言。他提到了这样一件事 z 上海中央

委员会在理论上c是完全正确的，它正确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

只是在实践中未能贯彻执行。你们只要看者1922-1927年的中共

中央机关和中央在这一时期的决议，即可发现机会主义观点比比

皆是。在维经斯基同志本人的文章中这种东西也是比比皆是。

最后，我们应该作出总的评价。陈独秀虽然由资产阶级民主

民族主义者即资本主义捍卫者成了"马克思主义者"，但从他加入

中共之初起，实际上始终是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和民族主义

者，"孟什维克社会民主党人"。

现在，陈独秀宣布自己是托洛茨基主义者。我们同陈独秀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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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斗争应当全面展开。我们要比以前豆加深入地研究中共党

虫，研究产生孟什维克理论的客观形势，总结过去的经验，以兔

现在和将来重犯错误。

我希望我们的讨论会能成为推进这- -工作的动力。
泽自《中国问题> 1930年第 3 期

吴永请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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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无产阶级永远铭记您

一一忆李大钊同志

!、士奇

早在1923年，在李大专11同志的直接领寻下，我在花点开始党

的革命工作。在与李大钊同志的整个交往过程牛， iUJZEIKY立了

重大的影响。

1923年 8 月，在北方党组织召开的一次党员公议一七，大东iJ1，t

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展开了争论。少数与金者，也括我在

内，激烈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意见，认为共产党员应当独

立开展工作。李大钊同志J守不同的看泣，耐心而详尽地注 ft 解

释，认为在该革命阶段参加革命民族统→阵戎是必要的 3 他谦和1
唱

而明确的发表意见，精僻而深刻的分析形势，终 f使我们 iJi服他

的观点是正确的。我们都把李大钊同志视为我党的真正统泊之

，他事实上是一位杰出的领袖。

李大钊同志利用他在中国舆论界的崇高声望，想方民;主营救

我觉被捕同志，通过他的努力，挽教了我觉许多同志的生命。

1924年 5 月，我作为中国共古团的代表赴莫斯科参加共产闷

际第五次代表大会。按照党中央的指示，我必须跟李大钊同志在

北京碰头，面交所需资料，然后'道前往具斯科。当时， :l tJ? --
片白色恐怖，曹锦悬尝10 ， 000元辑拿李大钊，所以，他此次外 fIi

异常危险。

在路上，李大钊同志和我们经常探讨各种各样的问题:既讨

论历史唯物主义和其他‘系列问题，又讨论我觉所面临的策略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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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也说: "可惜，我党的理论水平不适应革命斗争的政治需

哩。" f也面带笑容，接着说: "我去莫斯科，不仅仅作为党的代

表， lTíî 且作为一名学生，向俄国革命者学习必要的经验.尔后，

我要根据我国的情况.把他们的经验应用于我们中国。"

当时?著名学者胡适在中国自由板报界和文化界享有很高声

望.鼓吹什么在中国根本不存在帝国主义，认为共产党人叫嚷帝

向主义压迫的危害是毫无根据的。李大钊同志极力批驳这一观

点、深刻揭露这一观点的虚伪性。

在莫斯科的一次会议上，大家就除共青团外还要不要建立国

民党青年联盟这一问题展开了争论。李大钊同志认为，建立国民

党青年联盟势必会分裂民族革命运动的力量，我们的任务是千方

百计地巩固现有的共青团。经过长时间的辩论.李大钊同志的这

一意见终为大家所接受。

我要强调指出，李大钊同志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坚定不移，忠

贞不渝。被捕后，当张作霖匪帮审问他是不是共产党时，他镇定

而自豪地回答: "我是共产党员。"

李犬钊同志是我党的伟大领袖之一，他茧在肉体上已被杀

害， 1R.f生依然活在千百万无产者和中国革命人民的心中。

译自 1927年 4 月 30 日《真理报》

吴永清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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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东人民代表大会

与中国革命运动

C • A ·戈尔布话挂

1922年 1 月 2113 至 2 月 2 日举行的远东人民代表大会①是具

体贯彻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决议的

一个重要步骤。这次大会提出了多方面的任务。如共产国际与远东

各国共产党和革命民主党派建立联系，推动它们奋起反对帝国主

义与封建主义z 东方被压迫人民与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团结一敌

反对共同的敌人-一-国际帝国主义。

1921年11月 12 日至1922年 2 月 6 日，美、英、中、 日、拮、

意、荷、比、葡九国召开了华盛顿会议，会议重新调整了第一次

世界大战以后形成的对美国有利的帝国主义在太平洋地区的力量

对比。远东人民代表大会实际上就是远东地区的革命力量抗议华

盛顿会议决议的一次重大的政治示威。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被剥

夺了参加华盛顿会议的权利，因此对它来说，远东人民代表大会

的召开具有重大的意义。外交人民委员部于1921年 7 月 19 日、 11

月 2 日和 12 月 8 日分别照会英、法、美、中、日等国政府，强烈

抗议它们"在华盛顿会议上讨论仅同中国和俄国有关的中东铁路

问题"。②

早在1921年 7 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就已作出召开远东人

民代表大会的决定。但由于组织措施复杂和大会组织者在代表资

格问题上意见不一致.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拖了半年多。从张太

① 文献中这亦指远东各国共产党及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
② 《国际生活) 1923年第 2 期，第 149一1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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宦1921年 7 月 29 日写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书记处的信中多

少可以看到代表大会准备过程中的一些情况。信中说，共产国际.

远东代表和张太雷本人主张，参加大会的代表不但由共产党选

派3 而且由民族革命团体选掘。信中是这样写的t "我们已经给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去函，希望它在中国各无产阶级组织

和民族革命团体代表的选派问题上做做工作。我们尤其关心是否

有华南国民党民族革命派的代表。我们希望意见被采纳，并且期

待中国选派40名革命群众组织和民族革命团体的代表出席大

会。"①信中还指出共产国际个别代表所持的相反观点，他们

"不顾形势的需要，要求从‘纯拌'革命组织中选派代表，这就，

等于事先缩小这次反帝示威的规模……"②

确实如此， r. 萨拉罗夫及共产国际其他思想左倾的工作人

员认为.只有共产党及无产阶级组织才能参加大会。但前面说的

观点最终占了上风。

召开远东人民代表大会的计划确定以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

会于1921年 10月中旬特地将此事通报中国、日本、朝鲜等国共产

党。通报中指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召开的代表大会具有以下

目的 z 揭露世界帝国主义者在华盛顿策划的反对东方人民的阴谋

的实质F 使这个地区的人民团结在真正成为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

司令部的苏维埃俄国这?中心周围。

为了完成这些任务，它建议上述远东国家的共产党员开展争

取召开远东人民代表大会的运动，在他们本国的广大群众当中广

泛进行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宣传。③

最初决定在华盛顿会议开幕那天在伊尔库茨克同时召开代表

大会，因此，代表们直接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书记处的代

① E. 舒米亚茨基:<中国共青团与中国共产党史略问载‘革命的东方) 1'928年
第 4 、 5 期，第223-224页。 E. 舒米亚茨基在叙述此事时无法验证张太雷信件的内
容。北京1981年出版的《张太雷文集，没有收录此信。

③ 向上，第223-224页。

③ 见 e 远东人民) 1921年第 4 期，第4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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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联系以后，但于1921年 10月陆续向会议地点集中。 1921 平 11 n 
11 日召开了特别全会，这是 A次抗议帝bi 主义在JiÇ东拉(1--t也专攻

策的示威性行动。还开过几次面备去，并草拟了一些文忡。 i2 月，

书记处接到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电报，电报指示9fJ221，iJI

移至莫斯科，于是合国代表离开伊尔库茨克前往指立i击，lJIG

远东人民代表大会于1922年 1 月 21 日在克里姆林宫的;可泣 μ

德洛夫大厅里举行。中国、朝鲜、交古、日本、太平?在品 iij，以

及卡尔梅克、布里亚特、雅库特等国家与地区将近150名属 r 不

间政治派别而由争取民族解放的革命斗争任务联结起来的政党、

社会团体和工会组织的代表参加了会议。在共产国际代表E .卅

米亚茨基签署的资格审查委员会的说明1'1 1 指出，任何气、群众性

的民族革命团体、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组织(政党、工会、合

作组织、军事机构〉都享有参加代表大会的权利。作为大会组织

者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派出了14人组成的代表团。出席大会的

中国代表团由40余人组成。除了共产党代表张国焘、瞿秋白、王

尽美、邓恩铭、柯庆施、高君宇、任粥时、罗亦农、 F 士奇、肖

劲光、俞秀松以外，中国代表团成员还有根据孙中山的倡议选派

的国民党代表张秋白和中国社会党领袖江亢虎。①〈现在可以肯

定.尽管文献中多处提到张太雷是大会代表，但实际上他并没有

出席。②)此外，中国代表团里连有工会组织、铁路工人联合

会、民族革命团体"年轻的中国"、妇女联合会和 4民同 11 报》

及《太平洋》、 《新中国》等刊物的代表。③

中国代表团成员的社会成份十分复杂，政治目标各不相同。

多数人是知识分子出身。工人与农民所占比例大致相等ι 前面已

① 《中国共产党历次重要会议集> (上〉上海1982年版，第 10页，黄修荣g

《远东各因共产党反民族革命团体第→次代表大会及对我国革命的影响>载‘中
国现代史> 1983年第to .l钮，第 39页。

② 详见C • A .戈尔布诺妓(关于张太雷出席远东人民代表大会 0922年 1

月 21 日 -2 月 2 日〉的考证) ，载第十五次学术会议论文集《中国的社会与国友)
莫斯科1984年版，第90-92页。

③ 见《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 ，莫斯科1986年版，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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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提到，代表当中有共产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员、无政府主义

者、国民党员。他们维护各自派别的利益，因此在许多情况下中

国代表们意见很不统一。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在共同的反帝口号

下团结起来，组成一个由张国焘率领的中国代表团。

r. H. 维经斯基从中国回来，以共产国际代表身份参加大
金，这对大会产生了重要影响。

大会的ì5(程如下 z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作关于国际形势与

华盛顿会议结果的报告，各国代表作报告，制定共严党同民族革

命政党合作的决议c

这种安排使代表们有可能相互交换看法，进·步领会共产国

际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重斐决策。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金的报告对国际形势进行了综述，重点是

评述在1922年 1 月就已经知道的华盛顿会议的结果及其决议对太

平洋地区国家的形势的影响。此外，报告向与会者介绍了共产国

际第二次与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基卒原则，并向他们传达了B. 日.

列宁关于东方各国革命运动必须与世界革命运动联合起来的思

想，号召他们积极行动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共产国际对日本的革

命运动抱有很大希望，但对中国问题更为重视。帝国主义压迫对

中国形势的影响是报告中关于中国部分的主要论题。

1922年 1 月 30 日，代表大会通过了《华盛顿会议结果及远东

形势》的特别决议，决议指出， "只有实现远东劳苦大众与先进

国家无产阶级联盟，远东被压迫民族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与

独立"。①

远东人民代表大金第二项议程是各国代表发言。 5 名中国代

表作了专题报告。报告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层的状况和组织形

式.阐述了革命运动的主要问题和任务，总结了工人运动和爱国

主义运动发展的经验，概述了国民党和南方政府的活动。在大多

数实际上以反帝为主要内容的报告中不同程度地指出，帝国主义

① 见《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第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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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紧压迫使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各阶层居民的地位发生了变

化，这必然促使他们起来同帝国主义作斗争，从而为反帝大联

合，为制定一个摆脱民族压迫的共同纲领奠定了基础。国民党代

表在发言中介绍了该党成立的经过。他在结尾时指出，南方政府

不久前还指望美国的帮助，现在它回顾了与帝国主义者的关系，

决定改变方针，依靠共产国际。①这个声明并不意味国民党已根

本改变原来的方针，但它说明国民党已朝同苏维埃俄国合作方向

迈出了积极的一步。

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深入进行和讨论具体问题过程

中，共产国际始终坚持东方民族解放运动主要发展方向应是反帝

运动，而不是纯粹无产阶级运动的指导方针，因此，对于民族革

命运动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之间的关系，对于共产党同民族革命

政党合作的态度问题格外注意。各种革命力量的团结问题成了大

会的中心议题。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r. H. 萨站罗夫在报告中

专门讲了这个问题。他在讲其他问题时也提到工中国革命运动的

一些重要因亲。他向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下面几项极其重要的任
务:使中国从外国压迫下解放出来，实现土地国有化，推翻督军

制度，建立统一的联邦共和国，实行统一的累进所得税。②

共产国际既提出这些要求和把中国革命视为世界革命的一部

分.也具体帮助中国共产党人认清反帝斗争目标。这样便为中国

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合作创造了条件。萨法罗夫在他后来

关于报告的一次说明中对报告的一些论点讲得比较透彻。他在阐

述共产国际制定的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方针肘强调指出，共

产国际过去、现在和将来始终支持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为被压

迫人民的民族解放而进行的一切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基于这→

点，它注意到国民党的革命功绩，希望与它合作，并建议它在中

国组织群众性运动。萨拉罗夫对这个问题的看邑具有明

① 载《远东劳苦人民主亏一次代表大会) .彼得格勒1922年版，第61 页。

②同1:.第166页。

104 



显的左倾特征，因此，他的说明总的来说是自相矛盾的。为了证

明这一点，我们不妨看着他在报告中是怎样从左倾观点撤出心裁

地解释和发挥列宁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思想的。他断言，只

有国民党不从自身的政治目的出发利用工人，在工人中间散布其

影响，两党的合作才能实现。在两党合作的迹象刚刚出现的情况

下，这种说法显然不合时宜。Jl .II. 杰柳辛指出，这种看诠反

映了共产国际个别工作人员存在错误的观点，它与萨诠罗夫

在自己的报告中提出求的一切民族革命力量联合起来的号召自相

矛盾。①

会上暴露出来，各国代表与共产国际代表在共产党与民族革

命力量的合作问题上，尤其是在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相臣关系

问题上存在着截然不同的，有时甚歪是相互对立的观点。在讨论

萨法罗夫的报告时，对于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在工人中间影

响的程度问题，代表之间的意见是针锋相对的。例如，在 1

月 27 日第九次会议上，当国民党代表起来发言，回答有关国民党

党员人数的提问，以及列举一些赞同国民党纲领的工人组织，其

中包括上海产业工会的时候，一位中国代表给主席团递了一张条

子，上面写道， J:海产业工会是纯梓工人组织.同任何政党都没

有联系。②

在1922年 1 月 30 日会议讨论的基础上通过了关于民族与殖民

地问题的决议，代表们完全同意共产国际前几次代表大会关于民

族与殖民地问题的决议，他们尤其注意到"正确理解民族革命运

动和劳苦大众争取自身社会解放之间的关系的必要性"。③在大

会闭幕那天，代表们通过了《告远东人民书>> ，号召远东被压迫

人民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③

① 见JI.rr. 杰柳辛<中国共产党1921-1928年期间政策中的土地与农民
问题) .莫斯科1972年版，第46页。

② 载 e 远东劳苦人民第一次代表大会》第185-186页。
③ 《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第21页。
@ 同上，第 21 一 2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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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20 日，列宁接见了远东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根据张国

焘的回忆，列宁在同中国代表团成员邓培、张秋白和张国焘本人

交谈时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的道路上存在着许多困

难。对于国民党，他大体上是肯定的。①共产国际代表、日共党

员片山潜也参加了这次会见，但他在回忆录中没有提到与会的有

哪些人。他仅指出，列宁"同每寸、代表团讨论了 i也们所在国家

的特殊问题，以及整个远东的问题"， "他强调指出远东各国的

革命工人必须联合起来... .... "。②

总的来说，远东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对确立正确的两党合作

观点起到了良好的作用。共产国际从两党合作的实践中看到了远

东各国革命运动在发展.并且了解了各政治派别代表对待社会问

题和民族问题关系的观点。

大会的决议也使得原先只在理论上探讨的关于建立反帝统一

战线的问题得以提到实践日程上来。大会首先研究了在中国具体

建立反帝统一战线的条件和前提。大会还作了其他重要总结。会

议期间，中国代表有机会加深理解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

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决议。在这次大会以前，中国共产党领导对

列宁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思想知道的很肤浅，这可以从中国

共产党的文件、中国代表团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报

告、 1920一1921年间 4共产党》杂志刊登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

大会的资料( <<共产国际告全世界无产者书》和《加入共产国际

的条件))英文版摘译，以及巴库远东人民代表大会简报)进一步

得到证实c 中国共产党是在1924年才把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
的文献全部翻译出来发表的，③而远东人民代表大会的资料，它却

① 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 33卷，第483页，张国焘<中国共产党的兴起
(1 921 一 1927) ) ，堪萨斯1971年英文版，第 1 卷，第207页。
③ 《国外向代人忆列宁>> ，莫斯科1966年版，第466页。

③ 见.(新青年) 1924年第 4 期，第67一74页， A. B .播佐夫(共产国际第
二次和第四次代表大会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文献及它们于1920-1924年期间在
中国的传播) ，载《东方的民族运动与社会运动。历史和现实》莫斯科1986年版，
第 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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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 1922年就己翻译和发表了。①

共产国际个别代表在解决社会因亲和民族因素的关系问题时

不总能把方针讲得既清楚又准确。他们从国际主义立场出发解决

这一些和另外一些民族解放运动问题的愿望是可以理解的，但其

结果，阶级团结、社会因素往往占据主要地位，而全民族的任务

自然得不到重视了。这一切无疑妨碍了代表大会全体参加者正确

领会共产国际的原则和建议，加上他们本来就缺乏基本理论修养

和政治觉悟不高，还有语言不通和缺少专职翻译等纯技术原因，

他们接受起来就格外困难了。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出席远东人民

代表大会的巾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代表懂得了列宁和共产国际提

出的两党合作思想的重要性。

国民党代表回国以后必须向孙中山汇报共产国际提出来的关

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在共同组织群众进行反帝斗争时进行合作

的思想。国民党代表参加大会本身在一寇程度上推动他们的领袖

改变原来的对外政策。中国国民党人以及孙中山本人原先对负有

所谓解放远东使命的美国寄予很大希望，大会揭露华盛顿会议决

议的真正用意的文献势必使他们这种立场发生动摇。

大会的资料对于中国共产党随后制定同国民党合作的策略方

针也起到了很大作用。但远东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在中国共产党

内部传达得不够迅速。中央委员会和地方党组织到了 1922年春才

开始讨论大会的决议。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共产国际执行

委员会远东书记处的少数人忙于准备召开这次大会，直到 1922年

8 月才回国。陈独秀在1922年 4 月 6 日给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

的信中指出，共产国际另一位代表马林关于在国民党内部进行政

治活动的建议遭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强烈反对。②直到1922

年夏.中国共产党才有所转变，开始制定符合具有广泛性金基础

①一豆豆豆豆11'-1922年 8 月 10 日(向导) 1922年 11 月 8 日和11 月 15 日。

② 见( "二大"和"三大"， (中国共产党第二、第三次代表大会资料选
编) ，北京1985年版.第 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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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以反封建和反帝的民族解放斗争为口号的革命民主运动需耍

的统一战线策略。

中国当代历史学家按照以年代顺序叙述党虫的原则正在担远
东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对发展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起

过十分重要作用的阶段来研究。 1985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文献汇

编收录了早先未曾编入他们的共产国际文献集里去的远东人民代

表大会资料。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文献总的认为，远东人民代

表大会在指导中国共产党制定民族革命纲领方面起了很大作用。

译自苏联《远东问题) 1987年第 4 期

丁如筋 i李

① 见《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1919-1928) )第 1掘，北京1981 年

版< <<二大"和"三大") (中国共产党第二、第三次代表大会资料选编) • 
第12-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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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关系史研究·

南京大屠杀研究

-主左---L.

目。吕

藤原彰①

i者问南京: Ú984年 12月，我作为南京事件调查研究会实地询、

查团团长，率领一行10人访问了南京。革然实际只有一周的短暂时

间，但是，我们却听取了幸存者的证词，调查了大屠杀现场，复

制拍摄了图书馆及资料馆的史料，等等，对这一事件进行了充分

的调查c

在南京.我们访问了城外的江东门，那里也是大屠杀的现场

之，至今还在进行被害者遗体的发掘工作。我们看见了一层→

层被埋着的遗体。有关部门准备1985年在那里建立一座相当规模

的纪念馆，一年以前就在那里建起了奠基碑。中国人，特别是南

京市民，是决不会忘记47年前的这一大屠杀事件的。

在日本， 1984年问，关于南京大屠杀事件的报道，使各宣传

机构大为ili跃。有的公布了承认大屠杀事实的师团长的日记，报

①藤原彰. 1 922年生于东京. 1941年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作为步兵小队
长参加日中战争，其后，升为中队长Q 4年间，在华北、华中、华南等广大地域内行
动。 1949年，东京大学文学部史学科毕业4 现任一桥大学社会学部教授，专攻日本

现代史，待别是政治史、军事史。他是南京事件调查研究会会员， 1984年出任该会硬
地调查团团长。主要著作有(昭和史) (合著，岩波新书〉、 e 军事史) (东洋经
济新报社〉、 《日本帝国主义) (日本评论社〉、‘天皇和l与军队) (青木书店}
《日本近代史皿) (岩泣书店〉、《太平洋战争虫论) (青木书店〉等。编著有g 哺
后日本虫) (全 5 卷〉、《太平洋战争史) (全6卷)、 《岩波讲鹿·日本历史) (全
26:岳)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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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了身为当事人的士兵的白白 z 与此相反，也有不少报道说"没
有大屠杀这一事实"， "揭露制作的大屠杀的虚构叩。 8 月如.
甚至发生了审定日本教科书时要删节《南京大屠杀P 这一章的

事。①事实~七恐怕多数人很难判断出究竟哪一方是事实的真

相。在现在的日本，还没有使人们正确地了解到这一事件的真相，

以致对南京究竟是否发生过大屠杀这一问题发生争论。

我们在南京访问期间， 12 月 20 日，我应邀在南京大学作了题

为 4南京事件的历史背景及其现实意义》的讲演。席间，人们向

我提出的问题之一是: "日本人民现在是怎样认识这一事件的?"

我回答说"多数人不怎么了解这一件事"。会场立即大哗。对于

中国人来说，这一事件是明摆着的事实，可是在日本，却还在争

论这是不是事实，一般民众大都不了解这一事件，实在令人

吃惊!

当今的巾国，正在搞现代化，中日友好是中国的国策。但这

决不意味着I卡国要忘记日本曾经侵略过中国这一历史事实。在群

众中，被日本军队屠杀的记忆决不会消失，只有在正确认识历史

事实基础上的友好，才是真正的友好。这就是出席这个会议的人

们一一多数是专门研究历史的教师和学生们的态度。由此， 我重，

新认识了下面两点事实，这就是，纵然加害者想要忘记的事，被

加害者也决不会忘记的=对南京事件这样一般性的常识，在日中

间却存在着天地之别的看法。

①文部省在审寇历史教科书时，以顽固坚持皇国史观者为主的检查官要求
沿着肯定:军国主义、侵略战争合理化的方向修正日本近代史。这恰恰就是家永三郎教
授自 1965年以来所坚持的思想性和政治性。 1982年审定1983年度使用的教科书时，
更加德骨，要求重新撰写日本侵略朝鲜和中国的历史，要悔主南京大屠杀和三一运
动的事实，此议-出，立即遭到了中国、朝鲜的强烈批评。政府决定在外交上加以约

束，但实际上并没有给审定的实质内容带来变化，虽然有"侵略"二字，但更加肯定
了战争，美化战前的日本。
关于南京大屠杀，要求从两点上进行审查 g 一是添加上事件发生的原因，即混乱

中发生的偶发事件，不是有组织的进行的，什么"在占领的混乱中"、什么"由于中

国军队顽强抵抗，日本军损失也很多"等等s 二是不要写由于大屠杀而牺牲者的人

数，如果要写，也要尽可能少写一些数目，在事件的规模上要尽可能缩小。这正是家
永三郎1984年 1 月以来掀起的教科书裁判第三次诉讼的论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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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屠杀，即使在日本战争史七也是一个特别大的污JL

作为加害者的日本人，这是在惑，t占上不怎么愿意，触及的历尘事

件。但是，在中国方面，当年从屠杀现场死里.~生的幸存者作为

证人现在还活着，目前还在不断挖掘出大量被杀者的尸骨， "[1 

国的历史书上详细记载着屠杀的事实，而且，为了永远不忘记这

段历史，正在建立一所纪念馆。日本方面要想借助中日友好的呼

声，在这个问题上闭着眼睛搪塞过关的话，那问题就相当严重

了，更何况在否定这一事件存在的言论甚嚣尘上的时候，作为历

史学家是应该首先站出来说明事情真相的。存在南京大屠杀这一

事实吗?如果存在这一事实，那么，它的规模和实际情况如何

呢?为什么会发生那样的事件呢?弄清这些问题，是专门研究日

中战争史的日本历史学家们不可回避的课题。而且，只有弄清事

实真相，才能把历虫作为正面的教训告诉给后代，也会在今后建

立真正的中日友好关系方面起到良好的作用。

一、南京暴行

日本军占领南京 1937年 7 月 7 日的芦沟桥事变，使日中两

国间的战争全面扩大。当战火波及到上海以后 8 月 15 日，日本

政府发表了《膺惩暴庚之中国》这一事实上的战争宣言，井指令

松井石根大将率领的上海派遣军在土海登陆。可是，由于中国军

队的奋勇抵抗，日本军陷入连续苦战。因此， 11月，派遣柳川平

助中将的第10军在杭州湾登陆，中岛今朝吾中将的第16师团在长

江岸的白茄河口登陆，以威胁中国军队之侧后。其结果，上海的

中国军队开始了总退却。日本军对退却的中国军队进行追击.

于12 月 13 日占领南京。当南京被攻破的时候，日本军便开始了屠

杀俘虏，以及对居民施行掠夺、暴行、强好和杀害等残暴行为。

这就是被作为南京暴行而传遍世界的事件。

由于南京当时是中国的首都，所以，外国使馆很多，也驻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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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外国记者c 然而，其中大多数人在日本军刚一迫近时为免遭;

战火而避难去了，特别是在12月 12 日，即日本军占领南京的

前→天， "伯奈号"炮舰逃离南京的人很多。可是，当天下

午，登上美国"伯奈号"在长江上游离南京28英里的江面上被日

本海军飞机击沉，之后，幸存者分乘数只小船逃往上海。未乘，

"伯奈号"而留在南京等待日军占领的只有 4纽约时报》的达·

特困、 《乏加哥每日新闻》的斯迪尔、英国路透社的史密骂:、美

联社的马克达尼埃尔这 4 名记者，加上美国报拉蒙电影公司的新

闻摄影师去肯等 5 人。可是，由于他们 5 人也于12月 15 日乘坐运v

载他奈号上的幸存者的船离开南京，所以，这以后就只有少数外、

国传教士、教师等留在南京了。即使在记者们撤离的时候，日本

军仍阻挠他们带出照片及发出新闻稿件，竭力控制有关南京事件
的新闻向外透露，尽管如此，这一事件还是通过当初在南京的记
者以及从南京撤离的外国人的证词等各种渠道很快被披露于全世
界。此时，世界舆论，特别是美国舆论所关心的问题，大部分集
中在"伯奈号"事件上，但是，自 12月 17 日以后就南京事件本身
也运渐开始报道并引起了极大的关注。

关于屠杀事件的报道以《芝加哥每日新闻事记者斯迪尔

1937年 12 月 15 日(迟发〉从南京发出的《日军在南京的屠杀和掠
夺》的报道、 《纽约时报》驻上海特派记者亚朋德12月 19 日发出

的《杀害俘虏、平民、妇女和儿童E 的报道以及《纽约时报F 记

者达·特因12 月 18 日以后从汉口发出的详细报道为开端，从次

年NP1938年 1 月宅 2 月，大量关于日军暴行的报道，不断飞向世

界各地。在上海和香港的中国报纸也大量报道了日军的暴行。

中国共产党所属的报纸《新华日报P 也于1938年 1 月 22 日以后，

反复报道了这→事件。

把日本暴行有系统地诉诸世界舆论的是 4曼彻斯特卫报，驻

中国特派记者田伯烈编著的 f何谓战争一一日军在华暴行，①--

( (What war mean' , the japane3e terror in china>(London , 19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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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这本书，同年也在纽约束行，并且于同年 7 月在中国以《外

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为题出版，同一年在中国还发行了日文

版。这本书全支被收入日本洞富雄先生编著的 4日中战争虫抖

9 .南京事件 IT>> ①中，并附有编者的详细说明。田伯烈所编的

书不仅收集了南京事件，而且还收集了日中战争初期外国人目击

日军在中国各城市的暴行所作的证词。这本书不是单纯进行反日

宣传的书，其宗旨是正确地揭示事实，使人们认识到战争是多么

可憎的事情，这在回伯烈本人所写的序言中是可以看出来的。

当时.作为同盟通讯社上海分社社长与田伯烈有亲密交往的

松本重治，在回忆录《上海时代(下) ) ②一书中记载着以下插

话: 1938年 4 月，田伯烈访问了在上海的松本重治，告诉他，最

近他编辑并发行了《日军在华暴行》→书，并说， "这对善良的

日本人是一件非常抱歉的事，但是我想让全世界都知道，战争会

使人完全变样的这一可悲、可惜的事实。特别是日高先生③

和松本先生，在建立〈上海〉南市难民区一事上，承蒙两位先生

大力协助，可是我却编了这样一本事实上是反日宣传的书，这对两

位先生来说简直如同以恶报善→样，我本人深惑不安"云云。对

此，松本重治说z"田伯烈君咯我也是→个普通的日本人，我认为

日本军在南京的暴行和屠杀是非常可耻的。大作在一个时期内恐

怕是具有一寇的反日宣传效果，但这是不得已的。对中国人乃至

对全人类，我们日本人应该深深谢罪。同时，要把先生的书作为

我们日本反省的食粮，您这番有礼貌的言辞，反倒使我过意不

去。"的确，该书与其说是反日宣传，勿宁说是从人类的良心发

出的对战争的控诉。

这期间，被认为比田伯烈的书影响更大的是以 4西行漫记》

(1938年〉等著作而著称的中国问题新闻记者埃德加·斯诺子

① 何出书房新社， 1973华。

② 中央公论社， 1975年。
③ 日本大使馆参事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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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写的《亚洲的战争，①，尽管在发生事件的当时斯诺并不

在南京，而且该书的内容也不仅限于南京，它是关于整个日本战

争的通讯报道，但是，由于著者的名声与笔力，该书成了震动世

界的著作。

唯有日本人不知道 南京事件在外国都已尽人皆知，而当时

的日本人却全然不知道。不言而喻，这是日本政府对言论严加管

制的结果。关于国内的报刊通讯，日中战争开始后就因陆海军省

的命令币2到了限制，并据此进行了严格的监督。根据1937年 9

月 9 日陆军省新闻报道检查机关的 4报纸可否登载事项审忘纲

要》记载，凡"对我军不利的通讯、照片" "对逮捕、审ìR中

国兵和中国人的通讯，可能给人以虐待感的照片'门 "惨不忍睹

的照片，有关中国兵和中国人的残忍的通讯、照片"等，全都不

许登载。②

日本政府不仅控制国内出版物，对外来出版物也进行严格管

制。前提俊之氏的《被检查的南京大屠杀》③，是他在对最近全

部复制的内务省警保局的《出版警察报》的研究基础上写成的。

根据这篇文章所述，作为"涉及损害皇军威信之物"而被禁止刊

登的通讯、照片等， 1938年 1 月是25件， 2 月是109件， 3 月

是 48件，其内容皆是被视为"歪曲我军对无辜人民实施暴行之

物"、 "歪曲我军使用了违反国际公讼的战争手段之物"、 "极

端歪曲，甚至达到侮辱我军将士行动之物"等。据说其中"对无

辜人民实施暴行之物"，正是反映南京大屠杀的材料: 1 月 9

件， 2 月 54件， 3 月 29件，占这期间不许登载物的半数。这里虽

然只介绍了一部分被"禁友"的通讯、照片，但其内容却已使人

日不忍睹。

外务省东亚局长的回忆录尽管日本国民不知道南京大屠

CD ‘ The Battlc for Asia) , New York , 1941 。

② 见《现代虫资料41 .宣传统制 2 ) ，米斯支书房， 1975年.
③ 载于《现代之曰> , 1982年12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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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但政府、军部和新闻机构是知道这一事件的。在这-事件立

生时担任外务省东亚局长的石射猪太郎，以战后日记为主材写的

回忆录《外交官的一生，①中，载有南京大屠杀-17，内容

如下t

13 日傍晚，南京陷落，尾随我军之后回到南京的福井领

事发来的电报和继之而来的上海总领事送来的书面报告，令

我们慨叹，这是关于日军进入南京坡以后，对中国人进行掠

夺、强奸、放火、屠杀的情报。甚至报告说，虽有宪兵，但

数量太少，不敷管束之用。均试图制止这种行均，福井领事

的安全受到威胁。

在昭和13年③ 1 月 6 日的日记中，石射有如下记述z

上海来信，详细报导我军在南京之横暴行舟，掠夺、强

奸，其状之惨，目不忍睹。鸣呼，此乃皇军乎!乃目本国民

心之颓废矣!此系一夫社会问题。

石射在三省事务局长(陆海军省军务局长及外务省东亚届

民〉会议上，屡次警告陆军方面，广田外交大臣也要求陆军大臣

"严肃军纪"。同书还进一步记述如下E

这就是被称为圣战，被叫做皇军的本来面目。我从那时

起就习惯的把这个事件叫做南京暴行。因为这样叫，要比

"暴虐"这两个汉字短语有更贴切的语感。

日本报界由于严禁发表达→事件的通讯，对同胞们的兽fd呆

① 《读卖新闻让) 1950年。

(匀即 193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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拈沉默，可是，坏事传千里，此事很快回轰动了世界，所在谴责

齐向日军拉来，在我国民族虫上成为干古污点，不知者只千J 日本
国民，民众还只是在一昧地赞美所谓的赫赫战果。
南京事件与军中央部 有这样一种议论，从否忘南京大屠杀

的立场出发，当时的日军上层领导机关会不尘不承认南京大屠杀

的事实呢?可是，连外务省都已经知道了，军中央部也理应收到了

关于这一事件的报告。在杭州湾登陆后的 11 月 7 日，为了统一指

挥，松井大将的上海派遣军和柳川中将的第10军，统编为华中方

面军，松井大将兼任方面军司令官。进而在大本营下达攻击南京

的命令之日，郎12月 1 日，又任命朝香宫鸡彦王中将为上海派遣

军司令官，松井大将成为专任方面军司令官。就是这位松井大将

在占领南京之后的 12月 18 日举行的慰灵祭祀之后，召集了军司令

'厅和师团长训话，当时正巧在现场进行采访的松本重治这样写

道，松井大将怒斥军官们说: "你们难得娼赫了一次皇戚，却

因→J部份士兵的暴行，一举降低了皇戚1 " (前引 4上海时代

CF) } )。曾经担任过巢鸭战抱拘留所教诲师的东大教授花山

信胜这样写道，松井本人追述了与此相同内容的感想，他说z

"在南京事件上，可耻之至".为此， "作为军总司令官，伤心

而又气恼"。①

不仅松井方面军司令官知道南京事件后发怒，这一事实也

被日军中央部知道了。当时担任参谋总部估战课高级课员的河边

虎四郎，在其回忆录 4从市家谷台到市家谷台E ②一书中写道，

芙-于这个事件，曾以参谋总长③闲院宫戴仁亲玉的名义向松井司

令宫发出告诫。这个文稿是河边虎四郎写的。所说的告诫tlp 1938年

1 月 4 日，参谋总长载仁亲王发给华中方面军司令官的 4关于维

护振作军纪风纪的要求B 一事，这个 f要求》中说: "视军纪风

① 花山信胜"和平的发现) .朝日新闻社， t949年。
@ 时事通讯社， 1962年。

③ 大本营陆军幕行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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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己方面，可恶事态之发生，近时渐繁， (我〉旦欲不信但仍不能

不怀疑"，因此， "关于军纪风纪之振作一事，在此重新提出恳

切希望，务谅本职之真意"①，~意欲讳避，但还是承认了事件

的存在，并对此加以训戒。

参加攻占南京战役的第10罕，其后进·步向杭州进攻。 12 月

20 日，第10军参谋长向属下之师团参谋长和直属梅队泛发出训

令，告诫下属t "关于严禁掠夺妇女暴行、放火等，屡有训示，
但据本次占领南京之战绩(统计) ，仅妇女暴行就达百余件，鉴

于发生了这一令人讨厌之事，故不烦重复，务请注意"。②由此

可见，军队的上层领导机关理所当然是知过日军之暴行事实的。

作为陆军上层在当时就对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有所认识的事

例，还有1938年 8 月为攻占武汉而赴任第 11军司令官的冈村宁次

中将的回忆录。据这个回忆录说: "在上海登陆后的一两天间，

根据从先遣参谋宫崎、 fFii1掠过军特务部长原田少将以及杭州特

务机关;二沃原中佐等处听取的情报，综合如下诸点 z 一、占领南京

时，对数万名市民进行了掠夺、强奸等大暴行，这是事实 z 二、

第一线部队有以给养(不充分)之名，杀死俘虏之弊端"。③ lx]

村宁次后来成了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最后担任了中国派遣军总司

令官，然而在其回忆录中反复出现哀叹日军强奸之事屡有去吧，

日军军风纪颓废之记述。

其他的例证还有很多?显然军中央部对南京事件的大玫恬琅

是清楚的。但是为了对日本国民隐瞒这一事件，对曾耳闻目睹过

这一事件的随军人员，严格控制其言行。

在司法省昭和 13年③年度思想特别研究员回家谷彻检察官的

报告书《关于对支那事变的流言茧语》中，作为附录，载有"流

言茧语事件一览"，根据这个"一览"，记载着众多皆因边反陆

① 《续现代史资料 6 .军事警察) ，米斯文书房， 1982年。

② ‘有关第10军作战指导参考资料. 3) ，防卫研锋所战史部藏.

③ 《冈衬宁次大将资料〈上) >，原书房， 1970年。

④即193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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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刑战而受到区裁判所判决的事例。如，由于说了: "我们在南

京叫五六个中国女学生给我们作饭.可是饭后当我们离开那里的

时候，就把女学生全杀了，又在南京，有一个 8 岁左右的孩子被

遗弃，正在啼哭，因此我的部下就把他抱着举起来，由于他挣

扎，另一个士兵就用刺刀把他剌死了等等"，因此被判禁锢 3 个

月 5 由于说了"在战场上，日本兵平均主四个人一伙去中国人家

里掠夺猪和鸡，或强奸中国妇女，还有的时候，让五六个俘虏排

列在→起，用刺刀把他们和l死"，因此被判禁锢 4 个月 s 由于说

"日军也是干了许多野蛮事情的，听最近从中国回来的士兵说，

日本兵是没有杀过人的，因此，就说杀一下试试，据说中国军队

本来就是大量杀害当地居民的"，因此，被监禁 8 个月等等。谈

论日军暴行的见闻，一向被视为犯罪，所以，暴行事件的真相，

就被完全掩盖起来了。的确， "不知者.唯有日本国民也"。

东京审判的冲击 这种情况由于日本的战败而发生了变化，

特别是1946年 8 月在东京审判中，南京大屠杀问题被提了出来，

由于审判的情况每天都在报纸上登载，许多日本人才知道了事件

的存在及其真相。在法庭上，事件发生时在南京的美国人一-牧

师、南京国际红卡字会委员长马骥、金陵大学附属鼓楼医院的医

师威尔逊、金陵大学历史学教授、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帕易茨等

作为i正人出庭作证，证实了日军在南京的屠杀行为。而且从屠杀

中死里逃生的中国证人也以活生生的被害事实提供了证词。作为

被告之一的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大将被追究责任，判处了

死刑。这个审判中有关南京事件的记录，被收入洞富雄氏所编的

4 日中战争史资料 8 .南京事件 1> 中①。

根据1948年 11月东京审判的判决:

南京被占领后，最初两三天里，至少有12000 名非战斗

人员的中国男人、妇女和儿童被无区别的杀害;在占领后最

① 闪出书房新址. 19ï 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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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的 1 个月里，市内约发生 2 万起强奸事件。另外，还在声
称要扫荡已成均普边百姓的中国兵时，集体杀害了处于兵于是

f令的中国男子 2 万人，进而又杀害了 3 万以上的俘虏。还

有，从南京逃离避难的市民中有57000 多人被日军追赶捉住

收容起来，他们遭受到饥饿和拷问，终于多数人都死去了，

尚存者中的多数人被用机枪和刺刀杀死。

在各种情况下被杀的牲牺者约达 12万人以上。判决书最后进

a 尘写;主=

根据日后估计得知，在日军占领的最初 6 用期间，在

南京及其周围地区，被杀害的普通中国人及俘虏的总数，

在 20万人以上。这些估计不是夸张，这是根据埋葬队和其他

E f本所埋葬的尸体达15. 5万具的事实所证明了的。

据此，判定牺牲者总数为20万人以上。判寇20万人以上这个

杀古数字未必都有史料根据，但是，确认了在南京进行过大屠

杀，并作为日本的战争罪行，这个事实给当时一部份日本人的冲

击是役大的。

有关事件的书籍的出版发行 再有，在东京审判判诀及其前

后出版发行的田中隆吉少将的《被审判的历虫〔败战密语J ;，① 

-~书 t仁，这样写着:事件的当时，任上海派遣军参谋兼华中方面

军参凉的长勇中佐， 1938年 4 月对田中夸口说，要把约30);的中

国仔虏"全部杀掉"的命令， "未经任何人同意，就以军司令官

们名义用无线电向下属各部队传达了"。我认为这可能是长勇之

忧在说大泪，但事后知道了这次大屠杀的全貌.发生那样大规模

的屠习飞只能是军队统itij集团所为，因此我才想到，长勇的话是

真实!仇说屠杀30万俘虏这大概过于夸大的数字，但是，由于这

(J/ 新风社. 194 B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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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在战败后不久就相当普及了，所以成了让人们了解大屠在这

一罪行的材料。

其后，前边已经提到过的斯诺的 4亚洲的战争》被翻译 :ii

版，其中列举了牺牲者的数字:

根据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的一个委员向我展示的计注数

目看， 日军仅在南京就屠杀了至少42000人，而且这里犬部

分是妇女和儿童，另外，在上海、南京间的进攻中，估计被

日军屠杀的群众有30万人，这和中国军队所受伤亡人数犬致

相同。只要是女的，从10岁至70岁者，全部被强奸。难民常

常被烂醉如泥的日军士兵用刺刀刺死。

斯诺说的这个数字也是根据传闻而得出的，也没有展示出上

'海·南京间杀死30万人这一数字的根据。但是，由于东京审判和

这些著作的出版，日军在南京进行大屠杀，造成牺牲20-30万人

这一情况，已被部分的知道了。

此后，日本触及日中战争的历史书籍，只是由于东京审判

和斯诺这部著作才触及到了南京事件，但是，几乎没有担这个

事件本身作为一门学问来进行研究，在这一点上，只有洞富雄民

把南京大屠杀作为历史研究对象，作了划时代的工作，取得了一

系列成就。洞富雄氏从60年代开始就致力于研究南京大屠杀事

件，发表了 4近代战争之谜》、①《南京事件》、②证对"虚构"

化加工的批判·南京大屠杀》、③《决定版·南京大屠杀》③等著

作，以及《日中战争史·资料 8 -9 ，南京事件 1 • n>> ③的资

抖集。这项以国内外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资料收集和文献为主

① 人物往来社， 1967年。

③ 人物往来社， 1972年。
③ 现代史出版会， 1975年。
④ 现代史出版会， 1982年。
⑤ 问出书房新社， 197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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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i正研究，可以说是从历史学家的立场出发的唯一成果。

、‘围绕大屠杀的争论 然而，→j}t入70年代，承认不承认南京

大屠杀这个问题，就被带有政治色彩地提了出来，它与面临日中
邦交正常化，对战前日本军国主立的批判与反批判已成为非常现

实的论点密切相关。 1971年《朝日新闻声记者本多胜一访问中

目，对战时日军战争犯罪行为进行了调查，写了一篇报告文学

。:1 国之旅，①在 4朝日新闻》上连载，进而整理成单行本出

版②。这本书，是满洲事:变以来日军暴行的记录，可是其中，以

听取证人证词为主，也涉及到了南京事件，其事实之凄惨，再一

次给读者以打击。在这时期，其他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证词也被弄

清，于是开始追究作为对中国加害者的责任问题。

本多胜一的报告文学，是以斯诺和j同氏的著作无讼比拟的广

大日本读者为对象并且由于其内容具有相当大的打击性，所以，

刚一支表就遭到了 4诸君》杂志等激烈的反驳。这是从否定南京

大屠杀存在的立场出去，作为关系到日本战争责任及战争犯罪问

题的极其政治性的争论而展开的。其中之一就是铃木明氏的μ南

京大屠杀'的虚构》③。铃木氏所造行的工作就是对与事件有关

的人员进行反复细致的采访调查，发掘了一些新的事实，作为证

实流传的事件有"虚构"的部分，但未必是否定大屠杀这个事件

本身。可是，在当时反对批判日本军国主义已趋高潮的反击中，

就起到了成为大屠杀否定论有力武器的作用。

此后大约过了10年，以1983年教课书问题国际化为契机、围

绕南京大屠杀的评价，再次掀起了争论。在社会情况右倾化.对

侵略战争的批判与反省也正在淡薄的气氛中，大屠杀否寇论比

10年前变得克加嚣张。特别是在教课书审定上，曾经对南京事件

加以严格审查，使问题愈发增添了放厚的政治色彩，并且，甚歪发

(j) 朝日新闻社， 1972年。
② 朝日新阁社， 1972年。
@ 文艺春秋. 197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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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了说事件本身完全是"虚构"的，教课书中关于南京大屠杀约证

词，都是"基于虚伪的传闻之物"，因此要求但这段论述从敦及

书中删去，对于精神上的痛苦主付出赔偿费这样的功国家充足的

诉讼。与这些南京大屠杀否在论相对，同时翻译出版了由中国南

京市文虫资料研究会内部筑行的 4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专

车酌，日译本为《证言·南京大屠杀》①。根据这本书中所收集的

南京大学历史系编著的 f 日本帝国主义在南京的大屠杀〉 尘记

载.在南京被屠杀者为40万人。

从提出南京大屠杀妻"幻觉"、 "虚构"、说起来是不存在

的主张.到屠杀20万、 30万，直至屠杀40万之说，争论分f去梗

大。在加害者一方，尽司能减少大屠杀的人数，如果可能的山，

大毗是想否定事实;而被害者一方，想骂强调被害，这恐怕主人

之常情。但是，实际的历史事实，应当只有一个，并且对这 4事

件也不应过分地iit行感情用事的政治性争论，应该说，首先南走

实际上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是先决条件，我们的工作必须首先从

这里E开始。

~、 集体屠杀俘虏

什么叫大屠杀? 天于南京大屠杀事件作为被列举出有重大

意见分歧的原因之一是，对"屠杀"一词的忘义含混不清。"大屠

杀"英译是massacre，即无区别的杀害多数人。在历史上著名的

是以"隆特·巴·索罗门屠杀"而闻名的 1572年 8 月 24 日以后法

兰回国王查理九世对巴黎新教派的屠杀，牺牲者数量据说达三四

千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卡契森体大屠杀"是苏德观方责任

有争议的叫波兰士官的屠杀事件，据考证牺牲人数是4500人。

在中国，把这个事件叫做南京大屠杀事件，逝而称为意味着

① 青木书店， 1984年。

② 内部刊物， 197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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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酷行为的南京暴行 (atrocity) ，有时它在至包含有更为广泛的

暴行之意。但是，即使只把杀害作为问题的情况下，因对军人和

一股市民是否加以区分而可能造成屠杀人数上的很大区别，就是

南京大屠杀事件这种情况也同样根据是只限于南京城内还是包括

城外，以至时问范围的限定等部理应会出现差别。

中国方面在统计大屠杀死亡的人数时，其根据是在「字

会和崇善堂的尸体埋葬记录，但由于在这些尸体中，也包括因战

斗，而死的军人，因此，战死者与被屠杀而死者的区别不明确。当

然，如果从把在1h战争看作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非法侵略战

争这 A观点来看，也许即使把因战斗而牺性者也算在被屠杀者之

牛，也是不奇怪的。

撰写作为实证性的历史书籍《日中战争虫》①」己的宗郁彦

元主，在书中"拉定市民泼杀害者范围为 1200a乃至42000人 "z

逝而在生松井大将哭了吗?>>②-文中，又过此加以详细说!先把

暴行分为、1、j 军人的 (a 、战败兵的屠杀， b 、投降兵的屠杀，

c、俘虏的fd诀， d、便衣兵的址:是) ;二、对市民的 (a、略夺， b 、

放火， c、强奸及强奸杀害， d、杀害) ，并认为把 J的 c 、 d及二的

d中被误认为是便衣兵(即 z 便装、普通装束)的市民作为对象是

妥当的。

按照来氏的分类，对市民的杀害，当然是属于屠杀，但此

外，对投降兵和俘虏的杀害，大概也应当列入屠杀之中。杀害丢

掉武器、放弃抵抗意志的人，不仅是违反国际公陆，而且是历来

就有的人道上的问题。把逃到难民区的穿便衣的兵役适龄者当作

便衣兵挑出来~决的人数，女11同在后面将要谈到的那样是非常之

多的。这 Mi);)!些比不受陆战法规限制的所谓游击队豆爱情生命而

逃跑的毫无抵抗的士兵，对其无任何法律手续就毫无区别的处决

在也 1fT 以叫做屠杀吧!问题在于，这是有组织进行的〈屠杀)。
' 

④ 闪出书房新社， 1961 年。

、乡见《诸君) 1984 平第 1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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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俘虏的屠杀 在日本作为现代国家争取该国际社会承认rflj

努力的明治、大正时代，日本军也是努力遵守国际公法的。它也是

注意按照战时法规对待俘虏的。在日俄战争中的俄国俘虏和第一

次世界大战中的德意志的俘房，都在日本国内的收容所中受到良

好的待遇。因此，对日丰产生好感的事例有许多，并广为流传。

叮是，日中战争中却不是这样。而是接连不断地杀害无抵抗能力

的俘虏，这不仅是违反国际公法，甚至可以说是国际法制定之前

的作为人类的俭理道德上的问题。

陆军步兵学校曾印发过一本由香月请司校长作序、题为 qJ

中国军战斗法之研究>> 0933年 1 月〉的绝密小册子，这个小册

子把教官冰见大佐的研究作为对学员反应征校官进行"对中国战

斗怯教育"的参考书而颁布的，其巾，在关于《对俘虏的处理》

一节中写道z

俘房未必象对待其他国人一样送住后方监禁，以待战

局，除特殊情况外，可在现场或转移到其他地区流放之，中

国人不仅完全没有户籍法，特别是在士兵中浮浪者甚多，可

确认共存在者为少数，即使把其杀掉或流放其它地方，也不

会成为社会问题。

对中国不适用国际法 与俄国兵、德国兵的情况不同，对中国

兵杀掉也无妨这一研究中，明显的表现出蔑视中国的思想。事实

上从满洲事变以来日军在中国的行动中，可以看出日军在中国不

仅无视国际法，而且布远离了人类的尊严和对人的生命的尊重的

蔑视感。并且，日中战争，开始称为"北支事变"，继而称"支那事

变"，不宣而战并不断扩大战线，并没有把其作为一场战争来对

待，因为不是战争，交战法规也就不适用，以此形成了"决定对

被捕的中国人不能作为俘虏来对待"这-结果。①

① 在东京审判中对武藤幸的ìKI可调查记录， i问(富维) (南京大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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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说的不适用交战法规这→i是走，大概是在1937年 8 月

5 日陆支密第198号陆军次官致支那驻屯军参谋长的通牒中，其后

逐次传达到各个部队的指令内容①。这个通牒的内容是"在目前

形势下，帝国因不对中国进行全面战争，故不适于全部应用‘有

关陆战怯则惯例的条约及其他有关交战法规等诸条约'所规定的

具体事项来行动，关于选用害敌手段等方面，尽可能尊重规定?

但是要避免类似被认为我们诀心抡先于对于进行全面日中战争的

言行等(战利品、俘虏等诸名称的使用)飞这也许会招致"不要

停虏"这→误解。即使不作为罔际法上(承认)的俘虏来对待，

也并非是说因此就杀掉，但是，事实上从战争」开始，就进行了

对俘虏的屠杀。

据史料记载，在南京(屠杀)之前，从上海之战时起就已经

有了 J主诠杀害俘虏的事例。例如，根据当初出动到上海的第 3 师

团步兵?在34联队的战斗详细报告记载，在大场镇附近战斗的"缴

获表"巾，"俘虏"准士官以下 122名，"俘虎的大部送到师团，还

有·部份就地处置了"②。

另据第 13师团步兵第116联队刘家行西部地区战斗详报，在 10

月下句"缴获表"中，"俘虏堆上官及下士官兵29名"，"俘虏全部

以在战斗中的形式击结之"3，把俘虏就地杀害之事是在正式报告

中明确记载着的。

中岛师团长的日记 由军、师团下达命令或指示有组织地进

行杀害俘虏之事，从史料中也可见一斑。

第 16师团从华北转移到白珩河登陆，只:后沿长江前边，从东面

和北面迫近南京，负责在下关切断中国军退路，占领南京后担任

南京城内的警备任务。其师团民中岛今朝吾中将在阵中撰写的详

③ 防卫!汗修所战奥室《战.lè.丛书·支那事变陆军 f'F战且) • 1976年。

③ 步兵第34联队 z ‘自昭和12年(1 937年) 10月 16 日至昭和 12年 10月 27 日大场

镇附近战斗详报，。以下引用的战斗i芋报、陈中日记.都是防卫研修所战史部藏。
③ 步兵第11日联队(自昭和12年 10 月 21 日至昭和12年 11 月 1 日于刘家行西部地
区之战斗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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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日记，最近被公布。CI:在其 1937年 12 月 13 口的日记 [II，有以下令

人吃惊的记述:

1.这些政远的敌人，大部份出没于第 16师团作战地块的

森林村落地带，另一部分是从镇江要塞迟到此地的，俘虏到

处可见，简直无注处理p

2. 因为是基本不要俘虏的方针，所以就要还一处理之.

即使杀掉，由于成千上万的人群集聚一起，所以就连解除其
武装也是不可能的，只是他们已经完全失去战斗意志，一个
跟一个地前来(投降)，所以，是无危险的，如一旦这些人发
生骚乱，就将难以对付。因此，用卡车增没部队，担负监护
与诱导(的任务)，要求 13 日晚出动卡车这一犬规模的行动。
可是，因为到处刚刚打完胜仗的状态，所以，怎么也不能恪

迅速实行，由于这样的处置是当初没有预想到的，因此，

参谋部忙得不可开交 p

3. 据事后(了解到的情况)俘知，仅佐佐术部队处理掉

的，就约 15000 人，在太平门防守的一个队长处理掉的，约
1300人，在仙鹤门附近集聚的，有约七、八千人，前来投降

的人尚陆续不断;

4. 要处理掉这七、川、千人，需要相当大的埠沟，但怎么

也找不到，有一个办法，就是准备(把这些人〉分安成一、

二百人一仪，然后分别带到合适的地方去处理3

师团氏在当时日记中写的"基本不要俘虏的方针"事，使

人看到的就是军部的方针，;主和前边提到的上海派遣军参谋长所

述是相符合的。并且根据师团氏所记，第16师团仅在12 月 13 日一

天.就处理了24000-25000名俘房。

号画一三面7支农略战〈中岛第 16师回去日 i己) > ，裁《历究与人物增刊>>中央公

ì~社， 1984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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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佐木旅团长的日记 中岛师团长属下步兵3330旅团长佐佐

木到→少将，是在陆军中首屈一指的中国通，井因著有《一个军

人的自传》①一书而闻名。在进攻南京时，佐佐木少将指挥步兵

第38联队和步兵后33联队之第 1 大队等，成为佐佐木支队，负责

迫近南京城之北侧，切断中国军向下尖的退路。收入该书有失选

攻南京时的 12月 13 日 n 记中，有如下记达2

过一天，在我支队作战地区，被遗弃的敌尸达 1 万数

千具。此外，如果把装甲车轰击江面而歼灭的，加上各部队

的俘虏合算的话，仅我支队就解决了 2 万以上之敌。

大概在下午 2 咛左右，扫荡结束，背后业已安全，便一

边收拢部队一边继续前进至和平门。

之后，敌陆继来降者达数千人。激愤的士兵，完全不听

上司制止，一个接一个地把来降者捅死。回顾 10 日间的艰苦奋

战和众多战友的流血，即使不是〈中国〉士兵，也想说"都

于掉飞

根据佐佐木旅团长属下的步兵第33联队之 4南京附近战斗详

报>，在自昭和 12年(1937年) 12 月 10 日至昭和 12年 12 月 14 日，步

兵第33联队"缴获表"中，记载的是"俘敌军官14，准士官及下

土官兵3082"，"俘虏果断处置"。另外，在"敌遗弃尸体(概数)"一

栏中记载 "12月 10 日 220具， 11 日 370具.12 日 740具， 13 日 5500

具，以上 4 日合计6830具。" "备考 12 月 13 日的数目包括处决的

残散兵"。

12 月 14 日，佐佐木旅团负责南京城内外的扫荡，据该旅团之

步兵38联队"昭和12年(1937年) 12月 14 日南京城内战斗详报第

12号"记载，根据1臼2月 14 日上午 4 时5ω0分的"步兵第 3ω0 旅团命

令

<(U 劲:草草书房，增补新版. 196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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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命令"各队没有师团的指示，不i午收容俘虏"。在这个战斗详

、报第 12号的附表中，记有"俘虏(军官70，下士官兵7130)"，备

考中写着"俘虏7200名，是指第10中队受命守备在尧1-1::门附近之

树 14 日上午 8 时30分左右数千名敌人举着白旗前来此地，下午

1 时解除武装.护送到南京的气这是解释尽管有各队不许收容仔

虏的命令，但因这7200名俘虏数量太大?所以第10中队就把在些

1孚虎押送到了南京这一原因的记述。

俘虏要处理! 处理俘虏这一命令，在别处也可以看到。在

第 8 师团《步兵第68联队第 8 大队阵中日记》巾，作为对 12 月 16

日的联队会报《藤田部队〔第 8 师团〕主报追加)) ，就写着z"其后在

对俘虏进行大致调查之后，要求由各队严办处理"。这表明，对俘

虏的处理是师团部的命令。

对于由军和师团等上级司令部下达的"不要俘虏"、"枪毙俘

虏"这一命令和指示，第一线部队是如何执行的呢?在亩本正已

成的 4以证言为据的‘南京战史， (5))) ①中，记载着如下的证言z

结16师团的步兵第38联队副官!:~玉义雄的追述:

联队的第一线部队迫近南京站一、二公里附近，敌我陷

入混战之际，师团副官用电话传来了师团命令"不要接受中

国兵投降，要处置掉 I "这是我意想不到的事， 使我受到

极大震动。

我觉得师团长中岛今朝吾中将是一位豪爽的将军，具有

令人喜欢的品格，可是，这样的命令却实在令人难以理解。参

谋长以下的参谋们曾几次申述意见，可是却没有得到采纳，我

认均我也是有责任的。作均部队，实在吃惊， l'良为难，但无

奈，只好把命令向名大队传达了。其后，各大队任何报告也

没有。因为是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是可以想像的。

还进一步记载了被认为是就前边所提到的第38联队战斗详报
④ 见《僧行) 1984年 8 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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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载的7200名俘虏所谈的，独立功城重炮兵第 2 大队第 1 中队

观班班长 i尺田正久氏的如下证言z

俘虏的数量约 1 万〈由于是在战场上， 没有准确的数

字，记得约在8000 以上) ，立即就向军司令部报告了，可是司

令部却说"立刻枪毙! "当提出拒绝后，就又命令说"那就带

到中山门来"。因绝说z"那也不可能"时，才好容易答复"itZ步

兵 4 个中队增援你们，一起到中山门来 I "这样，我也一同到

了中山门。〈中略)。

顺便提一下，我陆土①毕业之前的昭和12年(1 937年) 6 

月，在市开谷犬礼堂听饭沼守学生队长的纪念讲演"关于处

理俘虏问题"，告诫我们必须和气对待俘虏。那个学生队长，

就是现在上海派遣军的参谋长，在我们毕业后仅 5 个月的今

天，主F变成"立即枪毙(俘虏) ! "这到底是谁的决定，谁下的'

命令呢?当时那令我痛心的印象，从军时自不必说，直到今

天仍没有从我的脸海里离去。

-tii本正己的 4以ìiE言为据的"南京战虫"，，是以"反i正大屠

杀之虚构"为目的的，在陆军士官学校"同窗会志"一- (倍

行) 1984年 4 月号至1985年 2 月号上连载的证词，不仅登载了否

决大屠杀之证言，而且竟然还登载了如上所述的对大屠杀否寇论

不利的证言。由军和师团下命令或者指示，对俘虏进行集体屠杀，

这恐怕是难以动摇的事实吧!

山田支队对俘虏的屠杀 对俘虏的大量屠杀不止于第16师团

这种情况，在10 月初增援上海战线的特设第1:::师团〈师团长获州

立兵中将) ，早在参战之前的 10月 9 日就以师团司令部的名义发出

了"有关战斗的训示飞其中对俘虏的处置方针②如下E

@ 陆军土官学校的简称。
也) <<第 13师团战斗i草根另页及附图，第 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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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俘虏 1~ 多的情况下，不要杀死俘虏，解除武装之后，

集中一地看管，向师团司令部报告z 又，对俘 J雪中的军官不

要枪毙，解除其武装后，押送到师团司令部，此等俘虏不仅

对收集军事情报有用，而且可以用于宣传。这一点要求丁牙切

到各队，但对数量少的俘虏，在寻问所需要的背报之后，可

作适当处置。

对多数俘虏及军官必须向司令部报告，而少数!手虎则由各队

连当地置。于是这个师团的会津若松步兵;;rr65联队在南京由获了

大量俘虏。

当占领南京的时候，?在13师团主力渡到民江北岸，负 DE切断

津浦线，属其 t I~一部的山田支队①沿一只江南岸第16师团的北侧前

进.负责在南京北面的乌龙山、幕府山附近切断敌之退路。这个

山田支队，在14 日拂晓幕府山附近大量"抓获俘虏14000人"，弘主

件事，当时在《朝日新闻》报道为抓获俘虏14777名。③

关于山田支队抓获的14000余名俘虏.在《战史丛书》上表

列举的典据资料写道:其中，非战斗人员择放，收容了8003人，

司是，当夜半数逃亡， 17 日夜，准备把其释放到对岸，在;王ZC移

歪江古时，由于{孚虎发生骚乱，袭击了警戒兵， 1000人被抒死，

其余逃亡。 flJ是洞氏根据在第65联队从军的作家秦贤助氏的日

记，以及其他材料，认为这些俘虏在17 、 18 日被杀掉了。在铃木

明氏批评涧氏的<<"南京大屠杀"之虚构叫'1，介绍了山田支队长的

备忘录，共中，关于这些俘虏有以下记述:"13 日，晨 4 点 ~r.出

发，向幕府山前进，行至炮台附近，因俘虎太多，难于!但:置"5

"14 日，因处理悍虏之事，派本问少尉到师团部去，却接到了

‘处置'的命令。各队没有粮食，很困苦，在俘虎的军官中听出幕

① 步兵第103旅团长山阳少将所指挥的步兵第65联队的忠干部队。

② 《战史丛书·支那事变陆军作战 1 )。

③ 洞《南京大屠杀》。

130 



府山有粮食就去运粮，养活俘虏真不是容易。"; "18 日，因处理、

俘虏之事，竭尽全力到江岸视察"， "19 日，因俘虏之事，延期出

发，上午，询动全体出动，来处理俘虏"。

支队长山田少将及支队的主力、步兵开~65联队民两月1业ft大

佐，好像不希望枪杀俘虏。可是，因师团部的"处理" !这一命

令，和作为俘虏给养的粮袜不足，看'管困难等原因，监禁数日

后，在长江岸边把这些俘虏全部枪毙了。这大概是事情的真相吧!

极大的战争犯罪 作为与此事件有关连的是把大群关押在幕

府山草营房〈竹子搭的厂合〉的、数日不给吃喝而衰弱了的俘

l窍，押解到长江岸狮子山附近的地沼地杀害的事件。在这次调查

中，我们也听取了 J个幸存者唐广普的上述证词。

另外，参加过这次犬屠杀的日本士兵的大胆证间也在最近

发表。在1984年8 月 7 日的《每日新闻E 上，发表了原步兵第65联

队伍长粟原利一民当时在现场的速写和记录。证明在12 月 17 日或

8 日夜，把13500名俘虏反剪双手绑着，连成」串，从收容所押

解到 4 公里以外的长江边，一齐抢杀了。关于《战史丛书，中说

因俘虏究生骚动，为自卫才开枪的说法，证人说，"倒背着手绑

着，连身体都动不得的俘虏，是不可能集体暴动的，屠杀才是事

实，最好是明确 A些"。在同年 8 月 15 日的 4每日新闻》上，原上

等兵 JE玉房弘氏作证说..我也作为机枪队的一员参加了大屠

杀。叮正实了粟原氏的证言。

不只限于第16师团和山田支队，在其他方面也进行过许多规

模大小不同的屠杀俘虏的事例。甚至在作为俘虏收容之前，把丢

掉武器、放弃抵抗意志的敌兵当场枪杀，这种杀害投降兵的事例

也很多。由于军部通告"国际法不适用"、"不使用‘俘虏'"i主个

词.各军和方面军明示不要俘虏的方针，以及参谋以军司令官的

名义，命令杀掉俘房，以致友生第一线部队当场杀死投降兵，把

难于处理的俘虏集中起来杀掉这样的事情。这些对俘虏有组织
的、大量的杀害，不管有什么理由，都是屠杀，而且，这是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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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尊严的亵读，应该且是最大的战争犯罪。

三、对市民的残暴行为

杀害市民除对俘虏屠杀以外，应该叫做屠杀的是对非战斗

人员的普通市民的杀害，而且造成了词:多市民牺牲的事件，成为

被称作南京暴行的原因。当然，日本军是不会公然允许杀害普通

市民的。据说松井方面军司令官在12月 5 日给其指挥下的两个军

下达的攻击南京的命令中亲笔写道z"尤其是对画系敌军，但已失

去抵抗意志者及一般官民，应取宽容慈悲之态度，宜抚爱护之。"③

可是，实际情况是，下边军队并投有按照方面军司令官的意图执

行。关于俘虏上面己讲过，然而日军在对待市民的态度土也存在

很大问题。

第10军在杭州湾登陆前的 10月 21 日，军司令官柳川平助中将

曾向磨下的官兵发出训示，与此同时.传达了"军参谋民之注意事

项"。②其中，"在对中国居民应注意"的事项中，要求采取以下果

断措置. f旦失于对一般居民的保护问题却只字未提。

在华北，特别是上海方面之战场，普通居民，即使是老

人、妇女、儿童、充当敌之间谍，或把日军的位置告知敌

军，或诱导敌军袭击日军，或危害单祖日本士兵等难得疏忽

的事例甚多，因此，必须予以特别注意，特别是后方部队与

更是如此，在确认为如此的情况下，决不宽容，应采取断然

处置。

进而，作为参谋;二注意事项的补充，又说 u要彻底的利用当

① 目中正明(‘南京虐杀.松井石根的阵中日记) ，载《诸君) 1983年9 月

号。

②昭和12年(1 937年〉支受大日记(密〉第 1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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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物资"、"根据上海战的实例，在民房的天棚上隐藏着相当数量

的粮食，要特别注意对当地物资的利用"。当然，军司令官和参自在

长并没有允许对居民毫无区别的屠杀和掠夺，但是，可以想像，

特意命令作这样的注意，将会给第一线部队的行动带来某些影

响的。

松本重治作为柳川兵团的随军同盟社记者，在《上海时代

(下川一书中，甚至说:"柳川兵团所以进兵神速，是由于官兵之

间有着‘任意掠夺、强奸'这样的默契。

众多的证盲 从杭州湾登陆，直至到达南京，第10军一路上

以"征集"为名掠夺粮食，拉快作苦役，以致强奸妇女。在本多

胜一的《通向南京之路》①中，根据从被害者那里得到的材料，

详细介绍了当时的情景ν

另一支上海派遣军估计是由于在上海激战中付出了很大的代

价，所以，对中国军民非常痛恨，便施行了豆加残酷的暴行。曾

根-~夫氏的《私记·南京大屠杀:>> (正·续〉②一书，是日军体验

惊人的、残暴行经之记录。曾根氏作为第 8 师团步兵第34联队的

分队长，参加了9月 1 日吴船上游以来的上海战役，成为南京攻略

战的第二线兵团，也是参加南京入城式的体验者。以他亲身体验

为主的记述，生动地道出了当时的情景。他写道，经过上海激

战，及早结束战争凯旋回国的美梦破灭了，士兵的心情渐渐苦

闷、放蔼起来，开始是斩杀俘虏，把俘虏作为练习刺刀的靶子，

惭渐杀人就成了习惯，粮食全部是以"征集"的名义掠夺来的。

在"征集"途中，只要看到女性就强奸，恐怕强奸被发觉，在强

奸后就开枪杀死她们，为"征集"中被杀之士兵复仇，就把整个

村子烧光乡把包括老人和孩子在内的村民全部杀光，等等。而

且，对居民的残忍行为不止于南京，很明显，在上海、南京间广

大地区都进行了烧杀。

① 兑《朝日杂志) , 1984年 4 月 13 日← 10月 5 日.
⑧ 彩琉社. 198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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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但括南京在内的中国战场上，非 i主杀害过→殷茬百姓的原

日本军人的自白书最近还出版了许多，如小促fJ 雄的《佼掠》

〈正·续)①、《侵略一-从军士兵的证言>> (修订版)②、中国归还者

联络会编的《新编·三光》③等。就在去年夏天，以《朝日凡 4每

日》为首的各报还相继刊登了与南京事件有关的自白， l之队罕士

兵的手记，日记等被友现的记事。

这些残酷暴行的牺牲者的数日，是无让计悍的，就连 kì言其

概数也是困难的。;听话说，在上海、南京被屠杀者有30万人，曾

根一夫在谈到被屠杀30万人的说站时也说"我不清楚日军屠杀的

确切人数，但我不认为中国方面所说的数目悬夸大的。也许!ìJ:宁

说还在这个数日之上。‘南京大屠杀事件'不只是在南京地区，而

是从上海附近出去之后就开始，直到对南京的扫荡战这之间广泛

的范围内进行的。"当然， 30万迄个数字是没有根据的，也许是20

万，或许是10万，但是，有种种证言和记录表明，从上海开始，

施政南京进攻战全局，在各个地区~í!~i韭行了集体大屠杀。

皇军之崩溃 当然p 像在样对普通老百姓特别是对，毡弱、妇

女和儿童的暴行，并不是军队有组织进行的，不管怎样，上级干

部还是恋成违沾行为的， JF布置了起监督作用的宪兵。但是，据

说由于jk沾行为太多，宪兵难于应付。原配属第10军的宠兵军官

上砂胜七在其回忆录 4宪兵生涯31年 P ②中说"无奈在若干个师

团的20万大军 ri 1 ，仪配备宪兵不足百名。"以此，无论如何部是很

难办的，"仅够拘捕无怯容忍的现行犯"。因强奸和杀伤罪在军事法

庭上被判决的例子，载于《第10军法务部陈中日志以《华中方面

军军法会议陈中日志》③。在第10军1938年 2 月 18 日调查的被告事

件一览表中，记载着因强奸、杀人以及其他罪名己处决者102 名，

① 德问书店， 1982年。

② 日中出版， 1982年。
③ 光文版， 1982年。

③ 东京生活社， 1955年。

⑤ 载前引《续现代史资料 6 .军事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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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处决者16名的案例， ~互肯定只是其;书极少的一部份案例，并

且， 七砂胜七还写道，某部队长曾指责宪兵民"控制太严了 1 " 

据同是宪兵的大谷敬二郎的《皇军的崩溃》①载称，第16师团

长巾岛 1938年1月初曾对访问南京的陆军省人事局民阿南惟几气

焰嚣张地说"中国人原没有多少，有多少杀多少"大谷敬二郎继

续写道"大概在这个司令官手下，杀人、掠夺、强奸就像是占领军

的特权似的任;在横行的吧1 "从军风纪的颓废，占领军的意识，及对

中因人的政i气心所表现出来的，指挥官没有充分进行管束这」责

任，恐怕理所当然是应该追究的吧!

域内扫荡与败残兵的搜捕 在南京市内对市民的屠杀多发

生在1937年12 月 13 日日军占领南京之后的域内扫荡，以及其后p

从 12月下旬到1938年 1 月上句进行的从难民中搜捕残留兵员的时

候。 12 月 12 日夜晚，守卫南京的中国军撤退，然而这时南京已被

日军完全包围，从把江门向长江对岸逃跑的中国军队，在下关

被佐佐木支队俘获.沿长江往上游逃跑的中国兵，在江东门附近

被第 6师团俘获，往下游逃跑的中国军队，在幕府山附近被山田

支队俘获，消灭，成了俘虏。在域内，逃跑了的中国兵，丢下武

器，脱下军装，在市内潜伏下来或逃往难民区。他们成了被日本

军扫荡、剔出、屠杀的对象，这时，许多市民也被卷进去-起被

杀了。

城内的扫荡，由第16师团负责中山路以北，第 9 师团负责中

山路以南。根据 4证言·‘南京战虫， (7)>> ②记载，第 9 师团步兵

第 6 旅团在"关于进入城内的旅团命令"，其中"南京城内扫荡纲

要"说"逃跑之敌，据判断大部份换成了便衣.所以，凡有可疑

者，悉数检举，在适当位置监禁。"在"关于实施扫荡之注意事

项"中说"青壮年都可以看作败残兵，或是便衣兵，要全部逮捕

监禁 1 " 

① 图书出版社， 1975年。

① 见< f育行) , 1984年10 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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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败残兵"、"便衣兵"，其数量暂且不论，仅"杀掉了"、"右
见杀掉了"的证词就有很多。因为12 月 17 日要平行松井方面军司

令官和朝香宫七海派遣军司令官参加的入城式，所以，南京城内

的扫荡非常严厉。

持否寇有大屠杀这一观点的人声称，作为受国际公陆保护的

俘虑，只限于穿正规军服装的军人，便衣兵是游击队，即使子掉

了，也不能算是屠杀。但是，这些被叫做"便在兵"的人，大多

数不过是断绝了退路，由于怕死而潜伏下来的人。毫不区分是士

兵还是市民，也不按章住行事，对那些没有武器，失去任何抵抗

力的人只是因为怀疑是士兵，就把他们杀掉，对此.是没有任何

狡辩的余地的。

12 月 21 日，华中方面军调往别处部署，南京AIiJ周围地区由

第 16师团负责警备。步兵第30旅团长佐佐木少将作为南京警备司

令官负责指挥了搜捕便衣兵的所谓"肃清工作"。日本方面认

为，歪少有6000名便衣兵棍入难民中，这个搜捕、处置便在兵的

工作，直搞到1938年 1 月上句。所谓搜捕，就是根据几句证

词，依据额头上有没有戴军帽的痕迹，短裤上有没有被阳光晒的

煤迹等来认寇是否当过兵，认定后就在下关的民江枝桥下‘个个

地杀掉。就是在那种情况下，也没有把士兵处死的理由。另外，

普通百姓也被当作士兵杀了。根据佐佐木的私人日记所载，其

数量是200名加上城外被枪杀的败残兵，"在下关被处‘决的!达数

干人"。

日本方面有许多证词证实，看到在下关的煤碳码头、鱼雷

营、中山埠头等地，用铁丝、麻绳绑着的俘虎或便衣兵，不断地

被集中起来杀掉了。也有许多从现场死里逃生的中国人的ìlE词。

在各种证词和日本军战斗日记之间，虽然有不尽吻合的地方，但

是，集体屠杀本身是否定不了的。

牺牲者的数目 在南京及其周困地区，要确定究竟被杀了多

少人，现在是非常困难的。中国方面若按照证词所说的数字累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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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话，其总数就会不断增多，而作为加害者的日本方面，则会抓

住其计算方陆的矛盾之处，尽量把数量压低。因此，成为大致的

标准的应该是尸体的数量，就是东京裁判也作为证据采用的中国

红十字会和崇善堂的埋葬记录数字。

据红十字金南京分会救援队尸体埋葬报告，至1938年 8 月为

止，城里是1793具，城外是36985具，合计38778具 J 4 月份以后，

城外是4345具，总计43123 具。洞氏根据1938 年 4 月 16 日

《大阪朝日新闻) (华北版)刊载的林田特派记者的通讯，江十字

会、自治委员主和日本山妙法寺僧侣共同整理，统计的数字是，城内

1793具，城外是3311具。这个数字与予定要在城外处置的数目大

致相符，所以，红十字会的记录是吁信的。①

另据南京市崇善堂掩埋队的报告，到 4 月 8 日为止，城内

7549具， 4 月 5 日到 5月 1 日，城外是 104718具，合计埋葬尸体112267

具。红十字会和崇善堂似乎把抛内分为东西两个区进行掩埋的.

崇善堂在域内的记录，对于收容所、埋葬地点记录甚详。 4月 8 日

以后，在城外埋葬10万多具退一数字过大，同时，报告说掩埋队共

有49人，从其埋葬能力否，也有很大疑问。大屠杀否定论者强调

崇善堂是殡仪场所，其报告是胡说。

根据在次实地调查得知，南京市崇善堂创建于1797年，是具

有很久历史的慈善团体，它斗直存在到革命后的1957年。依据战

前1934年的调查，崇善堂是国民党、南京市政府承认的组织，拥

有33所不动产及约6000元的债券类的基本财产，其次，它还用收

入所得供给本团体的经营，对寡妇、孤儿进行救恤，为失业妇女

介绍工作等各种活动，是---个颇有影响力的团体。在城外的数字

方面也许有些夸张，但其报告本身是否定不了的。

担负埋葬尸体的并不限于这两个团体，有记录说南京市长高

冠吾曾领导过几次大量的埋葬，其中包括城东区的3000多名。另

外，应该还有一些由日本军和附近居民掩埋的尸体。还有牺牲者

① 见《南京大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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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光是被埋葬的，应该还有大量被长江冲走及沉入地泊、小问里

去的尸体。对尸体的实地发掘和调查工作今后可能还将继续进行

下去，所以，这个数字大概会统计得更加准确，我正期待着沾

一天的到来。而且，即使在日本方面，恐怕也需要近一步收集当

时的战况报告和现存者的证词，并对此加以研究，努力接近实际

的数字。

再者，如前所述，在南京进攻战期闷，中国人被屠杀的数

目，根据测定的时间和地点的范围不同，理应出现很大的差别。

因此，从目前情况看，洞氏在研究各种记录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z

"在南京城内外死亡的中国军民大概不少于20万"①，这·推测被

认为是最接近实际的。

屠杀的被害者 当然这里所列举的死亡人数是包括所有被古

军人和市民的总数。在军人中，既有因战斗而死仨者，也有成了

俘虏之后被屠杀者，在市民中，也既有被卷入战斗而死亡者，也

有非怯被屠杀者。站在加害者立场一方的人，尽 i'J能缩小"屠杀"

这个词的范围，因而出现了即使是有少数违法行为，那也是由于

A部份无知的士兵的行动所造成的，大部份死者是因战斗而死亡

的这种主张。如在IE本氏的《以证词为根据的"南京战史"(11)>②

中，把死者分为"战死者"、"准战死者"、"因不怯行为被杀者"，

只把"不怯行为"的牺牲者算作被屠杀者，而且把搜捕败残兵时

被击毙者和作为便衣兵被杀者以及被当场处死的投降兵和搜捕便

衣兵时受牵连被杀的普通市民等，都算作"准战死者"等等，想

尽可能限制应称为被屠杀者的人数就是共主要目的。

但是，即便是站在因战斗死亡者是不得已的这一立场，如果

日本军有遵守回际f圭和人道主义的精神，那么这半数或半数以上

的牺牲者也是能够避免的。大量屠杀俘虎和 l打民，毋庸讳言.当

然是"屠杀"是无可辩驳的无故杀人行为.或叫"违法行为飞与

④ 《南京大屠杀》。

② <{苦行) , 1985年， 2 月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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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i言'i'?; ，把首副;完全旬国起来，并且把逃跑的士兵和市民集中在

丁J元、江东门、燕子矶大量歼灭的死者，理应也是可以避免的牺

牲，况且，就地枪毙己投降者，搜捕便衣兵，集体屠杀，以致把

一·起 IE民也卷进去，这都是违反国际法和惯例的非人道的行为，

吁然也须归属"屠杀"的数日之内。

在 ((1自行>> 1985年 3 月号上，刊登了叫皆行》销辑部加登川

丰太郎氏执毛的《以证词为根据的"南京战虫，. (综合性的主号察忡，

这是与战史编者亩本氏所作的总结有区别自号。编辑部负责执笔的

文革清楚表明，与自卒氏的<<x'Ì屠杀的虚构之反证》这一意图相

反，足以事实验证的。它刊登了坦白屠杀事实的证词，承认大屠杀

是存在的，作出了"只能向中间人民深深地道歉"的结论。为了

追求其实，甚至违反当初意图的编辑部具有良心的态度，是应给

予评价的吧。然而，这个总括考察，也把被屠杀者的数目限制在"不

拮处理的被害者"这个范围内，同时记载了臼本氏列举的"3000具

乃至 6000具左右"和极仓由明民推算的"13000具"，虽然如此，却还

说这是个"庞大的数字气不能不令人黯然。然而，这个数字是尽

可能缩小屠杀范罔的数字，在这里所说的"不法处理"者以外，

不可被忽视的还有包括在搜捕中被杀的败残兵、便衣兵以及受其

一牵连而被杀的一般市民在内的、本来可以避免的庞大数字的被
2〈才，但
巧、~~心

四、为什么会发生大屠杀

日本军队的特点 为什么会发生南京大屠杀那样的事件呢?

弄清它的原困比什么部重要。本来就是暴力集团的军队，只要不

确立;只内在的道德伦理观念，就很容易发生像"米骚动"事件和

光州事件中出现的那种践虐的暴行。即使如此，仍然有必要研究

^T-发生这种事件的日本军队的性格与特征。

结一，日本军队作为现代国家的军队，严重缺乏尊重士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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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和尊重自我的观念。明治维新以后，征兵制度作为现代兵位;\íIj

被导入日本军队，但是，作为其前怪的农民解放没有得到实皮.

因此，不是依靠土兵的白发意志，而完全依靠严格的纪律和强制
服从来维持军队的程序。因此，在军队内部，纪律之严格、惩罚

之残酷超出一般，无视人权与自由，要求下级绝对服从上级。在

这样残酷压迫之下，下士官迁怒于士兵，即使在士兵中，老兵压

制新兵，普遍发生个人制裁的所谓肉体私刑。而受压边最重的下

层士兵，就把这种压迫迁怒于比自己更弱的对手，这就是俘 f芳、

占领区的老百姓。这种没有自觉性的只靠强制维持的军纪，一旦

松弛下来时，军纪就会一下子全部崩捷。就连在军队内部，在本

国内部人权和自由都得不到尊重。那么作为胜利者，尊重敌国的

民众和俘虏，无论如何是办不到的。

第二个特点是强调非合理性的精神主义。和欧美列强相比，

国力衰弱、研学技术蓓后的日本军队，只求用精神力量来补怯兵

力和装备的不足，用不怕死的肉搏战来面对现代兵器。而且认

为，日清、日俄战争的胜利，就是精神主义的胜利，从而亘加强

调"攻击精神"和"必胜的信念"，着重无视生命的肉搏攻击。不

管学校教育还是军队教育，都灌输"为天皇而献出生命是最高的

美德"，无视生命的尊严，尊重死战。到了昭和时代，这种非合理

性的"精神主义"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军人应战死为止，当

俘虏被认为是最大的耻辱。

这种精神主义和对俘虏的否定，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达到顶

点，发生了许多所谓"玉碎"的悲剧。而且，在对政国俘虏的处

理上.可以说也反映出了这一点。

第三，满洲事变以来，显著地形成以中坚幕僚层为主的以下

克上的倾向也是日本军的特点之一。作为大正民主时期以后的社

会状况的反动，开始形成军队掌握政治领导权，成为执行国策的

中心力量，起主要作用的是中坚幕僚层。在满洲事变成功及以后

军队在政治上的发言权强化的过程中，自负心极强、又富于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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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竹动力的一部份幕僚，无视上级干部，以下克上的倾向越发

明显e 本来就易于接受积极论、强硬论的军队，在军部领导力正

在得到强化的环境中，他们〈中坚幕僚层 E 少壮军官们)很容易

冲础上层领导而拉着军队扩大战争。田中隆吉评论长勇说，"他的

最大缺点是，他是一个不问正邪，只要自己认为对的事情，不惜

采取任何毒辣的手段，都要贯彻到底绝无反顾的实行家" (前 51

《被裁判的历史)))。这样的人物能受到重用、身兼要职，应该民

军队在人事方面是有问题的。

目中战争与日本军 然而在中国战场上，日本军的暴行和屠

杀规模之大，只用这个时期的军队的特质这一点是说明不了的，

这与那个战争的性质也有关系。从华北到华中，直至向中国首都

南京攻略扩大的这场战争，的的确确是一场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

争。所以，日本政府对世界、对本国国民都找不到充分的理由来

说明为什么发动这场战争。使用了超过日俄战争规模的兵力

和军费，进行着明治维新以来最大的对外战争，而没有发布宣战

公告，理由之一是若受到交战国的待遇，军需物资输入将会

发生困难，再者，没有立战的正当名目也是理由之一吧!就是在

相当于全国宣战公告的1937年 8 月 15 日的政府声明中，也只是用

了"膺惩暴庚的支那军"这个词，而且也只是把它叫做"事变"。

因此，→般国民，突然被送往前线的士兵，都没有明确的战.

争日的。理应立即结束的事变在延辰，归国的梦想越来越遥远，

死伤者不断出现，士兵的心情必然变得自暴自弃。军纪颓废

与暴行不断出现的原因，是和这场战争的性质有着深刻关系的。

必须指出的是，在这场战争中，日本政府军部首脑以及受其

影响的军队、国民，都对中国存在着蔑视感、差别感。没有预想

也不希望同中国进行全面战争的日本之所以扩大战争，是出于一

种天真的估计，认为中国没完成作为现代国家的统一，民族不团

结，抗战力不足，是不堪一击的。对中国军队的战斗力非常轻

视，而且，认为作为国家的中国，作为人的中国人，和欧美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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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差别的，对中国俘虎口J以不按闷际公怯对待。边种恕泣的背

景，是存在着对中国的蔑视感。

南京大屠杀和军部的责任 以七诸点是南京大屠杀的背;忌

叮是，在攻占南京时发生大屠杀，还有~l-l下条件 z

第一，南京作战开始出于军部在料的，是派往那里的军队两

次强行突破14令线(限;同前进线)。所以，这是一次计划和准备部

不充分的作战。《战尘丛书》叙述道"应该特别注意，南京作战的

次心，制令线的被突破，往往先是第 10军强断独行，方面军迫随

其后，军部再加以追认的。"①为此，上海派遣军也好，第10军也

好，都无暇整顿军队，又无视后方的供给，一举急进200公里，争

先杀向南京。这期间，粮食供应，除依靠当地供应外，没有他

策，即以"征集"这一名义进行的抢掠，成了常事。另一方面.

退却的中国军为了迟措日本军的前进，采取了空室清野的战术，

当然居民们也把物资隐藏起来。为此，"征集"伴随暴力成了抢

劫。其问，杀吉居民和强奸的事情不断出现。上海王南京间发生

日军暴行，应该说这种无视补给的战略本身是有责任的ο

第二，上海战争爆发以来，中国军民的抵抗比日军预料的要

顽强得多。中国军队死力抗战，在上海的战斗中， 日军连续苦

战，死伤甚多。战争目的不明确之外又加上面临激烈的抵抗，士

兵的心情由自暴自弃走向绝望，由强烈的政何心走向残忍，众多

参战者的白白都提到了这一点。

进一步讲，这场战争对中国来说是民族的自卫战争。军队以

外的民众也燃烧着抗战意识，就连妇女也拿起武器抵抗日军。受

到这一巨大威胁的日军，仇视一切民众，在许多情况下，采用了

残暴的行动。当帝国主义侵略者面临民族抵抗的时候，毫无例外

都是非常残忍的。日本军对中国人的蔑视感，加上缺乏现代人道

主义，便更加扩大了屠杀的规模。

第三，南京攻略战可以民是完全的自汗战。由于南京是国民

① 《支那事变陆军作战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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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首都，中国军队一开始就打算固守。南京的地形是西方、

北方有长江阻隔，日军主力由东方和南方近攻，也有一部份波ZJ

民江对岸，对南京取完全但因态势。 12 月 12 日，防守南京的司令

官唐生智逃离南京，当他命令各部队自行撤退肘，南京己也t:TH

A军完全的包围圈中。因此，溃退的士兵和急着脱离危险的市民陷

入一片混乱，在长江岸和江面上，受到日军无区别的攻击，这也

是造成大规模牺牲的原因。

第四、必须指出的是，军部;最大的责任是组织日军对仔出兵

的集体屠杀和对"败残兵'γ‘便衣兵"的处刑。这与其说是非泣的，

更不如说是对人的尊严的挑战。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件呢?有

不少实际问题须要进一步加以明确。

南京大屠杀和现在的日本无关吗? 在中国，南京大屠杀是

永远不会忘记的大事。而且，引起这一事件的是日本的侵略战争

反共侵略军。这是决不能抹杀的历史事实。中国所列举出的证词

&基于此的大屠杀数字，可能有矛盾和不准确之处，但是，不能

'因此就把大屠杀说成是"幻影"、是u虚构"、"捏造"，这不仅是对

无数受吉者的白骨和幸存者的亵i卖，而且应当说是对历史的

挑战。

有不少意见认为.虽有极少数的事实，但那是例外，东京裁

判和中国方面所说屠杀几十万，是夸张的。但是，不能认为20万

是大屠杀， 2 万.是一般屠杀， 2000就不是屠杀。即使是只根据当

时日军的记录，只根据日本军官和士兵的证词，也完全可以证明

进行过大规模屠杀的这一事实。而且，必须注意到，屠杀事件还

不止于南京一地，在整个中日战争中遍及全中国。当然正确

把握牺牲者的数量还必须进一步研究。但是，研究产生这一可恶

的事件的原因、教训，却可以在今天发挥其作用。现在，摆在我

们面前的，正是把它作为今天的教训来吸取呢，还是隐蔽事实真

相，而无视历史的教训这一课题。

48年前在南京发生的这个事件，决不是和现在的日本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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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件，恰恰相反，是我们现代生活中的现实问题。

附记:

在本书执笔之际，曾受到→桥大学吉田裕氏在战史部史

料方面、茨域大学石岛纪之氏在中国史料方面、字都宫大学

笠原十九司氏在美国史料方面的指毅，另外，还多次得力于

南京事件调查研究会 (1984年 3 月成立，代表洞富雄氏)诸

会员的帮助，特记之，以表感谢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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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事件在日本的研究

笠原十九司

一再评南京事件的意义

1987年是日中战争爆发50周年。同时也是南京大屠杀事件50

J周年。

许多亲身经历这场战争的人，随着时间的流失而辞世。遗憾

·的是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没有留下任何有关战争的资料和记录。

在战后相当民的时间内，历史学家们没有对南京事件进行调

查研究。直到1971年，才有《朝日新闻》记者本多胜一开始这项

工作，写出了轰动日本的《中国之旅行，一书。由于对南京事件

长期缺乏研究，给日本的右翼分子和团体造成了可乘之机，导致

了教科书问题的发生，南京事件"虚构说"、"虚幻说"的泛滥和国

民对侵略战争·意识的模糊。这个责任应由历史学家们承担。

有幸的是，现在是战争体验者和非体验者共存的时代〈虽然

是最后阶段)。所以，现在谈南京大屠杀，谈为什么要把南京事件

作为历史学的课题，是具有深远意义的。

关于战后一代人的战争责任，家永三郎教授①在其专著《战

争责任》中己作了理论土的阐述。这里举一个与南京事件有关的

例子来进行实例论述。

本多胜一在调查南京事件时曾在当地这样说，南京大屠杀

斗时，我还是一个孩子，不能对这种战争罪恶负直接的责任。从本

质上讲，中日两国人民都是受害者。但问题是现在，一般的日本

① 家永三郎，日本著名的历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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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在战争过去了20多年后的今天，仍不知道日本人在中国究

竟干了些什么。如日本再踏上侵略战争的危险道路，我们视而不

见，那我们就有直接的战争责任了。为过去的军国主义侵略向受

苦闷"赔礼道歉"只是形式问题，阻止日尔再走军国主义老路，

才是真正的谢罪。我的这次采访，就是在这种意义上即阻止复活

军国主义的 A次战斗。

孜认为本多胜 A说到了战后-代人战争责任的本质所在。

丑却巳么、 通 i过立分析 i南苟京事 1f，1吁r牛h于

质'对于阻止新的侵略战争，会有多大的效力呢?现在的日本社

会状况，又类似于通向新的侵略战争的准备阶段-- "战前"阶

段。许多日本国民对此己有深切的体会。和平宪怯下的这种状况、

是令人扭忱的。假如日本再发动侵略战争，作为国家主权者的国

民却不子制止.那他们的战争责任就比战前天皇主权下的国民大

得不 nr 同日而语了。

为了阻止日本主向新的"战前飞历史学家们应做些什么呢?

我认为有三方面的卫作可做。

1、从参加过战争的人那里收集保留下来的资料，记录和回忆

录，调查发掘战斗日记，战斗详报等第→手资料。通过这种积

极、扎实的调查研究，搞清南京事件的全貌。如南京大屠杀的事

实以翔实的证据在国民心中扎下根，任凭他人再把侵华战争称之

为"白存自卫的防卫战争飞"实现中日亲善、东洋和、于F的战争"

u从欧芙帝国主义统f治台下解放!I亚æ眨lí.萨洲的战争"\，企图使侵略战争正当

it. 都会以失败而告终。

今天，未经历过战争的人占了人口的大半，战后日本国民对

佼略战争所作的道义七的反省和内疚感，随着时间的流失而被抛

在后面。因此，基于正确的历史知识去认识侵略战争，就具有更

深刻的意义。南京 k屠杀典型地暴露了日军的暴虐的理论和行动

特征.是一部极为重要的认识历史的"教材"。

2、从过去的侵略战争中提取历史教训，分析'日军进行南京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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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杀的各种历史的社会的因素，考查我们现在的社会或主;识结构

中有没有残留或再生与之同质或共通的东西。例如，在日军残暴

蛮杀的背景中，就有对中国人的蔑视感和差别感。在理在[ilJHK

人中问，是不是新的类似的对华蔑视惑、差别感、又在抬头?对

此我们必须加以检讨和警惕。

此外，我们还应对南京事作所怆的历虫阶段中的直接原闷和1

j'fî] 接原因，近因和远因进行个别和综合的分析。

3、揭露要把日本推向新"战l宵"的右翼势力，阻止他们过 IJ

-tr:国民的策动。历史的因果是严肃无情的。战后由于没有通过国

民自身的力量彻底追究战争责任，这个欠帐到了现在就以严酷的

形式表现出来了。战后日本尽管动了社会民主化的大手术，但没

有及时除去侵略战争的主要病根?比之在经历了40多年后又蔓延

起来。

这种病板，就是被本多胜 d 称之为"发动战，}的三种神搓'二

即天皇、财阀、高级官僚反共保镖知识分子。家永三郎敦授曾严

厉地指出了他们的战争责任z"职极出迎合、协助日木政府的侵略

政策，主动地袒护侵略战争和镇压国民"的怯官"比以肉体恐吓

镇压人民的警察更负有责任"的军国主义教师:"利用时局噜把赞

美战争的作品传播于世"的作家及文化界的知识分子F 还有"以

极主动地为扩大、推进战争承担煽动读者任务"的新闯宣传机

构等。

上述势力是侵略战争的积极推进者、参与者，战后却被兔?

追究战争责任。现在，他们又成为促使日本右翼化、军事大同

化，推动日本意向新的"战前"的潜在势力。这一事实表明，不

、管我们主观上是否愿意，战时一代人的历史遗产已由我们战后一

代人继续下来。而对南京事件及侵略战争的责任进行历史的阐明

和追究，是与阻止日本走向新"战前"的目标紧密相连的。历史

地追究战争责任的方法，如以南京事件为例的话，就是提据叶上

述因素的分析，明确各阶层、诸势力应负的责任，并将它与现在

147 



的动向进行对比和检讨，揭露把日尔拉向新"战前"的恶势力.

阻止他们重新把日半推向战争的深渊。

二虚幻说、虚构说与文艺春秋

:~，j 于南京事件的研究和争论，南京事件调查研究会的成员们

整理元成了如下ì~稿 s

笠原十九司: ((南京大屠杀与历史研究平(<<历史地理教育F

37 (ì号， 1984年)。

石岛纪之<<围绕南京事件的新争论点>> ( ((日本史研究)>281号，

1986年)。

笠原十九司川南京大屠杀不存在吗? ) ( (历史地理教育E

395号. 1986年〉。

君岛和彦、井上久士: <<最近评价南京大屠杀的动向，μ历史

评论叫32号， 1986年九

吉回裕2 《十五年战争虫研究与战争责任问题一一以南京事件

为 l卡心事们一桥ì~丛》第97卷第2号， 1987年〉。

南京大屠杀"虚幻说"、"虚构说"最近已完全破产的经过及原

因，在上述论稿中已有详实论述。本稿拟从分析把日本推向新

"战前"势力的角度，来回顾一下围绕南京事件的研究、争论及

其性质。

整理一下南京大屠杀"虚幻说"、"蓝构说"的论著就会发现，

它大都是文艺春秋①的出版物。其他出版物的影响力还不能同它

相提并论。南京大屠杀否寇论是经过了一个从"虚幻说"、"虚构

说"到最近的"低评价说"、"时效说"变化过程的。按其内容可分

为主个阶段。

第」阶段(70年代前半期) ，针对本多胜」的《中国之旅行斗

① 文艺春秋是日本最大的出版社之一，也I{ 主:子 1923年，出版《文艺春秋M语君 y

等多种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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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布"虚幻说"。

《朝日新闻》记者本多胜‘，是战后第一个对中国主吉者进

行采访调查的日本人。他在1972年写出了《中国之旅行>> --书(朝

日新闻社， 1972 年) ，它真实地揭露了日卒军国主义在侵华战争中

祀下的罪行，给了日本国民，特别是青年以很大的震动和冲击。

首先对此进行"反击"的，是{使壳用 l'铃木明"笔名的一个i记己者。

他在《诸君君:))杂志 1972年4 月号上发表了《虚幻的"南京大屠杀"

一文，经过该杂志志、逗载后，由文艺春秋在1973年出版了单.行木。

铃木明的这本书，即是"虚幻说"的由来。作为否定南京大屠杀

的论据，它受到了一些新闻宣传机构的大肆吹捧，并被引用于教

科书的审定。

继铃木明之后，不遗余力地扩大"虚幻说"影响的是山本书

店经理山本七平。当时，右翼势力以《诸君>> 1972年 1 月亏发表

的《朝日新闻自~"对不起勺为开端，展开了对本多胜<(中国之

旅行》的批判，其高湖是伊扎亚·本达桑著、山本七平译的《关

于日本教}) (文艺春秋， 1972年〉的出版。当年多胜→等揭露了

该书作者系虚构人物后，山本七平便以自己真名在《诸君，杂志

上连续发表了否定南京大屠杀的文章，最后汇集为《我心中的日

本军》上下集〈支艺春秋， 1975年〉出版。

《诸君》是这个时期"虚幻说"的发起者。这个文艺春秩的

杂志与→些右翼文艺团体有密切的关系，在其周围，聚集了 4批

右翼文人。 1969年秋，该杂志创刊不久，就每月定期召开一次

"谈话会飞由该杂志主编田中健伍任干事长，有西义之、木

村尚三郎、志水速雄、*崎辑雄、香山健一、山斗ζ 七平等人参

加。这是→个右翼知识分子有组织地攻击战后民主主义的沙龙。

为南京大屠杀"虚幻说"大动笔墨的山本七平、铃木明，及以后

宜扬"虚构说"的波部升一、田中正明等人，都受到了田中健伍

及文艺春秋的重用。这些人被称为"文春作家"(即专为文艺春秩

写稿之意)。过去对"虚幻说"、 "j苹构说"的批判，基本上是针对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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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人进行的。今后要注意的则是那些在背后操纵这些人的组织和

势力。

第二阶段 (80 ;Y'代前半期〉在敦科书问患上，散布南京大屠

杀"虚构说"。

1982年夏，文部省对教科书不实事求是的审庄，卖到了亚洲

邻国的批评，发展成了外交问题。特别是对敦科书中关于南京大

屠杀记述的限制，更成为众矢之的。

夜部升 a首先对这种批评进行"反击"。他在1982年 10月号的

什者君》上，发表了《群犬虚吠的教科书问题))，在次年10月号的

问 J杂志上发表了《教科书问题·国辱周年》。这个时期，.lJ!受

叫苦君》及 4文艺春秋》重用的，是散布南京大屠杀"虚构说"

的田中正明。他自称是松井大将的原秘书，先后在《诸君》发表

了<<"南京大屠杀"，松井石根的营中日志叫 1983年 9 月号)，在《文

乙春秋》发表了《被朝日新闻拒绝的五篇反地)) (1984年 10月号) , 

散布南京大屠杀"虚构说飞后来，由田中正明担任主持人‘召集

了自/仨正巳、鹊饲敏定、板仓由明等南京大屠杀的否定论者，举

办了一个"‘南京大屠杀'参战者的证词"座谈会，企图否定南京大

屠杀的存在。总之。当田中健伍转任《文艺春秋》总编后，该杂

，ι就与《诸君》一起，成了南京大屠杀否定论者的喉舌。

第三阶段(现在)"低评价说"①与"肘'效说"的登场。

‘虚构的"南京大屠杀"川日本敦文社， 1984年〉一书的作者

旧巾正明， 1984年 8 月竟然以原告代表身份，对现行教研书问题

进行边诉讼予但很快就失败了。 1986年 1 月 4文艺春秋》刊载了

板仓由明的文章-一- ((关于松井石根日记的篡改p。这意味着田中

iE明已被《文艺春秋》所抛弃。取代田中的是泰郁彦。他在<Ì;者

11· 》 ]984年 10月号 t友表了《松井大将哭了吗7))的论文，提出了

"低评价说"01985年 3 月， ((诸君》召集了一个以"南京事件的

① "低评价说"认为小国所讲的南京事1'1 的规模是夸大其词，应降低对其规模的r

评价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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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中"为题的座谈会，号称是"屠杀派"、" II~ 问派"、"虚幻派"的

大会战。洞宫雄、秦郁彦、铃木明、四 rÞ lE明等各抒己见 ， .Ti 不

it步。

由于奈郁彦、板仓由明的"低评价说"发表于中央公论的出版

物土，所以，他们还不是"文春作家"。文艺春秋是以新近出现的

"时效说P 和"侵略免责论"①来取代"虚幻说"和"虚构说"的。

1982年《文艺春秋》读者奖获得者，记者长谷川庆太郎写的《再

见了亚洲))(文艺春秋发售， 1986年)一书即是此物。它的发行人

即是田中健伍。该书宣扬什么现代社会是承认犯罪"时效"的，"时

效"同样也适用于侵略战争-。他指责中国至今还在批判日本侵

略，是没有"时效"观念，井由此判定中国尚处在"根本不懂国

际常识和现代社会原则的‘前现代社会，，，。

该书认为，在战争已过去了40年后的今天，日本国民还保留

着强烈的战争责任意识，对亚洲被日本侵略过的国家和人民还抱

有自责感，是因为他们还没有从"战败感觉"中解脱出来。该书还

极力夸耀日本在亚洲的高超地位。它可以说是当代的"脱亚论".

反映了日本近几年兴起的经济大国意识中的另一个侧面。

研究中国问题的中鸪辑雄，在1986年 3 月号的《诸宫》上发

表了《被中国咒住的日本←一日中关系与历史的决算》。他尝试用

另→理论来11::述"侵略战争兔责论飞中鸣写道，日本侵华造成了

1000万中国人的牺牲，可中国在支革中死去的人则多达2000万。

对少数民族来讲，汉族即中国人永远是侵略者。对战后一代人的

战争责任，他的结论是"不必民期承担侵略中国的原罪，也不必

以骸罪来发展日中关系"。我不认为现在的年轻人应负侵华的原罪

和必须为战争赎罪。但问题在于如何看待战后一代人的战争责

任。中 Úl鸟没有考虑到现在战争责任的延续，仅把战争责任缩小为

赎罪问题，因而陷入了"侵略战争兔责论"

文 z春革秩k1散技布"时效说"飞、"免责论飞是为预防"低评价蜕"破

"兔责论"主要认为过去日本侵略的责任，在战后应予免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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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而采取的先下手为强的一个手段。也是在南京大屠杀、毒气

战、细菌战、鸦片问题等日军侵华罪行被不断揭露的情况下、采

取的对抗性措施。

根据战史研究专家高崎隆治的考证，文艺春秋与50年前的昨i

京事件有着历史的因缘。进入30年代后，文艺春秋的右翼比己非

常明显。当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消息在国外报道后，受到了国际舆

论的强烈谴责。为此，文艺春秋协助政府发动了"南京大屠杀是

假报道"的反宣传活动。当时电文艺春秋帜极地声援政府和军

部，担当了侵略旗手的角色。

武汉战役时，文艺春秩集中了鼻批文人，组成"笔部队"，协

助军部作战。他们编辑的《当地报道》、《大洋》、《今日日本》等刊

物，部狂热地鼓吹战争。对于文艺春秩在侵略战争中起的重要作

用，高崎隆f台在《文艺春秋与十五年战争>>(与他人合著J危险! ? 

文艺春秋>>，第三文明社， 1982年)中作了详致的论述。

战败后文艺春秋被免于追究战争责任。但在经过了 40年之

后，它又在推动日本向右转，实在令人痛心。

三南京事件研究的现状与问题

1 "低评价说"的登场

南京大屠杀"虚幻说气"虚构说"之所以被粉碎，是由于下面

f的原因. (一〉湛几年发掘出了一批旧军人记录、证词，都证明了

南京大屠杀事实的存在。特别是新发现的原日军第16师团民中岛

今朝吾的日记，清楚地记载了集体屠杀数以万计的俘虏的命令。

这对打破"虚幻说"和"虚构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二)"虚构

说"提出者田中正明，大量篡改作为否定南京大屠杀证据的 4松

井石根大将的营中日志》的行经被揭露。(三〉以1984年 8 月成立

的南京事件调查研究委员会为核心，对南京事件进行了较为全丽

的研究，其成果在近几年相继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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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皆行)) (原陆军土官学校毕业生团体杂志)从1984年开始连

载 !1:i乍正巳编著的《南京战史证词))，可以说是"虚幻说"和"虚构

说"破产过程中的插曲。 <f皆行》本想搜集南京战役参战者的证

词，以证明南京大屠杀是"虚构事件"。但事与愿违，他们征集到

的记录，证词，反而大部证明了南京大屠杀的存在。《借行》无

奈，只好承认南京大屠杀的存在"向中国人民深表歉意气但亩

本正巳推断中国被害者约有3000-6000人 s 板仓由明则推断有

1. 3万人。这样， 4:借行》最后转变为"低评价说"。

取代"虚幻说""虚构说"登场的是以提仓由明和秦郁彦为代表

的"低评价说飞

板仓在 4南京大屠杀的数字研究》一文中.说什么如不能证

明南京大屠杀30万人的话，中国所说的南京大屠杀就是虚构的。

他不进行统计资料的考证，而是把南京的人口与东京下町的人口

进行密度比较，因而断定南京为30万人口的城市。他认为即使把

残留在南京的市民全杀了，也不可能是"30万人的大屠杀"。他判

断受害者只有1-2万人。虽然这也够上大屠杀规模了，但板仓却

强词夺理，说什么够不上30万，就不能称之为南京大屠杀。这纯

粹是为否寇论进行诡辩。

亲郁彦在《南京事件一-"屠杀"的构造>> (中央公论社，

1986年〉一书中，利用战前日军的史料〈泰在防卫厅任过职，该

厅藏有战前日军资料)，肯定了南京大屠杀的存在和过去的研究成

果。但人们认为秦郁彦的目的，在于对南京大屠杀的规模进行

"低评价"，以对抗中国的"屠杀 30万说飞他认为实际被害者在

3.8万人一→4 ， 2万人之间。他把对失去战斗能力或意志的"败残

兵"、"投降兵"的杀害，看作是"具有战斗延长的因素"，不算作屠

杀 z 把遭到难民区的士兵当作"便衣兵"杀害，看作是"处7刑n刊f'

奈郁彦的i这主种观点，受到了吉田裕等学者的批判。

秦郁彦虽承认屠杀 4 万人也够得上称大屠杀了，但由于他把;

对吁世践兵""投降兵""便衣兵"的杀害排斥在外，所以大大街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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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事件的规楼。他的"学壮成就"将会在支部省市定教引 t~时

受到重用。

2 最近的研究成果

革初与南京事件的否定论者展开敢烈斗争的‘仅限于，，"多胜

一、洞富雄、高崎隆治等人。近来，以南京事件调查研究合的成

员为中心，把南京事件的研究推向了 a个新阶段，有力地回击了

否定论者。 JE代表性的论著有 2

藤原辛32 《南京大屠杀)) (岩试书店. 1985年)。他把南京事{中放

到日军军队、战史中进行分树，指出了日军进行大屠杀的历虫特

民和历史背景。他指出大批屠杀俘虏和没有战斗行为的人不仅违

反国际法，也是非人道的，进而驳斥了"fij;评价说"。

本多胜"通向南京之路) (朝日新闻社， 1987年)，是作者

在 1983年沿着日军进攻南京的路线?采访当地的受害者，然后与

日本方面的资料对照后写成的。作者系统地考察了日军从杭州湾

登陆到占领南京期间杀人放火、抢劫强奸的犯罪事实。这对解开

南京大屠杀的全貌具有重要意义。;尔多的这种立足点和研究方

沾，对我们研究南京事件及日中战争、太平洋战争的侵略构鸣也

很有启发 o

吉田裕1:天皇的军队与南京事件>> (青木书店， 1986年九它坪

细记述了日军从上海登陆到进攻南京期间杀人放火、无恶不作的

犯罪过程，指出南京大屠杀是有计划有组织的行动。本多胜-~- [1甘

著作是以中国受害者的证词为中心，而吉田则多利用日军方面的

资料，两者正好相互印证补充。

笠原十九司: ((南京大屠杀的全貌为何未被报道)) ( ((历史地理

敦育>> 396-401号， 1986{f.)。该文指出，由于在南京事件前夕发

生了日机击沉美国军舰"伯奈号"的事件，外国记者无法对南I巨大

屠杀的全貌进行采访和报道。

和]宫雄((南京大屠杀的证明)> (朝日新闻社， 1986年)。古以田

中正明的"虚构凶"和板仓由明的"低评价说"为靶子，对南ZE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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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杀否定论进行了系统、有力的批判。洞富雄根据翔实的史料写

成的这部书，还可以用作南京事件阱究的"索引"。

除此之外，南京事件调查研究会正在编辑包括中央文在内的

南京事件虫料集。可以相信，这个史料集的问世，对彻底搞清南

京事件的全貌，将发挥重要作用。

另 A方面，中国也在1985年建立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

难同胞纪念馆"。在这前后，还发行出版了一批有关南京事件的研

究专著和资料集，很引人注目。南京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辑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专辑》已被译为 4证言·南京大

屠杀>> (青木书店， 1984年〉在日本出版。南京大学高兴祖写的

《日军侵略暴行-南京大屠杀，也译为日文《南京大屠杀川日

本教职员工会·国民教育研究所， 1986年)出版。

3 今后南京事件研究的课题。

关于南京大屠杀是否存在的问题，在经过了十几年的争论

后.现已告结束。即使新的否定论者-一"低评价说"也承认了数

以万计的中国人被屠杀的事实。现在的问题是. (一)关于中国受

害人数问题，这个问题至今争论不休。与广岛、长崎原子弹爆炸

的受害者人数一样，要获得南京大屠杀受害者的准确数字是困难

的。而"低评价说"正是以此为最后据点，通过否走"屠杀30万

人说"来否定南京大屠杀。当然，比数字更为重要的是大屠杀的

性质和内容，但推断出一个较为可信、有说服力，能掳较准确地

体现南京大屠杀规模的数字还是必要的。在目前的研究阶段，洞

富雄根据资料推断出的"不低于20万"的说怯较有说服力。但要

把;立一问题彻底搞清，还必须对各种资料进行更充分的研究。当

前，应首先弄清"投降兵川败残兵""便衣兵"及俘虏被集体枪杀的

情况，确认其在罔际怯上的道怯屠杀行为，以打破"低评价说"。

另外，中日两国对屠杀忘义的理解有所不同。中国从日本侵

华战争的性质考虑，把战死的士兵也包括在被屠杀之列。对此，

我们应从被侵略、被屠杀者的角度予以尊重。主11无视日本对华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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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的侵略性质和前提，就主给右翼言论以可乘之机。

(二〉是要全面具体地弄清南京事件的全貌，佳}扭京大屠杀

成为国民的常识。因此，在战争和战后两代人共存的这个最后时

代，尽可能地把日中战争经历者们的回忆、证词、日记等第→手

资料收集保存下来是非常必要的。这个繁重的工作只靠专业研究

者是不够的，它有待于社会各方面的共同努力和合作。

但是.在日本，收集和公开参战者的证川、记录，会遇到各

种障碍，受到各种压力。对于提供有关南京事件资料的人， I曰:罕

人团体或遗族会(战死的日军家属团体〉往往向他们施加压力，

封堵他们的口，致使一些藏有关于南京大屠杀第 4子资料的人，

慑于这种压力而不敢公开。这些政治势力的目的，是企图掩盖日

军在华犯罪事实。我们必须想办法解诀这个问题。

现在，南京还有 1000多名南京事件的亲身经历者在世。 1舌望

中国方面抓住这最后的机会，充分利用这个条件，原快建立 A个

类似新加坡那样的"文献·口述历史馆"，以收集保存珍贵的口述

资料。

另外，日非防卫研究所还有一批当年日军遗留下的资料，但

不许我们查阅。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市档案馆都收藏有南

京防卫军的战斗详报或南京军事审判记录等资料。我们请求两国

当局尽快公开和发表这些史料，以利于南京事件的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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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遵宪《日本国志》的改革思想

及其对戊戌变法的影响

(涣) 梅丰琳(Jocelyn Milner) 

导论:茧氏供职中国驻日中;大使馆(1877-1882 年)。所

i扣日本杂事由忖所著《日本国志忖自序E 薛福 r&:序;著注目的。

黄遵宪 (1848-1905年)的声誉是基于他在诗歌方面的成

就。{也是一位以旧的文学形式表现新思材的平如家。然币，黄氏

的作品与他的政治生怪是分不开的，他的垣材许多是他在日本、

美国、欧洲和马来亚担任公职期间对这些国家的描述，还有许多

题时是他在羁旅期间所产生的改革激情的反映。因此，他的政治

思想和切身境遇就的成了他的文学成就的基础。他是如思想的鼓

吹者，并且拥护在儒学原理的规范内使古典时代健全的知识活力

元气复苏。

黄氏于1876年毅然决然投身外交，这是他整个生涅的转折

点。他的诗篇表达了不懈寻求切实的报国之路的雄心壮志，这使

他要求跟随中国首任驻日公使何如i璋 (1838-1891年〉赴日。;主

时他28岁， 1].顺天府拔贡的身份中了进士。①他加入了包括何如

璋和副使张斯桂等30多人的使团，于1877年 10 月 22 日(农历〉离

开上海(前此曾因日本发生萨摩之乱，使jJ期推延了几个月)。使

团一行于一个月后到远神户，到年关才抵达东京。作为佳馆参

赁，黄氏的职务是相当悠闲的。他协助何如璋草拟致总理衙门的

官方文书。但在公务之余，他还是有时间学习日语，与日才立学者

① 黄jl宠 '1' 的是举人而不是近士。-一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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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往，写诗。

黄氏在日本时，正1直日本各政党因对外政策发生分裂，而主
战党日渐占了上风。黄在→首诗中叙述了当中国使团一行抵达神
户时，一位来自琉球的大臣登船呈递国王请求中国政府帮助抵抗
日本压迫的信。梁启超(1873一-1929年〉在墓志铭中说他读过

1879年何如璋致总理衙门和北洋大臣讨论琉球和日本的关系的信

件，大约有10万言，并指出大约百分之七八十出自芮氏手笔。这

些信件强调了坚定的抵抗政束b ①

日本扩张主义政策的另一个目标是朝鲜，而就在1880年，黄

氏帮助草拟了一份讨论朝鲜形势的报告。梁说，他建议中国派员

驻扎朝鲜宫廷主持外交事务，并且劝告该国不仅应继续与中国友

好，而且与日本、美国也应保持友好关系。这个计划没被李鸿章

0823-1901年〉批准，自然也遭到朝鲜保守派的非议。

梁接着写道:

"而后此甲午之役，即坐是生纷议，丧国戚、壁壁以极于今

日。使先生能IT其志于三十年前，今之中国，岂其至此7" ②

黄氏意识到了日本侵略中国的危险，正如他在给总理衙门讨

论中国对琉球政策的信中所说的那样 z

"琉球且小，近三万户。课丁抽练，不上万人。弃以资盗，

并坚其事敌之心。日人练之为兵，驱之为寇，习劳苦、惯风祷，

不出数年，闽海先~其祸。"③

但是，黄氏对日本并不采取敌对的态度。他倒是主张中国和

日本为了共同的利益应把力量联合起来，以抵抗俄国和西方的侵

略。他在《陆军官学校午L成贼呈有栖川炽仁亲王》诗中说:

③ 梁启超(饮冰窒诗话)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7年)第 104-106页。

② 同上，第105页。
③ 黄遵宪(入境庐诗草) (1 1卷，钱尊孙复注，上海，商务印书馆版， 1936

年) 0 (年谐'第 8 页。亦见何如璋(与总署总辩论球事书)，收入温廷敬、戴培基

编(茶阳三家文钞>(仿宋印书局， 1925年)卷 2 ，第 1- 5 页。

158 



"念余捧载书，相见借玉市。

同在亚细亚，自昔邻封辑。

譬若辅车依，譬若特角立。

所恃各富强，乃能相辅粥。

同类争奋兴，外侮日潜匿。

解甲歌太平，传之千万亿。"-1)

何如璋公使在日期间曾有亲笔的供职记录，见于 (f史东选

略E 和 4陇东杂咏》中，但他并不像黄氏那样，对当前政治事件

的意义表现出浓厚兴趣，也没有充分认识到日本在中国的未来发

展中将起到的重要作用。黄氏在30年后写的 4已亥杂诗》的一段

注释哩，追述当时他曾对何如璋说"中国必变从西怯 ω 其变怯

也，或如日本之自强，或如埃及之被逗，或如印度之受辖，或如

被兰之瓜分9 则吾不敢知，要之必变"。②基于这样的热心，黄氏

不是单纯地把日本看作一个收藏着中国旧时习俗的古雅博物馆，

或看作写诗和娱乐的一个风光如画的背景F 而是对这个国家的社

会和政治历史，改革的根本原因和1880年前后西化狂热登峰造极

时的显著效果作了认真的研究。他在研究中，始终不忘祖国，正

如他1902年在《新民丛报，发表的 4致梁启超函，所说z

"时民权之说极盛.初闻颇惊怪，既而取卢梭、孟德斯坞之

说读之，心志为之一变，以谓太平世必在民主。然无一人可与

言也。"③

在这样的国际形势下，在这样的思想情绪中，黄遵宪的两部

著作一_. <<日本杂事诗》和《日本国志》问世了。

虽然本立探讨的是4 日本国志>，但首先却要提到4杂事诗)c

由于这些诗描写了与《国志，几乎相同的内容，因此完全有理由

① ‘入境庐诗草，卷 3 ，第 9 一10页.
② 网上，卷 9 ，第11页。
③ 丁文江= ‘梁任公先生年?曹长编初稿) (2 卷集，台北，世界书局， 1 958年〉

第 1 卷第1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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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杂事诗)是对《囡志》的非i、篇。该书是 1877至 1879年间走

氏还在日本时写的，先是由北京同文馆于1879年刊行G 同年，王

韬 (1828年生〉访问日本，在他的!日历 4 月 22 日的日记里写道，

黄氏带着他的《日本杂事诗》前往拜访他，王韬问可否把 f33事

诗》交由他的印刷所出版。于是，该书便于次年王韬回香港时用

《循环日报》的活字版重印。在日本，凤文书局也有翻驭。在几

报部分两卷，共收154首诗。:江部作品后米还在中国和日本重版

了几次，最后的寇本是1898年在民沙出版，收200首诗。因为在

1898年重新发行时他大加增补，所以定本中不是每一首诗都反映

了黄氏在日本时的思想和情趣。

然而，黄在该书的定本序言中仍然说:

"余于丁丑之冬，奉使随挂。既居东二年， 梢与其上反犬

黯， 1.吴某书，习其事。拟草《日本国志》一书，网罗旧闯，参考

新政。辄取其杂事，衍为小注，串之以诗，即今所衍《杂事i寺》

是也。"①

事实土，编筹《杂事诗>> )是同茧氏准备编写《日，+~闰丰》忠、

息相关的。 1896至1898年，他在中国从事变法活动期间对 4杂事

i争进行增补工作，也是与《同志》中以现代日本为借鉴影响中

国的意图相夫联的。②

《日本国忐》严格地说是一部《日;;iq1?; ì> ， .... ~采用方志的形

式，内容包括讨论地理、地方风俗等各部分。黄氏此作被A.W.

恒慕义和J. K. 费正清反随后的论文称为"历虫"，③本文也就循

例照办了。《国志》包括中国史书中惯有的那些部分，还包括新的

篇章，女n最后的《工艺志》。全书十二部分为 2

① 直走遵宪(日本杂事i每 Þ( 2 ot告，根据1898年长沙富文堂版手抄本3zm} 第 1 页。
被收入早期版本《西欧丛书'卷25. 梁启超编，上海. 1896 年。
② 《日本杂事诗，附录第 5 页。

③ 恒慕义编<<清代名人录>>( 2 毡，华盛顿，美国国家出版局 .1943-1944年〉第
:3 50 页。邓嗣禹和费正清， ‘中国对西方的反应>(马萨诸塞州，饮布里奇，哈佛大学出
版. 1954年)第1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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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主j 统ii

2 邻交志

3 天支J击;

4 地理志

5 职官正;

6 食货志

7 兵志

8 刑法‘志

9 学术志、

10 礼俗志

11 物产志

12 工艺志

黄氏在日本时便开始编篡《罔志))，但未能完成。 1882年， f世

奉报为旧金山总领事，在任三年，公务繁忙，无暇继续编筹。

1885年，他带着材料回到故乡广东，全力从事，了终于 1887企.rl~(.

书。在序言中，黄氏细述了编寨的经过 z

"今上光绪元二年间，遂有遣使驻扎之举。丙子之秋，翰林

{主讲何公实膺出使日本大臣之任，奏以遵宪充参赞宫。窃伏自念

今之参赞官，即古之小行人外史氏之职也。使者捧龙节、乘驷马

驰驱，革要掌王事靡监，盖有所不暇于文学之末。若为之寨属者，

又不从事于采风问俗，何以付朝廷咨谏询谋之意。

既居东二年，稍稍习其文，读其书，与其士大夫交游。遂发

凡起例，创为《日本国志》一书。朝夕编辑，甫创稿本。复奉命

充美国总领事官，政务靡密，无暇卒业，盖几几乎中辍矣。乙百

(1885年〉之秋，由美回华，是使郑公〈郑藻如，死于1894年〉

既解任，继之者张公〈张荫桓， 1837一- 1900年) ，仍促余住，而

两广制府张公，又命遵宪为巡察南详诸岛之行。遵宪念是书弃置

可惜.均谢不住。家属有暇，乃闭门发筐，重事编寨，咒几阅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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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而后书成。凡为类十二，为卷四十。"①

在<<)1.例》里，黄氏进一步记述了编书的艰辛 z

"日举古无志书，近世源光国作《大日本史问仅成兵、刑二

志。蒲生秀欲作民族、食货i者志，有志而未就。新井君美集中有

回制货币考诸叙，亦有目而无书。每比皆汉文之史， 而残阙不

完，则考古难υ 维新以来，礼仪典章，颇彬彬矣!然各官省之职

告11、章程、条教、号令、虽颇足征引，而概用和文，不司胜泽。

19! Ij征今亦难，此采辑之难也。

以他国之人，寓居日浅，语言不远，应对为烦，则询诸难。

以外国之地，襄助乏人，浏览所及，缮录为劳，则抄撮亦难，此

编篡之难也。

既非耳目经见之书，义多名称僻异之处，而其中事物之名，

有以和文译江文者，有以英文译和文再译汉文者。或同字而异

文，或有音而无义，则校髓亦颇为难，兼是三难。又乏才学，力

小任重，每自兢兢搁宅抑屋，时欲中辍，徒以积历年岁，电勉朝

夕，经营拮据，幸以成书。其中芜杂之讥.疏漏之泊，诚知不

免，瞻仰前修，引盼来哲，庶有达者理而董之。所为每一展卷，

号辄愧悚交集，旁皇竟日者矣! "③ 

1895年④， 薛福成 (1838一一 1894年)从巴黎给《国志》写

了序文，薛氏在欧洲任公使时黄氏曾在他手下供职(1889一一 1891

年) ，薛氏述说《罔志，的编篡过程与黄氏的说法相符，另指出用

了大量参考书=

"嘉应黄遵宪公度，以著作才，屡佐东西洋使职。光绪初年

为出使日本参赞，始创《日本回志予一书，未卒业适他调，旋谢

① 《日本国志'‘序言~，第 3 页.

② 源光国， 17世纪学者和历史学家，中国诗人朱舜水的朋友，见郑子输(黄
遵宪与日本) ，载《南洋学报) 17辑(1 961年 4 月 1 日〉第 1卷。据实藤惠秀来信
说，蒲生秀或许是蒲生装亭〈见大日本人名辞书， 551页。实藤所知没有蒲生秀这个
人〉。新井君类， !lp新井白石(1 656一-1725年)，学者和藏书家。
③ ‘日本国志M凡例h

④ 应作1894年，因酶氏解任并死于是年。一一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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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闭门，磨续成之。采书至二百余种，费日力至八九年，为类十

二，为卷四十，都五十余万言。"①

这些叙说表明《日本国志》是一部勤恳辛苦，眼界广阔的学

术著作。它对日本历史和直至1880一一 1881年间(光绪6 、 7年，

明治13 、 14年〉日本社会情形记述的真实性是无人质疑酌，尽管

它自然地附和了当时普遍接受的有关日本皇室神圣世系的说站，

那是认为从神武天皇开国至明治维新的历史是一脉相承不曾中断

的ω ②黄氏的叙述并无偏见，既不偏袒中国而拒绝承认本同之外，

任何有价值的事物，又不偏袒日本而一古脑儿说它的维新全盘值

得赞扬。

至于他实现宗旨的途径，和达到使他多年不辞劳苦的日标的

途径，在他的诗集里，黄氏有一首写于1887年的诗就是记述 4国:

志，完稿情形的 z

湖海归来气未除，忧天热血几时捷。

千秋鉴借吾妻镜，四壁图悬人境庐。

改制世方尊白统，罪言我窃比黄书。

频年风雨鸡鸣夕，洒泪挑灯自卷舒。③

这里的《黄书》一卷是王夫之的著作。王夫之也叫王船山

( 1619一一 1692年) ，湖南衡阳人，反清分子， 17世纪很有影响的

著作家ι4黄书》是他死后于1840一1842年收进《船山遗书，才首

次刊布的。它表达了王夫之关于现存政府应当维护社会的利益和·

执行天意的理论F 它还表示所有的国家都应自己管理自己，必须

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更管理的方泣。黄氏受王夫之的爱国思想的

感染，所不同的是他并不是从种族的角度来思考问题，而是从民

族的角度来思考问题。他希望创立一种得到人民支持的新的管理

① e 日本国志) {薛序，。

② 《日本国志，卷 1 .第 1 页。

③ 《人境庐诗草'卷 5 .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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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为人民谋福利，抵抗外来侵略，维护 i1~ 家在国内外的咸宜。

在《凡例》中，黄遵宪更为坦率地表达了他写作<< n ~二囚
JZ二》的意图，他说:

"检昨日之历以用之今日则妄，执占方以药今病贝Ij谬s 故杰

2萨识时。不出户庭而论天下事则i芋，坐云雾而现人之国贝恼。

故兵家贵知彼。日本变法以来，革故鼎新， I~~ 日政令，百不存

一。今所撰录，皆i芋今略亩， ì芋近略远，凡牵涉西泣，尤加详

备，期适用也。若夫大八讲|之事，三千年之统，①欲博其亨、详

其人，则有日本诸史在。"②

换句话说，黄氏的卒意是希望人们把他的书当作为中网施政

和改革的书来读，而不仅作为一部日本历史的教科书来i去。远 4

宗旨使他坚韧地花费八年时间去写作和出版这本书。

这个时期人们普遍对日本的事情感兴趣，可是在中国却很少

介绍日本的书。黄氏在他的《春夜招乡人饮p 诗中，描述了本国

人民渴望更多地了解这个革尔小国及实神始传说的心情。③在

1890年改订《日本杂事诗》的序言中，他说这本书的重印，是为

了回答在国外时和1885年回国后收到许多朋友关于日本的提问，

以及应他父亲的同僚之请而作的。 ② 

《日本国志》出版， 1896年。梁启超后序， 1896年。4:国

志、》由翁同解进呈皇帝， 1898年。康有为《明治变政考辈， 1898年。

《日本国志》最初于1890年交羊城富支斋付fP，⑤但它似乎

直至1895年才出版面世，因为在薛福成的序中说 z

"甲午，余藏英法使事.将东归c 公度邮致其稿巴黎，属为

之序。";ID

① 原文i吴{乍二千年，现据《国志'改正。一一译者

② 《日本国志> (凡例》。

③ 《入境庐诗草'卷 5 0 

③ 《日本杂事诗》卷 1 ，第 1 页。

⑤ 《入境庐诗萃) "年谱"第 14页.
⑥ 《日本国志>薛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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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年增补了梁启超的后序，梁与主与相识是在黄回国之后， f'g 
们在上海一起创办《肘务报))，从 8 月创刊直至10 月黄进京翻见，

他们于次年在湖南再次会面，当时黄被派往湖南。梁对《国志》

的评论之所以有重要意义，是因为这一评论标志着黄卷入康梁维

新党的时间，维新党于1898年执掌了政权。

梁的后序具有重大意义还因为它是写在1895年中日战争失败

赔款之后，这次失败唤起了全国的一种新的羞辱感， <<日本国志》

记载了一个通过改革和西方化实现自强，并且能轻易地在战争中，

击败它占老而强大的邻邦的因家.它的面世具有一种新的含义。

梁启超写道z

"中国人寡知日本者也。黄子公度撰《日本国志问梁启超读

之，欣悻禄叹黄子，乃今知日本，乃今知日半之所以强，赖黄子

也。又滋愤责黄子日 z 乃今知中国之所以弱，在黄子成书十年，

久谦让不流通，令中国人寡知日本、不鉴不备，不患不悚，以至

今日也。乃诵言日 z 使千万里之外，若千万岁之后，读吾书者，

若布眉目而列白黑，登庙庞而诵昭穆，入家人而数米盐也。则良

史之才矣!使千万里之外，若干万岁之后，读吾书者，远以知吾

Ht，审吾志 ι 其用吾言也， ií台焉者荣其园，言焉者辅其文"…·

日怀古之弹丸，而今之雄国也。三十年间，以祸为福，以弱

为强。一举而夺琉球，再举而割台拷。此土学子，鼻F睡未起，睹

此异状，挤口纤舌.莫知其由。故政府宿昔靡得而戒焉。以吾所

读《日本国志》者，其于日本之政事人民土地反维新变政之由，

若入共|可闰而数米盐，别臼黑而诵昭穆也。其言十年以前之言

也，其于今日之事，若烛照而数计也。又宁惟今日之事而已。后

之视今犹今之视昔，顾犬补牢，未为迟矣!孟子不云乎?有王者

起，必来取法。斯书乎，岂可以史乎史乎日之乎! "① 

帝师翁同解(1830-1904年〉在1898年 2 月 11 日(光绪二十

四年一月廿三日)的日记中写道:

① 《日本国志) ，，;后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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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向臣索黄遵宪《日本国志>)，臣对未洽，颇致 ìili ~住。 "CD

次日翁以 4 日本国志》两部进呈，据说皇帝读后颇多感触，:Þ

jjE一事件再次提起翁同解与康梁维新党的;关系的全部问题。 3翁

与黄早已相识。他们合面是在1896年，当时黄奉诏现见， Jt后他

们讨论了国际形势和仿效德国改革军队问题。那时翁己否过黄的

《国志F 并且对皇帝提及此书，这或许是经由其他维新党成员的

推荐?翁呈送《日本国志》的前几天，光绪亦曾命令总理衙门进

呈康有为的《日本明治变政考》及其他著作。康亦在总理衙门被

接见，康的著作和他的第七次上书一起于 2 月 28 日(光绪二十四

年二月初八日)进呈皇帝，这还是在6月 8 日〈光绪二十四年四月

二十日〉下"走国是"的变战诏令和 6 月 16 日(四月二十八日)

召见康有为的前几个月，足见光绪帝在读过黄、康著述之后，促

使他在这几个月间下诀心诏令变法。虽然黄子此年仍然处在政治

活动圈中，他于 6 月 16 日被诏令现见，并且于 8 月 10 日(六月二

十三日〉被任命为出使日本大臣，他却因病未能进京履行

使命。但他的思想，通过他的著作，或通过他的朋友和来自湖

南的门徒的传播，已经将他的影响带到宫廷和首部的政治活

动中心。

至于黄氏个人之影响无可考究c 我们只能够评价通过其著作

而得以传播的思想影响。对此，首先必须考虑到康有为的 4 日本

明治变政考》的相对重要性，且然笔者在写这篇论文时不可能引

用此部著作，但康在给皇帝的秦章中已将该书的要旨和他的观点

一并呈送，③下面是一篇康肯为卖市妇译文，用来与黄的菩作加

以比较=

① 翁同解<<翁文恭公日 ìê.> .载现{自货主编. <<戊戍变法) ( 4.册，中国近代

史资料丛刊，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7年1 第 1 册，第 52页。这部著作是关于戊戒变法
的著作总集。我所引的参考页码在那里可轻易查到。

②恒慕义，前引书，第351页。
③ 这一问题曾在肖公权的论文(翁同解与戊戌维新运动，中讨论过。见《清

华学报，新丛书第 2 号 0957年 4 月)第111-252页，特别是第132页和第 160页。

④ 见康有为:<康南海文钞 >(4卷集，上海，商务印书馆)卷1. 第 22-24页。

lô6 



"臣闯因无小犬.民无众寡，能修其政则强， 不修其政则

弱，臣不致远述……吉夫近者，俄本草尔，自大彼得起，发愤变

i主而霸北球 p 德大非特猎，起自小普，能胜奥、俄、法而成强

大F 威廉第一能用悴士麦治间，今乃霸全欧。萨谛尼小侯国耳，

有贤相嘉窝，与其主伊曼奴核起，而胜帝国之奥。若夫日本地

域，比我四川，人民仅吾十之一，而赫然变法，遂歼吾大国之

师，割我辽、台，偿工万万。若夫印度，岂非古有名万里大国

哉?然今则夷为奴属，或割为病夫，听诸欧蹂躏焉。夫以普鲁

士、萨i帝尼、日卒与印度、突厥，比土量民.不足一映焉，然强

茄盛亡荣辱若是其远也。

臣谧惧焉，况今者四海棒通，列强互竞，欧美之新政新陆新

学新器，日出曹奏，欧人乃挟其汽船铁路，以贯通大地，囊括宙

合，触之者靡，逆之者碎，采而用之，则与化同句乃能保全，突

厥至大田，守旧拒之则弱肖IJ; 日本小国，更新变用之则骤强p 此

其明效大验，公理正则，无可遁逃者矣ω

尝考日本变法之始至难矣，与欧美语文迥殊，则欲译书而得

欧美之全状难。帝者守府，而武门执权z 列侯拱之，其孝明天皇

欲作诗而无纸，则收权难，乃倒幕维新，而革命四起，则靖人心

难，新政初变，百度需支，频仍变乱，兵饷交因，而国库乏绝。

初创国家银行，资本仅得二十九万，全国岁人，仅逾干二百万，

直至前岁，胜我之后，岁入亦仅八千万，则筹款难。

然二十年间，遂能政法大备，尽撮欧美之文学艺术而锥之于

国民.岁养数十万之兵，与其十数之舰，而胜吾大国，以毫尔三

岛之地，治定功成，豹变龙腾，化为霸国，若以我广土众民，十

倍于日，皇上乾纲独搅，号令如雷霆，无封建之强侯，更无大将

军之霸主，片纸涣汗，督抚贯行，四海无虞p 民罔异志，就今岁

入，已逾万万，若括陋规，必可得倍，若正经界，更得倍麓‘若

善银行之用，则不可思议也。

若因日本译各书之成业，政拉之成绩，而妙用之，彼与我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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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则转译辑其成书，比其i手欧美之文，事一而功万矣。彼与我

同俗，则考其变i玄之次第， -;鉴其行事之得失，去其弊民，取其精

华，在一转移间，而欧美之新i! ， 日陆之良规，悉发现于我神州

大陆矣，夫凡有兴作，必有失弊，几经前车之覆，乃得后轨之

道。今我肴日本，为乡导之卒，为测水之竿.为探险之队，为尝
药之神农，为识途之二ζ马，我尽收其利frò去其窑，何乐如之，比

如耕田，欧美觅种灌溉， 日丰;她叉，而我食之也ο 茧国势不同，

且不可尽采，案待言哉?

但惜民同文，因其变迹，规怯易举，条理易ì'f，比之采i手欧

文之万难，前无乡导之盲替，岂不相距万里哉?…·

臣考日本之事，至久且i丰;睹前丰之覆，至险可!毡，若采i去

其成效，治强又至易也u 大抵欧美以三百年而i幸与E治体， 日本放

欧美以三十年而事成治体。若以中国之广土众民，近采日本，三

年而宏规戒，五年而条理备，八年而!JE效3苔，十年而霸图寇矣。

臣荷皇上非常之知。筹为中国自强之计，未有过此，皇上若采臣

言，中国之治强，可计日而待也。臣昔译集日各群书，但割取明

治变政之事，编辑成记，累承圣问，今乃写寇，上呈圣鉴。"

康的卖章的要旨在于264譬如作室7 欧美绘型， 日本为匠，而

我居之。"这与黄遵宪写作《日本国志》之目的非常接近。

就当时国际形势而论，康有为认为，如欲挽救国家，则必须

实现西方化。鉴于日本之文化及政体部分属于中国，中国则应以

日本之现代化为楷模，若此，势必大大推动民族之发展。

康有为自 1880年第一次游历香港时，便开始对西方文化发生

兴趣。 1881年后，他还从上海获得一些书籍。在该奏章中，他

说:从当时出访日本的同邑商人生~获得日本书。他对日文的通晓

程度以反此后他究竟得到多少日本书籍，则不甚清楚。不过他

说 z 介绍日本是他长期对日本事务详加考究的结果，但我们可以

设问，他的有关明治维新的知识是否比黄遵宪更完全、更时新.

戎更广泛呢?虽然，黄没打算:描述1881年后的改革经过，但他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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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任职的亲历和米自日半学者的第一手材料。他对后来形势

发展的关注可从他在1898年前修订的〈日举杂事诗》中吾到。康

有为是否有什么新讨料供其参考，似可怀疑。在当时对明治维新

最有参考价植和最新的研究是阳原;腥的《日本新政考)，该书完成

于 1897年，与黄的《日乍杂事诗》→起被收入《西政丛书>( 2 6 

册)。顾书不过是材料和数字的汇集，几乎没有解说，无论如何不

会象黄的著作那样被维新党广泛传阅，黄著于1898年在广东、江

苏和上海重版至少三次。李鸿章曾将《同志F 的两部抄本呈送总

理衙门，张之涧亦替该书写了一篇咨文，以赞赏的态度将它与姚

文栋的《日本地理兵要》①相比。

三 《国志》改革思想分析

考察《日本国志》包含的思想，比较它们与戊戌变战时皇帝

的诏令，将会有助于探索该书的影响，并估量著者在维新党中的

地位。

对《日本国志》改革思想的分析主要依据书中黄阐述的对日

本的个人见解的章节，这些章节通常出现于每一卷的前言或结论

部分，且均导以"外史民日"。

黄所陈述的第一点意见便与康有为秦章中表达的思想相似，

即希望皇帝行使自己在政府方面的最高权威，并运用其权力推行

变法ω 黄赞扬日本不曾中断的世系延续性，但描述了幕府怎样变

成为实际的独裁者。在外国列强的协迫下推翻幕府摄政和实现主

政复古:

"且夫物极必反，事穷必变，以一线相延之绕， 屡自跃而复
tti ，宜乎?"②

① 见《日本国志去(上海， 1898年版)。对黄的《国志》与《兵要》的比较可参看
实藤惠秀的《明治中日文化关系》第122一149页，实藻毅i爱把‘主是要》定为光绪十
年 (1884年〉并说它是中国人最早的日本地咀书(136页}挑亦草拟过一部完整的日
本地理书，取名《日本国志，。但该书并未出版，黄或许是从姚书中倍共书为题目，
比如《日本国志，卷首的《中东年表，。

② 4 日本国志》卷 1 ，第 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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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样的评注中，黄叙述了由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和人

权、民主、自由观念影响下的议会运动。在日本，这一运动导致
首先建立府县地方议会，随后设立国家议会，从而应所有的政府

事务均根据民众舆论来决定，这些评注反映了黄遵宪的→贯思

想，即权力应由统治者和民众共芋，而不得牺牲一方去取宠于另

4方。

在 4 守í)交志，的评语中，黄强调了在世界各国间日益增强的

接触与竞争中，变化和进步固为必然，然而，他谴责日本人全盘

抛弃了民族自尊心。不正是这种为"尊王攘夷"的口号所体现的

民族自尊心，首先引导他们实现了变革吗?①

黄在这一部份中的另一论点是中国必须研究国际法和废除治

外怯权。②他指出 1842年的南京条约并没有讨论治外沾权，只是

1858年与日本军约时才提出治外法权。

"天下万国，不论强弱，无论大小，苟为自主， 则践我之

士，即应守我之令。"

因此，在当时条约规定的通商港埠皆归外国怯律制辖，这- -

局面是不能容忍的。因为它为各种罪犯提供了逃避惩罚的保护

网，同时亦加深了中国人的仇外心理:

"窃以为今日之势，不能强彼以就我，先当移我以就彼，举

各国通行之律，译采其书，别设一词讼交涉之条。凡彼以是施，

我以是报。我采彼怯以2台吾民，彼县横您，何容置嗦。而行之→

二年，彼必器然以为不便，然后与之共商。"③

黄还建议将外国领事、代办在租界发生的行政越权和纵容违

反中国法律的事件和行为，通告各国公使和外交部。

在 4地理志》里，黄指出 z 现今轮船、铁路可以到达世界的

每 a角落，五大洲似乎在缩小，为此，建立→支海军和加强海防

① 《日本国志、》卷 4 .第 1- 2 页。

③ 同上，卷 7 .第21-23页。
@ 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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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为王关重要。在论海军部分阐去了这一思想。他说 z

"然而日本论者方且以英之三岛为比，其亟之力图自强，革

曰白守亦理，有以小生巨遂霸天下之志。试展五部洲舆图而现

之，吾诚恐其鼎举而膜绝，地小而不足回施也。"①

茧的《职官志))，对官职制度的论讨乃基 f <<周礼》的陆规，

他声称《周礼》与西方制度在周密完善和行之有效方面完全

相似=

"其分职施治，有条不紊，极之至纤至悉，无所不到，竟一

一同 f周礼，乃至廿人之司金锦，衡林之司林木，匡人、挥人之

达陆则诵王志，为秦汉以下所无之官，而亦与周礼符合，何其

奇也! "② 

黄还提示了"举比国之财，拾一国之事，仍散之一国之民"的

原理，他的这一思想在后面」章( fi) 中曾详加论述，指出如增

加税收而不增加官吏的薪棒，这对国家最为有利。.

《职官志F 中关于日本警视制度的附注，显然是黄在百日维

新之前于湖南建立保卫局的思想本源，该局被认为是当时顽固派

复辟反攻时唯→残存的新政组织，③黄认为警祟不仅担负维持治

安和逮捕罪犯之责，而且还担负着执行道路的维修与政府的管理

之责。他还增加了→条，即把他们作为军队来训练，以应国家危

急之需。

在《职官志》的末段，黄遵宪转而论述了国家议会为民主选

举政权提供基础这一问题。③他评论说:日本人民对明治维新时
几个强藩家族的批判不公平，因为它们对国家作出过很大贡献，
又在政府中居要职，因而它们分享政权是十分自然的。这样他便

间接地批判了保守的清廷旧臣的顽固态度。
黄遵宪的改革建议中占份量最大的是 f食货志F 中有关国家

① 《日本国志'卷 10 ，第 1- 2 页。
.~ 闭上，卷13，第 1 页。
3 同上，卷14，第31-32页。

④ 同上，第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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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的部分。这些建议被后来的维新诏令所采纳，下面列其总日

以供参考:

(一)审户籍以雇员。

(二)用税收以使富足。

(三)年度预算、决草和帐目分开。

(囚)借国债必须慎重，宁可惜于国内而不可惜于国外。

(五)加强币制的管理。

(六)做到进、出口数额千衡。

(七〉开垦荒地。

(八)万-矿。

(九〉奖励产业和各带工艺。

(十〉增加税收，特别是日用品和运输税，检查土地税和废

除勒索。

〈十一)按金银的流通量发行纸币。

(十二)发展国内日用品，商品的制造和在商品交换基础上

的贸易，提高输入商品的入口税。①

这表明黄遵宪认为作为国家之基业，经济繁荣远比军事力量

更为重要。虽然在《国志》中~ <<食货志》和《兵志》各有 6 卷，

但他在《兵志》中只作三处评介，相反《食货志》却有七个很长

的注释，从他论生产的一节中我们便可看出他强调经济繁荣的

重要 z

"泰西人有恒言:疆场之役，十战九败不足虑也z 若物力虚

起，国产微薄，则一国之大命倾焉，元气削焉。彼盖筹之精而虑

之熟矣!譬之一豪农之家，环四邻而居者，以所居近市，各出其

瓜辄果赢之美，以图胡夕升斗之利，而为之主人者，一听其贱佣

下姆，栽培灌溉，曾不一问，欲以是争利，不亦难乎?不亦难

乎?日本维新以来亦兢之以殖产为亟务，主Il丝之售于英法，茶之

① 这些建议在黄的《日本国志，卷15-20里提到(一〉、 {六〉见卷 15.
第 1- 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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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工去. 1每j兰乙:之售 ja 中国，则尤其所竭精敝神以求之者，可不谓

知所元ff放!管子日: '4'-富为止，末富次之'。大史公曰 z ‘善者因

之，尹;次创导之，其次整齐之，其次教诲之'。有国家者，能勿
λ~ ì-J耳叫丁〕
'阳明。}

三五另一支t黄描述了西方列强正在从事的经挤战争z

"较近之 i址，弱肉强食，彼以力服人者，乃不取其土地，不、

贪J与人民，威迫势劫，与之立约，但求取他人之财，以供我用。

如狐何蛊人，日吸其精血s 如短域射影，日中共荼毒。以布尽之

财，填无穷之欲。日股月削，祸深千百j地数倍，子输币百倍.1二

聚敛λ不待言也。"②

黄接着赞扬日本举国一致地反对这种侵略，对"兄弟之国"

表示同情。

在黄的经济建议的纲目中，他提出要对户口进行精确的

普查 z

"国多游民，则多旷土。农-食百，国胡以富，群工众商，

皆利之府，欲 l可地利，先问业户。是在审户口。"③

地在下卷的一段评论中进一步发挥这一思想，指出中国社合

的政命弱点是人口过剩，它是失业、贫穷和起义的根据。在这种

情况下任何改革部只是割肉补疮，欧洲则以发展商业、工业和殖

民来解决这一问题，中国亦必须开发山林和泪泽，开采矿藏，奖

励"工业" (他称为工艺)。

茧的第二点是关于·适当地谋赋和使用税收。他在许多i平论中

重复他的口号z"以一国之财治→罔之事"，③他比较中国和日本的

税收情况，估计日本每年国家收入约5000一-6000万元，虽然国

家比中国要小得多;他将这 J数目与欧洲相比，指出欧洲各国的

国家收入约达7000万镑，并且税收很高。他还指出，对于支付高

1/ <日本国志'卷 38，第 1-2 页。
主) 同上，卷20 ，第28-29页。

.ID 同上，卷15 ，第 1 页。

主二 饲上，卷16 ，第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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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赋说，欧洲人不曾有怨言，他由此得出结论.说中国赋悦太

轻，必须增加，由于变更祖宗之讼受禁止，增加:m.收的唯一途径

是严格征收土地税并扩大对日用品和运输业的征税。

他说:

"仿照西泣，择要而行之。取旧有之利，桔中地之弊， }Æ -j二

朝廷，而公于天下，可以举百废、济贫民、安在其不可行也。夫

国之为囚，非如人之·身‘家之有恒产者可比。故欲以·因之时

抬一国之事，舍租悦之外更无他沾。"①

为此，他批评有些官员为谋取善名而拒绝言利:

"他们兢兢然议减槽、议减厘、措绅寡识问又上书， 1535字十11

聚乞思，若惟知朝廷应设官以卫民，不知百姓应竭力以奉公者。

:岂非不达时务之甚平?上稽百Hl:以上，旁考四海以外，未有如我

大清之轻赋者，于此犹欲欠粮匿税，则可谓天地之大，而犹有所

憾矣"②

黄的经济改革建议的第三点是主张公开每年的国家收入足其

使用情况，同时公布每年的财政收支表。黄一再指出清政府的税

收过轻，但由于动乱频仍，百姓却又无所得益于此种税收，他们

也无从知道有时增加税收是为了补充军饷和增强海防等等之用 z

"然击击者民，脏手眠足，日竭其力以供租税， 而罔用所

在，曾不得与问，谬以为吾民膏血，徒以供上官囊寰。一旦有

事，设法课税，令未及下，而小民惊、相告语，已有惘然失措者。

上下阻隔，猜疑横起，欲i某筹饷，势处至难。古人有言曰:‘藏

之，人思防之p 帷之，人思窥之'。余又以为不如举国用之数公布

之于民之为愈也，臣考三代以来，损上益下，寡取薄敛，未有女11

我大请者。"③

如果实现以上三项建议还不能使回家的基本需求得到满足，

① 《日本国志》卷 16 ，第 20页。

② 同上，卷 16 ，第 21页。

③同.1:.卷 17 ，第 1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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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黄建议应当发放国债。他指出这是危险的斗步，并以土耳

其和埃及为前车之鉴，但他认为在另→方面借贷能为机器、铁

路、水利和垦荒提供资金，或在发生战争和饥荒时提供财政

1需求:

"虽然，因军事而惜，则譬如祖父艰难拮据，为子孙图生

业，所负之债己不能偿，而责偿于子孙，为子孙者，自不得辞。

由公益而借，则譬如工场日野荒芜不治，召集农工为之垦胖，即

以其垦辟所得之利，以养农工，农工亦与分其利。"①

借贷的另一好处是使人民关切国家的未来，因为他们已经被

卷入了这种财政的窘境之中。外债对国家的发展则极为不利，但

也可能有其好处，它可以保证一个富有之固，对→个贫穷之国命

运的关切。

关于货币改革，黄道宪指出，为方便起见，应发行和使用纸

币，但必须按国家库存的金银铜总额的价值没行。他描述当时国

内在货币和市场管理上的混乱z

"代以纸币，则以轻易重，以简易繁，而人争使之。虽以中

人之资，设市易银，纸币尚足以行，况以国家之力，有不趋之若

莺者乎?诚使国家造金银铜约亿万，则亦造纸币亿万，示之于

民，明示犬信，永不滥造。防其膺，则为精美之式F 救其朽，则

为倒钞之怯。设为银行以周转之，上下俱便，此经久之利也。"②

黄意谓硬通货应由国家作为货币量的标准加以储存，它是纸

币的使用根据，他还指出纸币将不允许离开本国用以对外贸易 z

"然以本罔之币，购本同之产，自相流转，尚可强无用为有

用。购他国之货，则非以货易货不可矣!若或不幸，饥懂静臻，

敌国乘隙，终不能复举无用之纸币以购蔬粟，以储枪炮，诚未知

其晚驾之何所也。"③

① 《日本国志》卷18 ，第 9 页。

② 同上，卷19，第11-12页。

I'j) 同上，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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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方面，黄再次就使用纸币的问题来说明他对银行的国内

u斗外贸易的态度，在卷20里，他更为详细地阐述了对外贸易的主要

点是进出口必须平衡。他指出，欧洲人的贸易政策是在其它国家中

推广本民族的产品，在国内生产本民族所需的→切用品以保护经

111-;提高进口税以保护国内产品，他说:

"输出输入，以关为口，利来利往，以市为菇。漏厄不主，

势且f国后，且有善者，何也能赦。是在稽商务。"①

支括出以上的各项经挤改革建议应当同步进行 z

";飞者兼饵，则理财之道得而国富矣。六者交夫，则理财之

道失而 liì 贫矣。 日本维新以来，尤注意于求富，然闻其国用￥则5

岁出入不相抵，通商则输出入不相抵。而当路者竭踱经营，力 i某

补救。"C

云于罕事改革，黄没有提出象经济那样的具体计划z 显然，

他更应兴趣的是经济而不是军事。他概括地评论日本人和欧洲人

的战备状况，指出中国即使在太平时期亦务必训练士兵。对此，他

深为抱憾地说 z

ω 澳、德、主;、法，稽其兵籍，俱过百万。假使驱此数百万

之兵，惮就业于农工商，岂不更善。夫竭百农工商之力，仅足养

·兵，必使亿万之农工商竭厥于峡由之中，竞争之锥刀之末.徒

以之坐耗之兵，筋力旋于锋铺，金银销于炮火。而尔猜我忌，选

增其数，尚无己时，自非好武佳兵，其弊乌至于此。然而事变之

极，己至此极，虽使神圣复生，必不能闭关而治，无闭关之日，

即终不能有拉戈讲艺，解甲归回之日，虽百世可知也。磋夫!今{

门之事，苟欲禁暴践兵， t呆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非讲武不

可矣"③

Q) <<日本国志'卷15，第 1- 2 页。

。 同上。这六点特指"审户口"、"交租税"、 "筹国计"、"考国债"、"权货币"、
"稽商务飞但这六点包括在税收中的其他经济改革建议。

j) (日本国志'卷 21 ，第 1 页。

176 

…一忡忡一一一一←一一一



黄的最可取的建议是采取国家兵役制度，使人民接受军事训

练并服役一段时期，以备在危急之际，即可从戎.他批评中国的

军队说 E

"国家岁靡千余万兵饷，以养绿营，迫洪扬事起，乃至青天

下之兵，无→可用。当事者有鉴于此，始创练勇为兵之泣。近

年以来，稍稍精强，然同家既竭饷以养有用之勇，仍靡饷以养无

用之兵，其何以持久?旦今日之勇，固皆百战劲卒，可为干域，

然再历十年，则此辈义且衰老，豆何以善其后耶7" ①

至于海军武装，鉴于当时的中国海军被分成北祥、南洋两舰

，队，而两支舰队统领长期争斗不和，故黄建议实行统一指挥，主

张海军学校要研究和改进战术，并为战时准备武器和船只 z

"日本三岛之国，有似乎英，欲如英之强，固万万其不能。

然当今之时.列国环f司，眈眈虎视，故虽艰难拮据，亦复费二千

万之金银，竭颐经营，以成此→军，可谓知所先务矣!英罔国会

上院上其同王书(1707年〉曰 z 欲英吉利安富尊荣，愿吾王于万

机中以海军 a事为当急之务，主要之图。喔夫!有国家者，其念

兹哉! "② 

《兵志》之后是专《刑法志》部分，在此黄讨论了西方国家中

法律的重要性。他在评论中提到先前讨论过的有关万国公盐和外

交关系。他认为法律的作用是限制权力和阻止滥用个人权力.他力

劝编成 A部精密的，覆盖现代生活中每一件意外事敞的中国法典。

在《学.>!Ç志》中，他警告不要毫无批判地接受西学，他认为

日本改革者的过错正在于此。他说西学源于墨子之学。墨子的哲

学可以说是从儒学中借来了许多优点，但它强调平等和博爱，这

一点必然招致未来的社会动乱u 中国应当明智地返回到真正的儒

家实学方面，抛弃虚浮无用的历史沉积，寻回真正的传统υ 他阐

释这一传统并非与冉学敌对，事实上它→度曾养育了科学 F 现在

① 《日本国志'卷 21 ，第21 页。

② 同上，卷26 ，第 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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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只需要通过西方发展的结果来加以补充z

"譬之家有秘方，再传而失于邻人，久而迹所在。或不惮于

金以购还之。"①

在叶L俗志》中，黄的思想表现出在日本时受了孟德斯坞的

著作的影响，他认为礼俗是由环境造成的，并影响到人们的行

为。因此，中国的礼俗并非最好，须进行必要的改革，而不是简

单地全盘采纳，因为他们延续的时间太久远了。

他提出要警惕基督教，该教己强有力地侵入印度这一佛教的

起源国家。谈到佛教在日本有力地扎下了根基，黄解择说这是因

为日本没有佛教传统，这亦是警告中国，面对基督教的挑战，必

须加强自身的传统。

在该忘的另一段注释中，黄讨论了团体和政党的作用，井这

样评介西方社主 z

"自国家行政逮于商贾营业，举凡排山倒海之险，轮舶电线

之奇，无不藉众人之力以成事，其所以联合之故，有礼以区别

之，有陆以整齐之.有情以联络之。故能维持众人之力而不涣

散，其横行 i哇界莫之能抗者，恃此术也。"⑧

但是，黄警告，多党制亦招致敌对和竞争，他特别以美国的

间党竞争为例，因为当 1884年竞选时正好他在加利福尼亚州。

叫骂，志》的最后两部分是讨论物产和工艺。他列出了各种有

益于改进经济的方案，农业、商业和工业学校F 研究、翻译和宣

传介绍外国的新发展，奖励改进的产品博览会F 为保护本国产品

而增加*-悦的保护战，建立领事馆和派遣贸易团体，争取对外垄

断权。至于工业，黄赞扬了西方的医药、农业科学、军备、船舰

和海底电缆以改所有的机械化成就，认为这是"举一切光学、气

学、 ít学、力学咸以资工艺之用。"③黄指出，工艺是中国传统实

① 《日本国志》卷 32，第21 页。

② 同上，卷 37. 第21 页。
③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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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部分，以往遭到蔑视，当今则提到了首要位置，黄就是以

这样的议论来结束他的《日本国志P 的，这部著作描绘了斗、广

阔的和井非偏激的前景，它无疑表现出黄的罕有的学识和智力，

在一位诗人身上具有如此的求实精神，令人感到不胜惊奇:

恼 与戊戌年改革诏令的比较

戊戌维新的改革思想可以从1898年皇帝发布的诏令中得到最

清楚、最直接的反映。①这些诏令大致可分为有关经济、官制、

文化教育和军事改革等方面，从中不难发现这些诏令正如黄的

f国志 F 一样，尤其着重强调经济改革，其次是官制改革，最后

才是军事。早期的改革，女Jl同怡中兴(1862-1874年) ，主要目

的是要建立强大的军队以抵抗外国的侵略，②现在，中法和巾日

战争相继失败后，中国领土被割让，政论方面不再强调陆海军的

自强，黄遵宪和他的同时代的改革者的观点与洋务派完全不同，

原困是他们对西方基本军事力量有了更多的了解，他们也都有从

事外交事务的个人经验，能阅读外国书籍。他们懂得西方国家如

何得以维持一支常规部队，如何维系人民与政府的关系，也幢得

是什么样的经济政策和哲学概念成为它们从事外交事务的朽动

指南u

通过对这些诏令的详细研究，可以看出黄的著作对改革发生

的具体影响，以及作为中国改革的模式，日本起着一种什么样的

作用。经济改革首先又可以再分为如下几类:奖励工业和农业，

商业F 铁路和开矿 z 科学发明和出版F 以及财政改革。

有关工业和农业的改革诏令表现在7 月 4 日〈光绪二十四年五

月十六日〉的振兴农业的内容中:

"农业为富国根本‘亟宜振兴，各省可耕之土，未尽地为者

① 这些诏令收集在《戊戌变法>> O. 也见《大清历朝实录 e德宋朝> ((大满洲帝

』蜀国务院'东京铅印抄本〉后面引用时简写作《史料'。
② 见玛丽·莱特<<中国保守主义的回光返照一一同治中兴， 1862-187 4>

〈斯坦福大学出版社， 1957)第66-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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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多，著名督抚督坊各该地方官，劝i俞绅民，兼采中西各棒，切

实兴办，不准空言搪塞，须知讲求农政。"①

又8 月 21 日(匕月五日) ，复康有为条陈请兴农殖民以富国本一

折的诏谕 z

"自11农通商，为立国大端，前经叠谕各省整顿农务工务商

务，以冀开辟利源，各处办理如何，现尚未据奏报。万宝之原，

皆出于地，地利日辟，则物产日阜?即商务亦可日渐扩充。是训1!

农又为通商惠工之i卒，中国向本重农，惟尚无专董其事者，以为

倡导，不足以鼓舞振兴，著即于京师设立农工商总局"②

5月 12 日(七月二十七日〉谕示关于江阳南菁书院改办学堂，

并将沙田试办农学一事，③梁启超有评=

"于是直省闻风争言农商之学，争译农商之书，好事争捐地

以为农尘，盖上行下效，风气大开如此。"③

i主些诏i命所表现的思想，与黄氏在《日本国志》卷15 ， 16和

卷 38所言颇相似 z

"物产之盛衰，国民之勤惰系焉，田野之芜治系焉，而国之

贫富强弱无不系乎此。"③

黄着重提出关于农业是中国传统之一部分，他提到白圭的经.

挤理论，⑤认为中国政府应当重视西方的农业教育，引进技术，

介绍新物种，以求不断进步。他还强调需要利用所有可耕之地，

甚至即使不情愿，也要允许人口迁徙，以应中国人口增殖之需，

他估计中国包括捕、蒙、回族共有4.2'f乙人 z

" 11":罗巴金洲之境，不及我国，而其民善于工商，无所不

至，又是阿美利驾，又得澳大利亚，皆穷古不毛之地，移民垦←

畔，卒兴大利，其富也，亦土满人稀之故也。"⑦

Q) c戊戌变法'卷 2 ，第30页。
⑧ 向上，第57页.

③④ 网上，第87页。
⑥ e 日本国志》卷38，第 1 页.

@ 白圭，见布尔顿·瓦特逊着:‘商人f守) ，先秦部分第129页.

@ ‘日本国志'卷15，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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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戊戊改良分子皆注意到工商业的就业人员及新诀，长的发

展与人口问题有关， 7 月 12 日(五月二十四日〉诏i命民主各省市i

务部及7月 5 日(五月卡七日) 1召谕奖励抖学研究和发展三主:

"自古致治之道，必以开物成务为先，近来各因JÆ商、工乙

繁兴?风气日辟，中国地大物博，各省士民著有i吁书，主2i;ijjtzi

f去，制成新器，果系堪资实用者，允宜悬赏以为之劝，或量;jU才

能，试以实职，或赐之章服，表以殊荣，所制之器、颁给执 11任，

酌定年限，唯其专利售卖，其有能独力创建学堂，开阔地利，兴

造枪炮各厂，有神于经因远献，殖民大计，并着照军功之例，给

予特赏，以昭撒励。"①

7 月 14 (五月二十六日〉诏 i命各省督抚，调查商务情形， L之

命荣禄奖励北方各省商人设立工厂， ② 7 月 25 (六月七日〉又令

调查沿海沿江→带，育是否应设立商务部，以及调查地方产品，

以便奖励E!人投资制造，以代替外人资本。亦鼓励设立商学、商

报、商合。 @9月 13 (七月二十八日)又颁诏谓苯丝为中国出口

货之大宗，近年利权外溢，应设立特种机构，仿照西方形式.尽

可能引进机器生产方法，以保利源。⑦这些观念，是黄在《月 1二

同志:1>"工艺志"中的思想的发挥 s

"今万国工艺，以互相师泣， n 茹月异，变而愈上，夫物穷

则变，变则通，吾不可得而变革者，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

凡关于伦常纲纪者皆是也。吾可得而变革者，轮舟也、铁道也、

电信也、凡可以务财训农、通商、惠工者皆是也。"③

同时这些观念也表述了黄的作为联合体的社团的建R，主些

联合体在戊戌时期中国进步学者中充分获得实现。在那些改革i司

令中还有其它→些关于会社作用的建议。

① ‘戊戌变泣'卷 2 ，第 31 页。
② 同上，第38-39页。

③ 同上，第43-44页。

④ 同上，第90-91页。

@ <日本国志，卷 40 ，第 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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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筑铁路和开矿的诏令，却是颇布于当时的大趋势之后

的，且不可能被视为受了黄的特殊影响。这包括 6 月 25 日(五月

二十八日〉催促芦江政其它铁路究工z ①和 8 月 2 日(六月十五

日〉于京师专设矿务铁路总局，特派王文韶<1830-1908年)

和张葫恒专理其事。②

关于奖励科学著作且!在明的 i召令，则是出自黄氏《日本国

Jι》的意见，认为中国传统上对科学并不陌生。只是在后来的学

界沧桑多钟之中被遗忘而已。远些诏令包括前面提到的7月 5 日(五

月卜七日〉和7月 15 日(五月二十七日〉的内容，以及8月 2 日(六

月十五日〉令各省督抚劝导绅民，兼采西;去，设立商务部。③而

梁启超评7 月 5 日的诏令，豆请楚地指出黄民与当时当权者的态度

是相同的，梁以维新派的中坚分子立场，在百日维新的数月后说也

出这番话，他的话大概反映了诏令起草人所要阐述的意图。

他说:

"中国人之聪明，本不lt欧西，特千年以来，君上务以愚民

为术 u 拇遏既久，战日即于固陋耳，苟能导之，必寇会有各种发

明(中国古代的制造〉……百十年后，才智心思之辟，万亿新器

新书新法新政之由，岂可量哉!则皆自我皇上此诏开之矣! "④ 

此岂不正是黄氏的意见吗?正如他说z

"西人每i目中土I尼古不变，吾独以为变古大骤……当考求古

llJlj ，去取新法，借其推阐之……彼挟其所民，日以欺侮我，凌逼

我，终不能有替笔雍容坐而论道之日，则思所以抨卫吾造者，正

不得不借资于彼陆以为之辅。以 Ip土之才智，迟之数年，即当远

驾1号上，内则迫三代之隆，外则居万国之土。"⑤

王于财政上的改革，包括 7 月 15 日(五月二十七日〉的关于

q; <)主戍豆i i!主…卷 2 ，第26页。
@ 网上，第48-49页。
@ 同上，第48页。

\â) 同上，第31-32页。

(~ (日本国志》卷 32 ，第 20-22页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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削罕费裁冗员'些内容:

"总期裁·名空粮，即TJ·分虚靡，空粮裁尽，饷项自舒Q

无论水陆各军，一律挑留精壮，勤加训练，伴成劲旅。并著遵照

前降谕旨，力行保甲， ì吉奸禁暴，相辅而行，再能整顿厘金，严

杜中炮，富国强兵之计，有亟于此者。"①

以上是与黄所主张的用地方武装来替代年者无用之军的思想

相类同。其实保甲制度己似警察部队，这与黄氏在湖南时的办?去

无异，只不过沿用旧称以援先例，黄拟想当危急之际把警察作为

军队的来源，而此诏书中也将保甲与军队相提并论。而所谓"厘

金"，则显受黄氏的影响，正如他在论赋税的章节中所论述的，大

多数人都建议应薄赋税，但在当时的经济条件下是极不实际的，

特别是在实施变陆的情况之下。这一诏令没能得以推行。

9月 1 日(匕月十六日〉发布了夫于删订则例，及户部收支款

项在目的诏令，②显然是为 9 月 16 日(八月一日〉有关年度预算

的 iZ令作准备的，该诏令指出 z

"户部职掌度支，近年经费浩繁，左支右细，现在力行新

政，尤须宽筹经费?以备支用。肤维古者家宰制国用，量入为

111，以审岁计之盈虚，近来泰西各同，皆有预筹用度之陆，著户

部将每年出款入款，分门别类，列为一表，按月刊报，停天下咸

晓然于国家出入之大计，以期节用丰财，蔚成康阜，肤实有厚

望焉。"③

此则不言而喻是接受了黄遵宪思想的影响。据梁启超说，康

有为在他的《日本变政考》中也提到过这些问题，该书的论点与

黄氏著作相比，前面已有讨论。此处不赘。

另外又有」些关于财政改革的招令，其中包括 9 月 14 日(七

月二十九日〉关于运河流域土地重课地税z 关于通过军用渠道转

① 《戊戎变泣'卷 2 .第39→ 40页。

(2 同上，第68页。

@ 同上，第96页。

18 ~: 



运的私人商品的悦lJSc ;关于厘金以及允准旗人二j 四民之业.t:J.资

治生等旨令。①1898年的诏令涉及行政改革的远古鼓励办扳手;1 公
开上书朝廷;重订古吏制度和裁汝冗员 z 在古支中也f吕荷兰Ziti
观念等方面。

7 月 26 日(六月八口〉令将 4时务报》改为官方邸;二〈立足

茧氏与梁启毡，汪康年 (1860-1911年)共同创办的 J，命;27f J毛主
其事，并鼓励新知识在全国的传tEp ②8 月 9 日(六月二 ia 二日)
诏令报纸应直言不讳，不带偏见，要翻译外国报纸， 态 8 月 27 日
(七月十一日)令所有由同文馆及梁启超的翻译学校出版的书
籍，税金全免;④ 9 月 12 日(仨月二十七日)令准北京设立报馆，翻
译外罔报纸，令各级官吏应鼓励私人开设报馆。 3虽然茧的、日
本同志》未提此报纸，但他明显表示，民众须了解国家及函际局

势，在本文前面已经提到过的《日本杂事诗》中， 对·此骂'力咏

及，他在初刻在中写道:

"→·纸新!可出帝城，传来今甲豆文明υ

曝檐父老私相话，未敢雌黄{占口评。"。

在寇在 i书，黄氏对许多诗作了修改，论报统 t寺亦作了改

写，表明他对此一问题十分重视。定本中写道，

"欲知古事读旧史，欲知今事看新阔，

九流百家无不有，六合之内同此文。" .J) 

8 月 2 日(六月十五日)令唯士民上书，不得格阻。 @g 月 2

日〈七月十七日)令士民上书不得复写后始进呈。⑤ 9 月 12( 匕

……狮

① 《戊戍交i护卷~， m92-94页。
② 网上，第44页。
③ 网上，第31页。
③ 同上，第61-62页。
⑨ 同上，第87-88页。
⑨ 《日本杂事诗》卷 1 ，第 8 页。
⑦ 《日本杂事诗》定本，卷 1. 第 8 页。
③ 《戊戌变法，卷 2 ，第48页。
⑨ 同上，第7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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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十九日)诏令斥贡礼部尚书拒绝代呈王照(1859一→ 1933年〉

条陈，①和 9 月 13 日〈七月二十八日〉令各省藩桌道府，均得上

书言事，其州县条陈事件，应由督抚将原书代递。梁启超曾加

评赞 2

"上之明目边聪，求通下情而恶璧蔽至矣。州县远折，牛;朝

己无，至于士民上书由道府代递。"②

换言之，这些诏令与那些有关新闻事业，有关促进统治者与

民众之间的了解，以及越免有如黄氏在ì~国家预算时所提到的官

民直不信任的诏书，其目的是→敖的。又有关于检讨官方文书制

度的诏令， 7 月 29 日(六月十一日〉之渝，言及旧有利例繁琐含

糊。玲对此梁启超评道z

"变站必须从本原变起，斟酌中外，草定各衙门治事详细规

则，比本原中之本原也，康有为曾屡上折，请开制度局，将大征

天下之贤才，广罗万国之宪泣，参以才二邦之情形，大加审定，兴

利除窑，使之颠若戈11--，有条不紊，然后见之施行，然以皇上无

权不能行也。又以异邦人之在中国者，得有治外法权，不受政府

之管，损辱国体，莫此为甚，而我邦刑律太苛，不近情理，势难

强人就我，故拟采欧洲之制，先更律法，以为他日条约更正张

水。至是李端菜言之，故有删改则例之渝，盖制于西后，未敢开

局大修怯制，先借是为喘矣耳。"④

由此亦可清楚地看出黄的思想，以及他对国家立怯的重要性

和朵于废除抬外站权的观点。就这点而言，将他的观点立即付诸

实施lìJ乎过于偏激。

3 月 14 日〈六月二十七日〉下诏令删汀理藩院则例。⑤ 8 月

30 只(七月十四日〉下诏令废除六部z GZ;事府、通政可、光禄

ω 《戊戊变法，卷 2 ，第72一73页。

③ 同上，第91页。

③④ 同上，第45-46页。

。 肉上，第54页。

ω 同上， fP; 65-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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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鸿1卢寺、太常寺、太仆寺、太理寺;裁撒巡抚，以及裁撤实

无灌渠水运可管辖之黄河总督和无实际责任之盐宫、粮官3 另 9

月 7 日(七月二十二日〉有一关于行政改革重要诏令，撤李鸿

章、敬信〈死于1907年)在总理衙门之职，①述顶示着在外交事

务方面的新精神。

有关在官员中施行新纪陆的谕示包括 I 7 月 30 日(六月「工

日〉提倡不向私情保举人才的诏令z ② 8 月 30 日(七月十四日〉

责令地方政府提高效力和督抚必须忠实清廉; 9月 5 日〈七月二「

日〉诏令各直省州县，不得积压公案，严禁官吏受贿d 舍所百}主

-些与黄氏评论西方制度源于周礼的说怯大体相似。

戊戌变陆的第三方面的内容是关于文化和教育的改革， IUIiI

包括开设学校和传播西学 z 废除八股科考制度，实行考试规则的

改革 z 派遣留学生E 推广邮政制度。关于学校的诏令有: 6 月 11

日(四月二十三日)提议建立京师大学堂F ④ 6 月 20 日(五月二

日〉令各省就现有学堂增设矿学」门 z ⑤ 7 月 8 日 〈五月十五

日)令拟定京师大学堂章程。⑥梁启超按=

"自甲午以前.我国士大夫言西法者，以为西人之辰，不过

在船坚炮利、机器精奇，故学之者亦不过炮械船舰而己，此实我

国致败之由也。乙未和议成后，士夫渐知泰西之强，由于学术…

...皇上既毅然定因是，决行改革，深知现时人才未足为变注之

用，故首注意学校......梁乃略取日本学规，参以本国情形、草定

规则八十余条。"⑦

此按再次表明改革所受日本的影响，这也表达了黄氏关于西 3 
方之力量并非仅靠共军力，而是有足更深层的蕴藏的观点。然而 一

① 《戊戌交泣'卷 2 .第77 页。
② 同上，第47页。

⑨ 同上，第73页。

④ 同上，第17页。

③ 同上，第 24 页。

⑨ 同上，第 28页。

⑦ 同上，第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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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自己也把此种力量归因于西方经济的效率和法律制度，而不是

西方的学说，因他历来主张西学源于中国。

在 7 月 10 日(五月二十二日)的诏令中下令各省学校均得教

授中学和西学，并令将所有书院和祠庙一律改-为学校 ψ ①同时亦

令鼓励士绅兴办学校ú 7 月 29 日(六月八日〉皇帝下令各省应任

命士绅管理教育事业。②梁启超按:

"我国以资格用人，直省地方长官，类皆庸老元阔，不通外

事，且定例举省之人不能任本省官，以数千里外之人之事，其必

不能周备明矣。皇上改革之始，尤注意于教育制度，故各省州县

编设学堂之诏屡颁，此诏命以各省在籍绅土督办;实为地方自治

之权舆，盖将以学校一事为起点，推而及于他事也。"③

这种地方自治政府的思想，与黄氏《日本国志》有关，他在

该书论日本地方议会及皇帝执政时豪门参政.1自己提及，但他的

地方自治政府的主张，在其第一次长沙南学金演说词中也有较详

尽的陈述，他指出官吏办事水平低有两个主要原因， 一则任期

短，另则不清楚当地情况，因当时有官吏不得在乍省任职之规

定。他说z

"余粤人也，粤为边地，谚有之日，天奇帝远， 皆不知朝

廷，只知有官长耳。亦不知官为谁何名，但见人坐堂皇，出则

呵道者，则骇而避之，曰 z ‘{皮官也，彼官也'……

然则如之何而后可?所求于诸君者，自治其身，自治其乡而

已矣。某利当兴，某弊当 ifi. ， 学校当变，水利当筹，商务当兴，

农事当修，工业当劝，捕盗当讲求... ••• 

诸君诸君，能任此事，则官民上下，同心同德、. 以联合之

力，收群谋之益，生于其乡，无不相习，不久任之患。得封建世

家之利，而去郡县专政之弊，由→府← A县推之·省，由一省锥之

① <Jt戎变讼》卷 2 ，第 34-35页。

③ 同上，第46 页。

⑥ 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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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下，可以追共和之到怡，臻大同之盛轨。"④

其他有关教育的诏谕，有 8 月 4 日(六月十七日〉令在京都

设立小学堂， @8 月 21 日(七月五日)诏令驻英美日本各国会使兴

办华侨教育，③ 8 月 26 日〈七月十日)诏令梁启超在上海兴办

翻译学校F ② 9 月 6 日〈七月二十一日)诏令设立武备大学堂，

9 月 8 日(七月二十三日〉诏令设立医学堂，⑤这许多诏令，可与

黄氏提倡医学及其他科学以利工业、及改善人民生活建议相比

较。

夫于考试，有6月 23 日(五月初五)⑥， 6月 30 日(五月十二)②，

7 月 13 日〈五月二十五日)③， 7 月 19 日(六月初一)⑨和 8 月 19 日

〈七月初王)的诏令⑩，但黄对儒家的态度比起当时的康有为或

梁启超部要保守，虽然他在东渡日本之前的诗中，早已表示对考

试制度的不捕，但他并未论及如何改变教学章程以兼容西学等问

题，而对日本的放弃汉学则感到撤憾，正如他说:

"况又辞辛之末艺.心性之空谈，在汉学回属无用，而日本

学者，可赖马辞章，讲心性之故，耳i需目染，得知大义，尊玉攘

夷之论起，天下之士，一倡百和，卒以成明治中兴之功，则已明

明收汉学之效矣，要在其无用也耶1" @ 

故黄氏虽投有提议改革考试制度，他明显地认为孔教的一般

教义仅属高调，而切实有用的，乃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关于文化教育的诏令，如派遣学生出详留学等，见 6 月 12 日

(主 《戌戌变 ii;> 卷，1 .第423-425页。

② 同上，卷 2. 第49-50页。

③ 同上，第 58页。

④ 同上，第61-62页。

⑤ 同上，第80页。
⑥ 网上，第24页。
⑦ 同上，第28页。

⑧ 同上，第36-37页。

9 网上，第41页。
⑩ 同上，第55页.

。 ‘日本国志，卷32. 第 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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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二十四日)①6月 20 日(五月初二)， :ID 8 月 18 日(七月初二)画

的诏令。此皆与黄、康的见解相似，认为日本是适宜学习西学的

国家。

最后是关于军辛改1:E 的 i召令。 G 月 19 日(丘 )11)) →)令用西

怯练兵和训练地方军队s ④7 月 9 日〈五月二十一日)令改八旗为

详式军队zZ7月 15 日(五月二十匕日)令裁汰冗兵，挑留精壮，

勤加训练， f年成劲旅。⑥此诏明显反映出黄氏裁减老兵，训练新

军以代之的主张，关于此类军事问题，前而已有综论。 7 月 28 日

(六月初十)诏令地方募捐以助福州船厂和增强海军力量a ⑦ 8

月 10 日(六月二十三日〉诏令建立海军学堂，添置练船以培养海

军人才。 'g'，比两诏令乃受黄氏的海军即使在太平时期也应补充舰

支、训练官兵的主张的影响。

由此可见许多变拮诏令，显然深受日本的影响，并显示出黄

氏在 4 日本国志》中分析日本形势的观点。此书吁能直接影响皇

帝，或通过黄氏与康、梁的接触，以及他在湖南讲学时对年青改

革者的传教而间接地对皇帝发生影响。我们虽不能明确指出过种

影响是如何传播的，但它所产生的作用却是显而易见的事实.

五 结局:黄氏去'诏出民日本 z 通过日本人的影响，黄氏从

拘留中获释。

戌戌变陆的改革i召令中有一个集中表达并具体体现了皇帝对

黄遵宪著作的欣赏， J主便是 8 月 11 日(六月二十四日〉的任命黄

① 《戍戌变讼'卷 2 .第20页。

⑧ 同上，第24页。
③ 同上，第55页。

④同上，第20一-23页。
⑨ 同上，第33一-34页。

⑥ 同土，第39一-40页。
⑦ 网上，第 24页。
íìl 网上，第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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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出使日本大臣的诏令。①黄曾于 6 月 138 (四月二十六日)被

召进京现见， @但因病滞留在上海，③他被派往日本，接替任满

解职的裕庚，这是在改革期间唯一空缺着的外交职位， J毛本身就

是一种荣誉，黄显然被认为是担任这一职位的以在海外代表新政

府的最理想的人。除此之外的另→人选是康有为，他声称自己对

日本亦有了解。

虽然光绪帝急于使康有为脱离危险故报他到上海主管 4时务

报) ，但他并未将康遣去日本避难，而是选择了黄遵宪，因为黄具

有外交方面的丰富经验。

尤炳听在《黄遵宪年i普》中说日本政府要求委派黄氏使

日。④8 月 29 日〈七月十三日)的《罔闻报》报道说， 有人举荐

黄留京办事而不应出使日本。称他为"今日中国进化党领袖飞若

令其留京办事，必于新政大有搏益。⑤

时局的发展难以预料，但结局却彰彰于世。政变后黄在其上

海寓所被逮捕。多半归因于前首相伊藤博文电令日卒驻北京公使

矢野到总署交涉，谓逮捕对邦交颇有建树的黄有碍中日交谊，黄

终被释放，允准放归，由此足见与日本学者的交往和政治活动可

以说贯穿黄的→生。他很可以称为 A位通过日本将西学传入中国

并墩励了变站的先驱人物。

译自新加坡《南祥学报>> 17卷第 2 辑《黄遵宪研究专号》

郑海麟译

①③ 《人境庐i守草> "年谱"。

② 《戌戍变法，卷 2 ，第20页。

④ 网上，卷 4 ，第186页。

⑤ 同上，卷 3 ，第 3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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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中苏关系史研究·

美国的对华政策与亚洲的冷战

沃尔多·海因里希斯

这次讨论会以及这本书①使我们第一次有机会利用新公布的

档案材料，对中美关系作一番重新评价。这个时期的中美关系是

同亚制冷战的兴起和共产党政权取代国民党统治的过程相联系

的。在对中美关系进行重新评价时，我们曾提出下面一系列相互

关联的问题z 亚洲的冷战是怎样出现的?起源于欧洲和中东地区

的冷战概念及其构想、芋段、均势理论以及变化规律等在多大程

度上被及井传入东亚地区?这种传入对中美关系所产生的后果是

什么?换言之，东亚地区尤其是中国事态的发展，在多大程度上

助长了冷战在这个地区的扩展?美国从对中国问题的相对冷漠消

极转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敌视对立，这种变化如何解释?朝鲜

战争前，中美之间的对立是否已经达到了严重地步T 也就是说，

朝鲜战争是否对破坏中美和解起丁关键性作用，并且使中国在此

后几十年中多次成为玲战的主要焦点?

在考察上述问题的时候，我们最好把1948年初作为研究的出

发点。这时正是中国一系列重大战役的前夕，这些战役导致了大
① 1978:年 6 月，在美国纽约召开了一次关于 1947-1950 年中美关系问题的学

术讨论会。美国国内约30位有关学者和教授出席了会议。会议的论文和讨论情况被整
理编辑成《捉摸不寇的年代，中美关系( 1947-1950) ) (Uncertain Year 

Chinese-Amerjcan Re Ia ti Ons 1947-1950) 一书，于1980年出版.由于不少与

会者都是中美关系研究方面的专家，因而此书颇有影响和代表性。本文i李自该书第
281-292 页，系该书编者对会议有关论文和讨论情况所作的一:个概括总结:.一
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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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上国民党统治的彻底崩捕。此刻，东亚地区正地于大战前夕阳j

一种相对沉寂状态。这时，美国对未来事态发展的看法是什么?

影响美国对中国看法的客观情况和主观设想又是什么?

当时美国的注意力正集中在欧洲，东亚问题被看也是分出注

意力的问题而受到冷遇。在已得到确认的欧洲势力范围基础上，

美国从自己最切身的战略利益出去，实行了对共产主义的遏制政

策。这样便需要提供目标明确而且数额巨大的对外援助。随着援

助希腊措施的实施和马歇尔计划的开展，加上西德和北约组织逐

步走向自立，美国的欧洲政策日益显示出富于想象力和卓有成

效。不过，每一步的边展都需要美国承担更多的义务。 1948年 6

月，欧洲又出现了漫长而令人烦恼的封锁柏林事件。与上述引人

注目的事态发展相比，东亚的事情显得迷朦而遥远。

1948年间，美国政府不倾向于从事冒险或花费高品的代价来

卷入东亚地区的冲突。当时美国的兵力和军用物资匮乏，国防开

支也在削减。虽说对苏核优势仍然使美国有某种安全感，但无奈

美国拥有核武器的数量实在少得可怜。因而，当时美国的民策者

们既谨慎又保守。至于亚洲形势，似乎还令人宽慰。革命的民族

主义威胁着古老的封建帝国，然而到那时为止，推翻殖民主义统

治，实现民族强立的变革还是比较成功的。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

独立以及菲律宾政府对民抗军的镇压都证明了这一点。新兴的民

族主义能够引起人们的同情和支持，并且使人感到它仍可以控

制。决策的主动权似乎在美国一边。

这一时期美国对外政策的主要特征是坚持遏制战略的原则，

即坚决制止苏联影响的扩大。从字面上理解，遏制政策适用于全

世界范围，因为人们通常总是把任何地方的共产主义势力都看

成是苏联扩张的工头。但就实际而言，遏制慨念是有条件、有限

度的。尽管别人有不同意见，但我认为遏制理论是欧洲和中东事

态发展的产物，而在东亚地区，当时雅尔塔会议上关于同苏联和

解的计划仍在实行。马歇尔使华就是雅尔塔体系中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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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其目标是要在中国改革国民政府。实行这个步骤的前提

是 z 苏联承认国民党现政权 p 作为交换条件，国民党政府在揣测

和蒙古向苏联作出重大让步。边一步说.遏制政策的实施不能超

出美国国力的许可，而且必须有实行的理由和成功的希望3 马歇

尔使命结束后的看站是>>.战略意义上讲，美国不应出兵中国，

然而除了美国直接出兵之外，任何援助都不足以维持国民党政权

的生存。遏制政策反映了一种趋于对抗的思想，这种对抗且然在

手段上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但却允许我们运用各种各样的策

帖， Jí二且保持极大的政策灵活性。总之，直到 1948年为止，美国

决策者们对于在中国推行的政策仍有重新考虑他们原来意见的

余地。

1949年间，国民党政权无可挽回地走向了崩溃，美国将面临

一个共产主义中国的事实越来越明显。这时的问题是如何应付这

一局面ω

考虑问题的出去点是防御圈的理论。防御国并不是遏制政策

实施的范围，也不是阻止苏联和共产主义扩张的手段。确切地

说，防御国划出了一个最起码的防御范围，这个范围是美国不论

在什么情况下，遇到什么样的敌人都必须以战斗来保卫的。防御

国的制定吸收了历史的经验，它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美国在

远离珍珠港的亚洲沿海所建立的岛屿防御链相似。①它描绘出了

美国的能力以及国家安全利益的界限。这条新的防线并不见得是

一条战争线。在这条防线的对面，难道还有什么海空或两栖军事

力量能向美国挑战吗?这是一条只要少量海空力量就能守得住的

防线u 我认为，当时东南亚并没有立即与这条防线发生联系。这

一地区仍被欧洲当作殖民地。只是由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兴

起，东亚和东南亚才被吸收进美国的战略构想之中ω

以防御圄理论为基点，就如何解决亚洲大陆上的问题，出现

了两种政策。两者虽有共同点，但实质却大不相同。第一种政策

① 战后的防御圆系向日本、琉球、菲律宾组成的岛屿链。-一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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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称之为"北京政策.，这是国务卿叉奇逊所极力主张的 3

国务院尤其是支奇逊深感蒋介石政权腐败无能。 I苟乖·塔克

-1'旨出，国民党在美国所进行的宣传活动是混乱和自相矛盾的，这

种现象反映了国民党政权内部的派系斗争。这种状况更坚忘了前

国务卿马歇尔和国务院的"中国通"们对国民党政权原有的看

战。他们认为蒋介石及其一伙巳经腐败透顶。据来自中国战场的

报告，蒋介石→再插手作战指挥，造成一个接→个的惨败，这使

国民党的形象更加糟糕们由此便产生了一种对国民党政权的强烈

厌恶感和尽快从中国脱身的愿望。利文斯顿·麦钱特曾在1950年

2 月把这种意向明确地表白出来。他写道z "在国内外形势允许

的情况下，应尽快地完全恢复我们在中国问患上的自由主动权.

井且使中国人感到我们同国民党没有联系。"

艾奇逊身材修长，胡须短硬，他是个头脑清楚、沉着冷静的

人。他并没有草率从事。他的结论是 z 相对来讲，中国对于美国

并不太重要，国民党的胜败兴衰也无关宏旨。国民党的崩溃和台

湾的陷落似乎不可避免，美国终将承认共产党中国并与之打交

道。他将奉行不插手台湾的政策，同时乐于看到北京和莫斯科之

间发生分歧，并促使他们分道th慎。支持台湾国民党政权将引起

领土之争，阻碍同北京的和解。沃伦·科恩己清楚地论证了艾奇

逊有关思想的特点、实质和来龙去脉，我把这一思想舔之为"北

京政策"。

从友面上看，又奇逊的"北京政策"似乎比他在别处奉行的

强硬冷战政策豆富有弹性和想象力。但只要我们进行仔细的分析

和研究就会看到， "北京政策"与其他地方的冷战政荒并没有很

大的差别。艾奇逊的对华政策同样是一种遏制政策，因为只有遏

制政策才从中苏边界划线，而不是把桂个亚洲都包括在遏制范围

之内。文奇逊和他的外交事务顾问乔治·凯南、约翰·戴维斯、

沃尔顿·巴特沃思和麦钱特等奉行的都是以现实政治为指导思想

的行动路线，他们带望与苏联毗邻的中国能够坚持民族主义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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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同时也坚持共产主立) ，成为一种与苏联抗衡的力量。即

他们想让中国成为亚洲地区遏制苏联的一种势力。但是，无论这

个谋略多么深奥微妙，并不是从共产党中国本身的立场出发来考

虑问题的。它没有考虑到中国自身的经验和感情。"北京政策"

反映出急于同蒋介石分手的情绪和同北京建立联系的设想。与其

说它是出于对毛择东等人的了解，倒不如说是出于对蒋介石一伙

的憎恶。

为使承认中国的大门不致关闭，艾奇逊决心全力奋斗。但这

→步究竟何时能够迈出仍属疑问。承认中国是一个过程。倘使中

华人民共和国认识到自己的义务，并且允许美国体面地从承认国

民党转为承认北京，这时两国关系便可以主向正常化。正常化的

进展取决于中国方面的所作所为，表明诚意的责任在中国→方。

1950年 1 月的北京领事馆事件就很说明问题。北京当局要求美方

交出原美国驻华使馆的一座楼房，理由是不平等条约使它成为一

座兵营。对此，美国提出了正当的警告，指出那座有争议的楼房

现在已经成为美国的领事机关.并抗议中国侵扭了外交条约规寇

的权利。此后，美国使撤出了留在大陆上的所有外交人员。文奇

逊无疑准备尽力同中国重新商定中美之间的条约，但中国共产党

方面也应该把这些条约作为谈判的出发点。对艾奇逊来说，实现

中美关系正常化才能达到双方的完全平等p 对北京来说，不坚持

平等原则一切都无从谈起，但在当时，共产党中国对在华美国官

员所施加的扭暴限制使人丧失了信心，美国官员继续留任非但对

改善两国关系无补于事，反而增添麻烦，因此他们被撤回了。

艾奇逊的对华政策带有一种他以及西方人同中国打交道时特

有的那种救世主姿态。科恩指出，国务院在讨论中国共产党问题的

肘候，显得有些单纯幼稚。在上述思想影响下，美国官员们认为

应当让中共明了 z 他们的经济必须依靠美国。与此相反，毛泽东
声明中国希望得到外援，但决不能完全依赖外援。如果从理性出

发，艾奇逊应该得出军11毛泽东同样的认识z 即平等互利。但在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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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的感性认识上，他们之间却存在着天壤之别。

令人难以理解但又颇佳得玩味的是，文奇逊把人民中 ;IJ 依据

主权以武力收回台湾作为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前奏。共产党攻占台

湾，将把国民党政权从中国的土地上彻底消灭υ 同时立奇边希

望，这样也能把国民党的影响从美国的政治中消除掉。而在此之

前，艾奇逊不可能在两国关系正常化方面有什么作为。可想而

知，当时艾奇逊一定在焦急地等待着中共对台湾的道攻υ 立进逊

固执地要实行这样一种并不可靠的政策。这个政策虽然有潜在的

积极作用，但当时却被一系列不测事件和两国之间的宿怨所

拖累。

以防御圄理论为基点的第二种亚洲政策，形成于1949到 1950

年。它的目标在于把共产主义限制在东亚和东南亚的范围之内。

我们可以称它为"亚洲遏制圈政策"。它并不是美国的国策，它

的形成缺乏长期租通盘的考虑。确切地说，这个政策是在对新情

况的主新考虑之中，由一系列并无内在联系的决策组合而成的。

如同前面所说的"北京政策"一样，它的产生也是为了要应付苏

联策动的、共产主义在世界范rm 内的挑战，但它却不以分裂中苏

关系为目的。相反，这一政策的基点是把共产党中国当作苏联的

卫星国及其扩张的跳板。它旦然也出自防御圈的理论，但却L立交

了防御固的内涵υ 防御固原是为了确保对太平洋盆地的控制，而

这一理论把它发展为对亚洲大陆的干涉。防御圈理论采取的是不

接触亚洲大陆的立场，它反!现了美国不插手亚洲事务的态度;而

"亚洲遏制国政策"则赞成和支持美国卷入亚洲事务，它倾向于

采取道入亚洲大陆的立场。后者县然不打算把美国的武装力量直

接投入到亚洲大陆，但它主张采用一些常用的遏制办搓，例如军

事援助和经济援助。最主要的是，这个政策反映了这样一种信

念，即认为美国在一些重大问题上采取强硬的立场，将会在心理

上大大加强美国在亚洲以至世界仨的地位和影响。

将中国和苏联的共产主义势力限制在亚洲之内的这种政策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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恕，其来源是多方面的。 1949年到 1950年间，这一政策构想通过

美国官方而表明出来。在美国军事界，这种倾向尤为明显。军人

们有着坚定的原则性，他们习惯于在敌友之间划出一条分明的界

线u 亚洲是次要阵地，它确实不是打大仗的地方。到 1950年时，

海军方面或许已经在考虑利用增大的东亚防务义务来获取一笔军

费.而在一般情况下把这笔钱转用其他地方的防务。从另一方面

看， "可E洲遏制国政策"似乎并不冒险，也不必花费很大代价。

当时，美国向希腊提供的军事顾问、训练及武器援助正在改变那

里的局势。用来干涉希腊的那套手段完全可以用在那些和中国接

壤的亚洲小国身上，改善他们的防卫能力。于是人们不难看出，

参谋长联席会议对这种遏制理论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并倾向于提

高亚洲地区的战略地位。

上述想拮绝不仅限于军方，它也渗透到了国务院。例如，美

回驻西贡代办埃德蒙·格利息曾发出警告说，美国没有坚决地对

中问地区承担义务，这将导致共产主义对这些地区的入侵。迪

安·腊斯克主张划出一条明显的界线以限制亚洲的共产主义。国

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则反映出美国官方对苏联在世界范围内

的威胁和挑战的担忧。①

艾奇逊主张不要关闭同北京建立关系的大门。当时杜鲁门总

统仍然受着艾奇逊这一政策的约束，但似乎同时又在努力地反对

它。杜鲁门倾向于对共产主义不加区别，一律看待，按照马丁·

舍温的说昌，他"立场鲜明，与共产主义势不两立"。这种立场

使得杜鲁门易于接受新的遏制圈理论。 1949年间，他曾数次参与

决策以阻碍"北京政策"的推行u 他拒绝批f位司徒雷登大使到北

京同周恩来会谈，并且同意国民党对中国中部和南部港口进行封

锁。最重要的是，他非常注意国内和美国固会的舆论。他最关心

① 文件的中心思想用杜鲁门的据说就是 s 西方世界"已面临一场巨大而日益增

长的危险"必须全力以赴，采取各种手段加强美国及其盟国的军事力量，才能阻止

"侵略"。-一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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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无疑还有国会中各委员会主席们的态度，他们对国家的主 ì.t手\]

讼案的通过起着决定性作用。他们主张对→切共产党国家都采取
强硬立场。

1949年到 1950年 ('11，一系列戏剧性事件的出现使得公众舆论

强烈要求政府实行更加强硬的对外政策。柏林危机的经验向美闷

的决策者们表明，在交锋中采取强硬立场是有益的。 1949年 8 月

苏联原子弹爆炸成功，此举极大地改变了世界战略格局ο 美国为

继续生存而面临着一场长期、严重的殊死斗争。要保技领先地

位，必须具备财力、物力、意志以及可靠的盟友。时不我待，人

们不得不做最坏的打算。美国威信也成为一个严重问题:在美苏

力量对比中，必须使人们看到是美国方面占上风，至少不能始于

劣势。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小的事件由于能对双方力量对比去生

影响而具有了重要意义。 1949年10月，发生了又一件带有剌激性

的事件 z 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美国决策者们决心不让"丢

失中国"这类事件再度发生，因而力主划出一条遏制共产主义的

防线。最后， 1950年 2 月中苏条约的签寇增强了关于共产主义是

铁板一tk:的观念，同时也加深了自由世界与集权国家之间的问均

(鸿沟理论系出自杜鲁门主义〉。正在这时，英国支生了克劳

斯·富克斯;可谍案.审判中揭露出共产党窃取原子弹机密的事

件。美国参议员麦卡锡也开始向国务院中的"卖国者"们发起涯

攻。美国政府官员，尤其是总统，受到了日益高涨的舆论压力，

人们要求对所有地方的共产主义势力都采取强硬的立场。

1950年初，对华政策，尤其是对台湾的政策成了人们特别关

注的→个争i它问题。杜鲁门和文奇逊在1950年 1 月 5 日和 12 日所

作的重要政策性声明引起了轩然大战。①他们的声明暗示美国将

放弃台湾υ 起初，院外援华集团在辩论中取得了一远程度的性

① 桂鲁门 1 月 5 日的声明，承认台湾是中国的领土，说美国无意在台海获取特

权、建立基地或对台湾提供军事援助。艾奇逊 1 月 12 日的演说讲到岛屿防御链lt-t. 没

有提到台湾。一-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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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但后来国会中的民主党领袖们控制了局势。蒋介石既然已经

在台湾恢复了政府首脑职位，这就给他在美国的支持者们提供了

证据，说明国民党政权仍继续存在。在国务院官员们看来，无论

蒋介石在美国的代言人们多么拙劣无能‘可他们宣传机构的肆意

宣传和鼓动毕竟吸引了人们越来越多的注意力。

在上述所有这些背景下形成的对抗观念，对美国政策的审IJ忘

产生了影响。美国无疑地要坚决保持它对亚洲沿海岛屿链的控

制。美国固然也希望能取得对朝鲜的控制》但是在朝鲜增加美国

的势力似乎并无充分的理由和也耍。在现有武装力量和美国援助

计划的支持下，李承晚政权完全可以应付内部的颠覆活动。至于

外来的威胁，据认为只有在发生全面战争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出

现。而在那种情况下，派美军去朝鲜不符合全局利益。

战后，美国对日政策的总方针转变为遏制的方针。美国决心

不让被打败的敌人再次成为国家安全的威胁。美国坚持要领导自
本的改革，并使日本重新回到世界大家庭中来。到 1948年时，日

乍的改革己告一段落，由于占领日本而给美国带来的财政负担以

及日本人民的不安情结，加上日本经济的虚弱，这些使得美国官

方不得不重新考虑怎样才能更好地实现自己的根本目标。美国采

取的步骤是 2 减少驻日人员，放松对日本的控制，鼓励日本发挥

自己的积极性和自治能力。美国希望通过这些措施使日本成为一

个自治的、稳定的国家，并能同美国保持亲密的、平等的关系。

共产党中国的崛起更促进了上述措施的实施.至少国务院是

这样做的。防止苏联对日本的进攻和颠覆变得比防止日本军国主

义复活更重要了。 1949年肘，罔务院官员为建立美日合作关系而

加紧了对日和约的准备工作。

对于美国军方来说，情况正好相反。参谋长联席会议坚决反

对签订对日和约。他们比以往更进一步地看到了日本战略位置的

重要性z 它既是亚洲沿海岛屿键上的关键性一环，又与亚洲大陆

隔海对峙。:芫国海军不满足于冲绳，而寻求将横须贺作为前沿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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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空军方面也争取在日本建立基地，以便在全面战争爆发的情

况下能对苏联发起核攻击。从上述考虑出发，军方愿意保持由于

对日占领而带来的种种特权，而对日本白立的前景表示怀疑。

朝鲜战争爆发之前，因务院国防部在对日问题上的分歧县然

没有得到解决，但双方却在交换意见的过程中产生了某种共同的

看苗。原来要使日本非军事化和中立化的设想被摒除了。双方一

致同意;对日和约可以缔结，但必须以美困在日本保有军事基地

为前提。就此而言.美国己决意要克服和抵销中苏结盟j所产生的

不利影响。美国政府内部所要商寇的问题只是，美国在日本的军

事特权需要保留到什么程度，以及用何种方式来达成对日和约3

当时?中国的巨大阴影已经出现在东南亚地区。中国对其邻

国胡志明政府的援助，再加上苏联的援助，给这个地区带来了新

的威胁。 1950年 1 月.东西方阵营的界线迅速地划了出来:中国

和苏联承认了胡志、明政府 E 作为对应，美国承认了南越保大政

权。 1950年 4 、 5 月份，美国在越南建立了一个军事顾问团.它

的任务是对越南及其他东南亚国家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

认 1950年 1 月到 6 月，美国逐步地对中国构成了一条弧形的

遏制线。 1950年 1 月 10 日，艾奇逊曾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会议

上，对着一张地图，勾划出一条由中国的邻国组成的半圆形或

"新月形"防线，它上起日本，下止于印度。他说: "我们在亚

洲的真正利益，主要应该放在这里。"其他人则把这条新月形防

线划到东南亚国家为止。总之，从军事角度讲，对共产主义的遏制

线应划在亚洲沿海的岛屿链上F 从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讲，遏制

则应进入亚洲大陆。这就是"亚洲遏制国政策"中"遏制"的含意。

在美国国内，要求拒台湾纳入岛屿防御链的压力增大了。正

在这个问题上"北京政策"与"亚洲遏制国政策~，发生了冲

突。在冷战的新形势下，台湾的重要性似乎大大地增加了。敌人

的空军若占据该岛，便可拦截从菲律宾飞往冲绳的美国飞机。话

虽这样说，但人们只要看一眼地图就能明白，台湾即使是落到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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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手中，其威胁性比起海峡对面的全部中国海岸线来说也要小得

多。既然中回大陆已经丢失，那么只好争取保住小小的台湾了。

1949年 8 月，军方参谋人员建议，万一同苏联发生战争，则美国

应占领台湾。参谋长联席会议于同年12月采纳了这一立场。从

1949年下半年到1950年，因务院同国防部之间为此发生了争论，

共中不乏官僚主义的味道。艾奇逊在不断增大的压力下作了让步，

但仍坚持他"北京政策"的核心思想，即美国不应在中国内战的

这个最后阶段插手，这样将给承认中国造成难以逾越的障碍。为

了摆脱在台湾问题上的困境，艾奇逊设想了各种办站z 使台湾自

治，由联合国托管，或选择较为开明的领导人代替蒋介石，以至

用军事政变把蒋搞下台。在这一切尝试都夫败以后，他仍固执地

坚持己见。他询问军方是否准备派兵到台湾协助其抵抗大陆的进

攻，军方最终的回答是"不"。遏制政策当时还没有发展到要出

兵保台的地步。

鉴于1950年 6 月 25 日北朝鲜的攻势，武装保卫台湾便成为不

司抗拒的压力了 ω 当时立奇iE可能这样安慰自己:报海军协防台

湾只是应付朝鲜危机的暂时性措施。军方则可能把这一行动看成

是整个战争计划中的一个步骤:全面战争;且在眉睫，必须防止台

湾落到俄国人手中。然而，这一行动同时又是1949年到 1950年形

势发展的结果:共产党中国的崛起将改变美苏冷战中的力量对

比，这对美国产生了巨大的压力，促使其作出了派第七舰队协防台

湾的快忘。匾际上和美国国内的压力导致了"亚洲遏制圈政策"的

产生。台湾变为岛屿链的一坏，使这条新月形遏制统完整无缺了。

...美国对朝鲜战争的介入也是其亚洲地区政策发展的结

果。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朝鲜战争本身产生了很强的能量，它对

亚洲地区的彭响是深远的。朝鲜战争加强了亚洲遏制圈的力量，

同时也将"北京政策"破坏无余。它的影响持续了20年之久，其
用果是破坏性的。

肖健宁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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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结束前后的
苏美对华政策①

A • 1\1: • 1'1.多夫斯基

中国与苏联和美国在远东

战争结束阶段的关系

中苏关系在中日战争期间是很矛盾和复杂的。国民党政府政

策的特点是不彻底性。在国民党内部‘有代表极不同政治利益的

力量和集团。除了公开和半公开的亲日分子以外，还有所谓的

"政学系"集团，它更倾向于美国，但并不反对改善中苏关系。

主张发展同苏联友好关系的代表国民党左翼的政治家、国务活动

家和军人也不少。在国内局势的影响和中国的三个主要外部因

素-一日本、美国和苏联的作用下，这些集团间的力量对比是常

常不稳定的。

随着战争临近尾声，美国加强了自己在中国的地位。大批美

国军事和其他顾问、参事、专家来到中国，取代了苏联军事顾

问，充斥于军事、国家、经济和其它领导机关。蒋介石促进了

这一过程，他把美国看作是反对"共产主义危险"，即反对中国

民主力量所能依赖的可靠力量。

与此同时.在苏联打了胜仗的影响下形成的世界局势，迫使

蒋介石重新考虑同苏联的关系问题。

虽然在雅尔塔会议之后，蒋介石没有得悉会上达成的有关远

东问题的协定。但是他根据事物的逻辑推断，在击愤希特勒德国之

① 标题是译者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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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苏联一定会关心自己在远东的利益，并在这方面起到自己的

作用。

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前景引起蒋介石的不安，在中国被内部

政治矛盾割裂的情况下尤其如此。他最亲密的中国和美国顾问向

他授意:苏联占领满洲后会长期留驻下来或把它"交给中国共产

党人"。①蒋介石判断，如果不发生这样的事，那么苏联参与击

溃日本，苏军驻留中国领土的事实本身对中国国内局势的政治影

响.无论如何估计也不会过高。

有鉴于此，蒋介石被迫谋求同苏联改善关系，就悬而未决的

问题远行协商。在1945年 5 月上半月举行的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

会上，蒋介石谈了这一设想。他说，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后，不敢

"侵 ilT" 满洲，不会把满洲交给中共，它将不得不考虑英美的立

场，英美在需要时"金来帮助"中国政府的。一批著名的政治家

和军事家在代表大会上提出议案，要求与苏联亲近，要求与苏联

建立全面合作，并在这方面提出了许多重要的实际措施。代表大

会同意合理改善与苏联的关系，但认为提案过于激进而被否决。②

在准备向苏联谈判时，蒋介石建议美国或者直接参加谈判，

或者至少作为国民党政府方面的"保证人"。美国外交当局答应

给蒋介石一切必要援助，但是从策略上考虑，宁可做得比蒋介石

的提议更婉转一些。 1944年 6 月.美国副总统华菜士访华时就预飞

先告诉蒋介石，美罔不打算充当中苏谈判的中介人。③

但是，有关中苏关系的听有主要问题在重庆和华盛顿之问都

讨论、 "审议"和协商过了。特别是，蒋介石同美国人商量，派

谁去莫斯科同苏联谈判合适。当选定了宋子文时，美国驻华大使

赫尔利将军应蒋介石的请求，于1945年 2 月 4 日把谈判提纲电告

华盛顿，以便协商并提出华盛顿认为必要的某些修改。

CD 塔奇曼(奥迪威和美国在华经验，第655页。

③ 贾圣才(苏中关系，莫斯科， 1958 ，第320页。

③ 柯乐博(中国和俄国。"伟大的胜利" ) ，纽约一伦敦， 1971 ，第34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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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给赫尔辛ij的复电中，国务院强调指出"我们力求知兔子了

利于中国政府，但不应该给它造坑斗中印象，以为我们准备承担

它同苏联关系的‘顾问飞"①

尽管外交策略如此，华盛顿却始终是将介石在对外政策方 IKj

的主要支柱。

1945年 6 月初，蒋介石通过苏联驻重庆大快向苏联政府共

示要加强中苏关系，愿意讨论和解决有关满洲(中东铁路、南满铁

路、旅顺.大连〉以及中苏两国所关心的其他问题。他表示括望

问苏联缔结条约和有关协定，并保证以他为首的中国政府准备以

相互间充分理解和友好合作的精神解决所有问题。蒋介石特别强

调说，中国将深为感激苏联帮助解放满洲和恢复中国对满洲的主

权。他ili强调了他为废除不平等条约、为中国领土的完整和她立

而斗争的决心，并说在这方面中国期望苏联的坚定支持。

同时，蒋介石在得到美国政府关于雅尔塔会议有关中国问题

决议的正式通知后，向华盛顿提出了要使美英成为任何一项中苏

条约或协定参加者的问题。②

华盛顿和伦敦拒绝参加。他们建议蒋介石同苏联选行双边谈

判，这正是在雅尔塔会议上己拟寇好了的。 1945年 G 月 18 日.国

务卿格鲁电示赫尔利大使转告蒋介石，苏联政府未必同意中国的

建议。③

苏联反对美蒋集团企图修改关于远

东问题的雅尔塔协定的斗争

1945年 6 月 30 日，以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宋子文为首的中国

政府代表团到达莫斯科。宋子文是同类图资本有密切联系的中臼

① 前引《中国和俄国>第342页。
② 同上，第343页。

③ 菲斯<<中国的纷争) ，第314-3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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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家族之一的代表，曾在美国受过教育和培养。在战时，宋子

文是对中国实现租借蓓的中国方面的主要行政长官，他本来就利

用美网的供应为自己增加了巨额财富。宋子文在给霍普金斯的一

封{主中阐明了自己的政治信条。他在信中表示，要极力为巩固美

中之间持久密切的政治上和思想上的联系服务。宋子文给霍普金

斯写道， "在美国毕业后，于25年前返回中国进入了充满挫折的

政治舞台。我始终坚持宣传的正是这一思想。正是由于这→目

酌，大元帅(蒋介石一-作者〉任命我为外交部长，您可以毫不

犹豫地期望我作为您的忠实的伙伴。"①

到达莫斯科后，宋子文在机场上发表了对苏联很友好的声

明"我特别高兴，能够在这里向取得对法西斯德国辉煌胜利的

苏联军队、人民和政府表示祝贺……我坚信，中苏之间真诚友好

的合作，一定会对确立不可动摇的普遍的和平事业做出巨大的

贡献3" ②

由宋于·文带来的蒋介石致斯大林的私人信件，也是用这一友

好的语调写的。信中强调，要力求发展牢罔的友谊和全面合作的

关系，为此日的愿以相互理解的精神解决所有问题，等等。蒋介

石的这一信件和宋子文的声明似乎为谈判造成了良好的气氛。但

是，在谈判过程中却暴露了对原则性问题的重大分歧。

中国坚持确定苏军在满洲领土上驻扎的严格期限，其中建议

写明苏联不迟于口本投降后三个月撤走自己部队的义务。同时，

对于美军在中固的驻扎却没有提出任何期限，这正如后来的事件

所表明。

苏联声明，这种要求是「分荒诞的。苏联认为没有必要确定

这种期限，因为苏联不打算在击愤日本后让自己的部队留在中国

领土上。中国提出这一问题只是表现了对苏联政策的不信任。中

D 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 • ~110-1 1l页。
仨 《真理报) • 1915年 7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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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根据提出这一问题。但是，苏联政府没有

坚持己见，立指出，既然中国提出了这一要求，苏联就准备

接受。

在谈判过程中，压暴露了在其立许多问题方丽的分歧。这些

分歧是由于中国力图修改有关满洲以及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雅尔峙

会议的决议而产生的。中国特别顽固地拒绝承认蒙占人民共扣目

的主权。宋子文还说，承认外蒙独立仿佛使西藏问题复杂化了，

这会在国内引起剧烈的反响，蒋介石政府由此可能垮台。

宋子文通过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要求杜鲁门总统在外蒙问题

上给予支持。①同时，国民党反动集团在报刊上发起反苏运动，

谴责苏联"帝国主义"、 "掠夺"、 "侵略中国领土"，等等。

极右派"CC"企图以召回莫斯科的中国代表团相威胁.要求中止

谈判。他们给蒋介石的呼吁书实际上是玩弄政治把戏，日的在于

影响谈判，向苏联政府施加压力。

在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问题 L 明显地表现出蒋介石分子的大

国主义(大汉族主义〉政策。蒋介石已经在1943年 12月的开罗会

议上试图预先得到美国的保证吗以支持他实现对蒙古人民共和国

的领土要求。在同罗斯福总统会谈中，他提出了"可能并希望"

把外蒙，即蒙古人民共和国包括到中国版图内的问题。②罗斯福

在尽力关照蒋介石及其政权的同时，清醒地理解到实现这J企图

的不合理性。他模棱两可地说，这一问题需要通过与苏联谈判来

讨论。③

正象国务院公布的文件所承认，苏联坚决摒弃了社F 门政府

站在中国政府方面干涉蒙古人民共和国问题的任何企图。根据波

伦在波茨坦会议所写的谈判备忘录，斯大林曾向杜鲁门声明，中国

对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要求没有任何理由。用被伦的话说，斯大

① 《杜鲁门回忆录，第 1 卷，纽约， 1955年，第315-316页。

② 《美国对外关系。外交文件。开罗会议和德黑兰会议。 1943 > (以下简称

《美国对外关系。开罗和德黑兰会议忡，华盛顿， 1961 ，第325页。

③ 同上，第3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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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指出，在长时期内中国从未同外蒙古有任何联系，所以，承认蒙

古人民共和国的主权对中国会有什么"损失"的任何议论是完全没

有根据的。斯大林强调说，中国人不会损失掉他们不具有的东西。①

如同后来众所周知的，毛泽东也想吞并外蒙古.因此，在这

一问题上他是蒋介石的同伙。早在 1936年毛泽东会晤斯诺时就

说，当中同人民革命取得胜利时，外蒙古"将以自治方式成为中

国联邦的一部分"。②毛泽东责难斯大林犯了"错误"，不承认

(外〉蒙古是中国的一部分。毛泽东在这一点上不同意雅尔塔会

议的决定，这稍后便反映出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1952年出版的

地图、图册和教科书中，把属于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划进了巾

国版图。③在以后的年代，北京向蒙古人民共和国扩张的意图愈

益加强。而在毛泽东逝世后又进一步发展。 1978 年 4 月 20 日，

《真理报>> (外蒙古的一一-译者)在《北京的政策是对我们安全

的威胁》的社论中写道: "从蒙古人民共和国获得独立时起、中

国军阀集团就没有掩饰过自己吞并蒙古和夺走其广阔领土的大汉

族主义的掠夺意图。中国在中蒙边境上制造紧张气氛，进行各种

反蒙破坏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继续实行反蒙政策，其

日的在于融化蒙中关系，削弱蒙苏间的友谊和兄弟般的联系。"③
在谈判时，蒋介石的儿子、现今蒋介石在台湾的继承人蒋经

国，与宋子文一起发挥了很大的积极性。宋和蒋千方百计地企图

向苏联政府施加影响或压力，尤Jt是在蒙古问题上。他扪诉诸于规

劝、友好的"誓约"，最后是威胁。蒋经国向苏联大使彼得洛夫

声称，国民党政府不会同意承认外蒙独立，谈判将由此走向绝

路。蒋以谈判破裂来威胁他。

苏联政府在蒙占问题上采取了坚寇的不妥协立场，坚决回击

① ‘美国对外关系。外交文件。柏林会议(旅茨垣会议〉波茨垣文件) (以下

简称《波茨垣文件) )华盛顿， 1960，第 2 卷，第1587页。
② 柯乐博(中国和俄国) ，第 379页。 。

③ 布山(中国走向法西斯之路) ，新德里， 1975 ，第 45页。

④ 引自《真理报) , 1978年 4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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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中国方面的要求。蒋经国被告知、苏中谈判的绝路元全是由中

国方面造成的，要从僵局中尽快摆脱出来取决于中国方面。这证

明了苏联政府在民蒙古人民共和国字有完全主权的问题上坚定的

和不可动摇的立场，和捍卫这一立场的决心。

关于中东铁路和南说铁路的问题，在谈判中也引起了激烈的

争论G 雅尔塔会议规立，根据在保障"苏联优先利益"的同时过

;江苏中联营公司的原则，共同经营中东铁路军~l南蹒铁路。①

〉:;于"苏联优先利益"的原则，也扩大到雅尔培协忘中涉及

苏联在祸洲的财产的其它条款。但是，在许多问题上，苏联政府

为了同中国合作和睦邻相处而让步，考虑到了中国政府的谙求。

例如，苏联方面同意把中东铁路和自祸铁路看作苏中共同所有。

但是，中国方而却得寸近尺。首先，中国坚持铁路不是共有，而

是中国独有。其次，中国提议，一切铁路支线、所有搞洲的铁路

分文网都不受拟议中的苏中铁路公司管辖，只是把以前中东铁

路和南战铁路的干线留给公司。再次，中国方而竭力主张，苏中

共管的铁路不但捂为其服务的辅助企业(铁路车库、工厂、各种

公用设施等等) ，但是没有这些企业，铁路的存在是不可思议

的。苏联方面声明，苏联不想要正在为满洲铁路服务的所有企

业，而只是坚持给铁路保留三个企业和设施，它们是用我们国家

的资金建设并服务于这些铁路的。

在铁路管理问题上展开了更为激烈的争论c 中国方面企图忽

视雅尔塔协寇关于苏联优先权的条款，坚持中国长春铁路〈中长

铁路)的局长由中国政府任命，就象在建立苏中对中东铁路和南满

铁路的共同管理之后，这些铁路应由中国政府命名一样。换言

之，要极力限制苏联的管理权(对这一立场将在下面研究〉。中

国方面以保障中国的国家主权作为其要求的理由。苏联方面指

出，现在所说的是涉及双方利益的纯梓经济活动，这根本无损于

中国的主权。苏联代表坚定地捍卫关于这个问题的雅尔塔决议，

① ‘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 ，第1'9 9一2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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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十分明白地规寇了苏联有优先权。据此。铁路局长应由苏联方

面任命，而副局长由中国方面任命。

中国方面在提出违背雅尔塔协定的要求的同时，企图把有关

中长铁路问题变为围绕外蒙古问题进行政治交易的对象。中因方

面提议苏联在搞洲铁路问题上让步，来换取中囡在外蒙问题上的

让步ω 苏联政府坚决拒绝讨论这一问题。

关于中长铁路的运输问题同样是重要的。中国方面提出，把

国民党政府为军事日的有权单方面使用中长铁路这一点包括到协

定中去，这里指的是运送军队、军用物资，等等。苏联方面坚决

反对这种要求。苏联方面声明，中长铁路是商业性企业，是用来

运输商品而不是军队的。苏联政府的这一原则性立场后来对中国

草命的命运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ω 当蒋介石在美国人帮助下，企

图利用中长铁路运输部队到棋洲，以镇压这里的革命民主力量

时，苏联根据条约，坚决拒绝了蒋介石分子在这方面的

要求。

大连商港国际化，保证苏联在这个港口的优先利益和恢复在

用旅顺口作为苏联海军基地的问题，在三大国关于远东问题的雅

尔塔协定中占有重要地位。①苏中谈判在讨论旅顺港和大连问题

过程中，苏联政府迎合了中国方面的愿望，没有坚持租用。但

是，中国方面对此并不满足。宋子文援引重庆的"强硬"指示，

要求旅顺海军基地和大连港的行政权实际由中国人控制。作为

"妥协" ，末子文提议建立苏中混合军事委员会来管理旅顺基地

但委员会应以中国代表为首。

至于大逗，中国方面坚持不仅大连市的行政权，而且大连港

本身的管理权都属于中国。中国代表要求，港口主任由中国市长

任命。中国方面要求控制旅)1固和大远的理由是，如果不这样做将

妨碍中国为恢复九龙半岛和香港道行的斗争。

苏联代表向中国方面指出，要求管辖太远丰il旅顺是违反雅尔

① 《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 ，第199-2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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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协定的，苏中谈判一开始，中国政府曾同意以这一协定作为谈

判的基础。苏联还向中国代表指出，如果中国控制了这些港

口，中东铁路和南涡铁路在很大程度上就对苏联没有意义了，

就会产生使用这些铁路的困难，并会象过去的那样引起各种冲

突。苏联代表还强调指出，所说的是暂时使用这些港口，经过一

段时间就没有这个必要了，苏联将在协定规定的期限内放弃这些

港口。至于九龙和香港，苏联将作为中国在解决这个问题上的最

可靠的盟国。

经过长时间争论之后，中国代表团声明，它已用尽了重庆授A

予它的全权，由于双方在立场上的分歧，它必须进一步请示。

下一轮谈判适逢泣茨坦会议开始。 1945年 7 月 13 日，苏联政

府领导人动身去波茨坦。宋子文声称，他想利用这个谈判间隙，

亲自向蒋介石报告谈判经过井获取本国政府的进一步指示。第→

轮谈判便这样结束了。

波茨坦会议结束后，元;中没有立即重开谈判，因为宋子文延

迟回到莫斯科，直至 8 月 6 日才返回。除了到重庆，同国民党政

府领导人详尽讨论苏中谈判外，宋子文还去华盛顿同杜鲁门和其

他美国领导人协商。如果不是远东局势的急速发展使美国和蒋介

石外交当局无法进一步玩弄花招，很难说这些协商将花去多少·

时间。

苏联忠实于自己所承担的有关雅尔塔协定的义务，加速实现

了击败日军的广泛准备。苏军进入中国领土的日子临近了。在这

种条件下，正如艾奇逊在美国国务院《白皮书》中承认的，华盛
顿和重庆一样，都不打算使苏中关系问题留作悬案而不用相应的

条约加以调整。美国人催促宋子文回到莫斯科谈判桌上来，谈判{

在1945年 8 月 7 日恢复。

谈判实际上是从讨论第-阶段所争论的一揽子问题开始的。

这」讨论一直延续到 1945!年 8 月 14 日苏中条约签订。

谈判过程去明，国民党政府仍然拒绝在苏联和中国之间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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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友好合作的关系。

蒋介石中国的这种立场在很大程度上取诀于美国统治集团的

政策。这一集团在杜鲁门入主白宫后采取了激化同苏联的关系和

煽动"冷战"的方针。

正象美国己公布的官方文件所去明，罗斯福一死.杜鲁门 A

当总统，白宫和国务院就为了美国的利益，开始寻求修改有关远

东问题的雅尔塔协定的可能性。在苏联把自己的部队以欧洲调到

远东，全速准备对日宣战时，华盛顿政府集团，就上述修改美国

的对苏总政策方面的问题进行了紧张的辩论和协商。专门的咨询

小组建立起来了，国务院、军事部门及其它主管部门受托准备白

，己的设想和建议，提交美国政府审议。

在白宫召开了--系列会议。参加这些会议的许多著名外交家

和军事家建议杜鲁门采取"对苏强硬立场"。①例如，特意从

莫斯科回罔磋商的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在 1945年 4 月 30 日白宫

会议和后来的许多会议上建议从根本上修改雅尔塔协定，把整个

朝鲜纳入"美国责任区 'y ，并且不允许在中国有"克里姆林宫

的影响"。哈里曼借口"俄国的危险"和苏联"没有履行"国际

义务，断言只要美国采取"强硬叮立场，苏联一定会让步。

其他许多与会者也本着这种精神发言，批评罗斯福的政策，

说什么这种政策使苏联确立了在东欧的"统治"。②

为向苏联施加压力， 1945年 5 月 8 日，美国政府指示有关部

门停止按租借法向苏联提供---切物资。③所有正开往苏联途中的

美国货船奉命返回美国港口。

1945年 5 月 12 日，美国代理国务卿格鲁正式结陆海军军部领

导人发去一份备忘录，征询他们关于美国对苏联的远东政策，例

如有关远东问题的雅尔·塔协定的意见。这份备忘录提出了是否应

① 李海 2 ‘我在现场>> .纽约， 1950 ，第351 页。

⑧ 库兹涅茨(从珍珠港到波茨坦) ，莫斯科， 1970 ，第 257页。

③ 叫圭鲁门回忆录) .第 1 卷，第 2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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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主苦ìtJì履行雅尔培TJLEE和是否需要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问题。

格鲁本人没有掩饰他反对与苏联合作，主张对苏联采取"强

磁方针"。尤其是后来他承认，他常在杜鲁门政府领导集团中宣

传迄-方针，并在这 v点上得到了总统的充分支持。他写道z

"我今天记不起总统和我在什么问题上有重大分歧。"①

5 月 12 日的备忘录还说，如果美国军部认为，没有苏联，美

国就不 4可能结束对日战争?那未必须采取·切办陆最大限度地限

制苏联参加这场战争的政治后果。同时，他建议向苏联提出→系

列要求作为履行有关远东问题的雅尔塔协定的条件。例如，要求

苏联政府"向中国共产党人施加影响"，促使他们帮助美国政府

"在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领导下努力实现中国的统一"。②

根据罗斯福总统在雅尔塔承担的义务，美国应当保证使蒋介

石同意雅尔塔协定中有关蹒洲的条款。但是，格鲁在自己的备忘

求中却提出，如果苏联政府不同意"击美国政府最希望的条件

F" 解决中国统一问题时，美国就根本不履行这一义务。③

同时，备忘录要求苏联"明确"同意有关朝鲜问题的这部分

开罗立言(运'宣言许诺朝鲜"在适当时期"④获得自由独立，

E求并解释出，这可能意味着在任何不确定的时期〉。

备忘录要苏联政府同意在朝鲜解放后，对朝鲜实行"美英中

JAE智"。备忘录强调指出，这一同苏联的胁寇应当明确指出，

"推选朝鲜临时政府的权力只属于四个托管国"。⑤

5 月 12 日备忘录的主张得到杜鲁门政府的其他许多要人的支

抖，如海军部长福雷斯特尔和美国驻莫斯科大使哈里曼。福雷斯

特尔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自从杜鲁门上台后，他在白宫会议上

对占愤日本的战略提出了怀疑。他提议，在日本被击愤之前，要:

① 格鲁<<动乱的年代) ，纽约， 1962 ，第 1450 页.

@ 向上，第1456-H57页。

@ 同上。

@ 同上，第1457页。

@\司上。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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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美国"对俄国在远东的影响叩的长远政策，要决定依靠谁来

对抗苏联的影响: "中国还是日本"。有鉴于此，福雷斯特尔提出

了一个问题z 为此保持日本作为一个拥有高度发达的工业潜力的

强国不是更好吗?①在这个日记的书评中，主编米利斯表达了美

国统治集团一部分人的意见，他对福吉斯特尔的主张没有得到及

时有力的支持而感到遗憾。米利斯写道，如果"认真听取"?Zii;

斯特尔的意见， "后来的历史会沿着另一条道路前道"。②

驻苏大使哈里虽是美国转而实行对苏"强硬方针"的最热烈的

拥护者之一。在立自莫斯科的电报中，以及后来回到华盛顿在国

务院如白宫会议上，哈里曼提出了上面已谈过的大致类似的那些

、问题，并提出了福雷斯特尔所提出的同-主张。

H合旦旦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提到，他以苏联似乎没有履行雅尔

塔会议有关东欧的决议为由，建议重新审查有关远东问题的雅尔

塔协定。哈旦曼所谓的"没有履行"，是指苏联支持由苏平解放

的东欧各国民主力量的政策对美国和英国不利。正如哈里曼j主

步所承认的，他提议重新审查美国对朝蝉的政策，提出有可能保

持日本为战后"在远东的力量"，以及给印度支那地区"可能

和必要的军事援助"的问题(不言而喻是"援助"镇压民族解

放运动-作者〉。按他的衍，哈里曼坚持采取"反对中国共产

党人"的措施。他的理由是，当千百万中国人仿佛准备"按克里

姆林宫的命令行动"的时候，美国"面临事实"上的"危险"。@

重新审查美国对朝鲜的政策，指的是实现华盛顿设想的建立

对朝鲜的所谓托管，目P剥夺朝鲜人民力求实现的独立。据福雷

斯特尔证明，在 1945年 5 月 12 日的白宫会议上，哈里曼岗，在雅

尔塔会议上，罗斯福总统提议建立对朝鲜的托管制度，但没有达

成协议。现在哈里曼提出要设怯实现这→主张，而不管苏联的主

cll (福雷斯特尔的日 i己)纽约， 1951 ，第53页。
③ 同止。

③ 哈里曼. (与俄宙携手tl) ，纽约， 1960 ，第县一 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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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如何。他担心，如果使朝鲜获得苏联所坚持的完全独立和建立

人民选举的政府，这 A政府按其性质来说"无疑将是布尔什维克
的戎苏维埃的。"①

据国务卿贝尔纳斯承认，美国统治集团最气愤的是苏联支持

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东欧其他国家的人

民民主力量。贝尔纳斯写道， "我担心，当红军进入满洲时，会

发生同样情况。我的担心还是在红军撤离满洲之前就被证

实了。"②

贝尔纳斯强调指出， "坦白地说"，按上述理由，他本人对

没有苏联参加而能结束对日战争会感到"高兴"。他主张用原

子弹轰炸"强迫日本人按我们的(即美国的一-作者〉条件

投降"。③

但是， "强硬方针"的拥护者们不必用很长时间说服杜鲁门

总统，因为杜鲁门本人就主张对苏实行"强硬方针"。他说，如

果雅尔培协寇的一部分被破坏了，他将认为整个协寇再也不能使

任何一个有关方面去承担责任。杜鲁门还说，同苏联的关系，仿

佛是"一条单向行选的街道"，他打算结束这种状况-一"或者

现在或者任何时候! ，~③ 

鉴于有必要给哈里曼拟定指示，美国领导人用了一星期时间1

研究杜鲁提出的问题。军部领导人.包括美国陆军部长虫汀生和、

马歇尔将军没有急于答复。他们之所以"深思熟虑"，是因为这

时美国正加速制造原子弹，从事这一秘密工作的统治集团代表人

物正焦急地等待"新式武器"试验的最终结累。⑤

在1945年 5 月 14 日举行的有格鲁、史汀生、福雷斯特尔、哈

里曼和马克洛伊参加的会议上?史汀生说，他主管的部暂不准备，…

《福雷斯特尔日记"第56页。
贝尔纳斯<坦率的话) ，纽约， 1947 ，第208页③

同上。

《韬雷斯特尔日记)第50页。

菲斯= ‘中国的纷争) .第307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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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复国务院提出的问题，并提议哈里曼在"我们的方针没有明确

(所指的是试制原子弹〉之前，暂缓返回莫斯科"。①美国统治集

团期待美国政府"将拥有这→超级武器，并使全世界都知道它。"②

例如，国务卿贝尔纳斯开始对杜鲁门说: "原子弹使美国有可能

迫使敌人接受结束战争的条件。"③

但是，杜鲁门政府不敢同苏联破裂和否定包括有关远东问题

的雅尔塔决议。一个主要的制约因素是没有苏联的参加，美国和

英国不能结束对日战争。所以，杜鲁门政府的许多知名人物，首

先是军方人物〈例如史汀生和马歇尔〉建议对待苏联要比较审慎

行事。

在1945年 6 月 18 日的白宫会议上，马歇尔在报告太平洋战场

局势时强调说，美军Jf处在距日本本土 500 公里的地方，但日本

人的抵抗却愈来愈强烈.美国人的伤亡不断增加。④

马歇尔认为，就是有了原子武器，战胜日本也是不可能的。

出席会议的艾森豪威尔将军和伊克尔将军表示完全同意这一

看注。⑤

在 1945年 5 月 23 日的会议上，马歇尔对苏联同意参加对日作

战表示赞同。他说， "在我们完成所有令人厌恶的工作之前"，

苏联如果愿意的话，可以不出动。福雷斯特尔指出，马歇尔抱有

这样的想怯， "冒险破裂(同苏联破裂-一作者〉是件很危险的;

事情"。⑥

海军上将列吉主张支持史汀生和马歇尔的立场。他提议这样

处理问题， "不关闭大门"，以便调整同苏联的关系。⑦

参谋长联席会议通知杜鲁门，关东军拥有一切必要的手段，

P 菲斯<中国的纷争) ，第 397页。
2 同上。
③ 《杜鲁门回忆录) ，第 1 卷，第87页。
④ 《波茨坦文件) ，第 1 卷，第906页。

，~ 同上。

。 ‘福雷斯特尔日 ì2.) ，第 51 页。
3 同上，第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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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以便无限期地进行斗争，①甚至在日本本土被占领之后也是主样。

联席会议;五强调说，日本政府能够把基地迂到捕洲和华北，那时

美国和英国将不能利用自己的主要支柱←→海军舰队.战争抖抖

久拖下去，它建议保证苏联参战以摆脱这一局面。②

美国陆军郎在答复格鲁1945年 5 月 12 日的备忘录时最先兮地

去达了军方的观点。陆军部的想陆是， r句苏联提出某些要求，尤

其是提出最后通牒式的条件，是完全没有活望和不明智的c "自是

国人"没有美国也能够决定.苏联是否参加对日作战的问题， u因

为他们遵循自己本来的军事和政治计魁，很少注意美国采取的什

么政治举动" ::ß)。备忘录指出，"俄国人参战将具有重大的军事过

果，因为这能大大缩短结束战争的期限，从而挽救美四人的生

命"。尤其是"俄国在军事上有能力战胜日本人和占领萨哈林、

搞洲、胡鲜和华北，并且是在美国武装力量能占领这些地区之前

加以占领……此外，如果愿意，俄国人能够等到美国以自己的力

量击愤日本的军事实力肘，再去占领他们所希望的目标，这比早

一些参战付出的代价要小"。③

陆军部的备忘录还指出， "由上述司知，我们很少有办;丢在

远东问题上对俄国人施加压力，而不诋诸武力"。最后它强调

说，美国前望"在远东问题上得到俄国人的充分理解并同俄国人

达成协议"。诚然，陆军部不反对重新修改雅尔塔协定，但是这

种修改必须有助于达到上述的"充分理解和协议 'y 。 "然而，现

在修改〈雅尔塔协定-作者〉会得出什么好结果是不可思

议的。"⑤

美国领导集团进行了所有这些辩论之后，决定派霍普金斯手11

① 哈西亚.:在太平洋作战的日本军队)莫斯科. 1964. 第164-169页。
② 库兹垣茨<从珍珠港到被茨坦) .第312页。
③ 格鲁(动乱的年代~ .第1458页。
④ 同上。

③ 向上，第14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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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里曼去莫斯科"要求俄国尽快参加太平洋战争"。①

1945年 5 月 27 日，霍普金斯和哈里曼同斯大林在莫斯科会谈

时，斯大林因美国政府命令停止向苏联供应担借物资而表示愤

慨。他指出，如果美国无力再进行这些供应，苏联政府不打算请

求或坚持。他注意到美国采取的粗暴的不能容忍的方怯，例如命

令正在海上开往苏联港口的船只返航。斯大林声明，如果美国指

望利用租借站向苏联施加压力，使其更加顺从，那就大错特

错了。②

苦苦金斯和哈里虽不得不以守为"攻"，他们被边借口由于

个别官员的过错发生了"技术上的不协调"等等，保证在24小时

内撤销命令ψ

在 1945年 5 月 28 日的会晤中，在回答由哈里曼转达的杜鲁门

的请求，即通知一下哪怕是苏联参加太平洋战争的大约日期时，斯

大林确认了苏联政府在雅尔塔会议上所同意的事，并且词，到 8

月 8 日，苏联军队→定占领满洲边境上的阵地c 同时他提起雅尔

塔协定关于苏联参战的条件，指出，目前还要取决于同中国政府

的谈判。为此，苏联政府期望中国代表团在 7 月 1 日以前到达莫

斯科》③

霍普金斯在关于同苏联领导人会晤结果的报告中，告诉总

统"我们十分满意关于远东问题的谈判。"④

在1945年 5 月 28 日给杜鲁门的电报中，霍普金斯写道: "斯

大恃没有使我们怀疑他打算在 8 月份开始作战行动，重要的是末

f文不得迟于 7 月 1 日到达这里。"⑤

仕鲁门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他满意地接到了苏联政府答应

芸加太平洋战争的白寇的答复， "因为美国军事专家确定，攻近

① 《址鲁门回忆录~ ，第 1 卷，第 264页。

③ 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第634页。

(苟同上.第634-635页。

④ 同上，

川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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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至少要美国人付出伤亡50万人的代价，即使日本在亚洲的军

队被俄国人牵制在中国领土上也罢。"①

在 1945年 6 月 15 日致斯大林的信中，杜鲁门通知说，中国行政

院长宋子文 6 月 15 日从美国动身经重庆飞往莫斯科，他在 6 月未

到达那里"讨论中苏条约的细节"。该信还指出，已指示美国驻华

大使赫尔利，于 6 月 15 日通知蒋介石有关苏联的条件，并尽力得

到其同意。杜鲁门要苏联政府相信，己指示赫尔利大使通知:蒋介

石，美国政府"将支持雅尔嗒协寇"。②

当赫尔利把雅尔塔协定通知蒋介石时，蒋介石声称，不论中

国同苏联缔结任何协寇，美国和英国应是协寇的参加者。他还建

议，要使旅顺港变为中国、美函、苏联和英国四大国共用的海军

基地。③

这是蒋介石公然挑拨苏联同美英友生冲突。华盛顿找到了足

娼的理由不接受这种挑畔。如下所述，华盛顿决定以具它外交方

拉在满洲对抗苏联。

格鲁在1945年 6 月 18的电报中指示赫尔利转告蒋介石，美国

政府不能接受他关于共同利用旅顺港作为海军基地的建议，也 1~

38接受他关于参加"中国政府同苏联在订的任何一项别的协寇" ,. 

的建议。④给赫尔利的指示强调，"苏联是否会缔结蒋介石所说 斗
的协定是很令人怀疑的"。⑤

在去莫斯科谈判之前.宋于文同杜鲁门总统和代理国务卿格

鲁进行了几次长时间会谈。他要求美国向苏联施加压力，以便重

新修订雅尔塔协定。如同格鲁在回忆录中指出的，宋子文力图

弄清如何理解协定条文中所载的苏联在搞洲的"优先利益飞

① 《杜鲁门回忆录)第 1 卷，第265页。

② <1 944一 1945年伟大卫国战争期间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与美国总统和英00 首相
通信录)第 2 卷，第264页。

③ 菲斯 s ‘中国的纷争>第314 页。
④ 网上，第 315页。

⑤同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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恪岱J<:捂搪主地回答说，他没有出席会议，因此 1~能对协定作出解

释υ 但同时声称.按照他的意见， :t主个协定将在披夜垣"学行的

最高级会晤中得到调整"。 3

在同杜鲁门的会谈中，宋子文同样坚持要求解释清楚雅尔ì.Æ

协寇的 A切"细节-yc 如同性鲁门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指出的，末

子文实际上要求美!主|政府修改有失满洲问题的雅尔塔协症。宋声

称，中国"将难以同志俄国人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押。 a

杜鲁门写道， "我向宋解释说，正象我上→次做的那样，我

极为关心的是让苏联尽快参加对日作战，以加快结束战争，从而

挽救无数美国人和中国人的生命~，③

宋子文力求获得豆明确的保证和"指示'F ，以便去莫斯科;二

行谈判u 杜鲁门、格鲁、海军上将夕IJ 古和其他美国领导上被迫玩

j手"微妙的"手段。他们不能向宋子文直言美国主张拒绝稚尔塔

协定的有关条款，因为担心重庆会使谈判破裂，并促使美国困满

洲问题而同苏联直接对抗，美 l可是不打算进行这种对抗的。

在 6 月 14 日的最后一次会谈中，杜鲁门向宋保证，他"不会

做任何有损「中国的事"飞乡

吗?着这种一般性的保证，二十;于文 γ19 ，15年 6 月 30 日到达莫斯

科。在谈判过程中，末子文 /j\ 以经常了解重庆的，而且也了解华

盛顿的所有情况c 他经常由美凶大使日ft l丑呈向华盛顿征求有关药:

中谈判问题的建议。杜鲁门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指出: "我委托哈

252大使经1111tzt了解即将平行的男;另科谈判的远程。" W陪着

这-谈判的选民，美国外交当局虽然向蒋介石表示不担当中介人

的 ffJ C，实际土耳卢现了愈来丘大的积极'性，在幕后操纵中国 f毛

主团的行动 例如，谈判己汗始盯.蒋介于[于 19 -1 5年 7 月 10 日写

:P Jiij词\<中国的统 (þ.) , ;r-; 313页 3

主) <<位仨-门回忆，支}第 1;二， 2327G页 3

'.ID I司上。
D 恪鲁(动乱的年í-t.) ，第 1468页。

zD ( 1-1: fr;- n I~H乙 JAb ， Et142 ，统 315页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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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给杜鲁门说 "i肘'寻通过赫尔和l 大 1也不断把谈判进程通报告

您……我恭请您继续密切注意谈判进程.有时以您的忠告对我选

行启立。叮①美国驻莫斯科大使哈里是在这方面尤为积极。说到

这里，有这样一件事很有意思z到 7 月 11 日，即在谈判开始的十天

当中，宋子文同斯大林和莫洛托夫道行了五次会谈.而同哈引'!呈

竟然也会晤了五次。②

美国人实际上控制着中国代去囚的打动u 例如，国务卿贝尔

纳斯在 7 月 4 日电报中，委托哈!115主顶先通知l 末了文.在最终拟

定协在之前‘美国政府希望同他ill行协商户 'lf严盛顿淫!就只它问

题转告宋子文有关的方针。

美国外交界和军界在议茨坦会议期间 lßx.J莫斯科的男;中谈判

表现了很大的积极性。最使他们不安的问题是，苏联在同中国结

结协主二时最好不要对美国人关闭向满洲lti.上行了政治和经济渗透的

大门，不要磁坏美国的扩张计划。例如， 1945年 7 月 23 日由国务

院起草、并由贝尔纳斯递交杜鲁门总统的备忘录提议.要美国自

己或同英国-起"向苏联政府施加影响，以便把有关大连 o巷〉

不fl91 民铁路的条款作有利于中国(和其它国家〉的修改"。 ti五

j止一步要求双方政府"承担明确的义务不歧训"美国政府.并把

这个原则扩大运用到"中苏协定涉及的所有地区和活动中去"。

这里指的是"美国公民进入大连港口设施的平等权利，也}目和购

买土地从事商业活动和居住的权利，以及自由和充分利用铁路设

施和技术设备的权利"ωe

1945年 7 月 15 日，美国陆军部长虫汀生与哈里虽坚持要杜鲁

门，采取一切措施，使美国"绝对确信俄国人不会以控制铁路来

封锁美国同祸洲的贸易"。③ 7 月 16 f:j ，史汀生在」份递交总统

Q) (旅茨坦文件)第 1 卷，第 861页 3
② H. 韦(中国与苏维埃俄国)纽约-伦敦. 1956. 第 181 页 e
③ 《旅茨坦文件) .第 lt主.第 231 页 c

CD 同上，第671页 ο

(军同上.第 2 卷.第 J 224页。

220 



的专门备忘录中写道: "不应当做出任何让步使俄国控制或禁止

经由大连或摘洲其它港口的贸易。换言之，我坚持对待满洲就元

全象对待中国本身一·样。"②

按照国务卿贝尔纳斯的指示和1哈里曼的建议，国务院工作人

员为杜鲁门总统起草了---系列主件 J 这些 k件提议，要使美国政

府豆积极地参加中苏谈判.并在实际 1: l'干于谈判"。②文件强

调指出，在关于旅 11陋、大连和调 i州铁路问题上，美国政府应当搜

据宋子立的提议"坚持严厉限制苏联的权利'气.1'文件还要求民

IiE维护"美国的历史地位"。正听说的"历史地位"·正是指

"门户开放"的主张。美国在战后力求把这一主张扩大到全 111

田，包括满洲在内。

由美国国务院中国科科长范宣德起草的 7 月 23 日的备忘录

提议，美国政府!在同苏联和中国达成关于维护"美国的历史地

位----门户开放(的主张) .，的书面协议G ⑤

其它文件断言，雅尔塔协定意味着"偏离了美国的传统政

策?，建议美国政府"在抵制苏联要求方面"坚决支持蒋介石政

府，因为这些要求超出了"在雅尔塔达成的协寇"。⑥

文件建议杜鲁门总统向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提出这个问题，以

便按照同他们的协议，立即让宋子文去波茨坦参加谈判。⑦

末 F文通过哈 1旦曼就此向杜鲁门声明，他愿意"在波茨坦会

议上，与美国总统和苏联政府首脑斯大林讨论莫斯科谈判中审议

的问题"。⑧

蒋介石政府设民尽量拖延谈判，它向华盛顿强烈呼吁，希望美

国人豆"坚'*地"干顶王口"边!史':苏联放弃雅尔塔协定。在离开

① 'ì1主茨坦文件》第 2:{主，第 1223页。

② 菲斯<<中国的纷争)第 328页。

③④ 《波茨坦文件>第 2 卷， 1224页。

⑤ 同上，第1212-1243页。

。 同上。

'1> 同上。
③ 同上，第 12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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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斯科之前的谈判休息期 fi!!? 才二 r义对关因大使说，他若望与先;

大林在波茨坦会晤时，杜鲁门总统尽量;同志中国在谈判 rjl 的立

峙，使苏联作出让步啕或者作出!可民党政府可以战受的妥协。⑦

7 月 20 日，蒋介石向华盛顿吃了一封电报， iji转交去过王三I:1

赴会的杜鲁门，蒋fE 电报中阐明了也ci 去听经今日仍将在主i罚手干

谈判中坚持的立场。这矗立场在fJ下:

苏联完全承认中闪在搞洲的主权， jia"tJ di 付出证 ";2 止1J

~l~共和叛乱集团进行任何道义扣物资援助"作为交换条 {1.

他，蒋介石，同在维抗外蒙占的现状直至战乍站束，那时43举行

公民投票u 同时WiJ，五准备

a 同志在联i每年舰队有仅 14 1:1 臼均年舰队 起利11:HE!，iafj:

为基地， {旦港口要在中固政府的控制之下;

b f毡(蒋介石)反对把大淫妇入海军基地的jEiE! ，但同志纪

大连变为在中国政府官'拮之下的开放港口，使苏联有权利用船坊

修理商船，并且有权经过大连白由迸出口商品 p

c 同意把对满洲铁路的管理快转交给苏中联营公司，但快

路所有权属于中国政府。

蒋介石请求杜鲁门在苏联政府面前支持这-立场，象他所强

调的那样， "使斯大林确信上述立场是有根据的"。②

在1945年 7 J120 日给斯大林的信中，蒋介石写道: "您坚持

要中国承认外蒙独立是出乎我意料之外的……这将是我的政府成

员所最不希望的事。"③

蒋介石向苏联政府提出了捅足他在民主问题上的勒索，以此

作为同志在这一问题上作出让步的条件。例如，蒋要求苏联"不

帮助中共"，要求苏联帮助"绥清"新疆，任即镇压那里的人民

运动。

CD <<旅茨坦文{!f:> ，第 2 卷，第 86 ，1页。

⑧ 同上，第 1225一 1226 页。

③ 同土，第 1225页。

④ 网上，第 12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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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于在[r-μ7 )j 20 日友来了电报，哈里1亘在边去:杜告门总统

的备忘录中建议完全支持重庆的立场。他建议杜鲁门提出由美中

苏共同参加管理摘洲铁路"作为妥协"。他说，这个问题他同宋

子之讨论过了。宋说， "他对这种参加友示欢迎"。①

il击旦旦、范立德和其他美国外交家在自己的建议中主张，主fI

呆才.;.1'-史;不诧使苏联接受这些要求，则提议建立由中苏美英代表

组成的问际委员会监督大连站。这意味着，美国力图把大连港据

为已有 ji 主实际上充当其主人。

jLLYJ门同志国务院代哀和军方坚JUEfii的主张u 例如，在研

究了陆平:号长虫汀生 7 月 18 日备忘录阐述的建议后，总统向他保

证， 46 门户开放政策不会蒙受损害"。②在战茨坦同斯大林会谈

时，美国总统提出苏中谈判的问题，首先是大连港的状况问题。

美国认为大远是一扇大门，应该使之敞开，以使美国向满洲广泛

渗透。正如贝尔纳斯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指出，杜鲁门总统向斯大

林声称，美国愿意相{言，大连将保持作为"一个自由浴"。斯大e

林回答说，如果苏联取得大连的控制权，它将成为一个开放港口。

贝尔纳斯声明，根据雅尔塔协寇中国应当保留对大连的控制权，

斯大林没有争辩，他答复说，→旦返回莫斯科，他愿意恢复同宋

的谈判。 12J

据挫伦证明，到大林在答复贝尔纳斯时强调指li! ，在同中国'

代表团诙判中，苏联提出了较为克制的建议，而没有提出苏联依

~%雅尔塔山立可以对满洲提出的要求。雅尔塔协定规定，要恢复一

俄国因日本侵略iiíj 丧夫的权利。这意味着，苏联应当单方面支配

涡洲铁路，经营这些铁路80年，并在此期间在摘洲驻扎自己

的平队护路。苏联政府首脑说，雅尔塔协寇规寇苏联享有这种正

式权利，但苏联:攻平f没有向中国这样要求，而仅限于提出比较克4

。) .波茨挝文 11.，，第 2 毡，第 1240页 a

(;\)网 J:: .第1224页。

⑥ 贝尔纳斯 t .r.l:莽的 i俨， EZ205页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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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的愿望。谁f住在备忘录中指出，苏联政府首脑iAA步强凋。 Jj~

联不打算对雅尔塔协定作任何补充，或者欺骗中国人，{旦重庆的平

止是不体丽的，往往为每一a个细节讨价还价。波伦挂着指出，中t f1· 
门和1贝尔纳斯在与斯大林会谈时暗示，美国最关心的是大连港。 ρ

正象日本投降后中国发生的事所走明，美国领导人对大连状

v况不安的原因，在于他们首先力阁利用这一港口往涡讲i调遣同民

党和美国军队。但是，美国按照他们的样式修改中苏协远的企却

遭到了失败。

贝尔纳斯在] 9 ，17 年 lH版的书 1+1 去示，最为遗憾的是，美{国对

大连的计i某遭到了破产。他写道， "中国人和i俄罔人后来达成了

协议，但是事件表明，我们对大连的担心是正确的 L 日字;气败 ì，-ì

过了两年，大连仍然不是自由准。在船只去出口之前，必说î f f. 主il

莫斯科的允许，并且不仅对船只，而且x~.船员也是这样。"②j

在研究苏中谈判期间美国的外交手腕时，美国历史学京 m所

承认.尽管杜鲁门政府十分希望达到自己的叶的‘但它主的￡得

过远ω 按:f~期的沾，杜鲁门担心，如果美国过于直接施加压力，

苏联就会拒绝参加对日作战。有鉴于此，杜鲁门平得不拒绝关于

邀请宋子文去波茨坦的建议。他认为，这会导致谈判的复杂化、

拖延甚至是破坏oÆ象杜鲁门所认为的，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将

不参战，如果参战也不以任何国际义务来约束自己的行动。 G

华盛顿和伦敦担心苏联对日参战和苏联在远东的解放使命会

给自己造成不利的战治后果，同时也担心自己在欧洲的地位。它

们害怕，如果它们没有苏联而不得不单独同日本作战，那末立 1门

的主要力量将被吸引在远东.他们断定那时苏联的主要力量将在

欧洲。早在19 ，15年 5 月，德国投降后的五天，杜鲁门就写信给丘

吉尔说"从门前局势看，在少是占领部队控制哇!骂，而我们在古旦

CD <波茨 j丑文的斗，第 2 卷，第 1587 页。

也J 贝尔纳斯 dtl率的 i舌) ，第 205页。

③ $J~: {战败的日本.纽约， 1961 ，第61- 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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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能』于ctki的大部队将在远东对 EI 作战的情况下.甚至难以想象苏

联合干出什么来。

我完全同意您的看法，必须尽快地选行三方会谈.以便同俄

l可这成协议。"⑦

杜鲁 ;'1到 i皮茨坦"最紧迫"的原因"是要斯大林亲自答应俄

国准备参33对 LI 战争"，②从这 4点出发， 7 月 23 日，他在以非

常谨慎的町、交问句拟寇的对蒋介石 7 月 20 日电报的正式答复中通

知说，美离政府建议履行雅尔陪协定。同时杜鲁门强调， 44但我

不 ìf1 ~，j之 f23.作出超过这一协寇范围的任何让步。"他建议蒋介石

μ安砰宋子文回莫斯科继续努力同苏联政府达成完全的谅解"。③

ì， ll....~ 天，美国同务卿贝尔纳斯对丘吉尔说，他已给宋子文去

屯"劝他在任何一个问题上都不让步，但要回莫斯科继续谈

判，柿待事态的近一A步发展'FO ④

这就是美国的外交策略。美国政府想要废除雅尔塔协定，但

它书记正式宣布e 虽然要极力修改有关满洲的雅尔塔决议，使之

有利于 12 己.它却宁可惜蒋介石分子之手来这样做。美国人鼓励'

宋 P J过"主扣到最后"，以求得苏联政府的让步，因为每→这样

的让步都有利于美国对满洲的渗透。

当时，苏联己把大批军队和武器调往远东，它集中了 150 万-

742 队对付日本J

;五剩几天苏军就要进入满洲领土了，而苏中条约仍未缔结，

谈判也没有恢复υ 宋子文仍滞留在重庆。他决定派刚刚上任的外

交部民王世杰代替自己去谈判。胁尔利在同蒋介石讨论这→问题.

肘，反对降低中!可代表团的级别。他说，到莫斯科去的应是宋子

文或蒋介石本人， "任何其他人都不可能同斯大林进行谈判。"主

cl) ‘泣茨坦文件) .第 1 卷.第 11 页。
2) C桂鲁门回忆录)第 1 卷，第411 页@

⑨ 同上，第320页。

位\) (波茨坦文fJ:. .第 2 卷.第276 页，

。同 J: .第 1245-12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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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7 月 28 日 给国务卿贝尔纳斯的备忘录中， 11告里曼坚持真求

干预 i主判以支叶蒋介石政府，他提议要求苏联政府"以书而形λ

确认... ...支持‘ n户开放'政策，尤其在把这-政策扩大到涡 ;1!

方面"。①

华盛顿同事;哈里曼的建议。 1915年 8 月 3 曰，贝尔纳斯 i己告

哈里曼向苏联政府声Hjh 美国政府

( 1 )认为宋完全履行了?在尔培协;屯的条件句 ri-望苏联以 ){J二

不要坚持.~多的要求，

( 2 )请求不要缔结任何有损美国利益、尤其是把穴连{苍的

人军事区的协定;这是与"门户斤放"政策对立的，美;豆i对此表

示反对 p

( 3 )建比苏联政府和美国l捕结与中苏条约丽时友表的书画

劫，寇， ì主讪其二应保证在满洲遵循"门户开泣" 政策。③

It!.报1Æ指出，美国政府愿在使大连成为在中以当局监fT之 i、

的"自由港"，美国政府不反对建立由中苏美攻府代表，苟可能的

活也包括英国政府代表组成的国际委员会， L;1克对大运"九由

;哇"的业务实行监督。③

去国人支忡美国的立场。 8 月 6 日，华盛顿收到了又德毛可j

l扭扭。艾德里在电报中写道， "俄国人正在对宋 F文施加压力"，

以求得"越出雅尔塔协定范圆"的让步，英国攻府准备在这一!，r'î}

届七与美国政府密切合作行动。艾德里问泣，芫罔政府打算怎佯

"情助中国"。④在回答这个问题时，仕鲁门把地15哈里曼指层的

内容告诉了艾德里。③

8 )J 6 日，求fiJC未到失所科，次日 Jf ru了第二轮谈判，>P

!/4 f与农固的 iui 认;也仕谈判树造困难。这时远东事态JE j;j, r!~ : l! 
毛 《汪汪古I~ Jjl 文 f'{:) ~;二毡， ~~12J.1];r 。

G 菲斯<<中国的纷 1，，>> ，第 330 页。

③ |司上，第 331 页。

({!同 1: 。

主j 同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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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fYJ速度飞展着。

8 月 8 日，苏联政府对日宣战。 8 月 9 日，苏军转入进.f.< 0 

8 月 12 日，苏军摧毁日本人的抵抗，进入辽阔的作战陆

特二一满洲平底。在华北方面，苏联的其它集团军与蒙古人民共和

同的军队一起经内蒙古迅速范进。中在!人民欢迎自己的解放者

苏军。

苏联参加对口作战受到反"轴心"国的各国人民的热烈欢

迎。国务咽贝尔纳斯在一次特别记者招待会上反映了这种情绪，

他说， r;求现在应该意识到继续抵抗是无益的。贝尔纳斯还强调

说， "苏联政府的三」步骤当然缩短了战争的时间，并避免了许

多革命的损失。"①

提因首相艾德里办公室的特别声明指出"我们大家在大不

列颠完全意识到并高度评价俄国在反纳粹德国的英勇作战中经受

的巨犬牺牲和紧张局面……今天苏联宣布对日作战证明了主要盟

国之间的同情。这一作战当然缩短了斗争的期限，井为确立普遍

和平创造了条件。我们欢迎苏维埃俄国这J伟大的决定。"③

无论延安还是重庆都热烈欢迎苏联在远东参战。蒋介石在政

苏联政府首脑的专函中写道: "在中国防御战争一开始，苏联

首先给予我们极大的道义和物质援助，我国人民对这种援助充梅

感激之情.......苏联从今天开始对日宣战，全体中国人民深受

鼓舞。" cr~ 

这种反响遍及全世界。盟国统抬集团丧 ffrf上坎迎苏联对日参

战，同时耍弄手腕降低苏联这一历史性步骤的政治意义.甚至

在这最后阶段还企图修改雅尔陪协定。

杜鲁门总统承认，当莫斯科苏中谈判结束时，华盛顿设想了

美军登陆尚洲的计 21:3 例如，哈〔丑受建议美军着手登陆‘ "即使

① 引自《真理报警， 1945{忙 8 月 9 日 3

② 同上。
③同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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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关东半岛和朝鲜登陆也好鲜。，~ J)负责办理赔款问题的保

利，建议尽快占领满洲和朝鲜的南部地区，首先是最重'要的王业

中心， "向北方开展作战行动" 0 @1945年 8 月 12 日.魏德迈将

军请求美国最高统帅部紧急调追他指挥的~l二个美国师到 l书 l 司，"抱

制满洲的共产党人"。③苏军在远东闪电般的进攻打乱了是同人

的这些计谋。杜鲁门下达的关于美军登陆市ir1Jí和占领犬;主与法 1;目

的命令未能执行。⑨

在这样的条件下，美国和国民党政府没有 I可能近一步玩 jj-: 手

腕和拖延中苏条约的签字，他们担心满洲问题成为"悬案"。早

在1945年 7 月 28 日，美国海军部长福宙斯特尔在日记中就叮毡，

贝尔纳斯在同他谈话时说，必须尽快缔结关于满洲的协定可为

"俄国人开到那里就不那么容易把他们打发走了"。乞

苏联政府在同国民党政府就满洲问题进行谈判时， fl号楚地

了解到在国民党分子背后站着美国人，他们力图利用国民党分子

作为其远东政策的工具，清楚地了解到美国垄断集团和芫罔军阀

紧跟着回民党分子，力因为自己开辟通往摘洲的道路.把f高昂!变

为反对苏联和中国民主革命运动的基地，这既是苏联.:丛足中!可

人民的主要危险，苏联政府所极力防止的就是这种危险。

苏联政府懂得，蒋介石分子坚持要把中长铁路的管理权主摆

在自己手里，千方百计地限制苏联的权利，使铁路支片以反服务

于铁路的企业、各种辅助设施等等脱离中长铁路的控制，这吁:;不

是偶然的。中长铁路对于中同不仅具有重大的经济意义，而且只

有特别重要的政治意义。所以，如果所有这些支线和咂务「铁脐

的企业与设施正式归于中间，那:末在最近的将来它们实际 !:272年

之î) (杜鲁门回忆二扣，第 1 卷，第434 页。

② 向上，第433页。

,:3) 艾尔索 fFg 《路易斯·布登兹的怪事莎，载于 ι 大西洋Jj flJ. l%H仁 1 月号

( i] I 自菲斯(中国的纷争) ，第 338页〉。

④ 鲍里索夫<<苏联和祸洲革命根据地)第74页。

⑤ 叫画雷斯特尔日 ìê.>> ，第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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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关同人手中，芜国人要利用它们来扰乱巾长铁路的业务‘ 7吨囚

i!1 己，在?再 i刊和华北的地位。

由于这个缘故，苏联方 17fÎ 采取了必要的措施来破坏这些计

iL 伊ih 紧急挑选手口训练i*往情洲的最熟练和最有经验的苏联

工作人员:铁路员工、工程师、技术员.最重要的铁路和行政职J

务向导人王:其他专家。

!立当注意到另→重要情况。蒋介石分子竭力要求苏联拒结支

jt!司向民党政权斗争的中国共产党和一切中国民主力量，这种要

求始终贯穿于苏中谈判中。蒋介石在1945年 7 月 20 日给斯大林的

信中强调说， "为达到中国在行政和军事上的统 1 必须让苏维

埃俄国不给中国共产党人任何道义和物质上的援助，任何给了，lh

间的援助部应当预先规寇只是给国民政府的。"①

在这封信中，蒋介石:述五i请奇求苏联政府f给合予"一切可能的援

助"…. ...来镇 I压运新疆的叛乱分子."，~，洁求在j祸南洲完 4全E尊重

土和行政的统--"的原则。②

1945年 7 月 9 日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电告杜鲁门总统，宋F

文准备在谈判中让步， "如果他确信，苏联政府将在 I书国统-方

而带助国民政府。"③美国人建议宋子文，要求，志忘联政府提出.

个关于拒绝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民主力量任何援助的"明确的书

I茵面k副Î i保呆证

J接去建议宋 1手F文，要求苏联政府就这一问题许下"极明确的诺言，

以免今)三产生任何错会"。④

歪于苏联，它坚定和一贯地以国际主义原则立场对待中国、

共产党和中因斗万民主力量，既不屈服于任何压力，也不屈服于

获得过升'雅尔塔协定现定的前洲经济特权和其它特权的任何

许诺二

。(波茨坦文N:>> • 第 2 卷，第 1225页。

CL F与，1_[: .第 1225-1227页。

@ ?仁:街<中国的纷争)第319页 3

句(波茨坦党71》，第 2 卷，第1123-112ï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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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政府就这·问题在自己的声明 I !1 仅限于确认、，8244kfJ
现在都承认现存的中国政府，过去民助今后仍将援助之 1豆叶门仁
侵略。至于国内政治问毡， [，司[1<1 h'~ 党对立的政:211;; 它:lLPI:JUJ;
联代表团强调指出，这完全是中!J司自己的内政，苏itt? 斗。寻>，1 '可
关系上过去~1今后 A 向严格遵循 lt 不干涉内政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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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民革命>>莫斯科， 1979年版，结4:)- i? 3 页。

王真王家人译刘注:王校

一一



魏德迈在华回忆录(续) , 

接近胜利

1945年新年来临时，我到中国己约有 3 个月，对于我所面临

的各种困难，对于我在这个动乱的作战地区的指挥地位提供给我

的各种良机，我都逐渐适应了。我的司令部已迁移到→个更加适

宜的地方，以便在这一广阔地区内完成协调一切活动的许多任务。

中国战区的领土面积比美国述要大。日寇占领了该国 1/3

的东部地区，控制了→切海港、主要铁路和公路。我们对日作战

的努力由一条单薄的空运线维持着.这条空运线正以大量增长的

吨数运来空用汽油扣武器弹药。日军在华中华南地区的两路进攻

业己受挫。已经作好准备，以协同攻势夺取广州及其邻近地区.打

通海路通道，大大加速向中国战区运远供应物资的工作。美国人

与巾因人之间相互信赖的良好关系己经建立。从最上层到最低

层，合作柏神和同志情i宜正在发展。

初到时在注意到有许多我要完成的王作。经仔细仅衡利弊之

后，我在与蒋委员去每天会晤中向他提出了建议。他与我显然忘

见立全一致， jFJ￡示同志，但总不见采取行动。

此时我己确信委员民志固的真诚，我对他的 i城钦与尊重也是

明凶i无疑的。不过为了将所提出的行动彻底近行下去，我不再提

口头建议，而采取仔细准备的备忘录，将每个需要采取行动的问

题写近备忘录。备忘录一式两臼， →份是英文的，由我签字，另

一份是中文的，以我的戳记(中国的日J)加封。我将这些备忘录

保存在我的司令部里，如果所提出的行动未进行，我就随时提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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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长注意。

我已逐步成功地实现了一种转 L 这种转变虽不恨广泛， {fl. 

引建 tf主赖在ItL 打j 尊重大有助益3 我串1]止了美国军官经常对中因

人发出 iE毁性言论的行壳，这是他们从交IJr古老总(指虫迪威---

iF 者)那 Ijl字来的。.且我感到蒋介石确认我是·位竭诚帮助 I卡

11;]击败 FI 水的朋友，我就开始提出战革的建议.他接受 )1:实行这

些建议，并无反感。例如，在应中国官员之邀而参加的许多宴会

七，有二0多道菜，这使我感到烦恼。鉴于半饥半饱，消瘦不堪的

巾国人是如此之多，我认为这种做也是恨本错误酌，因此我向蒋

介石提议，为了 ;!i 久抗战.不应再举行这类宴会。我建议他创-_.

先例，将他的正每限制在 4 个菜上。他热情地赞同我的意见，我

的店也以一种得体的方式传播开来。

我对中国士兵的健康和饮食表示关心。他们的状况是凄惨

的，我说"委员长.我若是一名中国军官，就会想法‘贪污'，

或者去赚钱，好使我的家庭能正常生活，我也能为他们提供吃的

和住的。"作为回答，蒋介石将武装部队每人的薪金加了一倍。

我请求马歇尔将军派一位食品专家来中国，就地研究情况，提出

建议，减轻中国军队不充分不正常的饮食状况。

当然我也明白.我在逐步克服中国人的不信任和诱导委员长

皮其同僚接受建议方面能获得这种成功，是因为我从来不允诺实

际上不做的任何事情。他们开始了解，我同样希望他们不要食

言。麻烦的是『蒋即使愿意，也总是经常无注实施我所提出的

建议台

中国的历史说明，它从来就不是我们所理解的国家意义上的

政治实体。蒋委员长的地位并不牢固。有些野心勃勃、自私自利

的将军继续反对他的政权。共产党代去·胖革命者，私自拥有军

队.具有与中困传统完全相反的意识形态，他们受到苏联的鼓励

与支持。许多知识分子反对国民党所代表的→党制，不过仍然强

烈反对共产 t~。日本这个共同的政人促使许多难以驾驭的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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歪少暂时团结在一起， {U 委员长显然并未行使充分的控制权。人

们必须经常记住，大量的中国人怆于南京愧俑政府的统治之下c 拉

美国人的想象，只要蒋介石下命令，命令就会被执行。我知道委员

长决非发号施令的独裁者，实际上{也不过是一种松散联合体的首

脑，还要不时经历巨大的困难，取得别人对他的指挥权的服从。

30年代初帮助蒋介石建立现代化军队核心的德国军官即己看

出国民党军队的喝点，并想站加以纠正。 1933年接受蒋介石邀请

按德国方式组建中国军队的冯·事克特将军说过，中国的情况使

这种任务无战完成。不过他提交了-份关于中国军队状况的备忘

录，明白列举了中国的各种问题，并向再介石提出了改组国民党

政府军队的建议和计划。委员长竭力实施这种计划，后因对日战

争而中断。冯·塞克特也象史迪威和我一样发现， "缺乏集中

的权力，权限和职责规定不当，没有统」的指挥权，乃是中国军

队的通病。"权限和职责规定不当几乎象缺乏武器和粮食一样，

是一种严重的弱点。正如1933 年冯.在克特向蒋介石报告的

那样，

并列安排高级职务，如象不久前在华北的战争中存在、

至今缸子伎然存在的那样，是永远无 j去取胜的。

之、司令本人不在前线负责指挥时，必须特括一个具有不

受 JR 制的权力的人代替。在这里(北平) ，指挥军队的是陆

军部长，还是内政部长或总参注长的代矢，

是没有统一的指挥。

正如 rjCl国军事史家刘青草所说 z

并不清哇。总之

中国搞权力平衡的传统和对妥托行使权力特有的反感技

冯·塞克特视为弱点，军队不能再容许这种弱点存在下去。

首要的迫切问题显然是有机的、统一的指挥，然后是质量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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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齐，最好 fE 有 10 个情抖的 J

好:内员立二0个低劣平?如 r;~;

平 7~ ê. -;;'c 可- q~ 
l:; ， ζ:-'- 卢

扣在 样，芝?)~特flij 工作)kfji号比较容易，元 [1， -J二下歹iJ 事

实 t tf2 64真正赞;TJsh!到人. 特另弗别i斗j 皂赞关 i(阿f亏{."，\。 fi他i也且 Z在c瑞士;考考京者!旦旦山i♀可i斤; 
温 .1如j

灵敏币帚飞 f细i四H心 i酌}￥节!与，-: (ιi卢丘i飞:日阳:ω 才仁. 杰出而 j声吉缸i Iι;卢乌fi 自的U人物叫 。

中屈 1837 兰、，;tiJ豆然后注在时京的 8 个月英勇抗日应;1功 r

冯 -ijll二~~在:平军.他道话;马·在克特JiU 附注，以机智和耐心与

中国人打交道，所完成的任务要比史迪威月;专制态度对待蒋介石

的办泣所完EE f12:宫， 3多。又如:如j挠的 ìJt注:

如果战争的爆发挂迟两年多，中 E就可能有60个德国训

练的陆军师投入战场反击日本侵略者。在空中，麦塞尔赫米

特飞机和斯图卡飞机就会给它留下印记。在海底，中国人操

纵的德国潜艇就会在水下以培旋群骚扰日本的海运。事实表

明，中国的许多装备是传国市造的，许多军官是告国培训

的，整个军事机构和工业的发展都受引传国的激励，如果有

更多的时间使德国的影响起作丐，并普及到全国，那么日本

就会遇京一个完全不民的敌手。德国的影响如能继续起作

用，就有可能最终吸收中国芳究目的仅伴，并将中国庞大的

人为和向完全不同的可 i号，以 fT 使世界局先发生较犬的

变化。

我在与中国古级年宫的接触牛写现，我所认为的有本领或受

过良好专业训练的人非常之少。我并不怀疑他们对委员长的忠

i也但作为他的参谋长，我必须:估量他的军事才茫，军事知识，

领导能力，口及他fì丁执行与整个战争相协调的命令的诚意。已经

建立了许ff 培训和级军官的前学校-步兵学校，炮兵学校，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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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机械学校和坦克学校。这些学校有助于产生一个较弘的军官

因。马多克斯将军接替了麦克卢尔将军参谋长的职务，后者现在

是战斗部队出司令官，他报告说.扛级军官的状况有很大程度的

改苦，特别毛远级军官.因此也对我们筹虹的作战能够取得胜利

极为乐观。据他说，优秀酌连氏在战斗中在推动师长前泣。

在我只ji 接触的中国耳队领导人中，最杰出的似乎要卖孙立人

将平了。他早年在美国弗吉尼亚军事学院学习，具有领导才能，懂

;二某些现代军事策略有i军事技术，而且在适应游击型作战方百;其

在灵活性，这种作战方式在中国和缅甸丛林中都居于支配地位。

其他享有军事战略家在军事领袖盛誉的中国将领有陈娥，傅

f 义，白去'禧，李宗仁，张支奎，卫立煌和汤恩怕。拿他们自己

的军官相比是不公正的，而且回顾往事，我也知道，我过去对他

们的估价是为时过早了。具有自己独特作战方站的中国军队与训

瓦有素的现代化敌军相对抗时，就会被轻易击捕或击败，这是很

f'l然的事，尽管从整体看中国士兵是勇敢，坚忍，有耐力的。在

江 A地区与我对峙的日军总指挥冈村宁次在战后说， 1 个日本师

!民可击败 4 至 5 个中国师。后来在朝鲜的中国军队，有些是美

国训练和装备的，或者有以前的国民党部队作为战心， ft战时就

象伊斯兰教救世主的狂热信徒一样。经常有人问我，为何这些部

队在朝鲜与美国人作战时如此有战斗力，而在同日本人作战时似

于缺乏这种精神、锐气、和战斗力。这有三个可能的原因 z 第一，

中共接管时因民党军队在装备阳作战准备土已达到了顶点(他们

是要用于进攻日本占饭的广州hi--香 j在地区的黑金钢石作战计划

民刊。第二‘在共产党领导下，士兵如果不是由于服罪，便是被

恐惧所驱使。.个士兵在面对敌人时不服从命令或者后退，他就

会主即被枪毙。他也知道，主!z果他不 ft 战，家庭就会遭受惩罚亏

我们美国人竭力教导中国军官.要引导，而不要驱使。我们自写意

，巳足赢得七兵的尊敬和理解乡以加强纪律. N 而保证白愿服队和

4 飞 ifi 的二七' 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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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英国计划工作者，而且我们美国自己的计划工作者对中

国的态度，在美国军方关于中印缅战场作战的官方历史中，都有

明白的叙述。在这部详尽而有价惶的著作的第一部第→页上，罗

马纳斯和森德兰就写道，在1941年 12月和 1942 年 1 月这 A时期，

在日本"跺躏了美英在温东的领地"之后，此种"忧郁和1 i且丧情

绪"已在中国蔓延开来， "人们甚至担心它会与日木单独嬉和"川; 

陆军部在开始→项t援麦华计划H时时4士‘希希.望"恢复中罔军队的 i活舌力

够"减轻芙国和英联#判邦l巳j在末平洋地区的「压豆力，;气。

对于中国 4 年半单独抗击日本的英勇作战，未置一 i司予以求

彰，而在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英美两国;五继续向日本出售

作战物资。也未向中国说明，由于我们自己遭到打击，今后要 Jr)}

它提供暖助，帮助它将日本驱逐lii 自己的领土。相反，我们虽只

有旺盛的战斗力和巨大的工业资掘，却要求中国"免除"我们和

英帝国的"压力" ! 

至于后--阶段的战争，我们同样在美国官方关于中印缅战区

的历史著作中看到。当 H 本在中国的最后攻势在1944年 4 月开始

时，参谋长联席会议所焦虑的，仅仅是担心集中在昆明附近的机

场为日本所占领，美国在西太平洋的作战就指靠从该地得到支

援。也没有·句话关心我们中国盟友命运攸关的利益.而只是希

望它不惜任何代价跟我们、英国和俄国一革前逝。为了使这幅图

景E加注摘， 自中记载:在美国海军使日本在菜特湾遭到决定性

的失败之后，加上斯大林1944 年 10月答应在击败德国后的 3 个月

内以 60个师参加对日作战， 22i某l\~联席会议对中!司的作战努力使

失去了兴趣。

书中写道: "参谋长联席金议明白，不管在中[司发生什么事

情.俄国已允诺以60个师对日作战，将在长城脚下向东南方向扫

荡。 9 因此"中国的基地在对日作战中己不再被认为是重要的

了。，户.剩下的只是"委员 t长己如果单独嬉和才会2去之生的问题...….川…..

根本未i设凭立4想想、由于使苏联在边东参战而对中间和我们产生的极为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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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fj'手J后果。我们不是想让防止红军进入中国，而是高兴让它进

士，这就实际上抛弃了我们--贯的友邦中国。

既然我们把"总体胜利"作为我们的唯~ f~ 标，不叶在欧洲

和亚洲产生的后果.那么我们不得己而利用并非自己所能达到的

苏联红军的力量，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在前面几章中，我已概述了我们在对德作战中因缺少大战略

Vrj产生的灾难性后果，并列举了我自己提醒人们注意共产主义威

胁但并未奏效的那些想陆。至于中国，虽然我试图帮助它和我们

自己的国家避免因误信共产党的诚意而产生的各种后果，但遗憾

的是，我并未自始至终注意到克里姆林宫及其愧偏用以达到其邪

恶日的的那些不正当手段。为适应国民政府与共产党之间权力斗

争的现实，使我花了几个月的时间 F 认清下述事实，则花了甚至

更民的时间 z 国务院委派的政治顾问们，由于这种或那种原因，

被人挑唆，不加区别地、 JL乎是动感情地反对国民政府。

在中国的头几个月，就一-般趋势和军事形势而言，都是使人

感到忧郁的。我们遇到了许多挫折和令人伤心失望的事。日军继

续向前推进，未经多大困难就夺取了昆明以东的一些地方，特别

是桂林一柳州地区c 重要据点将一个接一个地陷落。我在夜里接

到电报，要求授权破坏留在我们某些前沿机场的设备。形势在迅

速恶化，在与委员长会晤时我强调指出，日军向昆明和](或)重庆推

边的能力己为他们挺进的速度所证实。我所配备的几个师，无→

能咀守阵地。由于中国战区运输手段有限，我们在后勤工作上付

lij 了巨大的代价，才从西北地区的西安附近调运几个师的兵力在

杜林以南堵击日军ω 委员长向我保证，这几个师全都装备精良，

训练有素，是能战斗的。但当日军进攻时，他们也愤散了。

我在战区的时间不够民，无法确立各方面的问题，但必须采

j弘断然措施，则是显而易见的。我的参谋人员起草了-项计划，

设想从缅甸调回与萨尔坦将军-起作战的两个美国训踪和装备的

~币。这就需要以迄今未曾想象过的规模飞越喜马拉雅山空运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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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ìJ装备。

委员长安iiii了-次去议.让他的文武官员考虑主‘汁戈L J立

在温常与他和他的代表开会的 i山东大会在空旦提出了这-A i)司动atf

队的计 ~Ijo 委员民说，依他看，所有 5 个 rj:J [[1 师那应从缅句汗

凹，并说，如果局势危险到日本接近于彻底击败 rþ 目，那么在南

甸的 5 个中国师就应当用求保卫他们的白闷。我在争论中退让·

步，但解释说，我想!人侧 i{ii插入调凹的 2 个师，这将在昆明以 l!lj

加强我们的防饲实力电而且我将把从祖句:周囚的部队的战斗力让

我们已在作战的最好的几个师结合起来。我己与我手F最育作战

经验的军官左究卢尔将军商时过，他元全闷在这-计划。陈纳击何

军也诚恳地提出，空军己作好准备，全力以址，加强的街l实力啕

挫败敌人的近歧。

委员长要求参加公议的每 1、人 Zi;一点泊在见。只白位军官之

J午我的 u. 剧。坐在蒋介石右侧的宋 f文博七首先强烈走示，所有

5 个归i 邵 i-E调囚。Iþ网情报部门首脑郑介民间在末的意见。我儿

于每次 Zi;在委员氏三二里见到并十分尊重的体岗将军，也赞成将全

部中国军队从缅甸调回国 l九那天晚七约/(H2位军官出席，我是

1在 A的美国人，此外;五百我的翻译华裔美国人注拉斯·恩格上肘。

他不断吓人!j)月:中国话友去的意见告诉我，因此我在看出，兰、 fil

倒多数的意见如反对我的建议。他们全部主在认局势的严重性w.

同革;吁 i!53占 i某民联席会试允:午}j，、缅甸凋回部队这一基本意见，但

无人同在我只调回 2 个师的折衷办让。我承认，他们感到惊恐辛[1

坚抖采取紧急拮施，都有充足的理由.但他们不理解盟军东南亚

司令部月17时临的严E问题。我知边，从缅甸肉迄 5 个中国师‘实

际上就会lfX ir'j 蒙巴顿海军上将!117 计剧的作战行动a 如果我们将 5

个师调回中国，那就需要f甚用整个战区所{{ i iJ r目的运输机，而在

缅甸与日军作战的儿个英国师的后勤支段，就要靠组织到战斗运

‘输机大队里的运输J;fL来维片。我深思熟远的判断是.我们使用，f>Á.

f面甸调罔的 2 个 r11 n:J师，加上己 f圣使用的战斗力不太强的儿个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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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增援，城可以阻前?敌人在中间的世涯. ((!î 留在缅甸的 8 俨 rjl l:<1 

师至少 lJ以在那里边行有限的攻势，并保拮对日军的!巨力，从而j

tft从某帕尔流域在在的英军以间接的支援。如果我们按计础设想

这样部署之后局势仍边·步恶化‘我打算要求联合参谋长委员会

投仅我将其余 3 个中国师从缅甸空运回中国 3 军政部七二陈诚 :1守军

得到机会发灰意见时，他大胆而简要地说，他同意魏德逗将军的

意见。这是第→迢希望之光，而且是n住 J的→ J莓，因为其他人都

同志委员长和13F文的意见一-将部队全部调回!于是我就有了

-" /i、二仨古， 0 我知道中国人喜欢阴谋诡计，遂沉着地指示恩格 1:

m.t: "r句委员长和在座的各位解棒，阴谋计划j我连未讲，这对全55

策略的胜利可;更是重要的一点。"我一本正经地告诉在座的中闯

入，我们将把情报夹捂日本人，大意是，我们j[从缅甸调回所有

5 个中国师，而核对这种说泣的准确性，对他们来说是困难的。

这一下触动了人们极为敏感的心弦，首先是情报部门首脑郑介氏

的心弦。其念的人很快议论起来，他们讲了很多话，大部分我都

听不懂，但能够感到，他们是在渐趋认可。结果，我所提出的计

划被采纳了，不过委员长坚持说，我应当通知参谋长联席会议，

局诗有可能恶也到需要将所有部队调回的程度。这 41我高兴辛

做。会议约在午夜结束。

调动 2 个美国训练与装备的师的工作完成得很顺利3 战后我

从日本军官那里得知，他们得到情报部门的报告，说我们调动了

在缅甸与他们勇据作战的 5 个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虽然我费

了很大的劲才说服委员长和他的部下，让几个中国师留在缅甸支

援英军作战.据说英国首相连是说"魏德迈满不在乎，他要把随

身武器从英国兵那里拿主"。

6 月份德国的无条件投降，将把对日全国作战所非常需要的

人员和物资腾出来。我接到马歇尔将军的通知，佩顿将军、辛苦

森将军和特拉斯科特将军都将到中国战区工作，如果我认为我能

有效地使用他们的活c 我立即接变了提供杰出而作战经验丰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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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 'iTFFJ这一建议。中国战区有不少重要任务需要象也们这样子f A
二F(i(~ 人来完 i式。委员长由衷地去示同意。由于佩顿的军阶比我

,; "!, J比向马歇尔将军保证，我乐;在ik ftfM也. tl:他担负战区指挥

之窍，在愿在他领导‘下的任何职位 1:继续工作3 马歇尔通知我.

孜仍 11l指挥之击。这就提出了我木人晋升到‘四尼级的问题。委员

七二点-示了他的意11 赫尔利大使U A步 i!i; 附了他1'-1 己的意图‘他

们都请求总统给我晋级，泣，我已注替了一位四足级将军，而且

所负的责任也比在欧洲的某些四 j主级将军大。实际上我总觉得远

是赫尔利的主茧，是他向委员长提出建议的。我告诉他们二位，

与其他战区的司令相比，我年纪小得多，经验也不够.因此我已

晋升很快了 p 并说，现在我己能以门前的军阶在巾同军队中设也

妥善应付四且将军甚至元帅了 O

我计划派佩顿到中国的北部地区，任务是向东朝重要目标北

平、天津幸fl秦皇岛推进b 特拉斯科特将被派到中部空军大队• t告

丘江流域向东.对上海作战 p 麦克卢尔已完全熟悉南方地区，过

去几个月作为有才干有进取心的战斗指挥官，表现优异，他将在南

方指挥针对广州-九龙 a西营(湛江)这-重要目标的作战。我以

前已建议晋升他为中将，这是与他的能力和重大责任相称的军

阶ι 辛普森中将将成3号战区副总司令，管理美中一切地面部队的

fi-I击。斯特拉特迈耶中将是」位杰出的空军人员，己从印度调

未等现在是战区副司令，也是这 J战区盟国空军的总司令。

1945年仲夏来临时，夺取广州的黑金钢石计划处于开始阶

段，而实际伫我们业已提前完成了进攻广州一九龙计划的准备主

作。我将在 8 月份积极向东推进，不过我要保证做好安排，

可;iX密集的后勤支援，包捂伤员的看护与撤退，以及部队人员的

补充。换言之.对广州的攻势‘旦友动.要保证进攻部队能得到

相当程度的支援咱不因缺少强大的空军支援和人员弹药的补充而

产生障碍。

不幸的是，佩顿将军因丰祸在欧洲去了重伤ι 不过辛苦森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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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拉斯科特在欧战胜利后不久都曾来到中国战区，的量他们?Jr荷

要的参谋人员，并了解这个复杂战区的整个局势。辛苦森来访期

间，对蒋委员长和其他中国官员颇有好感。他回到美国，调集←·

批参谋人员，以便返回中国并以他举世公认的领导才能使我们安

益。特拉斯科特在对日战争胜利日宣布时返回美国.以后再没育

机会来访过委员长和陪都重庆。

委员长非常敏感，而且几乎象女人那样富于直观力。他而|出

汗多复杂的问题，经常与我商讨中国的内部问题，并征求我的意

见巳在这种情况下我总是强调，我所提的建议没有公务上的观察

认识，不过作为朋友，我连是想法提点意见。我觉得他在锻炼和

经验方面都不太够，不足以应付所面临的众多问题ο 遗憾的是在

他身边并无多少有个性有才能的人可供使用，对于他们，他也无

拉完全信任或委以重任。

但是中国人的异想天开却平时地使人为难。例如委员长提出

让我致意马歇尔将军，请他在波茨坦会议之前或之后访华。马歇

尔将军表明不能在此时访问后，委员长去示极为失望。他大概怀

有远种想也:马歇尔对他和中国人的态度一般说来是恼怒的，尤

其在 t年秋季免去史迪威将军之职以后.豆是如此O 他肯寇在这

方面引伸出了品种愚钝的想泣。他说，本来他可以直接邀请马歇

尔将军，但他不愿这样做，因为罗斯福总统逝世时他曾向这位参

谋民发去唁电，但未收到回音。这里有一神含蓄的暗示:解除史

迪威将军的职务可能触怒了马歇尔。我立即向委员长保证，马歇

尔将军在任何情况 F都未失过干L，这 A定是出现了某种错误。后

来我在我的办公室核查并交现有 4 月 26 日:是给委员K:总部的 A封

快信，而且还有→位上校取信的收条。我把这件事告诉了委员

长，并证实这就是马歇尔给他的回信ο!也极表歉意。他和我都对

马歇尔将军在ìj- ~íJ 中排除欧战胜利后立即访华→事友示失望。不

过我知j旦、在重要的波夜坦会议之前和之后，都会对他有许多斐

求。共产党在北方的活动继续F扰着我。我每天都接到有关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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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两党军队冲突规模和发展速度不断加大的报告。如果在这种关

键时却发生全国的自相残杀的战争，那么转移有限的有战斗力妇

几个中国师就可能出现灾难性的结局υ 我在战区{予了一次视察，

反政一些师的装备和训练都相当不错，麦克卢与:iE!我咔证，如果

将它们用于黑~饲石计划的作战，是能够对敌人;;工加强大压力

的。因此我真正关心的、是防止重要的军事实力被吸引到自相残

杀的战争中辛。我在波茨坦会议即将召开之时;在向马歇尔将军在

去的电报中提 lli ， i挂电国共两党军队之间 1~在战争33唯一可靠办

泣，址是通过美国和苏联从外都比如强大的压力。我知道，在中

闷'是生一场 r"J战将破坏远东经挠和改~l台的平衡，排除干百万中国

人在自己选择的政府领导下过和平繁荣生活的机会c 在向马歇尔

将军表示这种意见时，我的希望是社鲁门总统和斯大林大元帅能

够共同→ A致，避免干涉中国的内部事务。我对此十分怀疑，但在

"'] tI士别无选择、斯大林在德黑兰、雅尔塔和 i皮茨坦都明确承认国

民党中国政权ω 我知道，国民政府军事上强大，足够对付中共.

如果中共不认芯;联或其他方面得到援助的话。但在 8 年战争之后

I i 1 1远处于普遍;可致命的i昆乱之寸，中国人必须从西方得到道义的

杂物资的支援3

盟国领袖们在波茨坦聚会诀寇德国的命运肘，我正在世界的

刀 边，我确信，除非他们考虑因在战略和政治方所忽视中国而

产生的可怕后喂，否则局势将很快失去控制。

在此期 rr~1，为了防止国共两党问爆发激烈争斗，我向委员长

fjl毛泽东提州 ftt午我在国共两党互 ff靠近的每个师中自己备带有

IL行的 A部分类同人。所收到的报告:是耳相抵触的，每」方都谴

古?口告发对方，因此我认为，用这种办怯.能够得到准确的情

:。或许双方都有反控和曲解，不过我认为，有美国代去与国共

同党战地人员l' L. 牛起‘对于偷偷摸摸地调动军队，可能是一种制

止因素。当然，我的t:要目的是使华盛顿当局得到有关局势的真

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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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前曾经说过，作为盟军东 l甸 ~lE 一司令部的·员，我是反，付

修筑从雷多到昆明的公路(l'OJ c 事实证明，这条由委员长慷慨注比

而命名为虫迪威公路的公路，由于山崩和洪水泛滥予大部分Hfih!

不能通行。 维持这条公路，在时间、精力和物资的泊艳上达到了

很高的程度，而且也无站远送足够吨数的物资， Jl; iIE i另金钱和设

备的巨大起费的正当性，更不用说在缅北作战中人员的损失了 o

甚至从印度到瑞支那 i'f.] 6 时的管道，也困山崩而损去，继续向二

明铺设的 41叶管道则被缅甸土著所破坏。当然，迅速采取了补救

行动.但这条薄弱交通线的倡议者所预言的吨数却永远无法得

到。这种情况对于我们根据黑金钢石计划设想在前线近行的空中

和地丽的紧张活动，当然都具有阻甜作用。

我n;在获得充足的汽车司机和维修人员以便在战区送行汽车

运输方面经历了相当大的困难。我们预先估寇过对这类人员的话

要，并在组织培训学校方面采取过适当的步骤u 但美国 J;5 1Jí1人员

的缺乏，所要求的维修部件未能从美国运到，加上语言上的困

难，都对我们贯彻计划的效率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其他运输

土的问题是中国人自己令人遗憾的特点造成的。

!庄缅的 5 个中国师(第14师，第22师，第38师，第50师和l?4

30邢〉战争末期返回中国战区，形成了一个非常具有战斗力的核

心。他们肯边是趾高气扬的，为他们的成就而骄鼠。美国装备，

充足的食物，完善的训练，以及打胜仗的作战经验，都有助于促

成他们的自信心和锐气c 在缅甸作战时，英国人为他们提供了相

外的给养，蒙己顿海军上将十分大方，同意在他们回国后均 6 个

月内将这种给养送到中国。我向委员长指出，这种情况会在中国

国内的其他部队中产生严重的士气问题已我的参谋人员不久就制

定出→个挠的给养配给计划，并经委员长批准，向所有部队提供

适当而充足的食物。对于给这 5 个精锐师提供与中国战区研有;二

他各师完全 A 样的结养，他表示同意。

关于中国战区实行的新给养配给计划，我酌早期调查点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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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在中国听说过哪支部队饿着肚子活动。原来的制度是:将一

定数目的钱发给部队的指挥官，这些钱大概足够为士兵提供食

物ο 指挥官们待遇撒薄，经常乘机使他们自己的家属得到充足的

生活费。这种诱惑力相当大，因此在‘些部队指挥官中"克

扣"风(贪污〉是猖摄的一一我要补充说，这是可以理解的。虽然

委员长已给中国军队增加了薪金.但在中罔普遍通货膨胀的情况

下，这起不了片久的作用。前而提到的给弃自己给计划，具体办陆

是将足够的钱发给在昆明的-个供应中心，该中心的任务是购买

食物分配tk部队，这样，部队指挥官掌握钱的问题洗消除了 u 这

种办站在全国具有非常有益的效果 3 过去，士兵们为了得到足够

的食物，经常到处觅食，其结果，农忖的人就站恨他们。中国 t

兵认为他们是为国家作战，至少应当有得到食物的权利，因此对

怨恨他们以这种办拉获取食物的自己同胞，也是改凹的。这种新

的给养配给计划大大缓解了以上所述的局面，并促j挂了军民之问

的健康关系 4 孜!门还从美国得到不少维他命，补充士兵的营养。

所采取的另一项建设性步骤是关于疏散伤员的安排。过去，伤

兵在i午多情况下都留在战!hJ:，任其腐烂死亡。但在战地军医乔

治·阿姆斯特朗准将(后来是少将和美国军医局局长〉的督理

下，在中国军医地林处长的有力协助下，常Ij寇了一个出色的计

划。现代比设备→→如救护飞机、担架等，是?寻不到的，但采取

了临时凑合办注，伤员开始迅速疏散.并在粗糙但合于卫生条件

的野战医院得到适当的治疗。

我多次到各空军基地和训练基地巡视。我们在中国战区所认

为的短途旅行、可以包括整个欧洲.因为距离很远。在中国战

丘，最困难的问题是后勤供应问题。亨利·奥兰德少将在克服在

时看来是无证克服的障碍方面，工作是辛勤的，也是有效率的。

1915年 8 月，日军的战略仍然是防御性的。在有关局势的报

告中有迹象证实我的参谋人员所作的估计，即决战部队将被敌人

留在新加坡.西贡，曼谷，问内，海丰，广州，上海和汉口。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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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中美军队能对长江流域施加l很大的!五力，我们认为，敌人大概

会沿长江退到→个后方防御阵地。估计到整个地区的局势，考虑

到有报告说一些日军正从印度支那向南进入马来亚，我断定，战

军是在企图加强对东南亚司令部所计划的作战的防御i。他们知

道，如将部队调回桶洲或本土，就会付出非常高昂的代价，因为

有逐渐加强的盟国空军和潜艇针对他们沿海岸的海运行动边行

战斗。

在中国战 l丘，我们坚持积极防脚，只要叫能，无论何时何

地，都向般人继续施加压力，但也小心谨慎，避免崎我们的部A

投入零旦的战斗ω 我们的决心是，不ìl:任何事情F忧黑金钢石 H:

战计划的顺利实施。我从战区司令部发出指示z 我军应穷追敌人，

迫使敌人后撤，但要避免大规模的战斗"在此期间，部队租给养

向东调动，准备进行大的推进。 1945年 8 月我们已在南宁一福

州一桂林一线达到了黑金钢石作战计划的初期目的，这一事实大

大鼓舞了人心。整个战区都为恢复海上交通的想陆感到振奋。但在

我的司令部里，经我们负责全面作战的指挥官麦克卢尔少将的完

全谅解与认可，大家一致同意，如果日军在广扑1-1-香港地区选择使

交战双方同归于尽的那种防御作战，我们就不应为夺取该地区亘

在人员和物资上付出高得惊人的代价。如果这种情况发生，我们

就准备将该地区封锁起来，并采取步骤，在别处建立海上交通，

例如在汕头，福州、 il江和或厦门。我们设想在 9 月份但用20个

经过充分装备和充分训练的中国师担任主攻。士兵们饮食不错，

有不断的武器装备和弹药的供应，伤员也能适当疏散G 我们知

道，这些因素将强烈影响中国士兵的战斗精神，我们都认为，这

些士兵如果饮食得当，装备精良，训练有素，领导有方，是Jlt与
世界上任何战斗人员相匹敌的。

我想回到 1945 年 2 月的一次重要旅行，当时赫尔利大{圭和我

F 接到命令，去华盛顿与总统及政府官员会晤，并顺路访问麦克阿

瑟在菲律宾新建立的司令部。我们同乘一架飞机，首先飞往力!I 尔

2-.15 



各行。不允许我飞经日本占领地区，可为我知晓 11:拔的挝、古 11'

绍，如果我写了日本战俘，那是很危险的3 如果我fEH 本川领 1世

!王夫蓓，等侍者我的可能是严刑拷打的折腾 3

在3日尔f干泞，迎接我们的有民大利旦政泊家 fei:查 il二. G .凯

i坷，他是孟加拉省自总督 p 还有盟国空气iZ 司令斯特拉特迈耶将军

和其他官员 O 和事伴留后我们即iFJ住白兰的科ff:; iJ.J:， 在那!亘在蒙

巳顿海军上将和以前在东白亚司令部巧、些同事边控我们。 ι那

里我们飞往澳大利亚的达尔文，这是气、3.100芙 57.~f~旅程，战争

初期我曾乘一架!是得多的飞机飞行过三在达尔文~~:们去到英国军

事官员极为热情的接待。赫尔利这位优秀的人物，身穿阳、古数fij.

助衷的少将服，起而向亲切的东边主去不;了谢意。我敏 :1 定，他

的即席发言是我所听到过的有关美国人的意见和理想的最好的讲

i.号。他提到帝国主义相强民主义的危险性，并使他的听众晚 177 ，

我们全部应当承认，让人民自己决定由谁何如何管理他们，是 ia

分重要的。在结束时他补充说，要不然美国人和英国人在战争中

所作此生命时产的巨大牺牲就会蓓空。他所选择的语言和他具有

魅力酌苦止使人并不感到有伤感恬，因此他的语被人们顺利地接

受了 η

我们的下一段旅程是前往莱特，在那里与美军司令、当时的

中将(后来是上将)罗伯特. L .艾自伯格和他的精干的参谋长
先洛兰在二ij • E .拜尔斯少将(后来是中将〉度过了←J夜ω 陆军军

i实局长 i若尔曼·柯克少将也米莱特，询问是仔能乘我们的飞机前

往曰:衣οI句支克阿瑟司令部发 iji-- 电， 告知我fh即将到边，并要

求许可饲克前往最高统帅司令部，但这种要求被拒绝了。柯克将

骂:非常恼怒，在!为他要决定全地区医疗所需要的物品。我个人不

理解这种快窟，不过可以设想，在战斗的压力下作战地区要减少

来访者灼人数。为夺取马尼拉的践酷战斗还在在行。圣托马斯监

狱刚被高度机动比的英勇的第一师所攻占，憔悴的咀军战{孚已被

释放。在飞fi 克拉克机场时，我们飞过了我以前在科;2吉多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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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f 之 υ 这个岛民主个童安地 iz<:èi再也;1址:麻麻地布沾了外桐，所白建

筑物者ii ttt 夷为平地。;主主:-寸、大屠示场。

我们在马尼拉以北的克拉克机场看陆 ff: 被 j羊到主立阿瑟的

占、 ;t室，在那里他向我们介绍了有关的作战情况。我说叫了中国

民区所制定的计划。他对此很感兴趣，而且对我所而临此问题甚

沟了解，这使我感到惊讶。他显然幸扳着有关世界各地情况的信

扣。他以卓越的思想不停地估价和分析我们各地大战略的含意乙

也 i骂我拉达他对总统和马歇尔将军的热情祝愿。在我向他告别

PcJ，他戏剧性地补充说: ((哎，我们都在去东京的路上，一路平

去。"他的戏剧性的在皮证实了我岳父思比克将军多年前的← -PP

说泣，大意是:个有成浅的司令官必须有风采，有‘定程度的

历此'士俨~/J Hl斗。

我于 19 ，15 平 3 月抵沾华盛顿，发现与总统、参谋长联席会议

泣 jj; 他官员的会见已经确寇。我曾在总统办公室与总统单独进午

在，力图与他讨论中国的许多问题。几个月前我见过总统，这次

对他的身体状况感到震惊u 他面包苍白，脸拉吊着，顿部下垂c

我很难将情况告诉他，因为他似乎处于茫然的状态c 有几次我要

重复说明同-个意见，因为他似乎心不在焉。他去忌对住属印度

支那很有兴趣，并说他打算尽一切可能给该地区人民以强立。他

相信殖民主义J辜会为我们的盟国所放弃，并告诫我不要给在该

地区作战的站军提供任何供应物资。我解释说，他们在那里人不

多 J 怯国的萨巴蒂尔将军要求过武器装备，我每次都当即拒绝。

阳为给我的指示是要我向中国国民党军队提供装备，即使如此，

物资也是完全不充足的。我告诉总统，我曾让从印度支那i1f落到、

云南的拉国部队使用过医疗用品和设备。我在中国很难应付这种

局面，因为我钦佩这些拉国人，也知道萨巳蒂尔将军是一位英勇

的领导人，他对继续抗日所作的努力是真诚的。当然，他不能指

望从自己的民家得到帮助， i去国己被敌人占领 F 因此他自然转/Íil

z兄们这个盟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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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告诉我，他接到委员长的信，说我在中国实行了革命性

的变革，这将使中国走向胜利。关于委员长的为人，他问了许多

问题，并询问了我与赫尔利大使的关系问题。我向他保证，这两

个人我都是钦佩和尊重的，并告诉他，在支持我为保证中国军队

对战争作出实际贡献而作的努力方面，他们都极为合作。我告际

总统，共产党不是立即要关切的问题，不过我确信，战争-结

束，他们就会引起麻烦。他阳乎并未理解我所说的话。在我向总

统说明问题的过程中，一位宣布另→次约会的秘书打断了我们。

孜转递了麦克阿瑟的信，并向总统保证，我们在中国战区的美国

人将尽一切努力，帮助中国胜利结束战争。然后我与总统告别。

参谋长联席会议邀请我对中国局势作一梗概介绍。我谈了在

东海岸夺取一个j巷口的计划后，提到交通的局限性问题。他们槐

为同情，并进 A步明确，要增加飞越喜马拉雅山的吨数，继续修

筑管道和通往中国的公路。

我有一个颇为为难的问题，这是因科莫多尔·悔乐斯领导的

美国海军驻华代表团在我的战区出现而引起的。我解释说，这个

组织进行的是秘密性质的活动，这种活动并不由我的司令部来协

调。我边指出，他们要求从我的布限供应物资中给予后勤支援c

因此，除非作为负责该地区的司令的我知道他们的活动对抗日有

何贡献，{写则很难给他们分配到达该地区的物资。最后，我在结

束关于海军驻华代表团的讲店时指出，让 4个组织在我负责的地

区活动而又不在我的指挥之下，这是不合适的。海军上将金对这

个组织非常有兴趣，他向我保证，海军驻华代去团将立即置于挠

的控制之下c

我与陆军部长虫汀生共近午莲，他对中国战区兴趣;民大 L司

问了许多关于委员长的问题。{也显然因为史迪威事件对这位，Þrm

领袖怀恨在心。史汀生先生和马歇尔将军始终是这位划薄老总协

忠诚的拥护者。他们对英国人和中国人为免去史迪戚在远东的出

挥权而作的努力，目抵制过一段相当长的时问。史汀尘说，总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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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他看过委员长的信，大佳的报告也表明，在我与委员长和他手

下官员的关系中，未出现任何困难。我回答说，我的经历是非常

令人涡意的，我也尊重和敬佩委员长的为人。

史汀生先生问我，委员长的军事才能如何。我告诉他，据我

判断，从现代的意义上说，他并不是一个经过严格训练的或者熟

练的战略家》他曾经非常顺利地领导中国军队，反对过中国的军

阀和共产党，但他显然对现代军事策略和战术知之不多。孜补充

说，许多问题(政治的，经济时，心理的〉所产生的压力会耗尽

任何一个人的才智和力量。在他的周固有一些他能绝对信任的军

事顾问，这无疑是悦重要的。我告诉史汀生先生，委员长支持美

国人为从混乱中恢复秩序和合理使用他的军队反击敌人所作的努

力。我解释说，我发现他对我们援助的感激之情是真诚的，井提

到下面这件事 z 有」次，我象往常」样去他那里时，他对我们部

队所取得的局部的但十分鼓舞人心的胜利向我表示了极为热诚的

感谢。他似乎是因为我帮助了他而要向我表示个人对个人的感激

之情，我竭力向他说明，我和其他美国人都不是在帮助他个人，

而是帮助他非常有能力代表的中国人民。

我从未接72过这样的意见，认为中国民众无底洞似的贫困无

站得到改善c 我对这种贫困知之甚i芋，因此我知道，这不能归咎

于蒋介石。在富裕、幸福的家庭与饥肠辘辘、衣衫槛楼、目不识;

丁的人们之间，有 J道相当深的鸿沟，后者日常所关心的，只是

求食果腹，有栖身之处以蔽风雨。

史汀生再次问.&中国人如此合作的原因，我把《时代》杂志

约翰·赫西先生的反应告诉了他。赫西说: "你似乎赢得了中国

人极好的合作。"孜回答说"我认为是这样。"于是他评论

iL "毫无疑问，他们认为如不与你合作，就不会再有美国的援
助了，你是他们最后的希望。"我承认这可能是事实a

然后史订生告诉我，赫尔利已向他讲了我的参谋部的几个外

交17的情况， fi:问我是杏愿意将他们免职并送回大使馆。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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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他们到中国战区参谋部原本是他的主张， f也是希望孜不 J吉、变

动。但我回答说，我不反对将他们从我的参谋 ~~i)免归 J 在!句:也保

证，我与大使个人和大使馆人员的关系都是很融洽的ι 我把关 F

与赫尔利互换情报的安排告诉了他。

史汀生先生向我询问我与总统金晤的情况，我向他详细扭述

了我接受的关于法国人的指示。他表示诧异，并建议我将此事告

ì~马歇尔将军。我一有机会就这样做了 G 然后史j丁生要我讲话t总

统的情况，他显然是关心总统的健康。我告谅他，我感到与总统

在」起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似乎处在幻境中，进食时神经不安，

H论问题时突然扯到题外，这使在感到震惊。史汀生部长告城

主i之，要冷静沉着，不向任何人提及总统的健康状况。运种告诫使

我想起戚尔逊总统，当时他病情恶化，他的健康状况未向美同人

民透露。

胜利之后

由于有关战争结束的迹象日益明显，我的参谋机向忙于为评

多新产生的问题和!订计凹。在中国战区司令部里，我们都承认骂

产党问题是个严重困难的问题。有一个来自符拉迪沃期托克、延

安和莫斯科的加强宣传的计划。那些从共产党重要地区发出的电

报， j毛主题是，我们美国人在远东是要剥削自肥和进行征服，换

言之，我们是帘国主义者，国民政府及其领导人被描绘成与珩同

主义相勾结的集团和苦通老百姓的剥削者，因此蒋介石就成了人

民的敌人。关于蒋介石政府欺诈、弊政的夸大之词和毫无根据的

报道不断地在整个远东播出，并在美国报纸上加以豆豆。因此我

们预先提出充分警告，这种情况可能发展成为苏联倡建的中国共

产党策划的阴谋。这个党显然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政党，因为古有

自己的军队，而且是由克里姆林肯庇护下的阴谋家组成的， jJ; 川

的在于完全控制整个中国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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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国民党军队先于共产党接'三日本拉降是必妥的 J 美国::1

远东政策并不明确，但命令我带助国民政府安排在中国、胡鲜、

油洲、印度支那和福摩萨的390万日本人的投降和遣返事宜。在紧

接对日作战胜利之后决寇性的几周里，我利用美国飞机和船缸，

急忙将国民党军队运往北部地区和东部地区。 i主自然激怒了共卢

党，他们开始在报纸和电台上对我个人进行尖刻的攻击u

1945年 11 月 2 日，海军中将巴比在指挥美舰向描褂|运送国民

党军队时，在营口受阻，在上岸与苏联代表会晤并看到数千共罕

挖掘战壤之后，被迫从营口语撤走n 几天前在满洲的另 J港口葫

芦岛，在共军向他的i气艇开枪射击之后，他被迫返航海上a 与大

连和旅顺一起，这是捕洲仅有的几个南部港口 ω 美国海军在俄国

人和中共面前被迫撤退之后，别无他险，只好将它护送的国民主

军队在华北的秦皇岛登陆。

美苏在满洲和华北争夺实力地位的斗争早已在J1t行，不幸均

是大部分美国人并不明白这一事实。我们依然幻想能够而且应当

与我们的俄国盟友和睦相处。任何处于官方地位的美国人要揭

露、谴责或公开反对斯大林的侵略行动和罪恶目的，都是犯忌

的。我不能承认，我按指示大力帮助国民政府在收复区建立主权，

是在竭力妨碍中共及其克里姆林宫主子。

我是这」地区的美军司令，又是蒋介石的参谋长，这一事;JJ

使我所面临的问题进一步复杂起来。当同情共产党的美国人在二

f也一些记者周某一周地嘲笑我，说我在按指示遣返日本人的指i1

下帮助国民党时，我经常处于尴尬和为难的境地。我竭力保扣注

挣，保持洁隘的头脑，不因任何轻率的讲活而犯错误。对引我上

钩者，我的回答:是，我不是决策者，不过按华盛顿的指后付诧行

动而已。

3比如1逞，我国政府不会站蒋介石接管涡洲所必需的后勤和武

器t互助，也知道国民政府如无援助洗没有力量重建它在 fHbfi2权
力，如果它同时应fJi 占领涡洲的i瓦因此我建议委员长， ìl:牛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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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提出，由美英法中苏 5 国暂时监护描洲u 与此同时，我向蒋

建议，明智的办站是将他的行政官员和军事领导人派到民城以南

的华北，保证在那里建立他的牢固控制。

我建议监护的根本目的是要排除苏联方面在桶洲的单方面的

行动。我知道，共产党的势力在任何地方一旦建立，都是不会自

愿撤走的。不幸的是苏联应我们的紧急邀请参加了对日作战，而

这只是在日本的败北已成为既成事实之后ε 满洲是→个富饶的地

斗豆，使它的农业和工业与中国本部的经济结合成为一体，对于建

立稳固的有发展的中国经济，是必不可少的a

中国对搞洲的主权在开罗会议上己被庄严承认， J~在以后的

因际会议上重申过 ç {E!在雅尔塔，罗斯福和丘吉尔在涡洲问题土

作了意义深远的让步，竟使俄国得以步日本的后尘，控制满洲地

区。他们同意，旅I1阪象 1904-1906年日俄战争前一样，再次成为

俄国海军基地 p 大连则成为一个自由选，俄国可以向该港和从该

;在运输货物，不变检查，不交关碗，而且还拥有该港一半的设施

和装备。还给了苏俄对满洲铁路的共同所有权。并向斯大林保证，

要向蒋介石施加压力，强迫他"毫无疑问地"同意所有这些特

i午，这就把满洲的实际控制权给了俄国g 总之，罗斯福和丘吉尔

向斯大林许诺，要诱使蒋介石将在满洲的帝国主义特权给予俄

国，这是中国为拒绝给?日本而斗争了 15年的。

直到几个月之后，才把这件事告诉了蒋介石υ 我永远不会忘

记，当赫尔利大使当着我的面履行这项非常讨厌的职责，把在雅

尔塔出卖中国国家利益的事通知委员长时他是如何反应的。

然而蒋介石和他的政府并未提出公开抗议，反而附和美国，

派遣宋子文和王世杰签订1945年 8 月的中苏条约，承认了我们以

中国为牺牲而给予俄国的特许。毫无疑问，他希望我们至少会给

他以必要的支持，保证使莫斯科实践这项条约中的诺言， "给中

-国以道义上的支持和军需品及其他物资援助，此种支忏和援助元

全给予被承认的中国政府即国民政府"。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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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是苏联歪曲和转变政革期间的忠实仆!久，通过它，也主

ι姆林宫从 J开始域谋求破坏国民政府。

苏联红军仅仅在日本投降前 8 天才坷忙参战，立自然不合遇

到敌军的实际抵抗，而且很快就完全控制了漏洲。俄国人在关键

地区立足井控制该地区→切交通以后，便接收了日军武器装备，

然后公开地秘密地供中共使用。而且他们以专横傲慢的态度剥夺

中国，拆卸了一切能远远的工业设备，将其余的大部分予以

破坏c

这似乎是奇怪的 z 他们破坏的设备，他们自己倡建的中共部

队可能使用 p 如果他们继续占领满洲，自己也可以利用。我的结

论是，他们不合逻辑的行为，原困在于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从来

梦想过美国会如此因循苟安， .竟能容许它留在满洲，或者让中共

接管满洲。显然，斯大林此时还不相信美国会拒绝在政治上和军

事上支持中国国民政府G

斯大林及其仆从是在彻底考验我们;不过他们精心谋划的冒

险并不大，因为始终于于在华盛顿的共产党暗探向他们提供美国态

度与意圆的确切情报。正如埃德力u .胡佛在他的 lH色的著作 4敖

诈能手》中所说，美国政府的 A些部门为共产党的同情分子和苏

联特务所渗透，美国的政策、计姐和官方态度不仅受这些渗透分

子的影响，而且迅速被他们报告给莫斯科c 再者，美国在国际阴

谋方面还年轻，也不懂相反的利益在描浑水。

在我看来，我们在道义上有责任给中国以政治的、军事的扣

经讲的支援，以保证苏联不致忽诩它在实际上是我们强迫中国主

订的条约中所作问语言而不安惩罚。但更重要的是，为了我们自

己国家的利益，要防止中国交成苏联的卫丛固，这也是很明

显的。

因此，我就以尽可能有伸缩性的方式解择华盛顿苟我的含闹

而丘相矛盾的指示，以此来遏制共产党υ 现在苏联政府象对待

它在吹洲的协在和保证，样，不吊起履行1945 年 8 月的中苏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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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这是再清楚不过了。在里姆林宫不以拒绝中国国民党军队选

人摘洲，而且还向中共提供收缴的日本武器扣装备，并以立强大

均宣传机器在美国和世界各地支持他们。我知道，国民政府没有

援助无论如何也应付不了局面，因此要求陆军部向中目汲这 7 个

美在i师，在华北与满洲设置障碍，对抗JJ; 饿。

参谋长联席会议回答说，我所要求的几个圳是?寻不到的3 不

过掘出了凯勒. E .罗基中将指挥的两个海军陆战抓，并.fCXi 住

建立了司令部G 我将这些虽不充足千且极古价值的增援部队部署在

fl兰花，从北平到海}芋，包括山东半岛 ν

在向委员长和华盛顿提出在jpjj州建立联合 i司主抖的监护 a.j"，

元小心谨慌，避免使Hl "托信‘灯一间，因为这个问有永久或至少二

;二期的含意。我认为，我仔细选择的用面将会缓解中国人的敏忌

哇，不过却给 5 个主要因家现在了分担的责丘，保证i芮洲宫一

个稳窑的行政管理，直到中国从长期抗日战争的破坏 I卡恢立

过来G

委员长未接受我将捐iJiUL护起米自与建议，从此抬上说，这样

!士对他来说也许是不叫‘自主的。 中国与日本关于涡洲的冲突从1931

年就开始了 。如今，经过长期的苦难，中国闪耀着胜利的曙光，

注挂在着欢快与希望。委员氏或许认为，如果他不想在涡洲重建主

仗，他将在整个东方丢脸，可能在自己的人民;当中丧失权威，他

~;l对任何这类安排都会感到难于理解俨不管他当时的理由如何，

反正我的建议未被接受，而且他想立即在该地区建立有效的控

制，在战争结束时向祸洲委派了一个地方长官和「批军队。

因为冬天临近，在描洲联北方各省要经受寒冷的气候，我坚

让向派到那里的中国军队提供一立的衣物G 美 l哥陆军给予合作，

人阿拉斯加空运了冬衣。我还坚持给所有部队接种天花夜苗，;主

fi. 预防伤寒扣霍乱的社射。这是一项巨大的任务，拖延了部队

的调动，委员长十分着急，他要让他的部队立即收复满洲，特别

是北方几省。我执意不肯让步，委员长远应允了我的计划，使吉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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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J..布适当的免疫措施和l光泣的防寒仅物。

在我领导下统帅码:匕视队的美罔海军中将丹·巳比击诉委员

长，他有可用的船舶，能够立即为他远远部队。我不得不火速向

委员民友去→电，声明，只要我还是他的参谋长，我的计划就必

必须实施，这种计划是经过精心准备的，对部队到达北方时能保

~!l' 战斗力作了应有的考虑。·如果委员长想让己比做他的参谋长并

节:理部队运这事宜，那么我就立即下台。

在这里我要回顾J件往事。我知道"高子"的重要;性，自

敦促委员 i:己亲自接受日军高级指挥官冈村宁次将军的投降。他以

虫型的谦卑态度，让我代表他。我表示反对，提出让中国国防部

长陈诚或中国军队司令何后钦接受投降。我说z "中国毕竟有数
百万人丧生，被敌人蹂躏了 8 年，在中国战区范罔内不r.v.由 -?r

外!可代表接受敌人的投降。"

委员长明白投降仪式的象征意义，同意我怕意见，遂派 II !j 应

钦去南京。

我指抵美军高级指挥官麦克卢尔少将作为美位lft i￡ b 

在日军要放下武器的另外几个地区，我让中国将领 ij! 席，正

式‘三降。除满洲外-一那里有马利诺夫斯基元帅领导下的红军接

交政军投降一-E有一个例外，即香港。委员长告知我，他已

接到蒙巳顿海军上将的通知，说英国代表正在赴香港途中，他们

将在那里接受日本投降。这就出现了一种微妙的局势，因为香港

和九龙被承认为英国的主权领土，而这两个地区大都包括在中国

战区之内 g 盟国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将军曾指示委员长在他所负责

的地区内安排一切敌军的技降事宜。蒋与我商讨此事，并决定由

一位中国民友在香港接受投降，我立即将此事告知华盛顿。我在

先时已晚的时候接到回信，说这是中英之间解决的问题a 委员长

/"1为自己的立场特别是按麦克阿瑟将军的指示所持前立场未得到

平峰顿在::-j 五日而欠望。最后的结果是，英国人允许中国代求前

往.不过在去阵 f之 t之 itf4们自己要占主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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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必然从事政治上军事上的机动的同时，我还必须做好被认

为是战后的→项主要工作， NP遣返几达400万的日本士兵和平民。

F事实证明，这是我所面临的最不困难的一个问题，尽管这需要有

妥善的后勤计划工作和与麦克阿瑟将军及其参谋机构的密切合

作d 在390万日本人中，约有250万是平民，他们毕生居住在中

国。其余为日本军人，分散在华北、捕洲、华东、华东南，以攻

朝鲜和印度支那边 4广阔地区。把这些日本人聚集起来遣返， (1哥

确是→项较为重大的行动，需要仔细的 i办调工作。必须将他们集

中在中国东海岸一些适宜的港口。必须采取某些措施，保护他们

怕健康，防止流行病。必须提供去日本的运输船p 麦克阿瑟总部i

必须在指屯的日本i巷口安排对他们的接收和他们祖国对他们均

吸收c

中国战区司令部总参谋部G-3 处制忘了计划，该处由罗

兰. W. 麦克纳米上校负责，这位军官到中国战区颇晚，但很快就

显示出才能 z 他的处所制定的计划都是杰出的，表明对部队的训

'练、策略和方挂有准确的判断和透彻的了解。这个处与我的总参

谋部的~-2 处关系极为密切，后者的领导人是约瑟夫·迪基1:

校，他是史迪威前参谋人员中我所保留下来的唯一的重要军官，

他也完全憧得我信任。他以前是研究日语的，很了解日本军事方

面的组织和方战。

在对日作战胜利日之后不久，执行遣返日本人计划之前，我

在我的参谋长麦多克斯将军和麦克纳米上校陪同下访问了麦克阿

瑟总部。我们说明了我们的计划Ij :将日本人集中和运送到中国海

岸，海军准备将他们运到日本各港口。马多克斯和麦克纳米与麦

克阿瑟的参谋人员会谈，麦克阿瑟的参谋长迪克·萨瑟兰通知

我，他们认为中国战区无法执行这一巨大的任务。

萨瑟兰将军当着我向麦克阿瑟将军报告了这种忧虑。麦克阿

瑟将军转向我，问道: "你熟知这个计划吗?"我回答说: ~，完

全熟知，阁下。"他又问: "你能实现吗7 " ti能实现，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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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川答说。于是麦克阿瑟转向他的参谋长，井指示，只要这→计

划报告了他的王司令部，即予执行。

我在这里要对麦克纳米上校加以称赞，他和他的几个主要助

手制定和实施这一计划，计划高效率地实现了。

如果日本俘虏和被拘留的平民进行反抗或企图破坏这一行

动，这种遣返工作就不可能进行。但在日本天皇投降声明之后，

在中国的日本人十分顺从，因此我们确信他们的有纪律的合作c

我视察了 A些地区。日本人在那里集中起来，在送往港口商f

l除去身上的虱子。我对他们大多数人近似奴性的态度深有感触。

在 J个集中区有上万个日本人，有男人、女人和儿童。当他们全

都院在地♂七向我磕头肘，我感到十分困恼和惊愕。我们谋求的难道

就是顽丧的卑屈吗?或者说，我们打仗就是为了使所有的人，不

分种族、肤色或阶级，都能昂首阔步，以大胆而挑战的眼光来看

别人吗?我认为，我们的作战是为了不强毡别人卑屈恐惧，从而

使自己不陶醉权力，不傲慢狂妄。我们的领导人经常提到，耍维

护λ的尊严。然而由于我们"无条件投降"的要求， 日本必然完

全有赖于我们的怜桐，因此我想知道，如果由于我们的错误和愚

孟而使共产党获得优势权力，我们是否有朝→日也会被迫跪倒

在地。

既然战争已经过去，就要在收复区选派省长、市长，地区长

古等政府重要官员。我就敦促委员长任命合格的文宫，而不要任

命军人。这个国家缺少行政官员，但委员长应当避免建立一种军

人统治集团，这似乎是重要的。不过我并未考虑，蒋所需要的是

要确信他所委派的人的忠诚，如果中国不再崩横的话。他始终要

与中国的离心力量作斗争。他更多地相信他的某些将军，胜过1言

任其他任何人，这是很自然的。总之，他不采纳我的建议。

于百万中 j叫人的生活状况甚至比我们正在遣返回国、现已武

林i iY>J日本平民;主要情。在 8 年的战争中，于百万中国人被日本人

运 !ii寄:目，或 iI!Eiiit难到西部各省，而不愿留在敌占区。如今必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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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作出安妇，{而且们能够返回家园，在这个议战争-il是陆的汀在;巴

:以某种方式谋生。日本曾经长期占领东部各省和的海地区， )主 J泣

这个国家的工商业扣文化中心。它也控制了华北，某些农忖地区

;除外，共产党在那里建立了权力中心。国民政府 1ft; 临着重建和江

兴中儿乎是无拉克服的困难问题。这种重建和复兴的任务， Lt 巾

:国受害较小的西欧工业先进国家没有几十{乙美元援助也无 t丘之

成，在中国实际上战豆难实现了，因为紧接着7:-1" f]战争的结束，

它就得对付莫斯科命令下的共产党的猛烈冲击。

这还不是所有的问题。英国显然也象苏联·样，希望中 114 保

持t软弱和分裂状态. J寻管 HI于不同的原因。英国人主要由于商业

利益，反对美国为和助中国强盛和独立ìTri作的笨拙努力。这·事

实能够以在b凶证据加以证明，在我竭力帮助中国实行大亢小小

‘制改革，使'ι'主得豆能自给自助的过程中发生的 4件事情，使我

深切认识到了这一事实。

战争结束前，委员长即明确表示，他要f陆续使用美因装备求

武装他的军队。他想从美 Di!购实机器和交通运输设备。他还提到

需要汽车运输工只和公共汽车，需要雇用技术专家，工程师，大

学家，财政专家和职业军事顾问。

中国记得过去外问:古统治和经济上的剥削， ill. ì己得战争期ihi

只有芙枉!给它援助，自然把我们看作是它战后复兴的供应来源。

但在这里，也象在今天的远东→样，英国人自然怀疑美国的行

动，这种行动可以解释为为美国产品铺平道路，在他们以前的市

场上排挤他们。

即使在战争结束的，我对此也有深切感去，当时我竭力减少

中国失去'1'-衡的大呈交通事故。因为几千年来中国在交通方面

----轿子，骆驼队，人力 -JL 马，马车-一部象英国一样.在陆

的左侧行右。迄 h巨大量;事故的一个原因是，中国的太多数车

辆，汽车租拉重托车，皆为美国制造，驾驶结构和车灯的设叶都

是要靠右侧行驶。虽然我们为中国人设立了驾驶和维位学校， 1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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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三::运亨故不 l:Ef f驶的平辆还在继续增加。战争结束前的几个'

月，我决定，也须实行严厉措施，防止为黑金钢石作战计:.\tlJ攻势

向前线运送物资的车队遇到事故。于是我向委员长提出，中用所

有车辆都改为靠路右行驶。他迅速同意，并说，要在国民党中国

控制的整个地区立即实行新的交通规则。不过我告诫他，应当等

我们对司机和行人彻底进行新交通规则教育几个月之后再改变，

汗如!J甚至还会造成更多的事故。因此蒋确定日期为1945年 9 月 1

i:-一那时日本已经投降了。

在电线杆手n商店的橱窗上贴上标语，以图示意，在r!，月车辆如J

何行驶 ji二教育行人，使事故减少到最低限度。在全罔报纸上发

表了文章。当第一·个有关改变交通规则的通知在1945年 5 、 6 月

f，l]出现肘，有人告知我ι 本同语言的报纸上有文哇，强烈批评打

破中国古茬传统的打算，敦促委员长贺新考虑，坚持旧的、可靠

的道路通行办泣。

我想知道谁对这些文~~负责，退让特务机关的军官调查。大

约一个月后，他报告说，反对改变交通规则，棍子在英国大使

仿‘可能得到英国大使薛穆爵士的完全认可或鼓动3 现在我

第一次明白了我的建议的经济含意。不过老实说，在我当加4

提出建议肘.对;主个因素并未有任何想住。既然英国的车辆是靠

左行驶，他们所有机动车的制造都是按此种方式行驶以保证安

全，他们就可以反对新规则，这润'规则将破坏英国汽车在中国的

销售市场。

我经常在鸡尾igrj会和宴会上碰见薛穆爵士 s 有…次我向

性捉到委员民对车辆改为靠右行很热心。我是想引他说话，

111他有点回jEl f也问我是否驾过英国汽车，我说， 1937年我租过

-‘柄3 驾驶它在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j二作过、次极为愉快的旅

游。他咒问，靠左行驶是否有什么困难，我承认，我很容易就学唱.

会了适应左侧驾驶装置。 但我又措词谨慎地补充挠，美国汽车工

\)I~大概没有只植jFt 空加工机械，生产左侧驾驶的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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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衅吧-曲驾"

日本投降后，委员长下令，右行规则的生效日期，让19;\5 年 9

月推迟到1946年 1 月。知道英国人暂时取得胜利后，我们Bflt FK 

气，委员长并未将这一决定告诉我。

不过在 1945年 12月 31 日，我经历了什、激动人￡、均场 111;,"j 

时我站在上海华楼饭店我的高层房间的阳台上，看到午夜交通规

则改变，车辆沿马路右侧行驶的情况。有人告诉我， fi主 A果断改

:;与在全中国实行，未遇到任何事故， 1949年共产党接管时仍实行
这种现走。

美国打仗就象;it 行足球赛→样，比赛结束，胜利者就收摊

子，退场，庆祝。直到我们得到保证，不管我们的"盟友"有多

么不同的目标，我们为之奋斗的目的都要达到，我们这才明白，
复员自己的军队是灾难性的。

因此在对日作战胜利日之后，我也象其他战区的美军司令一

样，接到了复员军队的指示。我手下的人事部门 (G- 1) f牛出

按照命令在军队运输许可的情况下尽快遣送回家的计划，每个 1二

兵和军官按积分制规宠给予复员的权利，不管他是否在执行必不

可少的任务而难于替挠。

这种武断的规定是极为有害的，因军事机构也象其他任何机

构一样，是罔绕有资格执行特定任务的中心人物而建立的。这时

我接到千百封部队人员妻子、父母和情人的来信，敦促我让他们

心爱的人回家。我不能回答每一封信，但有些信非常尖刻，我认

为不得不拿出时间给予答复。我记得有寸、民岛的妇女，说我把

他的儿子留在中田，是为了能够丰受我在战争期间所提升的军

阶。我询问她儿子的有关情况，得知他是一个陆军中士，正在民

-IE地执行任务，按规定还不应放他回家。因此我写信给他的母
亲，说明她的儿子是她的荣誉，也是国家的荣誉，并向她保证，

」且他达到陆军部计划中规定的分，就送他回家，有关该计划的

说明，向华盛顿陆军人事行政参谋主任直接索取即可得到。我忡

充说，我的军阶没者影响过、也不会影响我的态度，而是我为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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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多吴国人，包括他的JLT，论在我灼指挥下工作而感到骄傲σ

我述说，我也想回美国，不过我们在远东有事要做，要保卫我们 1

反对自由世界的新威胁----共产主义威胁所取得的军事胜利。我

把来信和我的复信给这个中士看过之后，他向我保证，任务完成

以前他不想回家，并为他母亲的行为向我道歉。约一个月后，我收

到这位妇女一封很好的信，主要意思是"我同意你的看泣，我们仍

须保卫我们的胜利p 我儿子以能成为-员在你的指挥下完成这一

忏务眈战士而感到光荣，我的丈夫和我也为他和你而感到自豪。J，"，

麻烦的是美国人民对于战后在遥远地区存在的状况并不了

解。他们并不知道，德国和日本的无条件投降在欧洲和亚洲造成

了一种真空状态。他们所知道的只是，敌人已经投降，激动人心

的庆祝活动已在美国的每个城镇农村的广场上举行。既然已取得

了胜利，他们自然认为自己的孩子理应立即回家。我们的领导人

或者太天真，或者软弱无力.未能坦率说明和承认必须保持美国"

强大的军事力量以赢得和平这一事实。

许多国会议员都敦促把孩子们送回家，以讨好自己的选民，

保证在下次选举中使自己能回到任所。他们大部分人都对这一

卒实歧不经心，即，共产党的国际阴谋构成了比我们彻底击败的f

纳粹和日本人更大的危险。现在是需要有力而明智的领导的时候

了。国会几乎毫无例外地屈从于"把孩子们带回来"的要求，于

是!句军事行政部门施加压力，挖光和削弱我们驻国外的军队。这

·切都是战后歇斯底里的·部分，被共产党非常聪明而广泛地加，

以利用。

1945年 9 月，赫尔利和我再次奉命回国述职。我们都从重庆‘

直接飞往马尼拉，再飞越太平洋到旧金山，前往华盛顿，不过赫尔;

利大使首先抵达。我在:马尼拉中途停留，并带上一位西点军校的

同学杰克·万斯七校，他当过 8 年半的日本战俘，在马尼拉等着'

凹美国。我作了安排，让他随我的一行人去华盛顿。

象几个月以前一样，这次也安排赫尔利和我晋见总统。我们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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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与内阁成员、参谋长联席会议及其他主要政府官员 ;ji 行了交
谈。赫尔辛Ij向杜鲁门先生提到，他的健康状况不允许也再回 thF!
任大使。重庆的生活条件是有点艰苦， fnfii 我们刘达东部?副主斗
打通海上交通时，己作好了美国食物供应的准备。棋.尔利向总结
提出任命我接替他;后来我单独见总统肘，他问我JEFi愿意做驻
华大使。我回答说，在决定之前.首先要与马自kjR将军谈谈此
事。马歇尔将军的意见是毫不含糊的"不坚:参与闯务院的事，
除非你对这类工作有兴趣。我认为件应当留在军队里。"

?当时马歇尔将军正准备离开参谋 t己的职务，在他优美的支

乡一-一弗吉尼亚州的利斯堡享受他完全应得的休息。他说，他受到

工业和其他行业各种机构的邀请，jrI迄今沟止他寸、也未接受。

又说，有些邀请伴随着非常高的薪金， 4但我们这些军人都知

道，我们用性命换来的东西，金钱是买不到约。吁

舔尔利大使在沃尔特里德医院检查身体后得到通知，他的身

体非常好，因此他决定退华，在 A个长时间内吨大使。这使我感

到高兴，因为 H 前无需再与一·位新的外交界领导人建立各种关

系 p 而且我认为，无论在公务七还是在私人关系上，我部与，胁!!三

利 1- J} 亲密。

在与;写的失于 Jif职分击îJ取得出JiZ:展的报告出予使参谋民联席

会议 jE:生了很木的;二; i埠。他们 77;到可怕的压力，这些压力来自!习

会，米白遍及美国的成千 i工万的亲属，他有]强烈要求把孩子们;二

回家 3 他们或提出要求的人们显然却从米;也到，共产党正在均力

制造这种歇妇底里已在我回华盛顿的短时期内，社鲁门总统手117;二
i某民联席会议指示我写」份有关中国的报告，内容包括美国在毛

利益和中国人民未来的前景。我这华后即访问了沈阳和北平，然

后是上海，在写报告前先研究情况。总统和马敬尔将军认为，我!空
气起兔fitjH 任何明确的结论，要求我提出几种司供选择的行动方

针，而不要挝/且明确的建议，免得国务院指责军方企图制屯
政策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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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我19Lj年 11 J] 20 日站参谋民联席会议的长篇密码江
文(共释义收入本书附录〉中，我所能做的，只不过是阐明自己

对局势的看法.未能咐确说明，在中国只有一种方针能维护美3

和自由世界的利益:毫不含糊地援助我们的盟友，中国国民

攻府c

不论是当时、以前或以后，我都未从华盛顿接到'项明确指

示，尽管我曾作过努力，说明中国的险恶局势，激励华盛顿制宅

!?;确而坚定的美国对华改革。

我在华盛顿与杜鲁门总统、陆罕部长及参谋长联席会议会洁

白注目中闰，立即在19~; 5年 11 月向蒋介石所作的报告中将我接

到的指示的且相矛盾、前后不·的性质作了说明。我愉快地报告

说，杜鲁门总统"保证地续支持蒋介石委员长和中国国民政府"。

不过这种保证被参谋长联席会议开得几乎毫无意义。尽管它表示

完全同意总统的政策，货同"对华军事援助"， fE!又……

首词， 美军不得卷入自祖坟杀〔原文如此〕的战争 p 各 ft

写的美国人在没及中 E攻市与英国、法国、苏联和其他只、

写的关工、叶，必项保持~然均态度;明确规定啕如果用以兰

主中三式装号:;人的美浸使美国政府喃信，此种武装部队用于

支持-1、美国不能接受的政寺，从事白相残杀的战争，或产

生 fZL;::4 胁，兑付援助 EF 予中止。在一个统一的、完全代汉

止三领导节中 ZPf二三i 的攻治稳定程度，过美国视为一作

主本考虑， j五二三i!f~毛才华。2 牙也丰亨及其他援助的提供 3

1出二支提供此有了 Jf17 町注吨， 芝主 f支行将根据这一垄本考虑号:

期重轩如 f! 白主 c

这 J;三令不仅将经出与政治军事丰未倒置，因为只在美罔均

援助与支持， z:12才能 iR证，币我们提供帮助却又要有赖于稳

)1: ~而且它实际上意味着，美目的叶华搜助耍取决于国民政府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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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装的共产党的妥协。既然中共接受莫斯科的命令，美国这样做

实际上一-即使并非故意-是在要求把屈服于莫斯科作为美国

援助的代价。

重新部署中国国民政府军队的计划于1945年 9 月由战区中美

参谋长联席会议作出时.我进一步向蒋介石报告，这项计划并未

"具体忧，因为前进的道路上会有障碍，或者说，形势:自由中共

戎苏联人来创造"。因此原先认为部队的重新部署是合理的，"足

以应付所设想的局势"，后来便认识得十分清楚了，局势"显然

要求在日本人(以前〉占领的地区部署更多的国民政府军队"。

总之，我不得不告诉委员长，美国即使并非明确把中国抛给

狼，也不打算将它从熊的怀抱中救出来。在给他的报告中，我进

)步说，我所得到的指示是:

作为美军司令，我不能卷入国民政府军队与中国共产党

人、苏联共产党人以及其他持异见势为在中国和满洲的纠纷。

在华盛顿接受的指示具体规定，中国国民政府解决与中共之

间的问题，严格限于中国国民政府的职责。不过作均委员长

的参谋长，我喜欢研究所有这一切纠纷，并提出我经过深埋

熟虑的意见，帮助解决出现的各种问题。

我还必须告诉委员矢，在他与苏联以相同的条件在满洲打交

当时，我们不打算给他所需要的支持。我报告说: "我受权在

(占领满洲〉的计划工作上帮助中罔人.但不能将美国人送到该

地区。美国认为，问题的商定向当在中国人与苏联政府之间去

完成。"

我压得向蒋介石表明，他经不起疏远西方意见。我说: "美

国报纸已经提出，中国有排外报潮。"我建议他"尽一切

努力培养与凭他」切国家的亲善友好"。由于认识到英国影响在

美国的力量，投向他提出， "既然中国不准备在军事上或经济上

26.1 

一一一一一一一…十一一一一十一

J 



孤立"，它就只能"以坚定而又谦恭的方式"取消治外法权和其

他外国特权。

几年以后， 1949年9 月 26 日，据参议员诺兰透露，孜这时始蒋

介石的机密报告被共产党得到，这是他们的→个特务名叫秦纳棋

(音〉的人干的，此人曾占据中国档案处秘书主任的职位一二先

是在我的总部，以后又在马歇尔将军的总部。在这个职位上他掌

握所有美国档案的文本，并{故必要的翻译。 1949年 4 月公开回到

共产党后出版了→本名叫《关于美蒋阴谋的秘密报告》的书，把

J 切都泄漏了。 p

1945年 12月，我接到马歇尔将军的命令，说总统要他做驻华

特使，他不久即可到达。他要求我提供有关人员和设备方面的建

议。我建议他任命J位重要的年轻军官做他驻华办公室的行政宫，

并举荐了亨利·白罗德。我还建议他任命→位后方指挥所的 ft

J号，处理发团结总统、国务院和陆军部的电文，并举荐了马歇

尔. s .卡特上校(后来是少将〉。我认为他还应当有一名机要秘
l丸子í:建议他将莫纳·纳森小姐带来，她有魅力，聪明而年轻，

当时是他在华盛顿的私人秘书。

宣布马歇尔将军作为总统代表以特使身份使华，在美国大使

馆也在中国人当中引起了极大的兴趣。赫尔利业己辞职，尚未任

命一位大使接替他。沃尔特·罗伯逊是代表我国的高级外交官。

他从不认识马歇尔将军，但欢迎他立即来华。罗伯逊先生不是一

个职业外交官，但在战争期问在各种不同的政府工作岗位上作出

过杰出的贡献。

委员长尤其想知道导歇尔将军来华的真正目的，并问了我许

多布杀的问题。我总觉得，由于史迪戚在9=t国免职，蒋对马歇尔

将军对他的态度捉摸不寇。我表示，中美两国能有象他这样

有才干有器量的人来这一地区，帮助中国实现政治稳定和经济

(孕兑<(勺奸)莱蒙德·德耶格与艾琳·库恩著，纽约，双日出版社，第
2. ï 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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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飞是幸运fi号。

委员长作了精心安排，欢迎平日接待马歇尔将军及其一行。他

的飞机到达时，在上海机场准备了美国和中国的仪仗队。我迎接

马歇尔将军并陪他到华路慑店，在这座高楼上我保留着→套房

间。见他和!览从人员都已安置得很好过， JE挽回到自己的办公

室。不 A么r马歇尔将军来电话，要我剑 i也那里。在我们讨论他首

次拜会委员长的计划肘，他在打开提包拿东西。他把总统给他的

指示的文本给我看，这项指 'f;':要他将国民党如共产党撮合在一个

联合政府里。我告诉他，他永远无让在国共两党间实现有效的协

议，因为国民党还举握着大部分权力，诀b寸极不放，共产党方

fE同样下定决心，在苏联的援助下夺取一切仅力。

马歇尔将军的反应是恼怒，并说: "我要完成我的使命，你

要帮助我。"

我恒i笃说，我;再望给他一切可能的帮助，这是不成问题的 p

中国战区的一切都由他支配，我业已在我的参谋人员中为他选派

了两名最有才干的军官，保罗·卡拉韦将军和 J • H. 考伊上校。

马歇尔将军心情不好，即使在吃饭时也表示了不愉快。当晚

在感到困惑。他肯定知道，我个人对他是忠诚的，而且对他非常

尊敬。我想起在卡萨布兰卡会议时他曾说过z "如果你不经常以

你的思考帮助我，就是对我的危害。"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情，因为我坦率自由地谈了自己的意见就使他持现在冷淡的、

几乎是仇视的态度。最后我认定，使人精疲力尽的工作和极度紧

张的战争使他在身体和神经1:部受了很大的损失，而且从美国来

华的空中~途旅行也使他班惫不堪。

次日马歇尔将军飞往南京，拜金委员民。他由我陪同， '会见

是;-分诚挚的。孜开始相信他们两人在未来的任务中能路合作。

紧接着马歇尔将军与沃尔特·罗{白道:举行了·次很长的会

议，后者将一份有关大使馆工作的报告交给马歇尔，并将他的人

只置于马软尔将军的支配之1: J 我应当说明，在以前的几个月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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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特·罗出逊曾与我一起亲密共事，在有关处理美国在华剩余

财产的谈判中他起了特别有益的作用 c 在这些谈判中，罗伯逊现

实而坚定的态度和正确的判断为美国挽回了数百万美元。

马歇尔将军决定将他的总部至少暂时设在重庆，委员长在那

里为他和他的随从入员安置了住处。我每周都从上海我的总部飞

往重庆见他→次，将战区的复员工作和遣送日本人回国的进展情

况报告给他。

1:::月京半月，陆军部长罗伯特. IP自特森在一次周游世界的旅

行中来华。我的参谋部向他简要汇报了战区活动的情况，他表示

希望能向委员长告别，认为作为内阁官员，他不应忽略礼仪。但

马歇尔将军要我劝阻陆军部长，不要访问重庆，因为当时他正为

国共两党微妙的谈判而进行着艰苦的奋斗。我知道这位部长业已

落后于他周游世界的计划，按原定计划!应在马尼拉，因此我向他

建议，由我起草一份给委员伏的电报，表示他未能向委员长告别

的歉意，:)我还向他提到，我们已限制丁对华航空援助，而坏气候

又经常妨碍飞行，因此他可能到达重庆，但好几天无法离开。帕

特森向委员长发了电报，后者回电话说完全理解，并祝帕特森旅

途平安。

离开之前，帕特森部长告诉我，有人要他问明，我是否愿意

接替赫尔利做大使，赫尔利己最后决定辞职。我回答说，总统以

前曾提及我接受这一职位的可能性，但我与马歇尔将军商讨了此

事，他强烈!亮我留在军队里。我请他向总统表示谢意，并解释说，

苦的驻华军事司令部有很多事情要做，特别是有关撤除战区和遣

返 H 本人的王作。

帕特森走后，我飞往重庆去见马歇尔捋军。在回答他的问题

时我告诉险，陆军部长的主要兴趣似乎是复员我们的军队。孜还

随便提到，帕特森部长说过，他曾接到指示，问我是否愿意接替

赫尔利任驻华大使。马歇尔回答说，他认为我应当接受要求，并

说他在亲华的几周内得知，国共两党都尊重我，因此他认为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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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他元成非常困难的使命。我回答说，如果他要找帮助， J立愿

，意尽力，我将接受这一职位，不过我得先回美国，因为我注要作

→次手术，减轻长期折磨我的攘病的痛苦。马歇尔发电报给总

统，请他不要管我对帕特森陆军部长的百定答复，要求他任命我

为驻华大使。

1946年 4 月，我再次离华赴美。中罔战区已经撤除，阿尔

万. c .吉勒姆中将被任命为留在中国的美军司令。
尽管马歇尔将军推荐我出任驻华大使，但我确信，他对美国

政策的概念与我不同。因为一年前和赫尔利在一起，我知道国民

党与克里姆林宫控制的中共之间并无和解的可能性。我答应马歇

尔将军的要求，任驻华大使，咱i →的原因是我依然希望能帮助他

认识中因的共产主义威胁对美国所产生的危险。

:马68

译自《魏德迈报告>> (Wedm町"er Rep'Hl!)第 321-365页

林海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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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关系史研究·

19世纪下半叶(中日甲午战争

前〉的俄中经济关系

术·伊·斯拉德科夫斯基

1860年俄中《北京条约草不仅解决了过去曾是俄中滴面经济

联系唯一形式的贸易之中的种种问题，而且解决了俄国人在中国

内向行船和进行商业生产活动以及在各"开放"港口居住、在中

!可境内迁徙的问题。

但是，由于俄国在远东的航海船队数量不多，所有这些新的

经济联系形式并未得到多少明显的发展。边境贸易在俄中经济关

系中依旧占据着1::导地位。

俄中贸易

在这一时期，中凶对外贸易总额从1864年的10530万两 (560σ

万英捞)增长到1894年的29020万两① (8580万英镑)。但是，应当

指出，这--增长在相当大程度七是依靠增加英国和其他资本主义

itil家商品近口米实现的，这些国家把中国首先视为其各种王业品

的销售市场ο 从1877年起，中匠的对外贸易开始出现赤字。它不

得-不用白银清偿入超的差额或筹借外债d

俄中贸易的发展是在另外一种格局下进行的οf费医1850 一-

1893年间对华贸易情况可用下多1] 数字〈单位z 干卢布)于以

① 原文如此。-一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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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r 'l) 

年份 交易总额 俄圈出口额 俄国迸口额 迸出口 ì::: -~项

1850 1519 1. 8 774 4. 8 7417 + 2S 7' ..i 

1893ID 37379.3 ~087.3 33292 - 292Jl.:-

从上面所引资料可以看出，在此期间，饿中贸易的增位都i毡

过了1. 4倍，而俄国对华出口却缩减了43% "可见，对于中同的收

支来说，对俄贸易是极为有利的。俄i可是它职蓄黄金和外汇的一

个采源ω

仅在 1862一1869年间，俄 JE!就不得不〈在出口值之外〉向中

i习输出 979()'万卢布的各种通货、黄金和臼 'fNc 光是来自广州的海

路茶叶一项，就支付了 7200万卢布。 f

由于英国毛织品的竞争，俄rltl'lj~绒 IH I=-I 缩减得尤为厉吉。 19

世纪中期 • 'YMJl曾是俄国对华出口之大;二，而到1893 年，立己差

不多完全从俄国出口货单上消失。毛皮lil 门额的大大缩减碍于造

成俄国出口的危机状态起了很大作用，这是俄国政府把可以提供

海狸、水撤等兽皮的阿拉斯加出售给美国的结果c 除此之外，还

因为俄国毛皮的 E要市场这时已转向欧洲，俄国商人在顿大程度

仨已经失去了向中国出口毛皮的兴趣ω 辑制皮革之类的商品出口

额也有所减始，但是各种棉织品、纸张、艳的出口额却有所增

士。这样升f;， 1850-1893 作问俄 1'，1汗华 lti 门的结构也发，[.:了极

7重要酌变动:τ

年份……………………... ..………. ..……. ..- .•• ••• ••. ..…·川 1850年四93年

出额(了·卢布)……... ••• .•• .•• .•• ••• ••• .~.…………………… 7744.8 4087.3 

① 根据圣彼得堡1895年版< 1893年俄国欧亚边交 Lj 外贸易概述'和阿尔萨克

;;: <<饿中通商历史统计概览)(喀 Újl857年版〉统计。

② 俄国经符拉迪沃斯托克、尼古拉耶夫斯克以及阿德尔i司和乌苏 'HìI汪东的出
口.来计入内。因为这些贸易是兔税的，规楼也不大。

③ 见《经恰克图对i~贸易关系的发生、发展及日前状况慨述>>，莫斯科， 189 号
lj:.版.第 77 页。

1) 根摒<1893年俄同欧亚边境对外贸易概述，看1 (俄小通商历史统 i! 概骂》
统计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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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巾，棉织品(干俄j王) ......……. ..……. ..…………·…… 4850.0 C~刊。

呢兰是(于俄尺〉………..'………"…………….. ••• ..….1328.0 73.0 

毛皮 c1"卢布〉……... ••• ..………………. ..…….......1642.0 219.1 

极串11皮革(普特〉 ……... ..…………….. ••• ••• ..……'16800.0 13460.0 

纸张(兰特)………"……. ..………….. ••• ..………·… 一- 3285.0 

怜(兰特)……………………… H………….. ••• ••• ..…· 一 9S4J. 1)

俄国对华 !!i 口的哀蓓，不能不影响到俄国对外贸易的整个状

况。我们知道，到19世纪中叶(1847-1851)，在俄国工业品出口

总额中，对fFiH 口占47.7% (即902.7万卢布中的428.8万卢布)。

在此期间， {:我 Çjl 贸易损占俄国与亚洲各国贸易总额的52% (即

252()万卢布中的1300万卢布)。

对华贸易往发中的亦字，之所以特别引人注日，还?可一个原

因，就是俄国整个对外贸易从总体上来说是逆差的。为了弥褂亏

宅，俄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限制入口 z 从1877年起，院顿

开始按金卢布计赁，玫!奄关税仨涨48%; 1878年规定， .1正口棉花

按一普特40戈比征说; 1881 、 1882 、 1885和1887年，先后数次提

高进口运输设备悦哇:等c ①

俄国政府的这些限制没有扩展到俄国从中囚的进口.然而，

这方面的近口锁在1850 -1893年期间却增长了 8 倍以上。茶叶

也i曾忙得尤为迅速 z 从 1850 年的 31 .56万普特增加到1893 年的

188.21 万苦特。同时，还出现了一些新的大宗进口(生皮屯糖、

毛线) ，但丝进口顿也有相当大增长。 1850一-1893年间，俄同从

中!可进口的主要商品IPiH 情况，大体生:Ir: .~ 

年份

总额( -f ;'i 布)

Jt 巾，各种茶叫， (干 fi 斗.f)

毛!~ (干普牛!f)

1850 

74 .J7 .0 

313. 自

1893 

33292.0 

1882.1 

107. 。

rÙ 见C.A. 波克罗 JU听岛、: < I及民的对外贸易和1对外政策) ，莫斯科. lH7 ，沼

271 页。

部 根据<1 893年俄顶欧亚i且墙，可 f 外叹易辙述，和( !:我 r!，通高历史吨计搅1览，

~Jdf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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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惊和!皮革(干苦中于〉 37.2 

生丝〈普特〉 57.0 1342.0 

糖(千卢布) 93.0 2.1 

从1862年起，无论是悔路贸易，还是恰克图的陆路贸易，都

出现了入超υ1893年，在俄中贸易 2932.95万卢布的人超总额中

海路贸易占1339.65万卢布，恰克图贸易占1593.3万卢布。

恰克图一一买卖城贸易

19世纪中叶，恰克图贸易达到了它的最高峰，然后进入了日

益加深的危机H士期。在1854年之前，恰克图贸易是在1800年《章

程E 的基础上进行的，即保持以货易货的性质，排除现金结算和

使用信贷。在这一A基础上发生的种种困难，经常导致破坏既定制

度，非陆使用各种货币、黄金、白银来结算ω 然而，俄国政府严

厉惩罚恰克图贸易规则的违犯者。 1851 年10 月 29 日，俄国国各委
员余下令对于切次违反现有《章程》的人按交易额的15%处以罚

金。再犯，则依照行政程序驱逐出恰克图，并永远剥夺其参加恰

克图贸易的权利。商人的要价若与恰克图贸易所规定的固定价格

不符，则不准其参加贸易。

但是在海路贸易中，即经放德萨进货时，商人却能够自行确

立价格、使用信贷等等。这样看来，除西伯利亚货运费用昂贵之

外，束缚商业创造性和延缓资金周转的贸易规则也是恰克图贸易

发展中的一个障碍。结果，莫斯科、喀山等俄罗斯中部的商号参

加恰克图贸易者数量大大减少，于是，这一贸易就主要成了西伯

利亚商人的活动领域。例如， 1854年恰克图的58家商号中，只有

7 家莫斯科商号和14家来自其他俄罗斯中部城市的商号。其余的

37家商号分属西伯利亚各城市 z 恰克图(1 1家) .伊尔库茨克(10，

10 ，秋明( 4 家) .色楞格斯克( 3 家〉等等。①

(。 见‘经恰克图对华贸易关系的发生、发展及目前状况概述) ，莫斯科， 189 6. 
年，第63一-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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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使得基本上是在俄国中部各省生产的王业品向恰克图的

输出量缩减。结果，俄方开始感到货物不足，按其价值难以同中

国商人结算，这就使易货贸易的基础发生了动摇。

恰克图贸易危机迫使俄国政府不得不改变恰克图通行的贸易

现则。 1854年，恰克图行政当局开始准许俄国商人用黄金和白银

偿还中国商品ω1855年 8 月 1 日，俄国政府又发布关于改变恰克

图贸易规则的命令。商人们获准在以工业品换购中国货时用金币

支付交易额的1/趴在以毛皮换购中罔货肘，则可用金币支付1/2 ，

并允许交易双方自由定价买卖各种货物。

新的贸易办法使贸易有了一些起色，交易额增长了。同时，

放弃现货交易，从根本上改变了交易额的构成户从1854年(即允

许使用黄金和货币支付贷款时)起，俄国贸易中的入超遥年急剧增

民。例如， 1854-1861 年间，俄国经恰克圈出口额平均每年估

计为482.5万卢布，而每年支付的金银制品及金银币则为226.4万

卢布G 换 A句话说，约50% 的进口额是使用非商品手段支付的。

俄罔政府力求减少恰克图贸易中日益增长的赤字，采取种种

措施，经其他总径向中国内地输送俄国商品u 正是为了这个目

的， <<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中的一些条款规定，俄国各商队

有权再行前往北京，天津等地销售俄国商品。

但是，这两项条约所提供的各种特惠，已经不足以为陆路贸

易创造富有竟争力的条件，在海路贸易一一其中包括俄中海路贸

易(广州、上海-一-敖德、萨) -一一迅速发展的影响下，恰克图贸

易继续芸站。中国商人将茶叶从中国产地运到恰克图的花费，要

比运到最近的海港贵得多。向海港运送一昔特茶叶，中国商人支

付的运费总共只有 1 卢布32戈比，而转运到恰克图的同类支出则

远10卢布 υ 货运的时间差别 n~大，海运不j垣过20天，经f合克图陆

运却需 3 个月以上。

为了克服恰克图茶叶贸易的危机，俄国政府于1862年决寇降

低恰克图茶叶的进口1;12f录花茶馆俄磅1l1:院40戈比，在茶每俄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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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税15戈比。而在俄国欧洲部分各港口，经海路运泣的茶叶税员:j

相应地分男IJ先65戈比和35戈比。

后来(1855 平) ，俄国政府还对恰克图茶叶贸易提供了更大的

优惠z 每俄暗绿茶和红茶的税额降低到15戈比，茶砖则降到 2 戈

l:tc 而经海路运送的茶叶规定为每俄磅征税55戈比(综花茶)和

38.5戈比(虹茶和茶砖)。

中国也对向俄国出口茶叶感到关切，工因为俄国已经成为中

国茶叶的重要需求国υ 特别是当英国这个中国茶叶的主要进口国

在印度和锦兰成功地发展了植茶业，②并于60年代开始从这两个

国家大批进口茶叶(1857;手从印度选口 4 万担〉以后，中国对俄

罔市场的兴趣愈 IJrl增长。为了鼓励向俄国出口茶叶，中国政府在

谈判签订 f披得堡条约') (即 4中俄伊梨改订条约>> --译者)时，

民意向经由恰克圈出口茶叶的商人提供各种重要优惠。

根据 f彼得堡条约，的条款，中国政府大大降低了恰克图茶

叶贸易中各种皮字茶的出口悦。新的次等茶海关税率的制定，使

得把海路(从广州军敖德萨〉和陆路〈从恰克图奄莫斯科〉运费

间的差额从每俄磅38戈比降到14 .5戈比成为可能， ③这不能不对

恰克图茶叶贸易产生最良好的影响。这些措施使在恰克图采购的

茶叶得以顺利地问经由海路从教德萨输入的茶叶在俄罔的整个亚

洲领士主展开竞争。《饿得堡条约、签订后，恰克图贸易大大扩

展并在以后的全部岁月中始终相当稳定。对此， 1867-1893年

间俄国经店员切尔地区的陆路边界(仨要是经;主恰克图〉进口茶

叶'情况的下达资料(单位z 苦特)，可以为证。④

茶叶输入榻的增畏，使俄国经恰克图出口总额磕定在1500万

卢布1::1"成为司能。茶叶成了俄国经商怕利亚陆路边界进口的主

U) 茶叶在中国凶口总额中的比重. 1871年为 55.3~;. 1884年为43.1% 。

@ 种怯茶叶的是初试验是子1838年使用从中国运来的种子在印度ìtt行的。

⑨ 见《经恰克图对华贸易关系的发生、发展及目前状况概述.，莫斯科. 189击
年，第7s页.

⑥饲已，第 8.~一-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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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13毫茶 E专茶

1867一 1&71 (千均} 167527 210761 

1885 369540 &79683 

1l!86 374580 76&129 

1887 49H69 974978 

18ß8 4.j8714 775556 

Je 89 423857 726807 

1890 298656 723565 

1891 ~60728 593806 

1892 376553 789664 

1893 377502 831935 

小京剧J 茶 总额

132 

37828 P. 

94S2n 

1142109 

lt72 内 47

12244 币2

1160867 

1053 [10 7 

887144 

1197687 

124221'{ 

3
6
0
0
1

叩

ce17t 
2
5

地

4

厅

c1212 'Aqdnaqoao 

要和几乎唯一的项目 ι 而 4彼得堡条约，签订后，经恰克图运来

的其他中国货只占进口总额〈单位z 千卢布〉的 6%左右z ⑦
年份... ••• ••• ....…..1850 1875 

进口总额…... ••• ••• ...…6916 13133 

其中，茶叶 6527 

其他各种货物 389 

12030 

1103 

1885 1893 

15296 14903 

14339 13977 

937 926 

毛于俄国经恰克图的出口额，尽管享有根据《天津条约》和

《彼得堡条约草各项条款应该向俄国陆路贸易提供的各种特惠，

但它仍然在表蓓。从1850年歪1893 年，它就 1人 700万卢布下降到

60万卢布。这.--时期俄国经恰克图出口额c:不算舍、银和货币)
变动情况如下(啦位: 千卢布) :② 

年 fí} Je二。 1875 1823 1 893 

H\ 口总主气 5921 2507 1856 936 

jE 巾.们匹手n工业品 1515 1865 1246 7 18 

:L <!~ ~击材料 7r ~ 138 98 18 

íD 见两·树尔萨克川侬中远离 j)j 史统计概hl) ， :1.ι 山， 1 f汀元278页 $41f tt32 

i引对华贸易关系的发生、发展及其目前状况概述)，附录，第2-12页。
~ 见使饿中通商历史绞it规览>>，tI号 25 ，1-265页 μ 经快 72 阪付华贸易关系的发

尘、z，.~展及日前状况恢述，， i-ff灵.第 13-17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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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皮和生皮 1640 H~ 456 18:1 

食品 63 30 56 11 

俄国经恰克图出口的两个主要项目干一布匹和1毛皮二→- !ill此

急剧缩减的原因，前文己作分析。 1

我们所援引的1893年经恰克图迸出口资料的对比表明，俄间

的出口额 (93.6万卢布)仅够支付苓星项目的进口倒 (92.6万卢

布) ，而购买的全部茶叶(近1400万卢布〉则不得不用现款，黄金

和 (1银支付。这样一来，恰克图贸易就 1人1854年以前的双方以货

易货，变成了 1893年时的年年大量支付货币资金的俄国单方面入

超。对此，还应补充一句，由于降低关税，俄fîJ 同库每年要从在

1扑克阁采购茶n卜·项中损失约100一150万卢布。

俄国与新疆的贸易

‘国勒扎条约:> (即《伊梨塔尔巴!告台边商章程》←一译者)

为中央亚细亚边界俄中贸易关系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Q 与恰

克在i 贸易不同，这个地区贸易额的提 1苟，不仅仅是由于中国所提供

如茶叶(虽然这种商品在此处也居于中国出口的主导地位)数量

的增长.还由于各种俄国货的出口增加得相当迅速。地理条件也

有利于俄国与新疆贸易的顺利发展。 J住噶尔和喀什噶尔与中国内

地相距逗远，加之50-60年代的剧烈的政治事件，为这些地区

与己径。1入俄罗斯国家版罔的相邻各地区之间建立密切的贸易联

系创造了客观条件。

' 

但是这·联系在60年代的发展中，也碰到过种种困难。这些

比难的产生，一方面是由于内部原因，即中国西部土著民族的各

种反搞运动，另-‘方面是由于英国的!写出， rÈ试图控制新疆，首

先 jlL喀什噶扣。早在19 世纪初，不列颠殖民主义当局就已经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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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英国在这个地区政策的基本方针， ι呼吁放弃"不适当的循均!

蹈矩和不必要的羞怯腼腆飞①以保障;英国资本加快掺入中央亚细l

亚。东印度公司的最高行政长官威廉·穆克罗夫特声称 u 他们

〈指中亚居民-→作者)将穿戴俄国的还是英国的织物，将从彼

得堡还是伯明翰获得金属器皿、工具、各种金属制品，这完全取决
于不列频的印度政府。"②不列频殖民主义者向喀什噶尔的有效渗

透，支撑了他们的自信心。就象在华南一样，英国人在贸易中广

泛利用经过中介人从印度运来的鸦片。叶尔羌军事长官恩特祥

纳于1840年抱怨说..外国人一-克什米尔、巳达克山和印度的商

人们一-经常夹带鸦片"。3

19世纪下半叶中亚边界地区俄中贸易关系史吁以划分为三个

时期: (1 )从 4固勒扎条约》签订到1855年塔城事件; (豆〉从巾

国西部起义爆发到《彼得堡条约F签订 ;(3) ((彼得堡条约》在订

之后。

1850一1854年间俄国与新疆的贸属

表 9 (单位 2 千卢布) • 

其中

交易额

俄国进口额 1 俄国出口额
迸出口差辙

)二一一一'

1850 742.0 530.5 21 1. 5 -319.0 

1851 834.5 605.8 228.7 - 377.1 

1853 1364.3 688.6 675.7 12.9 

1854 2253.5 160 1. 4 652.1 -943.3 

• 根据《饿中通商历虫统计慨览>第436-438页。

3 见威尔逊 μ穆克罗夫特和l特莱毕~在印度和克什米尔等等的喜马拉雅地区
旅行记(1 819-一-1825抖，伦敦， 1841年，第1卷，第359页。

② 同上。

③ 引文 !ALB-c.l车主主 t'f.佐夫μ19 世2己上半111- ;青政府在新弦均经济政策h 究所

利， 1973年，第1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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篝一时期 这个时期的特点是准噶尔局势比较且在和安~ j: , 

Ij;[ 而保持了它和中国内地茶叶生产中心地区的经常性贸易联系 J

))\表 c 可以看到，这一时期的饿中贸易发展相当顺利，但它只是e

集中在准噶尔北部地区-设有俄同商站的困勒扎(即伊梨一一

iF者〉布;15城 υ

50年代输入俄国的中国货之中，主要坷'分是从遥怪的中国内

地;二到因勒扎和塔城的茶叶。茶叶在!我问:芷 [12.额中所占的份

制， 1850 午为94.6%. 1854 年为9 1. 8 }L 
iJ 刊数字 ;if k人!说略说明 1850 ---18 54 年 fli;俄国!人新疆进口有可i

i1311ν: 丘 'J. 反 ii 变项目的 ji'~~i iJ~ ( 单{儿

斗、 ü 18 ,,) 0 1851 1851 1831 

.U、 都i 530..υ q C05.8 688.6 160 1. 4 

Jt、中，茶\1 1 E ♀ 2. 1 579.8 671.1 1569.3 

气-ιr4 ，d肘Jtμ口u 6.6 5.9 4.5 1~.5 

·一-号 44171、 I口'" 1.1.3 11. 6 4. 1 2.8 

毛织 ttE C.5 1. ;3 1.2 1 ,3 

J &: 0.1 1. 1 3.8 

牛i →币~m~ 7.0 6.7 6.6 8.7 

在俄国的亚洲居民中销路很广的廉价码茶，对于俄国经因勒

扎丰jlt芥拔的 iJ2 日起苦很大的作用。伊j f汀， 1850年运来的17470苦

号.~;芷 rq' 巾， ;fî fr~ 茶7189 苦特; 185 ，1年运来的3 ，1595 苦辑:茶叶中，有

什;;厅、 79-jQ 一击特。

在其他各种中国货中，享有特别注求的是原色平纹棉布、阿

尔奉毛皮、各种丝织品和粗毛织占FG

俄国向中í;l，1 西部的出口，从《困勒扎条约》签订的最初J几年

起，就但含有品种繁多的工业品，j，)、:去 7 可以吾 i11，这些工业品

的 iii i二j 兹虽是逐年增长肘。

J) 1在 《践中;在商历史统计~辑览， ，第 43&页。

278 

一-一一一户户二→甲川 一一
....-- .. 码"咿鞠崎喇喇-圃-……-



1850一 1834年俄国向新疆出口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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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恰是那些在恰克图贸易中不断缩减的出口项日--黑色牧

草、各类棉织品、呢绒、金属制品等一-在俄国向中国西部地问

的出口中扩大了比重c

第二时期 从1855 年起，中亚边界的俄中贸易关系开始了

段长久的困难时期。这→年的 8 月 14 日，在清朝当局的纵容下，

俄国在塔城的商站因被抢劫而遭废止。这一事件造成这个城市俄

中贸易的完全中断和固勒扎俄中贸易的大大缩减。经过相当长时

间的拖延， i青朝行政当局不得不承认它对塔城事件应负的责任，

并根据1858年 8 月 28 日《塔城条约)) (即《塔尔巴哈台议定赔偿条

约3 一一译者〉的规定，恢复俄国在这个城市的商站和提供550

箱价值30.5万卢布的茶叶以赔偿俄国所蒙受的财物损失?①

60年代切，在 k平天国斗争的影响下，反抗清朝的起义

运动席卷整个准噶尔和喀什噶尔地区c 据汉军队的残酷镇压和随

着起义运动而出现的各少数民族某些集团之间的流血冲突，导致

种种严重的破坏和对居民的大规模灭绝。 i昆乱现象长时期笼罩边

区。俄国将官问·伊·库罗帕特金(主尔克斯坦总督)曾对中国

西部(准噶尔和喀什噶尔)局势作过如下描述z"广袤肥沃、人烟

稠密的区域变得荒凉冷落，富庶的城堡成了一片废墟。"②在与俄

国领地交界的地方，时-常发生大规模的抢劫和排械掠夺，边境上

的各个村屯屡遭袭击。 3 所有这些都对两罔间正常关系造成了

破坏。

3 见K. A. 斯 I~ ;(t f'f 夫: <<饿 l骂人在t苔城的贸易>，裁《工业;画报" 1 860年，第60

翔，第10页。

② 见库罗 lþ(l特金川喀什噶 ßJ.， (它的历史、地照慨况，军事力量以及工业和1 贸

易川，圣彼得赁， 1887年，第123页。

③ 据阿·希皮洛夫记述，这种劫掠性的袭击("哄抢牲口")是这样进行的 a 用 r~

矛、斧头和结实的木棒武装起来的F某一村:也的男人们，在有经验的领头人

指挥下出去抢劫。如果被拟作牺牲品的那个村落后m富有和强大的，那么袭击常常

在晚上进行。首先，人们厉声尖叫着扑向畜群，然后在混乱之中碰到什么就抢什

么，注着疾驰而日。被抢劫村屯的居民，或者急忙追毡，或者去向当局申诉。(见
阿·希皮洛夫:<< 186 3年在中国边境上的i在同队伍(炮手阴忆捕二?C) >>，载《军事通报> , 
1869年，第2期，第219-2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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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罕队占据困勒扎〈伊梨〉地区时期，贸易仍未正常化，

151为这里处于同新疆其余地区政中国内地隔绝的状态。因此，荼

叫一一中国出口的主要项目一一不再向那里输送，俄国商人们所

能买到的仅仅是当地的产品ω

茶叶贸易的中止，引起了俄国中部地区iH产的各种俄国棉织

品、呢绒及其他工业品输出顿的缩减。结果，根据粗略估算(以

50年代的贸易资料为根据，从中扣除茶叶和用以换取茶叶的各种

货物的价由) ，这一时j明俄同与中同西部的贸易额波动于每年10-

20万卢布之间U

第三时期 起义失败后，新疆的准噶尔和喀什噶尔地区出现

了相对稳寇的局面，在布哈拉归并于俄罗斯国(1868年〉和浩罕

汗国灭亡(1876年〉之后，中亚地区的内战也停止了。俄国领地

现已直接与喀什噶尔接壤a

这样，到什晓得堡条约p 签订之时，扩大俄国与整个新疆地

|王贸易联系的各种条仲均已具备。俄国沙皇政府(在宫的政策中，

已扫十分明显地表现i11 扩张主义的趋向，它力图在争夺国外市场

的主争中不致落后于它的资本主义对手们)根据《彼得堡条约，

的各项条款，获得了在罔勒扎、屠城和喀什噶尔免税贸易以及经

过新疆坤区直接向中国内地各城市一一肃州和天津运输货物的

权利。

后才怪的事态表明，俄国政府期望利用经新疆向中国内地直选

运货以繁荣陆路贸易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原来，这条路比经恰

ι图的路距离豆远，运费豆贵。俄国一新疆贸易主要是依靠出口

新担当地产品和进门各种俄国工业品发展起来的。俄国工业品顺

利地问英国的和中国的货物ill行竞争，它们事先就确定不向中国

个:士:，1境运输，而专供新疆居民之用υ

表 8 所示，俄国一新疆贸易拟于 4彼得堡条约》签订后迅速

达到而后又大大超过了以前(1854年〉的最高水平。 1893年，贸

易制计为580万卢布，占俄中贸易总额的15% 。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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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0一 1893年俄国与新疆贸晏统计装、

〈单位 g 千卢布〉

贸易差锁

- 319 

(其中

i 俄罔!川额;俄国进口额
贸易总额Í',} 

表 8

年

530.5 21 1. 5 742.0 1850 

- 949.3 160 1. 4 652.1 2253.5 

., .. 
n
υ

户
。

•• AHwnku 
n
u
v

句
，
-

12 
。
，"
R
U

18~4 

1881 

+ 244.2 2792.2 3036.4 1893 

g~ 根据《费尔干纳省军事省长一级特遗宫、中尉格龙布切夫斯基 1885年喀什

噶尔和1南喀什噶尔地区之行的报告) (无出版年份，第96页儿 <<1893年俄

国欧亚边境对外贸易概述，、 《饿中贸易历史统计概览) (第 136-438页〕究

H整理。

比处有i灵，应为 5828.6 ，一一译者

• 

!‘
i 

• • 

此处的边境贸易到了90 年代迸出口开始持平(这一点与1扑克

副贸易不同)。在1893年，俄国甚歪有了24.42万卢布的出超。

对于新疆来说，新的俄国市场已经向它开放。过去，新疆通

常是通过运费昂贵的兽，力车把它的各种原料商品〈毛、仨

皮、毛皮等等)运往中国内地各城市F 现在，这一地区的各个主

要农业区者自己与俄国毗邻，而且，中亚迅速增长的城市人口也对

如同水果、牲畜、肉类和脂油这样→些过去凡在新疆境内市场拥

自销路的新疆货提出了需求，喀什噶尔和准噶尔的商人们得以在

新的条件下通过山售这些货物来换取棉织品和毛织品等俄同工

~tL nrt () 

随着新提出口货物的件类和敖凯的扩大(见表们，新疆腹地

参加到这-~.贸易中来，新的家庭手工业出现了.特别是阿尔泰山

区的jt272 业也jH现了，畜牧业和植阳业捐继扩大，也丁先是 lJl~主

Z!!t(ifi 己二 7二~ 7~: !J.J 之 f也促;2了部522济的自二、尘 f:lijto

一←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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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

新疆减少向中国内地的原料输出，必然引起各种华东织物和

手工制品向新疆输入榻的萎缩，其结果在客观上为俄国工业品向

这个省份的出口创造了有利的条件c 新疆市场的特点是增加了对

，纺织品的需求。但是俄国工厂主们不得不时常去适应新疆某些少

数民族居民的特殊要求。格龙布切夫斯基在他的"报告"中悟

出z"土尔克斯坦和喀什噶尔的萨尔特人(即维吾尔人一-作者)

需要大江大花图案的各种印花布、厚棉布、珠皮呢和斜纹布，

与此不同的是，伊犁地区则需要为国民〈东干人〉和地道汉人提

供能够配得上他们丝织品的各种织物，如"花缎、假缎、羽策、

缎纹布、亮光薄呢、线呢。 卡尔梅克人喜欢普遍的图案，但颜

色……则应当是黄色、红色或褐色。"①

俄国工业相当迅速地适应了新疆市场的特点，因而各种棉织

品成了俄国向这个地区出口的主要项目 ω1893年，此项出口占俄

国出口总额的2/3。当恰鬼固的棉织品贸易差不多完全失去其作用

之后，新疆市场在俄国此种商品出口总额中占据了显著的位置。

1893年，新疆市场约占俄国此种织物向世界各国出口总额的 7 ;'υ 

俄国的呢绒、毛织品和丝织品、糖、蹂制皮革和靴鞋、金属制品

及其他各种工业品的出口，发展极为顺利(见表10) 。在 19 世纪90

年代，俄国商品向新疆出口额在俄国对华出口总额中占据着最重

要的位置(1 893年占74.3%) 。

俄国的莫斯科、尼日格罗德、喀山等地的商号广泛参加了 90

年代对新疆的贸易。但熟知新疆情况并同其有着多年交往的中亚

商人的作用始终极其重要。俄国驻喀什噶尔领事H.O.彼特罗夫

斯基曾指出:中亚商人们熟悉当地的各种习俗，他们同新疆居民

广泛的同族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俄国贸易的成功，这种贸易

因此带有一种"作为结识已久的某些部族之间通家至好的家常

J) x <费尔干纳省卫军事省长一级 flj 遣宫、 q.1 犀 tt岛龙布切夫斯基 1885 年喀 ft 噶
尔和 i丰]喀什噶尔地区之行的报击>，无 HJ 版{Ç-份， ~2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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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3年俄国从新疆进口总额及主要项目·表 9

其中

士尔克斯刑1海关辖区 谢米巴拉金克斯海关惊叹

1 价值(卢布) 数量(附)

!ι( 
73811 

18187 

12933 3~979 

1 日 223 .') 

ë f, OO 1~8 

[)~fì:l日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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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97 131~ 2311 7G~ 

lU72 Li 1 ~51 ~25 

l3川 !31loim7212川 i

额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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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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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价值(卢布}数量(普特)

l!i39 876 1 ~S23 H '" 

44767 12953 5~.'1 

252311 170073 3 '1 297 

73567 

166497 

8.')4 

6~0 12 

628 日

1330 

1283 

1221 

274142 

63689 73~3 

190:: 

220 

11 

23 ,11 

1298 

价!在(卢T 有í)数用:(?刊午)

2792190 11 额

57720 

422384 

137265 

179430 

19D7 

G7G 12 

11651 

3883 

25810 

36882 

225 

199 

4023 

2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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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G9 

fi7fì 

茶叶共 '/1 : 

毛线

毛织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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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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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生

陶瓷 :bqyli'，

川
由
u

结寝 9

': ~J 

总额 其

土3咄斯坦刷刷 i 
数1{<吕 74)! 价江( (卢布)一---- -------

数量(普特) I 价值(卢布〉

!山J 川|

,106857 

2591G 28 

11033 22 

斗 GU 23383 

rd 

iil, G683 81 

1035 300 

' 似t~} <<1893年俄国欧亚jå JJí; x，J 外贸易概述) (圣彼得堡， 1895年版}统计。

-e l --

i~l米巳拉金斯克海关辅以

归〈盹〉 | 价值(卢布)

6655 

406857 

25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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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 10 1 ö!l3年俄国向新疆出口总额及主要项目·

|总额 民

w 物

数 回.

句J.

J二L 拗!

只巾 s 棉织品

毛织品 2~ ，，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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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多付 1 n 
~?， f} 、 IHI 23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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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u
h

纸 1453.0 

火柴 1726.0 

蚓:烛 3799.0 

数

2037476 1641下俄尺

11 2156 1750 

11 9000 280 

11 30647 21110 

1493 

自 4 ，， 96 7101 ì'号 41

11 

11 

11 

11 

l' 

11 

!价佳(卢布)是

11 

11 

845406 

586286 

1560 

542 

21679 

59004 

~957 

39735 

950 

1392 

63 ,,9 

E i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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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8.0-~~: 丰斗 2958 

5268.0~非特 118456 

20 1. 0 7739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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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39.0 " 32529 



M
旬
U
Y

续费10

苗
，μ、 中额 其

-
t

叩

-
旧
J
V
N

阳
阳
棚
川
一
附

俑
'
咀
-
h

泪
'
在
户
。
，

i
n

臼

4

惜
.
‘

•. 
、

刘
÷
忡

3
7
-
州

海
一
仆

-
l
l
l
i
l
i
-
-
-
w

阳
←

-
H
H
W
H
O
-
明

金
一
量
一
-

A
→

-
J
J
J
J
J

一
穴

V
L

←

6
2
3
6
7
·

甜
"
"

米
-
数
一
口
们

6

盯

U
-

川

剧
十

6
3
·

蜘

-
I
l
-
-
l
l
i
I
l
l
i
t
-
-
J
-

呢

二
咐
-
1
0
5
4
8

一
机

J
S
'
-
0
0
0

。

"
'
'
0
6
m
u
'
"
"
n

i
l
-
-

，
，
、

-
'
1
9

缸
，

"
-
a
u
a
r
"
-
n
u

n

主

-
1
0
3
-
5

州
←
刷
一

5
2

一
州

海
→

1
-
l
i
l
-
-
i
l
-
-
1
1
-毛

坦
-
一

H
U
M
P
P
-

脚
量

-
d
u
n
n
M
ω
一
似

"h115·o p
λ
-
3
4
·

。

允
数
十

2
-
J

-
。

ν
R

-
计
特

v
l
-
-
i
l
l
t
l
-

统
普

和
-
版
←

与

0
8
6
3
5
·

旨
俨
'
目

I
'
A

勾

6
3

句
，
。
。

-
J
A
H

口
川

i

、

"
'
e
q
L
a
q
n
A
a
'
'

国
民
缸
，
萃
，

b
B
A
6
3
0
7
·
9

扇
旧

ι
们H
u
v
·

蝇A
3

吨A
J
E
O
R
U

，
拿Z
F

价
每

!
!
-
U
按
'
是
述
时
概
尺
易
俄
贸
成
外
合
对
折
境边

特
亚
拉
曰

欧
是
国
位
俄
单
年
文
引
原

M
M
字

，
、
数

据
睁
一

根
这

货物

数量

世1用破璃 177.0 N 

陶瓷制品 441.0 " 

镜子 235.0 11 

生铁、铁、钢 40060.0 11 

'1:.铁、铁、钢的制品 17983.0 11 

算的。



·性质"。①

俄国 jiij新疆的贸易展现出了广阔的前坛，于是从19 世纪90 平

代起，它在整个俄中贸易中占有了→个重要的位置c

俄中海路贸易

根据 ι天津条约2 和《北京条约》的条款;挝寇，俄国得以享

有在此之前中国已向英国、法国等西方各国提供的各项权利和优

惠，此外，在最惠国待遇的基础上，西方各国根据后来各项条约

一-1876 年 P英中立果条约叫即《中英烟台条约F 一-译者)、

1885年 4 战中条约p 宰一一所享有的各项特权，也都扩展到了

俄罚。

许多西方国家(英国、拉国、美国、德国、意大利等)早就

获得了此种待遇。换一句自说，在对华关系方面所有的特惠、专

利和特权对于列强都是共同的。到1893年(日中战争开始前)n七

这些特惠、专利和特权包含下面几个方面。

自由贸易权 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外国人获得了在 1归

国各"开放港口"自由贸易的权利，自 1858年起，他们又挟得了

在中国全境自由来往经商的权利，其中包括在扬子江自由航行的

权利。而且，外国人得以自由选择贸易伙伴，即已不再(象第一

阶次"鸦片战争"前那样〉必须只同国家垄断组织"公行"进行贸

易了。

限制中国海关主权 列强迫使中国规忘了被压得极低的海关

税卒，大部分货物的关税不超过其价值的 5 % c 

此外乡外国货可以免纳通常由一省向另一省转运货物时应当

交纳的国内主;因(厘金)。代替这些国内关税的是宁只向外国人征

收一笔小小的附加说，税额为货价的2.5% ，大大低于中国商人在

④ !巴彼特罗夫斯基川夫于喀 rJ 噶尔的报告，，载《亚洲地理、地形及统讨资料ìC

编) ，圣彼得!霄， 1826年，第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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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内地转运货物时所交纳的国金。

为"便于"征收，税额根据若干年内的平均价格计算。 lúI

肘，外国领事有仅(根福1858年某中条约)"接受"半国国民对

错计关税的"申诉"，并自行规定其数额。既寇关税只有在10年之

后才能修改，并且只有在外国人的监督和参与下才能进行修改u

根据1854年上海道台与英、美、站等国领事的协议，兰名外

Wí 人被派去主持海关管理。

由各个同中国订立不平等条约的签字国所建立的修订 "1842

年海关税卒"委员会于1858年迫使中国政府同意任命一名英国人

以中国高级商务专员助理的身份担任海关总税务司Q

除纯粹海关事务之外，英国人还通过把持海关控制了盐税征

收、灯塔管理、引水服务等事宜，甚至负责监督中国人在欧美各

民学校里受教育的情况。

外E人治外法权 外国人迫使中国承iUai们有权不空中回住

院7EJ主管辖，为他们提供特殊的领事裁判权?允许也们在中国领

土 t 运应本国的沾律和诉讼程序。

同外国签订的一系列条约及所规忘的实施办泣，位元于外国

人口 ;!那个法院管辖的问题归结=f-j"述几条主要原则。辛存在华前

夕i、 i主权的外国，其臣民或者国民之间的诉讼案件，由这个国家的

领事怯庭或其他住庭根据该国站律、按照该国诉讼程序审理。享

有在华治外也权的两个或者几个国家的国民或者臣民之间的诉讼

案件?按照没有中国参与而由相关各国政府达成的协议所规定的

程序审理。享有治外法权国家的国民或者臣民同不享有这一权利

的国家的国民或者臣民之间的诉讼案件，应按被告国籍所归属的

回家确定的程序审理。但实际在任何情况下，案件都是由领事让;

庭审理的c

中[1，]气和主白ifI外i主权者之间的诉讼案件，则依据被告白与国

籍 fJI ).又方共同解诀υ 其牛，中国人是被告、外国人是原告的案

fλ A般由所谓 "i昆合;工庭"审理，此种i主庭实际仨处于外国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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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的绝对影响之下。

外国人所获得的治外也权，也扩大运用于他们的"管辖区"
中国、当局不得搜查外国人的住宅和船只υ 躲到那里逃避司撞机关

·搜捕的人，只有在中国当局提出相应的要求，井经外国领事准i于

后，方可将其引渡给中国当局

建立外国租界 根据1843年在订的《英中补充条约川即忽虎

，n条约E 一一译者〉第 7 款规定，外国人获得了在中国所有仨耍

…港口和城市自由居住的权利。这些规寇在后来签订的各项条约中

又得到进一步发展。根据较晚时期的一些条约， (天津和汉口的〉

某些奇关的外同管辖区在"永租权"的原则下被转让于外国ω

此种外国人居住区的典塑是1845年在上海建立的公共租界，

-其行政管理权属于工部局，由 5 一-9 名董事组成，董事每年一

τ次从居住于当地的外国人中推选。租界的司法权由领事越庭和混

合法庭行使。这种居民区逐渐成为具有特殊制度的特别管辖区，

JlP某种"闺中之国"。

外交代表权根据1843-一1844年的各项条约，西方列强获

碍了在各"开放岸口"建立本国领事馆以便监督贸易和与当地中

国行政当局交涉的权利G 根据1858 一-1860年的各项条约，他们

又获得了建立 ji且使关系的权利。

建立据点一一-海军基地除民用居住地一一租界外，西方各

国还获得了在中国领土上建立海军基地的权利。在这方面首开其

端的是英国，它占据了香港和九龙半岛。

上述各点足以清楚地说明西方列强对华关系的不平等性质。

只要将中国对西方贸易和俄中陆路贸易的诸项条件稍加比较.就

可以清楚地看到，后者带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它是一种双方平等

的贸易。资于说到俄国与其他列强同样得到的各项优惠和特权，

'俄国事实上(除外交代表权利而外〉仅仅是在有限的范围内享有

一它们。其原因在于俄国远东航海船队力量薄弱，俄国同中因之间

飞的海路贸易联系是微不足道的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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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0年以前，俄国船只到达中国港口带有一种偶然性顷。立:

们或者是俄国各科学考察队的船只，或者是从欧洲港口派往俄国 i

远东和北美领地的货船。

纯粹为了贸易日的航行中国的情况很少友生:俄美公司拍船

只曾有几次进入上海港出售毛皮和采购食物3DU 克里米亚战争的'

爆发以反后来阿拉斯加被俄国政府卖掉，使得俄美公司的这一贸

易不可能有任何明显的进展。

1880年，俄国自愿船队开始在敖德萨和符拉迪沃斯托克之间

定期航行。但是在最初一些年头，它们从事的仅为国内货物转

运，从80年代中期开始才定期前往广州和七海.并从这些港口带:

回向欧俄出口的茶叶和其他货物。

这一贸易的主要产品一一茶叶一→经敖德萨海路进口额.在;

1885-1893 年期间增长了一倍多〈统计单位 z 干普特) :② 
年份 数量

1885 246193(千首·特)

1886 380511 ( " ) 

1887 370322 ( " ) 
1888 495524 ( " ) 
1889 511579 ( ,. ) 

1890 661709 ( l' ) 

1891 721988 ( l' ) 

1892 471660 ( " ) 

1893 640676 ( l' ) 

除茶叶外，运到敖德萨的还有数量不多的生丝、未经鞍制的皮'

革和各种丝织品。 90年代初进入敖德萨的中国贷总值达1300-

1400万卢布.即差不多接近于俄国经恰克图进口额的水平。

① 此类航行的最后→次发生在1853年。从阿泣新加写来的毛皮被换成了粮食

和茶叶。

② 见《经恰克图对华贸易关系的发生、发展及目前状况概述>.第83页。

291 



在上述时期，俄国经敖德萨向中国的出口额是娘不足边

的，在这些出口货中，包括偶有成批出口的奴张、棉ZP、品和数量

不多的金属制品。所有这些货物的价!直在 189.3 年总共才有3.45万
卢布

这样， f.我!可在其欧洲部分对华海路贸易中，处于一子比恰克;

因贸易更为不幸rI和严重亏损的境地。甚至利用比较便宜的海路也

不住改变俄中贸易的状况，虽然先说历史!二的全部尝试一再雄轩

地证实，发展两罔之间的贸易，关系对于双}j均有经济主的好处 D

此时中国已经丧尖了它在对外贸易事务中的 ð!h tL 自主能力，

决寇它的对外贸易的坝模、结构和方针的，不是中国政府和中闯

入民的利役，而是那些剥削和1奴役中间的帝罔 -1~. '之刑强，首先是

EE 同。

至于 r!1 ffiI与俄国滨海沧区的~Îlj: J: 贸易. )':119 [吐纪90年代时尚

处丁. I坷茅状态.尽管随着出地区人口增长以豆王业和运输业建 ;JE

(1:)开的.人们过该地区的兴趣正在不町J出丘。

黑龙江和乌苏里江的俄中边境贸易

)lt 立;己经 J主及，饿中《JUE条约:>(1850) 和《陆路通商立

t1:> (1 862) lß: L'j.两回臣民在沿整个注东边界呵!明纵深各为60公R

(100!l.)的岖.1I1J二;自由和免税:生行易货贸旦 J

免F达 ffiiJ J主导致这件贸易干tf各个边吱机构的控制，因而也无

榕在俄同和中!耳的官方海关统计:扫得到反映 ζ ，与:而由于 19 世纪

60-90 1，1三代两!可边境地'帘的听有巾斗城市和大居民点都先后在

入了免税范围‘玫使这」贸骂，获得了迅速发展。在俄国从i满南洲(灼，飞W}句U 
j边韭口货

宋积和i日1布 l匹哩(各种 f陆出织品和{使豆宜向丝织品-茧绸)儿。这些中国商品卫不r二
仪在j边♀境站{住主了剧脚J. 而且还楼透到阿穆尔问(即黑龙江一-1'走

者)沿岸地区和出海地区的纵深地带.特别是各金矿和毛皮收购

2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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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LMf惺;尔问沿岸边区和民梅地区的出口货同样也并不局衷于这

两个地区边境地带的各类产品υ 其主要项目是黄金、毛皮、鹿

茸、人参和以采矿业政拧拮业产品为主的其他某些贵重走私货

物。俄国海关关于俄中两国在阿穆尔河、乌苏里江沿岸和南j宾海

区边境地带贸易的官方统计资料，直到19世纪90年代才开始被陆

续公布。在中国和英国作者关于中国对外贸易问题的一系列著述

中，有关俄中东部边境贸易的资料最早出现于1909年。①

根据官方关于阿穆尔河沿岸和槟海地区经某些海关站所!司满

洲边;行贸易的远非完备的资料，我们只能对这一贸易 1394年的情牛

况忏十分粗略的描述〈单位z 于卢布) :① 

俄国向 1 俄国从
地 ~: 机口额 i 满洲进口额 贸易额

鸟苏里，边 I王 360 930 1290 

阿穆尔地区 1000 

(布拉戈维申斯克〉

H入 1工 1主资料的俄方商品是各类毛皮，蹒洲方面是牲畜、 EF

粉、谷米等各种食品。不言而喻，海关统计中没有包括俄国境内

的黄金输出额、其他大部分毛皮(黑招皮、北极狐皮、招皮等)

的输出额以及涡洲地区的火;固和各种丝织品的走私输入额。间接

资料证实乡俄中东部边境的走私贸易额大大高于官方注册的贸 F

易制。

生n前所迹， i我 IItJ 著名阿穆尔一滨海地区黄金储量与采金业 ~jf

究结〈A· 托夫和iλ· 伊凡诺夫，根据未加管制时期俄中边境贸易与;

困境事实上被封闭时期〈义和团起义时期〉官方采金资料的比，

。 见何炳贤， , '1' 汩的民际贸易、上海. 1935年，第 340页。

tb 根据波占主纪 iR耶夫编， {满洲记述洁，苍彼得堡. 1897年.卷2. 表 6 和农10'
it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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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得出结论说，进入满洲(这个最近和更为有利的民外 r[ìÌh)

!的黄金走私量，每年约为 100普特。①其价1直接相应的占全行l1î

,( 1 佐洛特尼克= 3 卢布50戈比 )iiJ折合成134.4万卢布g 雯估

价出毛皮以及采矿业和持猎业的其他多种产品的走私tijI丁顿是困

难的，但是根据下一个数据，即在后米建立了比较严格的古境

制度的年份中，仅毛Lll一项对华出口顿就约为100万卢市(Z' • 我

们可以推测出，毛皮及其他各种货物(黄金除外)这--， a. r期的在
私出口额接近于每年150-200万卢布。

东部阿穆尔问港口，即阿穆尔问畔的尼古拉耶夫斯也.也参

加了对华贸易心由于各种贸易和运输业务都集中于符拉迪沃斯托

克，尼古拉耶夫斯克在对华贸易中的作用并不很大3 尽管如此，

尼占拉耶夫斯克一直保持着与中国各港-口的海路联系， 1893 年，

价值10.2万卢布的食品(主要是茶叶和面粉〉和4600卢布的工业

品从中国运达这个港口 υ 直到90年代初.在用以转运各种各样的

货物，建设边境城镇和1向居民提供粮食及其 i也各种商品方面， pijJ 
穰尔问仍是广为利用的最重要的交通运输动脉。在1893 年，有:16

艘轮船航行过问穆尔问，其中半数属于享有国家各种津贴的饿同

轮船公司υ ③沿阿穰尔问运送对外贸易货物不征收关挽，这---Vt

惠使阿穆尔轮船公司在转运各种中国货、首先是茶叶的竞争中处

于有利地位。沿阿穰尔问运茶是从1880 年开始的。 188ì年，经此

运达茶叶20万苦特以上。⑧

阿穆尔问幸n乌苏里江贸易对于相邻两国都具有重妥意义，随

着:县境各城 11j" 人口的增民和加工工业的建立，这一贸骂的规横在

① 见拖欠和伊凡诺夫编川问穆尔一浪海地区采 {ft 业的纶济统计和战术考察m

p抖，第2-\言，第1册，圣彼得堡. 1905年，第276 页。

② 在1925-1926年间，即苏联远东对外贸易实行国家垄断时期.毛皮对华出口

总额为106-3万卢布。( <<苏联对外贸易 0918-1940忡，驾~578页。)

③ 见俄国对外政策挡案馆，太手洋罚金2号， K- 3 , 1889 一← 1897年，第 18

号，第182 i}民。

.~ 见阿·纳罗奇尼炎垦川3i仨l:>t.给可(f.岳东沟在民吹荒 083J-189:;) I • 

莫斯科. 1956年， ;tf5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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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地扩大。

俄国首批在华茶叶加工企业

如前所述，在结束日中战争的《马关条约)) (1895年)签订以

前，外国人员只准在中国建立船只修理和加工出口农产品〈丝、

茶、粮食等〉的各种企业。俄中《北京条约>>(1860年〉签订后，

在中国领土 G叉口、九江和福州〉七也出现了加工茶叶出口俄国

的俄国企业ω 开其端的是"利特维诺夫股份公司"，它于1863年在

j叉口地区创建了几个小型手工作坊Q 后来， 1873年，利特维诺夫

把他的各个企业迂到了汉口市内，在这些小手E作坊的基础上建

立了使用蒸汽机的叫阔丰"工厂。 1866年，"托克马科夫、英梅特

科夫股份公司"又在?叉口建立了"新泰"制茶厂，其生产的特点

与现模同利特维诺夫T厂大体相同。 t叉口的俄国各厂家主要加工

江、绿砖茶和白毫组:茶ω 其中砖茶是用茶末和次手茶叶压制而成

的茶块，每块重约 2 公斤。九江的第一家俄国制茶厂("新泰厂")

由"托克马科夫、舍韦廖夫股份公司"于1875年建立， 1882年，

"利特维诺夫股份公司"也在此处建立了汉口 " hflii 丰厂"的

分厂。

在生产上等香茶闻名的福州，俄国茶商从1872年起开始创办

茶叶加王业和砖茶压制~!t.υ1876年，该地计有 9 家规模不大的此

类厂家。这些俄国制茶厂对于中国来说丝毫起不到独立工业的作

用。它们执行有限的职能→→制成和精选茶叶以适应俄国市场的

需求以

这些企业的所有工人和技术人员均由中国人充任，俄国各股

份公司的作用实际上仅限于在财务上为生产垫付款项，以及负责

推销茶叶制成品。这→点，对于中国茶叶商人来说，是利益攸关

的大事。与英国不同，俄国这个时期在中国没有租借地，因而它

的各家制茶厂事实主并未享有不平非条约所规定的任何形式的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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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i去权 ο 这些企业的结构状况和生产活动要去制于中国和俄国茶

市共同签订的各项商约的诸项条款。

，岭 争将 ' 

从19 世纪中叶到 189!1-) 895年的日中战争，这一期间俄中关

系JA 生了极为重要的变'比。造成这些变!立的主要原因，与其说是

这两个国家本身，倒不如说是其他那些实际l影响着远东整体局势

的国家、俄中经济联系的形式明显地扩大了，实现这种联茶的方

iZ 也改变了。俄中贸易在这些年中颇有发展c 然而最重要的是，

现在俄中贸易不仅仍吁象从前那样，根据所签订的各项俄中条约

的规定，经由恰克图-一买卖域进行，而且可以循着许多新的方

向一一经由中亚的陆路边界、沿着阿穆尔问和乌苏里江这两条界

问、经由海路----米进行。此外，贸易不再是俄中经济联系的唯

ι·形式υ 问道运输和海路联系建立起来了，中国境内出现了第一

批俄国企业，并且开始(根据合同〉有组织地从中国输入劳工，

以便在俄国的远东领土七展Tf工业和运输业的建设。

到60年代衍，饿中两国之间解决了两个圭要向踵z 确定了中

央亚细亚俄中边境的贸易规则(1851年的《固勒扎条约斤，划定

(~与界线 (1858年的《暧晖条约》和1860年的《北京条约州。俄

中两国间的关系是建立在平等和睦邻基础之七的。

在 60 年代.特别是在 70-90 年代，沙皇俄国的对华政策正

t yf:着根本性的变化，它逐渐采纳了--"种新的方针。这时，世界

注中主义 lE进入品后的、帝国主义的支展阶段，出现了种种性质

上的玩趋向，在立们的影响 F，抄旦俄国政府一步步加入了帝同

主义各因为重新瓜分世界和获取新的市场(其中包括中因市场〉

曰 :2行的总体战。

j少 tL俄国也获得了夫、站、美?在国在中国历享有的各项权益

(治外法权、控制中国海关、限制关税辛)，这些权益是英、盐、

美等国日中国签订的各项条约中的不平等条款所规定的，这些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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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侵犯了中国的国家主权 C 但是，由于俄国马东航海船队力量i事

喝，在我们所说的这一时期中，立无i主进行稍有司观的海上对华

贸易(在1893年中国海路.X>t外贸易总额中，俄国只占 0.45%) ，也

无民利用可以在其提内建立享有治外j主权的外国租界的各个"开

放"港口，也就是说，俄国实际利用不千字条约诸项条款的可能

性极其有rtL

然而，沙旦俄国向中国索取仲种特权和优惠，却是彼得堡政

束的重要组成部分。沙皇俄国正在走上帝国主义的扩张主义道

路，在正在登上国际舞台的俄国资本的影响下，立开始制订满足

资产阶级和大地主要求的政菇，并准备牺性过去已经确立的向中

闷的睦邻关系 υ

沙主政府政策的反民族性质首先表现在，它不顾居住于西 j!~

利亚和远东的俄罗!可及其他各民族的根本利益，无视这些地区的

注济发展，而是首先致力于对外扩张的准备，致力于参加瓜分中

刁ν;少 tzf挠了可变成了帘 i可主义yij强对华扩张主义政策的同谋。

有译自米·伊·斯拉德科夫斯基川俄国各族人

民同年国约贸易经济关系觅0917年前问，莫斯

科， 197-1年，第 6 章，第264-288 页.

宿丰林 i李徐吕汉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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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俄国在西藏的阴谋

A. 拉姆

译者按:拉姆此文是至今少有的关于沙俄侵略西藏活动的几篇论文之

一，文中引证了许多英国外交文书档案，对于我们研究英俄两国争夺我国

西藏地方的历史有参考价值，不过文中的某些论述和观点，特别是最后的

结论，我们实难苟同。

哈里·阿拉斯泰尔·拉姆 <<Harry Ala5tair Lamp) 1958 年获博士学

位，学术论文为<< 19世纪英印同西藏的商务和外事关系>>， 1968年为加纳犬

学历史教授并任历虫系主任 1973年被选为伦敦文物工作者学会特别会

员。拉姆曾著述关于西藏问题的专著多种s 如《英国和中国的中亚>> (伦敦

]960年版)， <<中印边界叫伦敦 1964年版)， (麦克马洪线>> (伦敦 1969年版) , 

《拉达克处的中印边界卫(堪培拉1973年版人他撰写关于西藏问题的论文还

有多篇，如<1767至1842年间英甲关系中的西藏>> (1957及 1958 年)， (印藏

边界>> (1 960年)， <<喜马拉雅山地的战争>> (1 9ï1年)等。

一
梅拉 (P.L.Mehra) 在《皇家中亚学金会刊》上新近发表的

一篇文章①中重新研究了关于俄罔在西藏的阴谋的报告所依据的

那些证据，对中亚现代史研究者作出了有重大意义的贡献<-这一

阴谋在1904年荣赫鹏使闭赴拉萨期间，曾经引起人们极大的注

意ω 梅拉的文章出色地慨述了关于这个十分引人注目的题目的已

公布的资料。不过，没有利用未经公布的文件v 因此我不揣冒昧

写出这篇评论。

①·梅拉:C 西藏与俄国的阴谋>> ，戴《英国皇家中亚学金会刊>，第45卷，第1 期，

1958年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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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弗朗西斯·荣赫鹏爵士 (Sir Francis Younghusband) 

在 1904年 8 月进入拉萨以来，冠松勋爵 (Lord Curzon) 的西藏

政策一直成了重要的议题。《皇家中亚学会会刊》刊载过不少关于

这一问题的文章c 然而，时至今日，在以下两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上似乎尚未得出最后的结论。一.确切地说，冠松勋爵的西藏政

策是什么，其后面的动机又是什么?二，关于俄国在西藏的阴谋

的报告有什么根据，德尔智 (Dorjieff) 活动的意义何在T 后一

个问题要求研究俄同的和中国的原始资料，非本文所要涉及，关

于前一个问题，虽然公诸于世的文献资料，主要来源是兰册西藏

问题《兰皮书川①可是英国印度事务部和外交部所存的档案确能

给予有分量的说明.而且在某些重要方面修正了从三册《兰皮

书，中可以得出的结论。我希望这篇评论在这方面对大家能有所

搏益。

一

1886年，达弗林勋爵 (Lord Dufferi的领导下的印度政府

认为，不值得为扩张英国在西藏的势力而冒使英中关系紧张起

来的危险u 麦肯齐·华莱士 (Mackenzie Wal Ia c e ) 在 1887年讨

论取消预定去拉萨的科尔曼·马科蕾 (Colman MacauIa y) 使町

的理由时，说出了部分的理由 z

"当前我们的目标应当是建立同中国的诚挚关系和打消‘

中国的疑惧。重提那个已停派的使团，或者对西藏人施加任

何性质的压为，都会对缅〈甸〉中(国)问迟早将举行的划

界谈判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唯有使中国人确信.我们得到

缅甸后并无侵略意图，才能搞好同中国的关芽，而且我们永

c!) (关于西藏的文件) (Ilp (英〉西藏问题《兰皮书'一译者) .第1920跌. 19041 
f吁-: ; <朵于西藏的文件续集'.第2054 峡， 1904年，‘关于西藏的文件续集'.第2370铁.

19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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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不应该忘记，在刚才提到的边界问题以外，中亘在重毛的

东方问题上正日益成均比较重要的方量。"J)

9 年之后，当印度事务部考虑介入西 lli是有1尼泊尔之间争揣的

可能性时，乔治 • i又密尔顿勋爵 (Lord George Hami It o ;-t)才得

以说 z 中国人的态度不再值得任何重视。②在前一种说泣转变为

后一种说法的 9 年之间，中Ri惨败于 11 斗斗 A事从根本上改写了五IJ

强对中华帝国稳固性的信念ω 这个变化;-k寇在中国产生最严重的

后果，它是20世纪初年英国对藏政策的定型所依据的基本因素。这

刁Ef七最后导致从1886年以来 fi发展者的西藏问题大大激化二

1886年，西藏人占领了锡金的部分领土 3 而英罔人早己 ?i f去

把锡金视为英印帝国的一部分。经过 A再拖延，西越人1888年过

驱j至出这一地区。驱过二藏人的结局是印度政府就英国的一个保护

国的地位〔指锡金〕开始网中国人谈别 Q 印度政府在此谈判中均

ii要目怀是要彻底明确， ""因对英 [ltj 的保护领地没有提出菱求Ú~

权利。谈判的目的是在消除任何模模糊糊怕要求权。如兰1百多恩在

]889年写道="这类要求权会留在记与毛主，成为中国人站住理的'iT:

式论掘，而中国人从来在辑们愚昧的土王中丰有很高的声望，把末

了麻顷，我!门可禁不起用:主悻冶方式让我们吃亏，再替他们提高声

哩。我们就会自找麻烦，从喜马拉雅山脉的→端到另一端削减我们

的势力。为了巩固我们在印度均统治，我们绝不允i于其他国家试图

干涉帝!可的任何部分。"，ID 1890 年坷霄;在雄一西藏协定 JJt接附协定

的 1893年商务章程无疑确定了英罔在哲在雄的地位.但是付出的

代价是牺性了英国在西藏的贸易，并且承认巾同人是西费可lE权

统治者。不过，正如兰斯多思 1893年听写 z

(D (麦肯齐 .i萨莱士公爵函)(1 887年 8 月lC日) .见(芙)(外交坏料是\仑';?

17 号，第 1055卷。

~ (汉辛苦尔锁线埃尔金函)(1 89ô 年2 月 28 日) .见《印度私人米往函内斗.有 1 :发.

第 1 卷。

'ID (总营运克罗斯!l\.fJ~ 函)( 1889年 8 月 23 日) .比《外交沛档案川全::;吼 ~7 弓，

第 1109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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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中国人达成协议.不能让谈刽到头来一无所获，

自不停言。不久，我们可能将致力另一个重要得多的关于帕

米尔的谈判，在帕米尔我们的利益同中国的利益许多方面会

是一萃的。很快，我们还将应什一个缅甸每10年(纳贡北

京)使国这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因而在此情况下对哲孟

雄一-、 31 藏协定作出让步似乎是值得的。对于已经达成的情

定……就其重要性来说，我们倾向于不那么看重它涉及的商

业利益方面，而认为它是存在于两个帝国之问有目共哮的蜷

邻文好约束征。"①

作基金地名辞典》编者里斯利 (R iseley) 在 1894年说得更

加中旨"在后面模糊地有商业考虑主使着的求知的好奇心读导

下，我们闯进西藏，因此疏远一个可能的盟邦中罔，谁会再认这

是一件愚蠢不过的事! "③ 

面临中华帝国可能崩溃，中国在西藏的地位可能被一个欧洲

大国所取代之际.这些论点是不能成立的。甚至1893年中日战争

尚未爆友时，很难说中国在西藏的地位是很牢固的。鲍尔 (H • 

Bowe r ) 上时就在那年向印度军事情报局报告，他说中国人在西

藏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很小，"一个不能保护任何人，也不会运用

最起码的治安诠规的政权，就不配称为政府。"他还写道"小小→

立军队足以打开达，蜻喇嘛的首府大门。"鲍尔当时想象的那样一支

军队不大可能是俄国人，因为"西藏的北部边界是世界上最牢固固
叮

户阱今边界。J，"，

中[同哥土耳其斯坦(萄新?疆)把囚藏 Irij口叫ij 最近f#的F内，]- -，个欧洲大恒恼i 一一

Q~ (印度事务部致外交部>(1 893年 8 月 10 日) Ff.j f'1' :也印度外交忌 PÞ 1 g9 3年 7
月 4 日第134号问见 e外交部档案>，全宗第 17 号，第 1168卷。

② 旦斯利 (H.R.Ri ， e 1 ey): ~f墨全地名辞典) ，第 X !I -X lIJ页， 1894年加尔
各答版。

{歹 e 印度事%~开敖 !lt 交吉;后后> (1 893 年 5 句 HE) Ff.!纠 z 鲍尔土尉 (Capt.H.

B ower) 著<< rt:西藏事务川军需总署密印 .1893句·加尔各答印，见(英)<外交部挡棠L
全;芸第 17号.第 1167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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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同的领土隔离开了。在印度看米，中 n 战争{以乎产生了」种后

果， flP 这个缓冲地区有可能薄到贪婪的俄国人之手，这是最危险

的事情。 1895年 3 月，知名的按察使霍恩比爵士 (Sir E.Hornby) 

告诫金伯利勋爵 (Lord Kimber!ey )和罗斯伯里勋爵 (Lord

Rosebery) :中同的土耳其斯坦很快会;在入俄罔人之手。① 1896 年，

军事情报局局长约翰·阿德爵 i二 (Si r Tohn Ardagh) 得出了同

样的结论。②

俄 i可川J能获得中国土耳其所阻，这对印度在帕米尔地区和!在

喇且仑地区的边界是直接的威胁。英!司的边界在这里一直是沿着

分水岭--~...线屯的 ω 若是俄!可人接管了喀什噶尔，他们就会占有那

些通向分水岭和提供方便道路的符地，吁以从这些道路渗透英闷

的边界线。 JE 生u阿德听写:

"从军事目标上看……一朵沿蔷最高分水岭走向町边界

是不完善的，我们应当设法使我们的敌人无论如何不能在苟

斜坡站住脚，不能占领那些南北走向的谷地，从而也不能准

备突然袭击各口隘。因此我们应当寻求这样一条边界，它应

当使所有南北走向的谷地归我们听有，或者至少是在我们的

势为范围之内。"

因此阿德认为英同的边界!但、''; 1ft. r 111 脉的北边。 ff'îf导注意的是‘

他还写道:

(0 (霍恩比吁才二致罗斯的手1] 勋爵平:J {Ii: 11'!利勋爵 ftl> (I 895年 3 月 18 日) ，兑《外交

部梢案>，全宗第 17 号，第 1252态。

~ <陆军部国际可致外交郎的)(1897年 1 月)附件 J.~H包爵士川印度北部主
!界备忘ib ，见《外交部档案) ，全;二第 17 ~}，第 13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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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俄国吞并了西藏，未来某个时候写样的军则和-1.'，:，

点就可以运用于印度河，萨特累季河、乃至布拉马普特拉河

的上游流域。不过现在我们仅仅关切确定一条英属印度同喀

什、莎车和和田之间的边界。"

根据这一切，索尔兹伯里勋爵 (Lord Salisbury) 批示z"我完全

同意冠松先生的意见，在此地区最好的办法是先占领，后谈判。"③

1898 年，约翰·阿德爵士又一次主张沿用这些分界线，不过

更加迫切ω 西伯利亚铁路工程的推进预示俄国在中国北部的地位

将大大加强，而在发生这种情况之前，对其有所防备是必要 I~~J 0 

喀什也受到了威胁.因此3

"在该地区〈指喀什〕被俄国吞并之前，我们应当尽力获

得一条边界，使得俄国越远离这条边界越好，以免到了实际

划界的时候，我们才发觉俄国人已经呆在塔墩巴什和喀喇昆

仑，就象他们现在呆在奇特拉尔北边那样，离我们这样连、

进得令人为难。

司样的 it':断适用于缓冲地区西藏。除非我们取得拉萨，

否与叫我 11会发现俄国人性在了我们的前面。" ;~ 

自然，问德未曾设想，俄国人打算认真考虑将西藏用作选把

印度的有利地点的可能性。以上所引他的论述写在给外交部的一

封信中。他在此信中还附有鲍尔(现为少校〉提供的另一份报告，

该报告对于俄国对西藏感兴趣的实质有精明的见解Q 鲍尔写道z

"将来有一天俄国人可能要求把拉萨据为已有。拉萨是

(D (陆军部国际司董k外交部函) (1 SS7年 1月如附件 s 约翰·阿德爵士川印度北
部边界备忘录) .见 e外交部档案>，全宗第 17号，第 1328卷。

② 《阿德敖外交部函> (1 898年 7 月 18 日) .见《外交部档案) ，全宗第 17 号，第
1361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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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界的圣地，占有拉萨会使他们在蒙古人眼里有'但薯的 F

望，而且他们只要寥寥几个人呆在拉萨就会在加尔各客和孟

如拉引起不安。单从军事 22 点看，他们在那里的地位骂是在

问题的;一支庞大的军队会挨饿，一小支军队又容易注印支

来的优势兵力赶跑或者消灭。不过，只要20。当士兵和2 门山

炖就可以拿下拉萨，而如此数量的俄国人就足怜在加尔各主

人们中间引起不安。

羌塘民p 拉萨北边的莽莽高原 a 广漠连绵， 74无人烟，是

举世无 11 的最坚固的边界，我们同俄国之间保持这样一条边

界是恰当的。 "W

自然，鲍尔认为俄同人暂且还不会取得中国土耳其断，Uz 闵

此，俄国占据西藏的问题是"遥远的问题，但不是·个根本不存在

的个问题。"②然而到了 1900年 12 月，一位研究中国土耳其斯坦事

务的现寨家至少是开始更加关注俄国势力在喀什噶尔的增长3 此

人就是乔治·马继业 (Si r George Hall iday MaCartney) 0 íi:; 驻

喀什噶尔多年，这差不多使他成为英i到在这一地区的最老练的政

治观察家u 马继 )I.v. 曾打算建议英罔结束在中国土耳其斯坦同俄国

商业作无望在?竞争‘并且声明喀什地区"在我们政治利益的范围
之外。"他写道 z

μ运虽然丝毫不意味着直接鼓刷俄国占 2E 它己控制均此

筐，也不妨碍我们在别处，恍如在西藏采取行动，以调整可

能由于 1注目占领此省所才丁乱的 jJ 至平衔。"③

CD 鲍尔少 tl: <<论中国事务>(密{牛. 1898年 5 月 26 日) ，见上述引文。
l豆同上，

4主 《印度事务部致外交部函>(1 901年 ι 月 30 日)附件川马继业兹通恩函叫190 0<
气~1 ~)~ 2P 日) .见 e 步|交部担案h全 ZE第17号，第 15C4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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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而言之，结论就是: rfl 国土耳其斯坦是西藏同俄目之间的

缓冲地区，而西藏则是中同土耳其斯坦同印度北部和东北部之间

的缓忡地区c 许多观察家认为俄国势力的扩张很可能遍攻中回土

耳其斯坦，万一发应这种情况，只能促使英国加强它在西藏的政

治势力。还有可能成为适当理由的是 z 俄国会觉得西藏对于它在

蒙古和满洲的计划十分有用?因此俄同向中闺土耳其斯坦推进就

顺理成章地会导致俄国在西藏搞阴谋.总之，这似乎是从俄闲在

中亚的无止境的扩张所导致的结论。E戈尔恰科夫亲王 (Princ e

Gortchal忡。在 18 世纪60年代中己对俄国在中亚的拓展咋过理

论上的阐述3至少，冠松就是一个从不怀疑俄闷的扩张方式的人。

他在 1901年以特有的魄力写道:

"作为一个研究了俄国的图谋和手法15年的人，我敢于

昕吉，俄国的根本野心是统治亚洲，我不认均俄国任何一个

国家领导人会否认这点。俄国吉以为它在气质、历吏和传统

上都宜于作亚洲的统治者，这是一个值得夸耀的、并非不光

彩的目标，值得一个强国为之 fF 出精神上物质上的模犬努

方。不过一点一点的让步满足不了这种野心。除主我们作出

牺牲，它是不能如愿以偿的。坟诗俄国对德黑兰以及麦什慧

的目标，保全不住锡斯坦。或许锡斯坦，转移不了俄国对海

湾的注目。默许海湾，防止不了它在傅路支搞阴这|同麻烦。

默许，接拉特和阿富汗土耳其斯坦.保护不了喀布尔。默许怕

米尔 ~1某全不了喀什噶尔。默许喀什噶尔，转移不了俄国对西

;在的视线。每吃一口只能更加刺在饿国的胃口，使 j主 fE fh 追

求全亚洲的统治 k。如果混战固有 1己去实现这些开心zf7 立

英国更有权‘不用说是挝迫地司保护它已经到手;与市西、有

权抵抗那些零碎的侵犯 ]k 些小小的反犯只不过是忧国虎犬

计谍的一个组成部分。"1>

,J) (豆豆松关于俄国对波斯东部的野心{tUACibi19011le10 月 22 口) ，飞 <;;0 11; 
米的'第 139 卷，第 1376 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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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为什么一旦!我国人立足于中国的士耳其斯坦，英国人就应对

西藏有所行动，在理论上是很清楚了 U 倘若荣鹉鹏使团的产生是

以这样的事情作为背景，那在回内引起的争论几乎肯定会少

得多。但是这个使团产生的时候，西藏问最近的俄国领土之间尚

隔着一大片中华帝因的土地。如果说俄国在西藏有什么势力的

罚. 1904年俄闷在西藏的势力最多不过是在拉萨有几个俄国代理

人，签订了一项或者几项很难断定有政治、军事价值的条约。仅

仅这些很难证明构成了对印度北部边界安全的严重威胁。可是许

多英国观察家认为在拉萨有一·个受达赖喇嘛信任的俄国代理人、

就是一椿大麻烦事"

1894年谈判哲孟雄一西藏协寇的时候.因声誉起见，英同人

已决心不许中 1m人对英国保护下的领土，有丝毫的主权要求。正

如l英蒂默·杜兰德爵士 (Sir Mortimcr Durand) 当时写的 z

"假若我们就哲孟雄让步，我们就必须准备将来某时不仅

就不丹和尼泊尔，而且就克什米尔及其附庸，如洪札和纳盖

尔 (Naga r ) ，以及就喜马拉雅山区的有牵连的一些小国，都

才导作出;二字。我们甚至可能会容忍中国对大吉岭以及对那些

我们从中国得到的所需附肾不丹杜亚尔 (Dooars) 提出宗主

权要求 c"J乃

n 然，这些喜马拉雅山国向西藏的政治联系比它们曾经同中国有

过的政治联系更加密切c 在俄国支持 F西藏恢复在此地区的权

(。 ‘ ~rJ度外乞 l将件. 1889 年 2 月 12 日第28号梦，见《外交部档案) .全宗第 17号弘

~; 1109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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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即使不至招来令人讨厌的边界乱子，也会大大有碍英 l哥的

声誉。

尼泊尔是这种边界纠纷特别多的地区。尼泊尔非常珍惜它的

独立。如果它在英俄之日「处在·种微妙的地位上，那它对提供那

些受到高度重视的廓尔喀士兵一事，就可能变得不大乐意合

作，而廓尔喀士兵在印皮军队的构成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早在1887年，爱莲斯 (Ney Elias) 就说过J西藏可能对俄间人

有吸引力，它可以为俄国人的阴谋提供一条通尼泊尔后大门的近

路。俄国人也许梦想有朝一日他们可以向加德满都派去一个{十么

维持克维奇或者→个什么斯托列托夫。"不过在1887年还可以说 z

"只要拉萨仍然对我们实际封锁，它也会继续对俄国封锁。而俄闰

去尼泊尔的唯一路线必须经过拉萨属地。"①

英国陆军部根据1900年 10月以来关于德尔智在拉萨和俄间活

动的报告，曾经一度考虑俄国人勾结达赖喇嘛对尼泊尔可能会产

生什么影响。罗伯夜勋爵赞成这样的结论z 俄国在当时或可颜见

的将来把西藏当作对印度采取军事行动的基地的危险不大，而实

际的危险是俄国"会起码取得对西藏名义上的保护地位，"这足以

在尼泊尔引起政治纠纷 3 俄国人或许会开始招募廓尔喀兵员。罗

伯获勋爵这样说过 z 发生任何妨碍征募廓尔喀人为英国服兵役的

事情，"都将是真正的不幸。"②

冠松无疑是循此屈、路考虑的。 r~~l 此 1901年 6 月 11 日，他给i7..

密尔顿 (Hamilton) 写信道z

"若是我们在西藏无所作为，用不了 10年，我们就会眼苦

苦俄国试图建立一个保护国。这一时虽不会构成军事戒胁，生

① 《外交部致皮奇上尉 (C apt.Peach) 函>(1 301 年 7 月 26 日〉所引爱莲斯

意见，见 e国内来往文书，印度>，第 196卷，第2166号件。

② ，部动际国外军，员司致交部函) (1902年 10 月 1 日)附件 2 罗伯逊叫， !) 
!Lt.Col.Robert50n): <<西藏形势备忘录苍及所附罗伯茨勋野批i苔，见 e外交部 t'í

jf泣，全万;第 17号，第 1745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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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是一种政治危险。对尼泊尔、哲孟雄和不丹的影响会持成

实际的危险。我们不能制止俄国夺取蒙古和中国土耳其斯

坦，然而我们可以稍微推迟俄国夺取中国土耳其斯坦。我 f人

为，我们应该而且能够防止西藏变成俄国的保护国，其办法

是我们先下手……如果我们不了解拉萨正在发生的事情，我

们对已经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不久就会眼睁怜地看看出现

一个俄国的保护国。假如俄国到了尼泊尔边界，我们会眼看

看尼泊尔变均第二个阿富汗。西d莲，不是尼泊尔，应该是我们

同战国之间的缓冲。"① , 

fA:1Ji 注意的是，这些话是在1900年H) 月德然智去俄国访向之后说
酌， f?放广为引述;这段话给解释冠松当时的政策提供充实的根

据。俄国对尼泊尔边界的影晌l是很令人讨厌的~.应予防止。发生

那种影响似乎并不是·最近将来的事，但又是完全可能的，这就要

求某国在西藏应具有最高效率的情报机构。如果有一天俄国在西

藏建立保护制度迫在眼前，那个时候英固点还没能将其情报机构

和政治势力打iit拉萨的民众大会，不言而喻，英国就得对喜马拉

雅山北边采取强硬政语。以下各节将说明1901年和1902年冠松的

两种估计，即俄国对西藏建立保护关系的可能性和英国情报机关

及英因对西藏秘密外交的成效，在不断积累的证据的影响下，发

生了变化。

五

从基本原理出发，证明俄国人希望同达赖喇嘛政府建立密切

的关系是很容易的，至少1889年冠松论证过;②而要拿出任何实

(l) 罗伯茨备忘录所摘引冠松函。见上述引文。
(窃冠怯: ;t'俄困在中亚>， 1889年伦驳驳，第25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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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际证据，证明俄国人事实上在这方面取得了任何成功，那就i到难

得多了。有人指出，俄国至少从 1893年起就在推行一种西藏政

策。①如果是这样.在19 世纪革后10年，都段有一点这方

面的迹象引起印度政府注意过。 1894 年俄国报刊报导.名IiLj

兰面库吉诺夫和乌兰诺夫挚的两名俄国旅游者 (I'J 能泣亚洲

人〉最近游览了拉萨。驻北京公使欧格讷 (O'Conno盯在

í1895年给总督寄去了一份报告，这是F 呻份相当成型的西藏事务的

」报，北京公使馆认为应当时常提供这样的情报，这份报告!在fUF

如 91录。欧格讷写道 z

"一位同中国儿也官员交谊馄深的有名呈的医生争天下

午告诉我，他最近见到了返回北京的中国驻藏帮办犬恒奎

(埃〉大臣，他从奎处听到以下内情。

某些俄国军官不之前同西藏当局联系。!句我提供浦息的

人连犬体的时间也说不上来。俄国军官要西藏当局相苔，同

俄国人保持友好关系的重要，英国显然妄图占有西藏，唯有

俄国人能够保护他们抵御英国的勃勃野心。倘若英国~西藏

发生为难之事，俄国人会援助西藏人。俄国人并且交给西藏

人两封信，一旦有任何争执，就将第一封信送给最近纯的俄

国官员，万一英国λ以任何方式威胁到西藏人的强立，就这

出第二封信。只要收到第二封信，百英人可以指望俄国的

提助。

这些信送洽了达棋喇嘛，信从达赖喇嘛手里又转到了中

国驻足犬臣手中。

告诉我消息的人搞不清此事发生在什 JL 时侯.以及我儿

::D 率领一民森 (H.SctO :1-可 a t: 0 刀): <<俄罗斯帝国的交桨>， 1952年伦敦)页，
然201页。

② 《东方立H占报概要>(lf， S4年 JO}仆，!让《外交 f部档案)， -~ :~第228 号， 25
1119卷 μ东方处忆 JE 概~)(J 89ë年 1 JJ) ，几《外交部 t'i ;王飞去;三;在 228 号，第
11 86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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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不想报告此事，不过这个消息同阁下掌握的其他情报如果

相待，我报告它也就有价值了。"①

到了 1898年末和1899年初，才暴露出俄国在西藏活动的更多

细 1亿 1898年 12 月，驻哲孟雄政治专员怀特 (T.C.Whit e ) 报告

说 z"我相信现在到了采取强硬态度的时候了，这样才会使大不列

颠成为拉萨的当之无愧的至高无上的掌权者。"怀特从1894起沿哲

孟雄一西藏边界就同西藏人打交道。他认为必须采取这样一神办

怯的主要原因是 z"俄国人正在北退取得进展，我得到精报，他们

已经试图将其势力伸入西藏。我们一定要赶在他们前边

到那里去，并且不让西藏市场对英国商品进行封锁。飞)担

任哲孟雄政治专员民勒梅热勒 (LeMe~urier)在 1899年 4 月 I ，;j 到

哲孟雄边界上的亚东来的中国驻藏大臣谈过话。当时驻藏大臣

说，倘若印度政府向西藏人提出的条件过于苛刻，西藏人"金依

靠俄目的支援，俄国已经向他们提供了援助J③怀特和勒梅热勒

的这些多少带有秘密性质的侦察报告在1898年夏初得到了相当的

补充，当时 4西姆拉新闻》刊登了自称西藏问题专家的大吉岭侨

民保罗·英威斯 (Paul Mowi斗的一篇文章，大意说， 1898-

1899年冬一个名叫巴拉诺夫 (Baranoff) 的军官率一伙俄国人访

向了拉萨ο5 判，克威斯报告印度外交部，说大吉岭集市上对于

这 A访向正议论纷纷。还有，莫威斯的一个拉萨朋友曾经告诉

1tJ:. ， 这些俄国人不会说英语，他们的头头的名字按;或语拼出叫巳

拉努夫 (Sbaranuff) ;英威斯认定已拉努夫同名叫巴拉诺夫 (Ba-

(1) ‘欧格 b何政总督函 >(1895年 6 )]4 日) .见《外交部档案川全宗228 弓，第
186卷。

@ <印度事务部致外交部函'(1 899年 5 月 4 日}附件川怀特致诺兰 (Nolan)
~~;叫 1898年 12 月 9 日) ，见《外交部档案， ，全宗第; 17 号，第 1401卷。此项文件亦有U ,,11 

于‘关于西藏的文件>， 1904年，第95-97页。
③ 《印度事务部敖外交部函， 0899年 11 月 22 日〉附件， <勒悔热勒致i若兰函》

(1 899年 1 月 30 日) ，见《外交部档案川全宗第 17 号，第 1407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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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noff) 的是一个人，他说巴拉诺夫曾经是俄阁大探险家普热瓦

利斯基 (Prjeyalski) 的秘书。①

这个一点也够不上高级情报，然而它无疑对新上任的总督冠

松勋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1899年 5 月 21 日，英威斯提出他的报

告后的第二天.冠松就私下给印度事务大臣乔治·议密尔顿勋爵

写去以下这些i币 2

" (西藏)那里的喇嘛们已经看到中国的弱点，同时俄圈

又在接连他们。看来无可怀疑，拉萨有俄国的问禄，甚至个

别的还是纯俄罗斯人。我确信，西藏政府正得出结论 z 它将

不得不同两个大国中的一个或另一个交好。我们的主张在此

情况下竟会停不到陈述，而事态对我们做出不利的缺席裁

决，那真是一大憾事。既然我们对西藏并没有敌意的图埠，

我们能够在边境上给他们一些东西(他们很重视这些，我们

并不在乎);既然我们希望同他们建立的关系几乎完全是商务

关系，所以，如果我能同西藏政府打t交道，我认为达成材

议不是不可能的。"②

;元容置疑，这些多多少少模糊不洁的关于俄国人活动的报告，大

大促进了 E英印 J I司达赖喇嘛开展直接交往的政策，直到1901年

底，冠松→直试图推行这个政策。

1900年末冠松仍然充分相信这种政策会取得可喜的成果，而

将首批关于德尔智于当年10月访问过俄国的报告淡然处之。女11

1900 年 11 月他给汉密尔顿写道:

"我们倾向于认均，西藏使团去诵沙皇纯系捏造，它根

① 《印度事务部致外交部函) (1 899年 11 月 22 日)附件川印度政府致孟加拉政

府的)(1 899 年 5 月 24 日) ，见《外交部档案川全宗第 17号，第1407卷。

③ 《冠松数仅密尔顿函)(1 899 年 5 月 24 日) ，见‘印度私人来往函件h第2集.

第 1 3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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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不是来自拉萨。无疑，长期以来俄国人一直试图进人的

藏，可以想像到，一名俄国籍的西藏人或者蒙古人使者住

在拉萨或开展了谈判是可能的;然而，西藏的喇嘛竟将他们遇

事怀疑欧洲人的不治之症克服到如此程度，以至:民出一个公

开的使团去欧洲，在我看来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我想，实 lt-;-，

上更可能的是，西藏指望从我们这里得到保护这远胜过俄

国;我暗自希望我正在努力展开的同达赖喇嘛的联系会开创

我们之间的某种关系。总之，我当然不会为这些语言所烦

恼，我73、您不久能弄清这些谣言的真相。"①

-l..... 
/、

冠松 "11昌白的希望"蓓空了。 i司运精喇嘛政府建立交往关茶

的一切尝试失败得很惨。失误不在于英国人不努力，而在于很难

找到适当的人来远送印度拉萨间的往来信函。这样的信使本人必

须既能接触拉萨的最内层步又能自由耻iH西藏边界。从英国的观

点看，他们必须是可信任的、谨慎的，而i司 H住他们在西藏又绝对

不应被怀疑为英国间谍。英国人手下几乎没有人具备这些资格u

印度测绘局的一般"班智达":g)不能指望见到西藏高级官员 p 欧

洲人即使乔装打扮也很少有希望钻到拉萨F 古时最老练的土著间

谍萨拉特·钱德拉·达斯 (Sarat Chandra Das) 倒吁以用，有1早

二二十

① 叫辛杠:致汉密尔顿tfi 不 (1900 年 11 月 18 日) ，见《印 1主私人来 ~t~ 件) ，第2王二·

第 18 卷。

② "班智Jii"( PU ndi t ll.x:Pa ndi t) ，梵文，臼为学识 ~Y.1 阔的人。 19世纪后半期起 ， 1/~ 

印涮绘局在其负责人蒙哥马利上校的倡议下，雇用一些喜马拉雅山地区如库马翁、
尼泊尔等地的土著人，在大吉岭给予测绘知识和技术的训练，然后秘密派往西藏、新在;i
等地偷偷测绘 l1J川地彤，刺探请报，从事种种特务活动。主11萨拉特·钱德拉·达斯、 fiî ''Íι 
格、卡拉·字格、 lyti· 辛恪飞人。 11t r;主 ?JJ人手;以公主;:1!!，他们被称为吧?汩的"班何
运气---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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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19 世纪80年代初起.他在西藏就应远闻名，是个英国间谍了。

13松觅求把信函交到达舶喇嘛之手的办怯肘，这类严酷的现实

伎!也不能不剧。 1900年，一些未暴露身份的间谍受到考虑ω 缅甸

政前的中国事务顾向陶申科 (Taw Sein ko) 看来有希望，但是

也被111'除了，主要因为"他过于体胖，可能不适于旅行和驻留拉

萨达样的艰苦环境。"①曾经试图雇用奇兰·帕尔格兹 (Chirang

palgez) ，也王一名列城出生的拉达克头人，多次率领传统的列普

查坦因 (Lapc hak Mission) 从列城去拉萨z 但是近来他嗜洒无

IU 不堪委 11ω ②到 1900年，印度政府已经得出结论z 只有两种

办JL宝:少有些希望$可以将一封信送到拉萨。一名英国官员可以前

去地;大克、将一封信或者交给噶大克这个西藏西部市场城市的两

名鸣;44 中的-‘人.或者交给经常路过该城的西藏官方商务佳团的

头 c 否还有.一封信交 011:乌金噶茧，也可以送到拉萨，乌金íi主

32;泣不丹驻大吉岭代表，自从 1898年以来，孟加拉政jfi 能私用 iUi

ft为闽西藏人打交远的中间人。{军

同种办Ü~没有---种证明是成功的。 1900年 9 月，古厄翁 (Ken

L; ', i n) 上尉i式 :4噶大克这条路子G 一封寄给达赖喇嘛的信究;巳

thf I窑本，但是次年春天被以白相矛盾的藉口给退了回来。@:乌
31%去再三表示， f也会很快见到达赖喇嘛，他!可样技能为总督的

fJJJi? 因任何答豆。 1901年 10月他从拉萨回来时，说达赖喇嘛告诉

(1) <fJl f在事务部放外交部函>(1 900~手 8 月 22 日) ~fH千卢缅甸政府致印度政府

的事( 1900年 2 月 2 日) ，见《外交部档案川全宗第 17 亏，第 1445卷。

。<印度事务部致外交部函>(1900年 8 月 22 日〉附件:<印度政府致珞尔博特

EJ<，叫 1900年 1 月 25 日) 1ft <<珞:尔博钊致印度政府局>(1900年2月 19 日) ，见《外交部档

案易，全 J: 第 17 号，第 1445卷。

⑥ 《印度事务部主止外交部面对 1900 年 8 月 22 日〉附14:< 印反政府致珞尔博特

的>( 1900 年 7 月 25 日) ，见《外交部格案>，全宗第 17号，第 1445卷。

吵 《印度事务部致外支部函)(1 898年 11 月 22 日〉附件..孟加拉政舵致印应政

府的) (J 899 年 1 月 23 日) ，见《外交部位案川全宗第17号，第 1407卷。

(手飞 《印度事务部敖外交部函叫 1901 年 8 月 21 日)附 11': <<肯尼翁敦塔尔梅特函'

1 D 0肘;'.10 月 7 日)及(: -t!可尼翁致迫息的> 0901年 8 月 13 日) ，兑付F交部档案， ，全宗

纪 1 r 号，知1:: 08 毛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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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z 达赖喇嘛遵守惯例，不得接受象英国人这种人的书信dqj

因此，到 1901年10 月，冠松终于明白了他找不到同达撒喇嘛
jjt行接触的有效方法。数月之后，事情看来很可能是，在乌金哨

冀此行的失败原因里，这位不丹官员的背信行为同别的理由 frij 样

重要。证据表明，不但乌金噶寞说他把总督的信交到了达赖喇嘛

手中是谎话，他还辜负了英国人对他的信赖，他把所了解的关于

1主次交涉的一切情况全部泄露给了西藏的主要大臣 (Shllpe3- 豆

#拜，即噶伦) ，其中至少有一位非常敌视英国的政策。②

冠松因事情的变化有些恼虫。 1901年 11 月 5 日.他给江密尔

寸写信说z

"您会记得，不久前我们讨论在同达赖喇嘛打上交道之

后该做些什么事时，我对您说过，关键在打通，而不在于实{于

书馆住来和如此住来的结果。不丹代表乌金噶冀的经历证实

了这一点。我们派他，更确切地说托他从我这里带去最后一

封信。他声称，他把信交给了达赖喇嘛本人而达赖喇嘛拒不

接收 z 自然也把信原封未动地带了回来。我不相信这套话。

我不相信这人曾经见过达赖喇嘛并且交递了信。与此相反，

我认刘他是一个说谎者，很可能是一名西藏雇用的间谍。"，ID

f- -"f'

' 4 

' ai 
li -

i 

乌金噶宾事实上是否"西藏雇用的间谍气是一个我们在这里

无拉回答的问题。重要的问题是，到了 1901年秋，冠松发现没有

一种办拮可以用来将信送到达赖喇嘛那里，更不用说同达赖喇嘛

开展外交对话了。何况冠松了解到这一点，正好与德尔智完成了

② < ~I)l董事务部数外交部函川 1902年 3 月 14 日〉附件: (孟加拉政府致印度政府

也叫1901 年 10 月 31 日) ，见《外交部档案川全芳:第 17号，第 1745卷。
② 《大吉岭边境秘密报告)(1 901年 12 月 7 日和 1902年 7 月 17 日)，见<Ý!'交部

档案) ，全宗;t 17 号，第 1745 卷。

'j) <<冠松致汉密尔顿函叫 1901年 1 1 月 3 日) ，见叫l皮私人来往函件>，第二棠，

第21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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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

大肆宣传的第三次 v 俄国之行同时。

七

我们看到， ] 900年，当关于德尔智活动的首批报告出现之

时，寇松认为是"骗局飞想置之不理。 1901年夏天的第二个②德

尔智使团〔的消息]，却没有这样轻易地不予理睬.如1901年 9 月

11 日，寇松私下给江密尔顿写道z

"恐怕不能说去俄国的西藏使团只代表西藏北部诸寺

庙。相反，使团的头目虽然本来是一名俄国的蒙古膏属民，
可是他已留居拉萨多年，无疑同拉萨的僧侣统治集团交好甚

密。我本人不相信他参加了使团，也不相信他向沙皇转达了

达赖喇嘛的正式问候 z 但他同这样一个使团一道回国，并且

带上这样的问候，则我毫不怀疑 p 我也一点不怀疑，无论西

藏政府的一贯态度由此受到影响与否，事情的后果必定对我

们不利。" ~否

态度发生这样的变化，主要来自那些关于德尔智及其随员活

动的令人不安的报告，这些报告反映英国在西藏的情报机构的效
率并不甚佳。当 1900年 10月关于德尔智访问俄国的传闻首次流传

的时候，寇松自然要求大吉岭提供更多的情报。大吉岭是管理英

藏关系的中枢，也是当时印度的主要西藏政策专家萨·钱·达斯

山活动中心地υ 立 1900 年11 月 14 日电复寇松的询问如下 z 、

j) 似应为第三次。德尔智于 1898年第一次赴饿， 1900年 8 月第二次赴饿，

1 901 年 4 月第三次赴俄。-一一译者
2) 似应为第三个。一一译者
二D (寇松致汉密尔顿函>(1901 年 9 月! 1 日).见《印度私人来往函件h 第 2 巢，

如 21 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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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拉特·钱德拉(达斯〉对德尔金 (Dorjìen) (即德尔

智-Dorjieff) 毫无所知，他确信，如果从拉萨 it{出了一个使

团，他会得知此事的，他认均可能是从蒙古的库伦去的

使团。"①

这个意见是捏造，而且可能是蓄意捏造。寇松数月之后才看透德

尔智在他1900年去俄国的途中路过了大吉岭和英属印度，从一个

英属港口出海c 他在大吉岭时曾在一个佛教寺院逗留。该寺住持

领取孟加拉政府的津贴，而有义务向孟加拉政府报告西藏来的过

客。而且就在此处，萨·钱·达斯遇见过德尔智。这是1900年5 月

或者 6 月间的事，此事大吉岭方面向寇松只字未提，②到 1901 年

1 月，寇松才知道。

1901年 4 月，德尔智|司三名伙伴从西藏取道尼泊尔再次途经

英属印度，在孟买乘上了 4艘开往新加坡的船p 德尔智又由新加

坡取道北京、赤塔、东西伯利亚和外里海首途敖德萨。德尔智在

北京同另一名叫贡博耶夫 (Gomboieff)的布里亚特人、俄国的邮

站长呆在一起。直到世人从俄国报刊上得悉德尔智作为达赖喇嘛

再次派去见沙皇的使团成员已经抵俄的消息以后，西姆拉方面对

上述种种活动才有所闻。③

德尔智两次秘密途经英属印度F 还有他的某些同伙的诈骗行

为，例如其中一人在1900年 8 月至 8 月使用多种ft名从加尔各答

到大吉岭，并且编造了好些关于他本人的自相矛盾的说站p ⑥所

① 《印度事务部教外交部函)(1901年 711 1 日〉附件'川孟加拉政府致印度政

府电( 1900年 11月 14 日)，见《外交部档案).全宗第 17号，第 1506卷。

② 《印度事务部致外交部函) 0902年 7 月 8 日〉附件. <<印度外交函件， 1902年

6 月 12 日川‘关于所称俄国和西藏问有使团往来事)，见《外交部档案)，全宗~ 17 

号，第 1551卷。
③ y印度事务部致外交部函) (1 901年 7 月 11 日及 15 日〉附件z 飞总督致印度事

务大臣电叫 1901年 7 月 10 日>，见《外交部档案问全宗第 11号，第 1506卷。

④ 《印度事务部款外交部函叫 1902年丁月 s 日)，见《外交部档案>>，金2; 第 17

号，第 1551卷。此人即所知布里亚特人诺尔宗诺尔 (Nolzanof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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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这些都不能证明梅尔智确实在沙皇和达赖喇嘛之间进行斡旋.

不过它却证明当英俄两国在中华帝国境内的角逐随着拳乱的发生

达到新的激烈程度之时，英国情报机构对探知西藏正在发生什么

事情不甚胜任。

这些新情况所产生的一个后果便是，寇松决寇由他直接掌管

英藏关系.此事只能加强英国对哲孟雄一西藏边界的压力。①那

时寇松看到，他本人既不能同达赖喇嘛联系，又不能严密监视对

方正在西藏首肘干些什么一一'那不再象是:如英国人同达赖喇嘛

交不上朋友，俄国人同达赖喇嘛也交不上朋友 F 所以，另一个后

果是:寇松开始郑重考虑采用非外交方式解决西藏向题。他发现

了德尔智第二次途经英属印度之后， 1901年 7 月 10 日他写给江密

尔顿的信看来得出了上述结论。当时他写道z

"我对西藏问题深感忧虑。把我们同诗小国的政治关杀

交给地方政府掌管，伴随这种政策而来的后果(过去我没有

觉察到，所以去年我未曾向您提及)，近来在涉及西藏边界的

事情上暴露出来了。孟加拉政府掌管哲孟雄，因之也掌管同 E

藏的政治关系和整个西藏边界事宜。(原文如此一译者〉而孟

加拉政府竟如此严重克忽此特殊职守，以致我们现在获悉有

两个西藏使团都是乘火车穿过印度，从印度港口乘船而去:

其中去年一次经犬吉岭穿过英(印)边界，乘此丰经印度，从三1

度港口乘船而去，在里瓦吉亚渴见了沙皇;今年这次又离开拄

i位，经过西里古里穿过英(印)边界，乘火车经印度，从印度港

口乘船而去;主两次都没有引起孟加拉政府和孟加拉政府约

密 jZ一丝一毫的觉察，毫才之察觉到他们中间曾有这样一行人 3

谁会相信能有这样的事?拉萨和圣使得堡之间进行谈判，不晏

经过百伯利亚，也不是蒙古，也不是中国，而是经过英属即变

CD 西藏问题《兰皮书》第 1 卷对锡金 西藏边界纠纷的经过提供了详细的主

件资料;荣赫鹏爵士川印度与西藏问 1910年伦敦版，此书亦有i己遗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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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本身。我离开加尔各答之前曾对伍德伯恩 (Woodbucn) 谈及

此事。他承认由他手下的官员办理这央政治事务不那样合

适，所以如果我亲自掌管咛锡金和边界那边的政治监督，他

根本不会感觉不快。不，欠之后，如果达赖喇嘛不接受或者退

回我最后一封信〈他可能会这样做).并且(可能受俄国影响〉

坚决采取敌对立场，我不敢断定那时我不会要求对西藏采取

西藏对我们所采取的那种政策 z换言之，我们也许应该制止任

何西藏属民和商队跨过我们的边界。我想我们很容易做到这

一点。我以均给西熏人来一个以牙还牙，会比别的任何建议更

快地使他们屈服。我不知道，而且我从未同您认真讨论过，

睡下政府对于俄国对西藏建立保护关系采取何种度志为宜。

看来，正象俄国应该反对英国对满洲建立保护关系一祥，我

们也应当有充分理由抗议俄国对西藏实现任何保护关系。西

藏不是俄国所必需的 p 西藏同俄国现没有商务关系，也没有

其他方面的关系 p 西藏的强立存在对于俄国并无威胁。反

之，俄国的保护关系对于我们倒是一种明显的威胁和实际的

危险根源。我希望我国政府不会默咛俄国对西藏实行

保护。 "CD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寇松还开始考虑派某种使团去拉萨，不

过其措词是极泛泛的和假设性的，如1901年 7 年，他急忙向汉密

尔顿保证说，[~使困〕这些是"我思想上刚刚形成的主意，这些

主意距离行动当然还有许多阶段。" ,:g l 

CD 寇松致汉密尔顿函>(1[ 01年 7 月 JG 日) ，见‘肉、庭在人来但函f才> ，第 23E.

第 20卷。

~ ‘寇松n:汉密尔顿函>(1901年 7 月刮目)，见‘印度私人来往函件)，第 2 集，
第20卷。此函系复《汉密尔顿致寇讼函叫 1901年 7 月 11 日)，见 e印度私人来往函件>，

第 1 集，第 6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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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到 1902年底，派使回去拉萨的主张已经不仅仅是这松在理it:

上感兴趣的事了。他确信这是唯→解决西藏向题的办f去，并且凭

三寸不烂之舌极力主张。这一打算所根据的理由，与其说是当时

发生在西藏的事情，毋宁说是由于中国的事变。 1902年末已显露

出相当多的证据((<兰皮书、〉几乎没有公布过) ，说明中国人通过秘、

密条约已经允许俄国给予西藏某种保护ω

1902年 1 月和 2 月{时，好象是从尼泊尔传来种种谣传和陆

辰， j且俄国和中国可能就西藏共同采取行动。① 1902年5月，旅居

大吉岭的中国革新家康有为告诉孟加拉政府，中国人(康指的是

荣禄 CJu吨 Lu :J )刚刚 i司俄国签订一项条约，此约允许俄国给予

西藏以保护。①到了 8 月，驻北京的欧内斯特·萨道义爵士

Sir Ernest Sato w ) 谈到同样的谣传，他说这些谣传在中国报刊上

已见报导。他 i羊述了所谓条约有十二项条款 p 而且哲孟雄一西藏

边界主也流传有这样一个条约的民沾。③萨道义没有任何理由棉、

信这样J项条约已经在订，不过他还认为:

"有理由设想，俄国公使馆同中国军机处的一位大员就

西藏的国际地位进行过非官方性的某种预备性谈判。"④

① ‘印度事务部兹外交部函)(1902年 2 月 24 日和 4 月 19 日) ，见‘外交部档案).

全宗第17 号 ， j第 1745卷.

③ ‘印度事务部致外交部函.(1902年 7 月 26 日) ，见《外交部档案h全宗第1γ

号.第 1 551 卷。
⑨ 《印皮事务部或外交部曲) (1902年 9 月 16 日) ，见‘外交然格案>> ，金宗筋 17 . 

号.第 1 745卷。

'.I) <<萨:主义好士: r 9'}2年 8 }I ;j日第 217 亏的) ，见《外交部朽案>.全宗第 17 亏. . 

需 174 j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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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1902 年 10月，这些传说被更多的情报所充实，这些情报或

许可艇，但其数量之多和情节之细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例如J.

!萨道义得知荣禄同俄国人有一项条约草案.其结尾铃有荣禄的印

章，其中俄国人向荣禄保证，荣椿不会因义和团起义时的暖昧行为

民而受到列强的惩罚$作为报答，荣禄承认俄国人在中国、西藏、蒙

古和中国土耳其斯坦具有特殊地位。①

也有这样的传说，说达赖喇嘛知道这些协议，这些协议司能

μ 得到了他的赞同。例如，哈丁 (Hardinge) 从圣彼得堡报告，一

位一向可靠的不愿透露姓名的消息灵通人士告诉他，同达赖喇

矿嘛有一项协议，给了俄国在拉萨设置一名代理人的权利υ@ 萨进

亚同月在北京见到一份截获的中国驻拉萨大臣致荣禄的电报， ì矢

电:呈报 2 经达赖喇嘛允准，一名俄国军官随带一名采矿工程师和

→支卫队正在去西藏途中。③提到采矿，必定给这些传说增添

了真实色彩，因为萨道义以及别人在 8 月所报告的条约也提到俄

"国在西藏的开矿权。 1899年，印度事务部确信俄国人已有开采西

藏金矿的计划，据说金矿是富矿，此富金矿似曾引起过罗思柴尔

‘兹 (Rothschilds) 的兴趣。④

到1902年底，寇松好象已不怀疑中俄两国间存在着关于西藏

q的协议。他有这样的态度，很难责怪，因为当时象萨遵义如此谨

4慎的外交官叙述英于此项协议的传说，也把它说成反映了"现下

中国人中相信俄国同满洲方面有秘密协定的意见"一样，⑤而且

① 《萨遵义爵士 1902年 10 月 8 日第289号密函) ，见‘外交部档案"全宗第 17号，

第 1145卷。

② 《哈丁 1902年 11 月 10 日第 349号函)，见《外交部档案川全宗第 17 号，第

1745卷。

③ ‘萨遵义爵士 1902年 11 月 20 日第361号电，，见《外交部档案"全宗第17 弓，
第 1745卷。

④ 《西藏金矿"见‘印度与英国本土来往信件集"第 182卷，第 1021号文件。
吴子西藏金矿和企图开采西藏黄金的迷人故事，别处必亦有记述。
⑤ e萨遵义爵士1922年 10月 8 日第289号密电)，见《外交部档案) ，全宗第 17号，

第 1745~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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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j时兰斯多恩勋爵竟会在1902年 11月写下这样的批示z"美于饿中

两国的西藏协议的传说得到了大量证据的证实。"①许多电报里都

表明了这一无疑的观点，如1902年11 月 9 日致汉密尔顿的电报z

"驻锡金政治专员得到亚东传来的消息……中国军

机大臣荣禄发来紧急公文，令驻藏大臣不惜一切代价

阻止西藏同印度之间的谈判，拖到 1903年春季。刻下正在

秘密迅速地准备着一支远征队，到那叶一支满俄联军会占领
拉萨。"②

敖;足之后， 1902年11丹 14 日又一电报z

"巴尔上尉 (Parr，中国驻亚东税务官员〉不怀疑俄国关

于西藏的条约是既成事实。他从多方，不过主要是从康有为

得到这一情报。向康有为提供消息的中国人士，据说是现任

直隶总督袁世凯。"③

1902年11 月 13 日，寇松私下写信给江密尔顿，谈及这些传说

和他对这些传说的反应。他说 z

"我本人确信，俄国和中国之间关于西藏存在着一项默，

契，如果说不是一项秘密条约的话，以前我说过，我以均有

责任在时间还够时桂败这一小小的诡计。我们最近在锡金边

界土的行动使拉萨当局和北京当局大均惊慌，一时间使节团

@ ‘印度事务部致外交部函) (1902年 10月 1 日) .兰斯多思批捕，见 4 外交部·

档案'.全宗第 17号，第 1554卷。

② 《印度事务部致外交部函>> (1 902年 11 月 11 日儿见《外交部档案'.全宗第 17
号，第 1745卷。

③ 《印度事务部致外交部函叫 1902年 11 月 14 日) .见《外交部档案) .全宗第 17:

号，第 1745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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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谈判之说大为流传。突然，由于北京来了命令，所有这一

切都中断了，几个星期内我们什么也听不到。我以为是俄国

一人要中国人;犬不同我们谈判，决不容许我们用西藏人接近，因

为谈判和接近的结果，不是订立一项更好的条约，就是印度和

西藏问的往来更为频繁。因此，我的意见是:我们应当让中国

人和西藏人现弄拖延战术的时间再长一点，届时我们就说，显

然他们并不当宾，我们提议派一个使团在春季到拉萨去谈判

一项新的条约……我就通知中国和西藏 z 使团已前住，而且

一定要去。它是一个和平使团，旨在向西藏政府缔结一项友

好贸易条约。不过使团要随带足够的军队句以便保证安

全。我们甚至可以要卫队护送均词劝说尼泊尔人参加。他们

会高，斗斗，因为他们对西藏跃跃欲试。这些意见不过犬体土

坑说，随著时 l可推移，我将使其成熟起来。"①

众所周知，英国政府多数阁员不赞成报"和平使团"去拉萨

古甘意见3 西藏问题《兰皮书>> ì芋细论述了这一点。但是当时考虑

过西藏问题的人们里，几乎没有人否认应当有所作为。兰斯多思

主张向中国和俄国递交外交照会，照会当然是遭到了断然否认，

否认西藏有任何事情在进行。印度事务部倾向于嗷使尼泊尔人攻

击西藏人，英国暗中予以支持。 1902年 9 月，李沃纳爵士( Sir 

W.Lee-Warner) 写道产为什么不能怂恿尼泊尔派一支军队去拉

ι萨?要求西藏作出保证不会允许俄国军队进入西藏。"②印度事务

部欢迎这种计出，③甚至连兰斯多思也被李沃纳的建议打动了。

李沃纳在《去于西藏问题的意见》中概述了他这→ìtt某 η 兰斯多

思对《关于西藏问题的意见P 评论说"我认为他是对的。在这类

~D <<寇松勋爵 1902年 11月 13 日私人信件'摘录及兰斯多思勋爵批语，见《外

交部档案川全宗第 17 号，第 1745卷。

@ <<印度事务部或外交部函叫 1902年 9 月 17 日)，见《外交部档案>，全京第 17

号，第 1745卷。

③ 《印度来fuc 第 149 舌，第 1456号文件附 2 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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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发生时不能依靠中国人。尼泊尔入友好而且自打仗。"①

在松确信派使团赴拉萨是唯一可行的解决方案，他在1903年、

1 月一封著名的紧急公文中论证了这一点，写得很有说服力，以

致印度事务部不得不原则上同意。②问题如汉密尔顿指出的，是

要找到一件适合的国际事例来证明派遣这样的使团是正当的。如 J

1903年 1 月 28 日，他给寇松写信说 z

"在我们能够对您提出的建议给您明确答复之前，您均 v

关于西藏问题的紧急公文，需要进行慎重的审查.不过有些

方面本身是清楚的。我们不能忽视累积的证据，证明俄国与

拉萨当局间有一项秘密条约或者默契。倘若我们守株待兔，

无所作均，一旦有关这样一项条约的传闻均条约公开所证

实.那么在我们采取的针对西藏的任何行动中，将会发现俄 t

国作他们的后盾。若我们假定这两项建议都是无可辩驳的，

那么更进一步的问题便是，我们能不能认定一个合适的国际

事例作为您所建议采取的行动的方法?我认约，按您建议的

办注组织的使团不经过战斗就到达拉萨，那是不可能的，我

料芳.'生 J!号 :7771寻才;民出一支很大规模的卫队，因为在某种程

度上必绩保护使团的交通联络。我只能从地图来看，俄国边

界……和拉萨之间……有如此辽阔的距离，存在着这一片难

于穿越的地域，所以俄国暂时不会对西藏方面进行实质性的

干预。考虑到这些，我对您的建议留下了好的印象，不过我

还未能同兰斯多恩讨论此事，您知道他身体不好，而且他的

但多时间现在耗费在同委内瑞拉的谈判上。"③

~D (印度事务部致外交部函> (1902年 9 月 17 日 h 批语，见《外交部档案，.全
东第 17号，第1745卷。

② e 贝利爵在 (Sir S.Bayley) 关于西藏问题备忘录川 1903年 2 月 11 日) .见.
付F交部档案'.全宗第 17号，第 1745卷。
③ e 汉密尔顿致在松函.(1903年 1 月 28 日) .见《印度私人来往函件h第 l~晨，

ms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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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年 2 月 13 日，汉密尔顿关于西藏又写道z
, 

"假若我们现在不准备利用对我们有利的这些因东采取

行动，我认为，英国就完全没有希望试图阻遏俄国在亚洲各

地推进。然而，如果您所建议的使团要强行进入拉萨，那势

必面临显而易见的困难;除非能就这些方面作出一些令人满

意的说明，内阁很可能扰豫不决，拖延下去，今年来不及迈

出一支远征队。"①

如何为使团进入拉萨确立一个"合适的国际事例"，不在我们

现在论述的范围之内。凡是看过寇松和汉密尔顿来往信函陆人，

几乎都不能怀疑整个1903年英国在西藏边界上那样多的外交活动

都是在蓄意制造这种"合适的国际事例"。寇松整个1903年都在

论证西藏问题的唯一解决办站就是派出使团赴拉萨。俄国λ曾否

认他们对西藏抱有任何野心，寇松不相信。②他拒绝最好等到俄

国人进一步摊牌的意见，要求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如1903 年 3

月 12 日，他对汉密尔顿说 z

"若是到国家荣誉遭受到严重侮辱时我们才保卫我们的

边界，防止无缘无敬的威胁，在那些从未出现过敌对势为的

地区维护我们的势力，那么，实际后果将是到敌军真的越过

了边界时，你才能在边界上采取措施。"③

这大体上也就是约翰·阿德爵士 (Sir Tohn Ardagh) 在 1896和

① 《汉密尔顿敖寇松函)(1903年 2 月 13 日) ，见《印度弘人来往函件)，第 1
集，第 8 卷.

② 《寇松致汉密尔顿函)(1 903年 1 月 13 日) ，见《印度私人来往函件) ，第 2
集，第24卷-

'11 (寇 1公放&密尔顿函) (1903年 3 月 12 日)，见《印度私人来往函件) ，第 2
集，第25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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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建议的内容俨寇松以为西藏政策只能是主张警戒边界的雪

"前进政策"的体现。西藏政策就是由许多这样的理由所决定

的，英国对西睹的政策从1898年以来就是如此。用比赛的术语米

说，这时的政策是，现在就要走出自己的一着高棋，以致敌人，

无论他是谁，中国人也好，俄国人也好，此后无站挪动他那一着'甲

，;可棋。

九

西藏政策，按照以上这些论述，一直作为〈英俄)"大角逐俨

("Great Game勺的一个方面来考虑的ω 这并不否认当时英国人

问西藏人在贸易、边界和遵守条约上都存在着争执。但是，寇拉

向汉密尔顿私下提出的他对西藏问题观点的主要原则表明，英藏

争执之类在他的思想上极其微不足道。这些事情只是在为荣属鹏叼

使团制造"合适的国际事例"中才成为重要的.也就因此才以显.

著的地位载入了《兰皮书》。

幸而民主网家常常不能发动先发制人的战争旦它们发

动，也只能在面临国内众多民众的不容忽视的抗议中(公开〉进

行ω 这就是荣赫鹏使闭的特质，它同当前的中东事件有许多惊人

的相似之处。这种先发制人的行动非常难于公开说明是合理的，

尤其是当有意用这种行动左右→个大国的政策，而这种政策又尚

未成熟，该国又宜林它不存在的时候。甚至这种先发制人的行动

n0成就也难以估定 z 断言这种先发制人的行动所要防止的危险如?

未成为事实.此·危险从来就没有过，也未免太容易了。

如果我们要对道松的政策下任何结论，那么对寇松试囱防止

西藏出现的危险，必须〔设身处地〕在1902年或1903年当时的政

的气候F来考虑υ 当时寇松认为俄国在西藏或对西藏搞阴谋对英

æl利益可能是危险的。他掌握了许多证据，指明这神阴谋活动确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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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在进行中。他能不理会那些证据吗?在松认为他不能。义和拳

兴起之后的时期，当俄国人忙于立足朝鲜、棋洲和蒙古的时怯，

很难说寇松远方面就没有充分的理由d 在松派去西藏的使团革芫

熠对传闻的1902年的中俄关于西藏的条约的回击，而且关于派遣

使园的它要计划也是同年制窑的。这决不是如经常有人说的那

样.英国乘俄国陷入对日战争的时机从中取利的一个策略。、

成功了吗?从寇松本人的遭遇和声望来看-荣古亦鹏使团忌不

戒功的。但是继此俄国在西藏的地位也未得以巩固。中国人从中

暂时得利，倒是真的，不过当时〔对英国说7 中国比俄国是略胜

一筹的邻国。而且归根到底，不吁{穹认的是‘ 1904年报赴拉萨的

英国使团给十三世达顿喇嘛统治F出现一个独立的西藏铺子了道

路，大大有利于英国统治印度次大陆的最后数十年间印度北部道

界的和平。

译自《英国皇家中!It学会合刊>> .第46卷，

第 1 剿， 1959年 1 月号，第46-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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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阿古柏政权性质的研究

新免康

序 午
一
一
口

以 1861年的摩斯林反叛为契机.在东突厥斯坦出现了一个阿

古柏政权。关于这个政权的性质及其主要人物已成为近期研究的

主要题目之一。例如在苏联的研究中，有人主张这个政权是维

吾尔族①的政权，②而中罔的研究则认为它是来自浩罕汗国的侵略

者的政权。③

所谓阿古柏政仅是当地维吾尔族政权还是外来者政权的问

题，其本身有无重要意义，我们可以暂且不管，但起码对执政人

物的内情应进行具体的研究。然而从现有的研究来看，还很难说

已经做到了这一点。③

本文拟将阿古柏政权的主体是当地维吾尔族还是外来者的问

题45放一边，而从人员的构5克方面来进行研究。具体地说，打算

'Tl 对 R.j 居住在东突厥斯坦，操东突厥语方言的穆斯林们，从20世纪起槛称为

"tlt 吾尔"这多半是为了追溯时代的方便而这样称呼〈参阅浪田正美( 19世纪维吾
尔刀史文献字说> ，载《东方学报'第55册， 1983年， 354 - 355页。以下简称滨回 e序
说"。对于当时在东突厥斯坦形成的突厥伊斯兰系的语言、宗段、生活方式、社
会经济关系大体相同的"民族"，本文也同样使用维吾尔这一称呼。

② 且 .A.伊西耶夫《维吾尔的哲德莎尔固"莫斯科， 1981 年， A. 霍加耶夫《清

帝国、准噶里亚和东突厥斯坦"莫斯科， 1979年。
③ 参阅纪大椿‘阿古柏对新疆的入侵及其覆灭， ((历史研究， , 1978年第 s

期〉以及包尔汉《再论阿古柏政权， μ历史研究) 1979年第 8 期)。苏联和中国的研究

者关于这个问题的观点明显地反映了两国的政治立场。

⑨ 例如伊西耶夫关于其80%以七的官吏都是维吾尔人的说法，就缺乏具体根据

〈伊囚耶夫.上引书第271汪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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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这样的步骤进行z 首先，从阿古柏征服东突厥斯坦的过程开

始研究F 其次，从稍微静止的立场出发，考察该政权文武官吏的

任用及其人员的构成。要完成这样的分析，现在最基本的史料是

出身于赛里木的维吾尔人毛拉·木萨·赛里木的历史书《安宁

史》①(以下简称TA) ， 和阿古柏手下的武将阿布都拉胖色提

(‘Abd Allãh Pãnsad) 的军事行动记录 "Tãrih - i sígãri" ③ 

(以下简称T的。本文就以这两份史料为主进行研究。

第 1 章阿古柏的征服活动

关于阿古柏征服东突厥斯坦的具体事实并非十分清楚。在此

仅能根据支撑阿古柏政权的官吏的构成，从外来者所起的作用和

当时东突厥斯坦维吾尔族权势人物的动向这两个侧面来看其征服

过程。

1 外来者与征服军

首先，根据TA和TS，看一下外来者的构成。

阿古柏伯克本身是拮罕汗国的权势人物，他受;立力木库

勒@之命，与所谓喀什噶尔和卓的后裔布素鲁克和卓④一起来到

喀什噶尔，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当时随同他们…起到来的人物名

单如表1 (a) 所示。其中包括参与倭里汗入侵略什噶尔，⑤镇压肘

① "19世纪维吾尔历虫文献中最优秀最基本的史料" (族团《序说>> 388页}。

这份察合台文的著作有较高的支料价值(槟因‘序说) 387-288ïli>在此使用白白是福图
索夫 (IIAHTYCOB ， H. H.) 的版本《安宁宠)，毛拉·木萨·赛里木，喀山， 1905年。

② 未公开的旅斯文先料。大英图书馆Or ， 8156 ， 1874年 8 月 4 日. 107页。根

作者经历而写，稍有偏颇。"关于阿古柏征服东突厥斯坦最重要的史料" (渎罔《序

说>383-384页〉。

⑧ 发动了对治罕迈里汗的叛乱， 1862年起成为仔国事实上的统治者 (V.p. 纳
里夫金《治罕仔国简史>> ，巴黎， 1889年，第238页〉。

④ 在1826年的所谓"圣战"中从法罕汗国人侵喀什噶尔的张格尔和单之子〈位日
透 (18一 19世纪末突厥斯坦社会史研究) ，吉川弘文馆， 1963年. 509页);

(,t υT. lJ.瓦里rn普夫选集>> • 1985年，第 s 卷，第 150-1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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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I

(a) 和阿古柏-起到来者

ω
M咀

一

No TA ,C.136 -137 

布崇鲁克. ii" 托勒1 Buzurg Han Tora布亲鲁克.if. fE勒

。

" 

8 

4 Bàtur-basj哈木l6巴图尔巳I1 a皿 dam

什

5 'Abd Allah Yuz-basj 阿木都拉玉孜

巴什

6 GàZi Yuz-ba.i 嘎孜·玉孜巳{t

7 Id Muhammad Yuz-basi 依德·穆罕

8 

买德·玉孜巴什

Tarãb Hwãca Yasdwul-ha51 

塔拉布·和1-~( .牙沙瓦巳什

贝柳《历史'204页

Buzurg Hãn Tllra 

Muha皿mad Qu li Sigawul穆罕tj~

德·库里·沙哈瓦

IJwaca Ka \ã n lI udaycl 和t~f. .玲:兰·

胡戴奇

Hamdam Pa !l s叫哈水边·孵也提

‘ Ahd Alláh Pansad 阿布都t.iJ. .胖色l

提

Buzurg khan Tora 布索鲁克·打..托勒

Muhanlmad Cu Ii Shaghkwa I 穆罕只

德·库里 .ijl哈瓦

Khoja kalan Hudaychi 和丰·库兰·

胡戴奇

Abdulla pa !l sad '"'1 布都拉·胖色提



续表 I

:·!itEe 

m
w
f
ω

。
贝柳《历史) 204页TS.f.2Sb 

Hú n) 乌合木德 if(Mahmüd 

T 生， C.136-137No 

• Az!z Callãd 文则孜·艾拉德9 

牙Wil1 ./、那依Ya ‘ qllh Kãrnáyi 10 

11 

(a') "1. 11水库朝J派ft启1囚的使"(i

一一
Ul柳叫J) 史>> 206页TS , f .30b -31. No 

'! l尔·穆罕买德Muhammad Nar Nãr Muhammad Parwãnacî 纳尔·

P a nsa d 哈木达·胖色提Hamdam 

米尔 -ri巳 .tJIHudaychì MîrB.ha 

娥t奇

，-、屿...响~..甘于事..... 

12 

穆罕买德·帕尔瓦那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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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0 

14 

18 

19 

(b) 河边克伯克弓，

15 

16 

17 

UUH 

TS.f .39' 

需 idiq Be.~ 可迪克伯克

Kicik Hin TürA 克希克·罕·托勒

Qü_ Dãdhwah Qirgiz 片zH' 边德

11' .树尔克孜

贝柳《历史> 207页

续表I

一一

S.dìc Beg.Kirghiz i少迪克

• 1tl克·柯尔克孜

Kichik Kh'n Tora 克希克·罕·托

勒

Cosh 库什

Mullã Årzü Dãdhwãh Qírglz 毛技 I Mullã Arzü 毛拉·阿尔孜

·阿尔孜·边德华·柯尔克孜

'Usmãn Dãdhwãh Qírgïz 乌斯曼·

ui德华·柯尔及L孜

Uthma n 乌斯曼

德华·柯尔克仪

Hadir Dãdhwâh Qirgl l.卡德尔·这 I Khadir Ali 卡德尔·问.In

一 C a;II! __ 



续寝l
ω
ω
N
 

(c") .{!: (c) 之前加I入阳j古柏摩 F者

No 一 ! 即·仰 ; 贝柳《历史) 2蚓

13 Mlr Baba 川川米尔巳巳·胡戴 Mir Baba 川州米尔巴巳·胡戴

奇 奇

20 Q'li Ziyaùal-Din 咯议'1X!1二能·阿 l cazl}ZJa tttitIHB 喀仪·放!l二能 r

勒丁

21 Qadir QUll Bcg Dãdhwah 卡能尔库 K.dir Culì Dadkbwah -1、德尔·库

里·伯克·达德华 里·达德华

22 lI uùáy Quli Bcg 胡达·胡里·伯先 Khuda Culì Bcg 胡达·胡里·伯克

TA ,C.145 TS , f.46 a 贝柳 f历史 ) 210页

23 Hudãy Qulï Hãn 胡达·库里罕 Khuda Cu Jl Khan 胡达·库里罕

24 Bf. g Muhamfuad Qurci 伯克·穆罕买 Beg Muhammad Ming-haSl伯克· Beg Muhammad Mingbashì 伯克·

德·库尔齐 穆罕买德·明·巳fI 穆罕买德·明巴1~



5 
, 

.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TS , {.46-

Mirzã Ahmad Qû {i begi 米尔扎·阿l' Mlrzã Ahmad Dastü~hãnci 米尔扎·

哩·巴图尔巴什

阿合买德·边什图罕奇

Tûra-i ka lA n , lsaD HiiD Tt1 r. 托

输·库兰，依鄙罕·托勒

• 

续表 I

贝柳《历史~ 210页

Mirza Ahmad Da S! ur Khwanchi 米

尔扎·阿合买德·达什图罕奇

Eshan Khan Tora ,Tora Kalan!依都

·罕托勒托勒·库兰
..... 函

Wali Hln Tnr. 倭里汗·托勘 1 Wall Khan Tora 倭里汗·托勒

Muhammad Na za r Beg Q归begi 穆 Muhammad Nazar Begkoshbegi 穆

罕买德·那扎尔伯克·库什·伯克i 罕买德·那扎尔伯克·库什伯克

Qus Parw晶 D&Cl 库什·帕尔瓦纳奇 1. Cosh p. rwanch i 库什·帕尔瓦齐

Cang Dad Hwiih 江·这德华 I Dadkhwahs Janak 达德华·加那克

Haklm Beg Dãdhwiih 哈育水伯克. I Haklm Beg 哈吉木伯克

Mú \a n 木拉

mvhww 

合买德·库什·伯克

Katla Hâfi T i\ rám 卡塔汗·托勒

Wali Han Toräm 倭里 if • 托勒

Muhammad Nazar. Bcg 窦罕买德·

那扎尔·伯克

洛德华

33 I 吨Jmär Qu li Bãtur-basi 乌玛尔·库| ‘ Umar Quli Dadh;'ih 乌玛尔·库

Mawlãn Dãdhwih 毛拉·达德华

，飞 , 、 ‘ 毡 旬'一.~..二- 吨' … P 气已→寸→~飞了~气? 飞 " 

'里·达德华



ω
ω
血

缉寝I

贝柳《历史) 210贝No 

3 ,1 

35 

36 

J7 

38 

39 

40 

41 

42 

TA ,C.145 

Turdi Qul Daùhwah 吐尔i虫·川:

勒·达tsfF

Camaùar Dadhwah 加均达尔 .jð德

华

Turdl QUli 

盟·边告~11主

‘ Umar Qult lI udaycÏ 乌玛尔·库

!且·梢戴奇

'Isà Dadhwιh 依萨·达德华

Sayyiù Beg ， Qutihcgi 赛义德·伯先·

库什伯先

Camaùar Dadhwah Nayib 加玛.i2i

尔. i态德华·纳农有i

‘ Abù al-Rahman Dadh l" ah I坦'1:.ñi

都·热合曼·达德华

Qu. Dádhwah 库什·达德华

Camãl Qulí Dädhwäh 加玛尔. J年

Aq r. üta 

"1J1 .达德华

DádlJ\'ãh 阿克布塔·达德华

Turdi Culi I吐尔迎·廊里

、

U皿ar Culi Hudaychi 乌玛尔·片i

里·胡戴~

ha 依萨

Syaù Reg 斯必能. f白fι

Naíb llaksh Jamadar 纳成Na b!J i 

布·纳布比·巳克什·加玛达尔

Abdurrahmàn r"'I布都·热合曼



No 

13 

44 
/ 

ιt:; 

j (j 

.17 

lB 

1 日

ω
吐
白

Bagì 

Fa 、 z

T~玉， f.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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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J1t 亡于浩罕境内的支则拉伯克 (Aziz Beg) (英吉抄尔人)等维吾

尔流亡者①和阿布部拉 (TS的作者〉芋浩罕因的武将。②这部分

人的人数无疑是少数。@占领喀什噶尔后，尽管与在叶尔芜的库

乍和卓④势力抗争，阿古柏方面的人数据说也不到200 人。⑤

占领英吉抄尔后，跟随喀什噶尔和卓家族 A 员克希克汗托勒

的司迪克伯克@等人来到(表 1 (h) )。另外，巴达克 lU 人出来

了。⑦这些人加入了阿古柏的部下，在同!军车相卓厅面的罕阿里

岛之战中形成了阿占柏方面的军事力量，但据说在最初均冲突 iz

就四分五裂了。结果依仗阿布都拉手下200人的力量才取得胜

利。⑧在这个阶段.阿古柏军队只不过是外来者的聚束而已，;五

召'不出作为征服活动主体组织的军队的样子。

阿古柏占领英吉沙尔要塞后，从浩罕门二|茸来 r不少人。 1865

年在与俄军的塔什千之战中，艾力木库勒死后，其部属被重新i工

台的胡达雅尔抒击败，并被迫击到喀什噶尔一带。@具体人名如

表们c) 所示。其中包括表1 ， NO(25l 米尔扎·阿合买德·库 H {~I 

一一一一一---
① 关于艾则孜伯克的籍贯，见TA ， C.167 ， TS ， f.32b。另外，沙土克·布格拉

ìF (Salug Bogra Hãn) 麻扎尔的谢赫夫、乌合木德if (Mahmud Hãn) 也可著作有

问样经历的人物〈槟曰《穆罕买德·阿拉木的〈和旧金) JlI i.主解1i两个附录>> ，‘人
文， 18 号. 1982年.第85-86页。以下简称i宾 III m )。

Q'I 伊西耶夫，上引书，第20页。

~1 250人 (TA ， C'137)。骑兵50人( A.H.库'罗帕43 金需喀 fP画甲伞亚泣，圣彼

仰华. 1879年，第 135页。以下简称库罗帕特金〉。

④ 以 1864年库车烦乱而掌握权力的热西丁和马王家族。参阅1'A ， C.16 ， 48-49 ，
及在 ÆI 仆，斯兰圣徒及其陵慕>> (亚洲学刊. 34 ， 1978年〉第92-94页。

。 TS.f.32b 。

(t\. 柯尔克孜首领， f寺里i汗之乱后，被任命为塔什来里克的统治者 4瓦JI!.&诺夫

!;31 书，第 1û 0页) .参加 1864 年的喀什噶尔起义，以后掌握了领导权 (lt. W. 贝柳

《喀什噶尔也>> <T .D.荔赛斯( 1873年叶尔芫纪行>>加尔各答. 1875年> , (以 F

简称 9! 柳也历史) >第204页〉。是此人邀请的布素鲁克和卓.以后被阿布都拉等驱
泛 li:l侈品 f! 噶尔，跑到法罕域内 (T5. f .28川。

(7 TS.f.39a-41 a 。

(". T5.f .43a -43b , TA ， C.73一 74 ， 143 , 
@ 纳里夫金，上引书，第248--2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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觅①和据认为是炮兵队长的表1 ， N038加玛达尔 ·j主德华l争非

浩罕汗国的权势者，还有表1 ， N026卡塔汗③和喀什噶尔和11革的

后裔倭里汗等。与前者有关的表1， N031哈吉木伯克和表 1 ， NO 

:3 4rti:尔迪库力等，贝柳 (Bellew) 说他们是" (汗罔的)胖色捉

4五百人长}和宫延宫"。否他们也加入到网古柏的部下。⑤

以上是主要的外来者。由于接纳了他们而使阿古柏军膨胀起

来。但是这支军队还不能说已经变成了征服军。在向叶尔羌进军

之际，军队发生了分裂。下面就根据TS重点研究一下这个问

题。⑨

正当阿占柏军队与叶尔芜的东于战触之际.表1 ， N02 /j 伯

克·穆罕买德跟随布素鲁克离去， {旦被围困在英吉沙尔城c ⑦据

认为，表I ， N032毛拉·达德华也在其中，⑧他们与表 1 (C) 中

的部分外来者→起形成了一个中心。阿古柏和剩下的军队一起追

击他们.并把军队的主力保留在途中的克孜勒，然后返回喀什噶

尔回域。但是在克孜勒发生了新的军队分裂。即z 国卡塔汗拒绝

了司迪克想当帕地夏 (Pãd iSah) 的要求.司迪克等人依仗着帕

拉什 (FarrãS)要塞而援离。他们中包括赛义德·伯克·库什别

① 参照H.M. 韦谢洛夫斯基《毕J.B烈克·问古柏伯克一一喀什噶尔的冈熔勒

克) ( <俄罗斯考古学会东方分会会币IJ) ，卷 1 ， 1889~n 。另据TS，是艾力木j草勒
时代霍占特的统治者(f.22问。

②掘8.B. 巴扎尔德《沙鲁赫史摘粟) (载《巴扎尔德文集'第 2 卷第 2 分所.

莫斯科， 1974年)第 357页，出现在与俄军的奇姆肯特攻防战中。据沙敖称.j主方
遮替人(沙敖《上能钮、叶尔羌、喀什噶尔概论>伦敦， 1871年，第345页)。

③ 参加了 1847年的所谓"七和卓圣战" (加藻直入〈匕苦~11~i.圣战.(史学
杂志> 86-1 ， 1977 年， 61 、 69页)。

④ 贝柳《历史)第210页。

( TS , f.46b-47ao 

⑥ TS的这一记载，使阿古柏的危机状况得以流传。凡对;河古柏不利的事实:，\.
TS中被隐瞒、歪曲的时候居多，因此这一记载足特别的，可以说具有反快真实f市况
的可靠性。

(i) TS.f'S2 a , 
③ Il.别尔韦合夫叫己同古I Hl .,> , 4);: {:马克思主义刃:t户口9 (1940 年 1;〉

!lT>, (以下简称RY) , (, 1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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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 (Sayyid Beg Qü吕begi) 、哈在达·库力·达德华·乞 l、祟克+

(Haydar Qu. lí Dãdhwãh Qïpeaq) 、乌斯曼·达德、华·柯尔克

孜 υDsmãn Ðâdhwâh QïrgÏz) 木拉·阿尔孜.Ui德、华·柯尔

克孜 (Mu. llâ Arzü Ðãdh wah Qïrgï吟。①后两者即表 1 (b) 中

的 N018和 N017，赛义德伯克即表 1 (c) N037" 由此可见，

这个集体是以司迪克的同来者为主，加上表 1 (c) 中的部分人组

成。扫一方面，卡塔汗等人向喀什噶尔行进，途中被司迪克方

面俘获。以后又被阿布都拉J撤出，最后与阿古柏合流。其中包括

表 1 ， N028穆罕买德·那扎尔·伯克·库什伯克、表 1 , N038 

贾马达尔、表 1 ， N047塔什和卓依部、表 1 ， N045 塔什和卓

依部苏、都尔、表 1 ， N043巳吉·伯克·达德华、表 1 ， N0 34木

拉·吐尔迫·库力·乞卡察克。⑥据认为，米尔扎·阿合买德也

和卡塔汗在一起。③表 1 (c) 是来自浩罕汗国的主要部分，和阿古

柏合流可能性较大。因此，上述分裂对于一支没有严密的组织，

仅由参加者鸟合而成的阿古柏军队来说，是不可避免的。

分裂以后的各部分情况如何呢?关于伯克·悖罕买德等人，

TA有如下记述:阿古柏围攻英吉抄尔后， "有势力者中近200名

乞.~察克分裂而志， (阿古柏〉加固了城门。幸者走，留者留.

但以伯克·穆罕买德·库尔奇 (Qurci) 为首出幸的乞 F 察克人

的妻子们却落入(阿古柏〉胡什伯克之手.她们遭到利剑处刑

或拘捕。堕蓓的骚乱平息了，土地得到了安宁"。④这段记述搞

活了包括家属在内的伯克·穆罕买德乞卡察克集团解体的过程。

伯克·穆罕买德和毛拉·达德华等人逃到浩罕境内，被胡达雅尔

汗下令杀死。⑤关于司迪克集团的情况没有见到直接记载，故司

(0 T5 , f.53b-S4 a 。

②凹， f.54&-55 8 , 
@ 据米尔扎·阿合买德自己说.和H主珞ìll民亲密(韦谢i岛夫斯基， J::引书.第

98页) • 
Ø) TA , C.148 , 
(0 RY. C.131; TS. f.55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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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克的主向至，今不甚清楚。据说他们中的乌斯是·达德华以后在

喀什噶尔至浩罕的路上当"山贼"ω ①另外，如后所述，哈衣达

尔·库力成为阿古柏政权下有势力的武官。②因此可以推测事这

个集团也解体了，一部分销声匿迹，‘一部分加入阿古柏磨下o

企图与阿古柏合挠的人们情况如何呢?卡塔尔汗在此事件后

不久死去。③，浩罕汗国高势力的人物将在以后的征服活动中露

面。关于(阿古柏)收拾事态后，准备再次向叶尔羌进军前， TA 

有如下记载:

对军队和士兵进行了登记。记录在册的有骑兵 12.000 人、

步兵 3 ， 000人。以贾马达尔·达德华为将军，配备了 3000 名

步兵和大炮、犬型步枪及军旗军鼓，任命 8 个胖色捷，同时

下达贺令以示奖赏。任命米尔扎·阿合买绝·克什伯克为将

军，配备 3000名骑兵和 8 个胖色提，与军旗及盖有最新印

章的勒令一起下达。任命乌马尔·库为·胖色提均将军，选

派 3000名骑兵和 8 个胖色提，和军旗一起赐予，以示奖赏。

还任命阿布都拉为将军，配备3000名骑兵、 8 个胖色提，和

军旗一起下达，以示恩，枣、和赞扬。③

根据阿占柏的命令，军队进行登记，对将军及其下属官兵具体任

命，以显示军队的严密组织。在将军中，贾马达尔和米尔扎·间

合买德是与阿古柏合流的集团人物。另外，阿布都拉是和阿 iU柏

一起到来的武将 (TS的作者) ，乌马尔. J主力在表 1 (c) 中有名

字。至此可以认沟，通过军队的分裂事件，对外来者的军事力量

( TS , f ， 6Gb 。

② 参看第 3 章第 1 节。

③ 据TS ， f.56 a，书谢洛夫斯搭上3| 书;n 99页，足阿古柏町:位米尔扎将他，年死的J

( TA , C.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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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一次询让和整编，从而形成了征服军的主体。①

这支征服军即已形成，现在让我们以TA 、 TS以及穆罕买德·

阿拉木 (.Muhammad A ‘ la剧的《和回史>> (Tarih-iHotan) ② 

(以下简称TH) 为主要资料，研究其在征服活动中的表现，从

而确认军队分裂后留在与阿古柏合流集团中的人物4

间古柏占领叶尔羌后，又征服了哈比布拉③统治下的和田及

Jt-车和卓家族统治下的阿克苏和库车η 同时，以鸟鲁木齐和吐鲁

需为势力范阔的东干进入库车后，阿古柏亲自率军前进，把吐鲁

蒂和l乌鲁木齐也1I生归他的统治。在这些征服活动中，前面所举四

名将军都登场了 c 例如，阿布都拉在阿克苏、米尔扎·阿合买德

在吐鲁番、贾马达尔在除阿克苏以外的上述城市的征服活动中分

别留有名字。 q 据-TS，阿布都拉和乌马尔·库力在进攻吐鲁番时

被任命为将军以后，又增加了立米尔·拉什长尔的称号。⑤因此

lj 以自定， J主四人在征服活动中是处理军务的指挥官。在军队分

裂时与阿古柏合流者巾，有.-'塔什·幸Ll卓·依部，很可能就是胖

ßìhl: .塔什·和卓，他在进攻库丰时担任先锋，据说被库车方面

打死。@还有，穆罕买德·那扎尔·伯克和塔什·和卓·依部·斯

多尔国逃跑而在东干攻入库车之后被处罚。⑦和他们一起被处罚

的米尔·巴巴·达锦华(表 1 (a) N013) 因征服和因而出

名，③哈姆j主木·巳国尔巴 H. (表 1 (a) N04) 出于对阿克苏的

{[E)]þl之中， @)这些人肯定与征服活动密切相关。

co 与此同时，阿古柏在喀什噶尔地区确立了主权。能与他抗衡的布素鲁克和
f;;" 被坦于软禁状态 (TA. ('.148-149) 。

②法用《穆罕买德·阿拉木的〈和回史) J-东突厥文书集本导言) ，载‘人

文》第45号， 1979年。

@ 参看换回 m ，第66-67 ， 87-91页。
@ TA , C.158. 175. 199 , 201 , 204 , 205 , T5 ，人 G~....... 5门， 62~ ， 63a ， 6 7b.

73 蜀， 81 3 ; TH , p.25. 27 , 30; 库罗帕特全. C.145ε 

( TS. f .67b , 
(Ij) T A. C. 178 , 

E:Ò TS，人的 b ，

@ TH , J' .2ï , 
@ TA. C.17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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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表 1 (a) 中的嘎孜·玉孜巳什{表 1 ， N06) 和据认为是

i司 a人的嘎孜〈伯克〉胖色握在征服和田、阿克苏以及库车时霹

1M，①表 1 (c)N057哈在尔·穆罕买德参加了和田、库车及

lii:鲁番的战斗。⑧还有征服和田中的那吉木丁〈与贝柳书中的乌

拉托别籍人Najmuddin是否同一人? ) ，③进攻阿克苏时被任命

沟指挥官的库什·帕尔瓦纳奇④(表 1 (c) N029) 、派往乌什

的使者和卓·那扎尔·伯克③(表 1 (c) N050) 、在吐鲁番战

斗中和阿布都拉一起出现的穆罕买德·克里木·巴图尔巳什

(Muhammad Karim Bahãdur - basi ，费尔干纳入 7) 、⑥在乌鲁

木齐战役中被任用的阿孜木·库勒·胖色提(Azïm Qul Pãn♀ad) 

(的罕郊外的AI tiariq人 ) (J)等人，都是浩罕汗国人。除了TH记

载征服和i 田、库车时'出现的普抄尔·胖色提巴什 (PUsar PänL 

d-b盯 i) 、 卡帕克·亚瓦尔 (Kafak Yãwar) 、亚沙鸟勒·胡

达衣奇·边iS华 (Yasawul Hudaycï Dadhwãh) 、巴恰·巳罔

尔·胖色堤 (Baca Bahadur Pansad) 等籍贯不明者外二真正的

东突厥斯坦人只有z 征服和田时任财物库监察的艾则孜·伯克s

( yjfr :ì~主流t的维吾尔人〉和在吐鲁番、乌鲁木齐战斗中任指挥官

的尼牙斯·伯克·边德华⑨〈后述和田的阿奇本伯克〉。因此可

以阂，征服活动的指挥官大部分来自浩罕汗固。这也点和前述外

来者军事力量通过海汰、整编，形成征服军，→事是直相对应的。

2 维吾尔族权势人物的动向

下面按征服顺序有-下，在被征服的主要城镇，当地权势人

<D TH , P .27 , TA , C.1751 TH , p.30. 

( TH , P.28; TA , C.1791 TA , C.200 (TH , p.2的。
I:.i) TH , P .28。关于籍贯，见贝柳《克什米与喀什噶尔)，伦敦， 1875年，第363页。

:.D TS , f.61b-62>ρ 
'8 TA , C.126. 

。 TS ， f.77b ，美于籍贯， )l,!.TA , C.283 。

吵 TA , c.203。关于籍贯，见库罗帕特金， C .150 。

'υ TH , r.27，其后以贪污、侵吞'11"处用IJ (TA , c.161) , 
0) TS ， f.7剖，库罗帕特金， C.1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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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物对间古柏的征服所采取的态度和行动。

首先，关于喀什噶尔权贵的动向，上述史料并无明确记载。

但前述阿古柏军队分裂，伯克·穆罕买德一派尝试向该城回城flE

募志愿兵时，据说阿古柏方面的阿布都拉"在回城伊斯兰力量的

支持下"击退了他们。①据TS，阿古柏追击伯克·穆罕买德回到

-喀什噶尔时， "阿布都拉·胖色提和喀什噶尔的权贵们都出来"

吻阿古柏的脚以示服从。②鉴于TS的史料性质.这 A 记载有必

要打点折扣。即使如此，以喀什噶尔回城伊斯兰为中心的权势人

物支持阿古柏的司能性确实是很大的。

阿古柏掌握了喀什噶尔地区的权力之后，库车统治者热西丁

F把同族中的伊萨克(lshãg或伊萨Isà) 和卓派到叶尔芜。③阿古柏

把军队编成比较正轨的部队之后，也把军营驻扎到叶尔芜。②根据

TA，占据叶尔羌的伊萨克和东干密谋，准备袭击阿古柏军。尼牙斯·

伊沙噶伯克(lsikag - bèg)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密告阿古柏z "今

夜有7000名东干人和2000名本地人要出去，实施夜袭计划。特此忠

告，请求放援……"阿古柏接到情报后布置了伏兵，击败了夜袭

的伊萨克。⑤尼牙斯伯克在j青朝统治时代曾担任叶尔羌的伊沙噶

伯克之职。也由于这个属于"伯克官吏"⑦人物的协助，阿古柏

才取得胜利。据说伊萨克从城里"出来会见院下(阿古柏) ，进

行祈祷飞阿古柏赦免了他，并"缔结协定.抱他送到库车"。⑧

得到了叶尔芜的问古柏为了征服和田，用阴谋拘禁了哈比布

u拉坪杀害了他。⑨支持哈比布拉的和田居民，走进行了顽强的抵抗

① 贝柳《历史>> ，第213 页。

② TS , f .53b。关于此"权贵者"的具体内容不详。
@ ~事者不详的《穆斯林报>> (罗斯《喀什噶尔发现的三本突厥语手抄本>> , .t，运

会尔 (1)1908) 第44页。.以下简称GM。

( TS , f .57a , 
( TA , c.118 。

iì) <<大消历胡实录>>穆宗毅皇帝实;fr;> 25:{;; , 46页。另见TA ， c.264 , 

J) 参阅佐口透前引书第 3 隶。伊i少噶伯克(城市最高长官)的副职，见同书 111 贝
.ID TS , f .58 a 。
( TH , p.2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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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被阿古柏的军队砰灭。①征和田，看不到积极站在阿古柏

方面的人。

与征服喀什噶尔、叶尔芫挠和目的阿古柏相对，以热西丁为

中心的库车和卓方面，在此之前就存在着内部分裂迹象，现在更

加明朗化了。这时形成了三种局面z 一，对乌什和卓家族出身的统

治者布尔罕尼丁 (Burhan al-Din) 的反簸，尽管叛乱不久被镇、

压，但据说其残部技向了阿古柏方面。②二，和卓家族内部不和，互

相磨擦。 TA分析了伊萨克在叶尔芜吃败仗的原因之一是，他未

取得其他和卓们的协力支持。@三，布尔罕尼丁之子哈木尔丁

(Hãmal - D in) 为了阿克苏的土地，与加玛里丁 (Camal al Din ,. 

热西丁之兄，阿克苏的统治者〉发生战争，据说被囚禁在库车。

另外，根据TA:

在阿克苏，库车人阿布都·阿合是·达德华〈‘Abdal-

Rahmãn Dãdh wãh) 和阿克苏人阿布都拉·迪丹伯克(‘Ab<l

Allãh Dïwãn - begi) 担任加玛里丁和卓之职。一切政务

都位据他们的意见办理……〈他们〉秘密送去书简邀请阿古

柏.在库车，王国宰相托合塔·伊沙噶伯克 (Tohta Isika

ga - beg) 也决定让出领土，并将请降书送给了阿古柏。③

由此司知，库车和卓手下的掌管实际事务的官主暗中内通阿古柏。

上述分裂显然对阿古柏征服阿克苏、库车有利。阿古柏没有

遇到什么抵抗就占领了阿克苏，接着派遣使者到乌什。⑥据说那

里的统治者布尔罕尼丁"接受阻下的亲善建议 'y ，并立即到阿克

\D TA , c.161-163 。

@ TA , c.78-82 。

( TA , c.120. 

( TA. c.122-123。
:j) TA. c.123-1240 

'~!D TA. /c.12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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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表示服从阿古柏①。问古柏}I回应了乌什住民的期待，使 iJ 力11

玛里丁对立的哈木尔丁之父布尔罕尼丁归)1橱于他，成功地不tlrl: lfil 

地掌握了乌什的统治权。②

在库车，热西丁派遣军队，准备同阿古柏的军队打仗。但是

其中的哈木尔丁把情况通知了阿古柏.结果不战而降。 G 库乍右

面的军队被阿布都拉的部队击败，阿古柏顺利向库丰迹罕。据TS ，

当时

听注目击下到来，库车的帕夏(是热西丁吗? )立即准备

礼品，让，军车的头面人物都去参见坠下。他们到(问古柏所

在的〉克弧勒与坠下会见，在地毯上接吻，颁扬他的元来。

阿古柏送给他们衣服，使他们心满意足……⑨

从中可以看出库车权势者欢迎、服从阿古柏的情况。据说被

赦免而不得已服从阿古柏的热西丁返回自己的居处后， "再次发

出反叛宣言"时， "库车人把自己的帕豆的话(向阿占柏〉作了

报告。睦下听说此事，立即派人迫捕和1草，随后把他抓到睡下面

前，: (以后被处刑) 0 @在TA中也吁见到大体相同的记载， @库

车人特别是权势者很快服从阿古柏的情况由此叮见一斑。而且把

这件事和前述托合塔伯克里通阿古柏(I~ 记载对!围起来看，也大致
相同。

据TA所记，征服了阿克苏和库东地区的网古柏于1867年 10 月
返回喀什I噶尔后，分别向喀什噶尔、阿克苏、叶尔芜、和自下达

了修建官府的命令，还铸造了货币。万至此， μ阿古柏政 ?1 月"f

.… 

。 TS ， f.62a-62b , 

a 当事人毛拉·水萨日Ilt了整个 jLfiJU经过 (T/. ， c.126-128) 。
';D TA , c , 129 , 
'1) TS , f .63 h -64" 。

:v TS , f .61a -64h , 
o TA , c.179-180 , mnl:if不丽的 ìi2总 (p.29 -30) 。

( TA , c.18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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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视为正式成立了。

此后，以东干迸入为契机，开始了对吐鲁番的远征。阿古柏

军队在围攻吐鲁番时， "吐鲁番的许多显贵中，阿布都·卡哈尔

伯克(‘Abd al- Qahhãr Beg) 、和卓·阿布都拉伯克 (HWã

ca ‘Abd Allah Beg) 等人从自己收获的农作物中拿出各种粮食

支援胜利的军队〈即阿古柏的军队) ，井为他们服务。"①与此

相对，吐鲁番人瓦比德·哈里发 (Wabid Halifa) 在阿古柏占

领吐鲁番后被处刑，②可能因为他在阿古柏包围该城时支持东干

吧，总之.在n1:鲁番，围绕阿古柏的出现，权贵们作出了种种反

应。

综上所述，可以认为，在阿古柏的征服过程中，维吾尔的权

势人物们对阿古柏采取了相当积极的态度予以支持。

第 2 章文官任用及人员构成

1 中央行政宫

对于阿古柏政权，我使用"中央政府"这一名称，但对于是

否存在概念上的中央行政机关(包括官府建筑〉还值得怀疑。③

说起来，连确定首都的位置都感到稍有困难。④但不能因此而断

立:对于被并吞的各绿洲城邦国家行使实际权力的阿古柏政权不

曾存在。事实上各地区最高权力者阿奇木伯克都是阿古柏任免的。

关于中央行政机关的办公程序，包括何种官职承担何种职责，

其运转程度如何，还没有见到明确的记载。但可以看出，为了使

阿古柏行使权力、下达命令有亲可循~ i~是有负责制订条例的人。

( TA , c.201 , 
@ TA , c.202 。

③ 参照)l.I1.古洪 i苔夫《问古柏伯觅 lJ.j政的某些问题) (载《苏联科学院

东方研究所丛刊，第 16卷， 1985年) ，第 114页。
③ 库尔勒〈韦谢洛夫斯基上引书，第 100页〉、喀什噶尔 (RY. 第 134 页〉

等。TA巾说，远征乌鲁木齐返回后曾在阿克苏建有斡耳朵(第2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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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库罗帕特金所写，扎曼汗②说f阿古柏的全部王作人员，只有

三名米尔扎(书记) ".TA写道 z

牧草地收入的消费、官兵人数及马匹、武器数的勘定、

金库和办公经费支出，者~侬据米尔扎的命令。统治机关一切

事务都有米尔扎巴什分液、处理和通知。献上使和使节问题

在米尔扎巴什的过问下决定。米尔扎巴1+权为之犬仅次于自

下，并拥有至高无上的荣誉和戒严。②

最根本的一-点是，米尔扎的参与使阿古拍的软令文书化了，这是

确实的。③因此不妨把米尔扎，特别是米尔扎巴什〈书记长〉看

作是办理中央行政事务的官职。

那么?这些米尔扎是由什么样的人组成的呢?关于米尔扎的

任用记载几乎没有。但TA所列阿古柏时代主要人物→览表中，有

米尔扎和米尔扎巴什 J览表。将他们综合到一起，如表 rr (a) 所

示。⑨凡有籍贯记载的，均在表中注明。其中除一人是喀什噶尔

菇外，其余六人都是西突厥斯坦籍。

关于米尔扎以外的中央行政官，有姓名的任免记载，仅见到

关于1876一 1877年冬投向清朝的出纳官阿苏克·马合拉木 (Asür

Mahram) 的情况.顺便提 J下，根据GM 、 TH 、 TA，此人是英

吉沙尔人。⑨

① 据库罗帕特金第212页，扎曼 N 是出生于高加索的奥斯曼帝国官克，在阿古

柏öp.下任职。
( TA , c.277 , 
③ 库罗帕持金，第37页和TA，第236页有放书的样本。

② 其中卡玛尔丁直到阿古柏死之前还受到斥责(TA ， c.228 ， GM ， p.62-63) 。
萨边·米尔扎是否!!p i展赴印度的使节米尔扎·夏逃 (Mjrza Shadi) (Alder , G. 

J. <<不列颠印度的北方前线， 1865-}895> ，伦敦， 1963 ， p.63) ，存疑。
⑤ GM , p , 581 TH. p.351 TA , c.226 ，好象还举出了投向清朝的维吾尔人的

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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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H

籍贯的依据

TA ,C.227 

TA , C.278 

|川 277

i…771 • l 

a叫ι川川l卜山山-心扣D队…i

a叫1-…川毛拉闷阳叫#尔盯:汀丁巾，卢ωCυ2川 [ 川 i 

( a )米尔扎

zt 籍处
hu i 

.1', 人耶-t.

w 治士It iIJ TA ,C.277 Mirzã-basi (米尔扎牙库 rlìMirZã Ya ‘ qub 

米尔扎巳H)

米尔扎巳ff'

Mirzã Barãt (Barã'at) (米尔依巳拉提)

〈毛拉扎沙米尔扎)Mullã ‘ Isà Mirzã 

米尔扎巳什

米尔扎巳什

E Mahi 米尔扎巳fi'

TA.C.278 w Kamã 1 Mullã 抗，尔米

米尔扎〉

i 咯仆的;1

1 川， c. 27 8 一!

巴尔托里德C .356 E(W) 1 TA , C.278 Katta Hwãca Isàn MirZâ (卡tS右]J在依都米尔

主L)

(萨迫·米尔扎)Mlrzã Sadl 

tL 尔米

tL 尔米ω
也
@



续表Eω
剧
。

人名 lH 处

,C.278 

Mu川u川川川l川l

, C .279 

| 丁·米尔扎〉

Kàsif Hãn TiirIÍ Mïrzâ (卡两犬。F· 托勒· iTA，凡 279

i 米尔扎)

籍贯的依据

TA , C.278 Mullâ zayn al- ‘ Abidïn Mahdüm (毛t.&: • 

程依尔·阿布丁·玛哈牡木〉

TA , C.279 

Mïrzã (毛 tU· 纳两木al-Dïn Mullã Nacm 

名职

米尔扎〈巴什)

米尔扎

米尔扎

TA ,C.279 米尔扎

'f A, C .279 

TA ,C.279 

nud 
句
4

9" -FL , A 
中A

Mullã Karïm Mïrza (毛拉·克Æ木·米尔扎}

Mïrzã Bãbã Beg (米尔比·巳巳伯克〉

米尔扎

米尔扎

W表示西突厥斯坦人(以下同)。E表示东突厥斯坦人，



2 地方官

战吉洪诺夫等人的观点，较大的地方行政区域有十个维拉亚

提(地区) ，即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芜、和田、阿克苏、

乌什、拜城一赛里木、库车、库尔勒、吐鲁番。以各同名城镇为

中心，阿古柏分别任命一个阿奇木伯克〈也叫阿奇木) ，作为该

地区的最高负责人，统管全盘行政事务。①在各地区.除阿奇木

外，还任命了喀孜卡兰、喀孜阿斯卡尔、喀孜拉伊斯、抄尔卡尔.

等官克。②下面分别对此进行探讨。

a 阿奇木伯克

虽然关于这一官职的任用记载比其它记载要丰富→些，但仍 7

看不到系统的资料，就所见的虫料来说，内容也互有歧异3 因此唱

仅能从各史料中抽出有关人物和就任时间，进行必要的比较研究

首先，关于喀什噶尔的阿奇木伯克阿里达什·伯克·达德华

(Ald ãS Beg Dãdhwãh) 或阿拉什·比·达德华 (Alãs ßï Dã <

dhwäh) 是阿古柏征服和田后任命的，③其后没有被别人代替的去

迹象。据 4钦定平寇陕甘新疆回匪方略>> (以下简称《方略>> ) 

8 77年清军进击天山南路记事，其中有" (喀什噶尔〉头目阿里

边什"这 A名字。④他是当时喀什噶尔的统治者，这是确切的。

关于阿里达什伯克的出身记载比较分歧，但除了证据不足的但罗J

杰的记载以外，对于他是拮罕汗国人这一·点是一致的。⑤

在叶尔羌。穆罕买德·玉努斯江·什嘎乌勒·达德华 (Mu

rlhammad YUnus Can Sigäwul Dädhwah) 是阿奇木。⑥据直接

受到他知遇的沙敖况，他是浩罕汗国的米尔扎巴什，⑦因此至少

。) 阿奇木伯克相当于清钢统治时期伯克制中的"阿奇木伯克" (觅前引佐印

书第 111页)。

③ 吉洪诺夫上引书，第 112-114页，伊西耶夫上引书，第25-28页.

( TA , c.174. 

({l c 方略) 306卷，第 9 页。

JD 掘D.C.包罗杰‘阿古柏伯克传) ，伦敦， 1878 ，第231页，为喀什噶尔人仁

据TA，从法罕汗国时代来到阿古柏身边〈第 134-136页) ，据库罗帕特金，是珞什干
的商人〈第38页) ，并指出，是文力木库勒的亲戚〈第 135页〉。

⑨ 荔赛斯上引书，第 5 页，抄放 k引书，第 178页。

(η 抄放上引书，第2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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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由1年也是指罕iF 国人。 这样在米， fE喀什喝了j; fl t1 r j-尔芜，
直是由治罕汗!到人担任问奇木。

在"穆罕买德·阴古柏伯克;:1:良"中，英吉i少 ;j，的 11I1} 奇;}二是

毛拉·纳西水丁 (Mullã Nacm al - Dïn) 。①据认为，此人与

1874年贝柳访问该城时的司令官Naj Muddin是同」人，所以是乌

拉托别 (Orä - töpä) 人。②另外，在「大地区以外的玛喇尔巴什，

据说茹赛!钙的使节戈登 (T. E. Gordon) 访问时，该城阿奇木

是安集延人阿塔·己衣·米拉霍尔 (Ata Bai Mirakkor戎Au

Bãy Mirãhur) " ⑨总之，他们都是浩罕i于国人。

另一方面，阿克苏和库车的情况如何呢?首先看阿克苏，被占

领后的阿奇木是艾克木汗托勒。③据TA，东干人进入库车后，此

人卸任，住!毛拉江·米尔扎巳什(ll.fulla Ciyã l1 Mirzã - bas ï) 

继任。⑤又据TA，问古柏Qj; 1iE乌鲁木齐返回后，库丰人阿布部·

热合蛊. )主德华(‘Abd al- Rahmãn Dadhwah) 被取代。仁、"从

其它史科讨知p 阿毛i部·热合52·j主德华大句是在征服吐鲁峦后

就任的。J)支克木汗是"喀什噶尔和卓家族中唯·受到阿古柏信

任;}~人"。②关于毛拉江的情况不太清楚。根据网布部·热合52是

库车人的记载，可以认为，他和第 2 章第 2 节所叙述的，在阿古树

造反阿克苏之前就己陪通阿古柏的库车人阿布都·热合曼·达德

fl兰;二同一人。⑨

再看库车。根据TA 、 T8，征服时被任命的伊萨克〈亦称伊

rj) 滨回《序说) ，第377页。

I，~ 贝柳《克什米尔和喀什噶尔)第363 页。

}) 邦赛斯 k引书，第219页。

CD TA , c.177, TS , 'f .63h 。

ID TA , c.196. 

o TA , c.220 。

i:J) 器运出《序说，第 377页。

③ 惊田，因，第82 ïJf 0 

豆豆 损‘方路) 305卷， 15ïii. 1877年清军进攻时尼阿克兰的统治者，似投i句:南
明( "城内总头目阿布都勒涡i草率众投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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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俨)和卓困斗之能阻止尔干人选入库车而被解职，据说由那尔·穆

罕买烛。帕尔瓦拉齐 (Nãr Muhammad Parwãnacî) 继任。①据

TA，那尔·穆罕去德在远征乌鲁木齐时困有受贿之嫌而被处刑，

后{王若是|河米勒·汗·托勒(‘Amil Hãn Törä) 。②对此，TS认

为.伯克·胡IR .伯克 (Beg Qul ï Beg，阿古柏的长子〉恢复乌

岳木齐后(参 i!ii第 3 章) ，那尔卸任，托合塔·伊沙噶伯克·库

:i( (fohtä ‘坏 iqigabegi Kü i' ãyï) 高居库丰"主权者"的地位。③

另 i%RY号问古柏在远征乌鲁木齐的归途中，委任托合塔·伯克气

(Toxta -- hek) 沟库车统治者。④1'S和RY的这些记载，并不能~

iui二 i主泣~手Í':I'旨在性的边伍，但山此啡、知，两神史料都是把托合

塔·伯克作为继任的阿奇木看待的。因此，可以认为，库车的阳

市-木依次是:伊萨克ZRJLBi;尔·穆罕买德、托合塔·伯克。其

中 Ufl萨j;Uii半是的述问古柏占领叶尔羌时出现的库车;有1卓家族成

blo TA的伊萨觅;f1，TS. G l\l 、 RY的伊萨，从其事迹来看，正如

法田所指出的 ， ~Ir以看if同一 A人。③失于那尔·穆罕买德.和艾

力木jζ勒REfft喀什噶尔的问母木名字相同.主据认为，他是浩罕

i辰 f_i: .1;fl 囚的使 ?i，到东突厥斯坦(表 I 仙')(1 2)) 后不久成为库

平民间奇木3 他足沽'节 if国的权势人物，这是确切的ω 第三个人

物托含塔伯克曾受拉 f 1- .阿尔丁汗推荐，被任命为瓦孜尔(宰相)①

以后陆通问古柏(见第 1 章第 27仆，他是库丰人、

正如伊萨布1卓由于在叶尔羌域投靠阿古柏， Ij民从其"指示和

约束" @而成的库车阿奇木一样，在网点苏，比车，是由支持阿4

.D TA , c.198; TS , f.f9 !l。

(:.;) TA , c.217 0 

@ TS , f .95"0 

@) RY , c.13 L 

。 参阅读囚阻，第 80页。街Iff后在叶尔元在 "F金生活 (TA ， ;G 102页}。
IfV 巳托尔德上引书，第 35号页， TS , f .22po 

(沙 TA ， c.46 , 
〈功 TS , f.16b较为正确。由于脱从"指示和1约束"而首先被任命的足库尔勒柿、

阿奇才， ，其后注，rI~车的阿奇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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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柏征服活动均维吾尔人担任问奇木伯克。在和田，征服后的短

期内是米尔巴巴(表 I 仙')(1 3)) 任职，①以后是尼牙斯(前述

支持阿古柏征服叶尔芜的叶尔羌人〉担任阿奇木，直到阿古柏死

后。③因此I可以说，在和田也存在着类似库车、阿克苏的情况。

关于库丰周围 J些较小地区的阿奇木伯克，则看不出类似情

况。如阿克苏与库车之间的拜城一赛里木，当阿古柏占领吐鲁.ljf

时其间奇木是阿合买德·伯克，但不久死亡，据说由惶罕买稳-

J阿明·伯克·托克沙巳 (Muhammad Amin Eeg Toqsãha) 代替。③

据TS ， (阿古柏〉征服库车后，在拜城一赛里木设阿奇木，在

远征鸟兽木齐的归途中又再次设置。@在94h中，拜城一赛里木的

阿奇木是穆罕买德·阿明·拉克沙巴，看来后者就是此人，与TA

的记载·致。不敢肯立阴合买德伯克是否就是浩罕汗国外来者中

的同名者(表 1 (c)(49)) oTA中的悖罕买德·阿明是赫萨尔人，

措罕ìf国的权势者，每木拉·木萨很可能是赛里木人。

在库尔勒，据TS，是伊萨和卓担任阿奇木，直到他担任库年

间奇木为止。⑥据TA，东干人进入库车后，哈吉米尔扎 (HâCcï

Mîrzã) 是阿奇木。 P据库罗帕特金，同~时期酌阿奇木是和电·

米尔扎 (HWãca Mïrzã) c @又据TA，伯克·胡里伯克从乌鲁木

齐返回途中，哈吉·米尔扎卸任，新任职的是尼牙孜·穆罕买itl.

托克沙巳 (Niyzã Muhammad Toqsãha) ，据1S ，同一A 时期布

统治者与此名字相同。⑤如果哈吉·米尔扎与 Fi14· 米尔扎是同

'个人的话，伊萨布!卓只是短期任职，其后(干;清楚是 f?连任)

①凹， [.61 8, RY.c.132-133 , 

② I"J古柏死后，和回统治者睹中活动(TH，第 33 -3G页) ，结果归顺消饲(

‘方赂) , 306卷，第 9 页〉。
( TA. c.202。

( TS , f, 654-65b , 86' 。

主) TA , c.279 。

'"r，丁 TS ， [.64b o 

主) TA , c.198 , 2110 

③ 库罗帕特金，第 145页。

9) T A , c. 21日 I T S , f. 1 C 5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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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伯克·胡里从乌鲁木齐回来为止，哈吉米尔扎(手u卓米尔扎〉

和尼牙孜·穆罕买德先后担任阿奇木。据库罗帕特金，米尔扎手应

卓是[1G斯坎特人。①据TA，在接到清军进攻的消息后，尼牙孜·

穆罕买德被阿古柏派到乌鲁木齐一吐鲁番之间的达坡城要塞，后

被清军击败。③关于刘锦裳占领达圾城的情况， ((左文襄公全 fE

奏稿>> (以下筒称《奏稿>> )中有这样的记载:

••• ...生擒各贼……有安集延夷官犬通哈」员，其名均爱

伊德尔呼里，犬遇哈者犹华言犬总管也。又安集延胖色提六

町，曼什迈特，一宜牙子近特，一毛喇阿迈特，一他亦尔

呼罗，一爱里迈特，一迈买地里，胖色提者犹言营官也。又

安集延王子巴什三十六员，南八城玉子巴什二十二员……③

"宜牙子迈特"即尼牙孜·穆罕买德，大体没错。从这一记载中

的玉子巴什 (Yuzbasï，百人长〉部分可以看出，安集延人和东突一

厥斯坦"南八城"③人是被区别开来的。奥斯曼军事教官穆罕买

fS· 尤素甫⑤也根据中国人的习惯，将两者加以严格区别，⑥"爱

伊德乎呼里"和六名胖色提大约是浩罕汗国人。因此尼牙孜·穆

罕买德也很可能是浩罕汗国人。

这样看来，在拜城一赛里木和库尔勒等库车周围的小地区，

① 库罗帕特金第 150页。

② TA，第225-227页。 10. 巴拉诺娃《维吾尔编年史〈安宁史〉关于 1875-

1878年新疆反清统治的报道)>载 e维吾尔人民历史和文化资料)， 1978年) ，第 86-87.

89-9)页。

③ ‘奏稿) 50卷， 35页。
<!J "阿特沙尔" (六城 g 咕什噶尔、叶尔羌、和田、阿克苏，乌什、库车}加

上喀喇沙尔和英吉沙尔( (新疆简史，第二册，乌鲁木齐， 1980 , 158页}。

⑤ 1873年来到阿古柏部下( ( 伊斯兰百科全书》第 8 卷，第410页) .清军占
领喀什噶尔肘被捕，后释放回国。

⑥ 太不列颠外事局 e外事局同中国的一般性合作叫印度外事局出版《印度外事》
f26 毡 • 1P7?, 1, 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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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奇水伯克的位置可以说都被浩罕汗国人所占据了。①这与阿克

苏、库车政和田地区主要任用维吾尔人的状况形成了对照。

最后研究一下吐鲁番的情况。据说被问古柏征服后，原阿克

苏阿奇木艾克木汗·托勒被任为吐鲁番阿奇木。②清军进攻该城

时的问奇木也是此人，@故吁以认为，吐鲁番的阿奇木~直就是

这个人。如前所述，艾克木汗是喀什噶尔和卓家族的后裔。此人

任吐鲁番阿奇木一事具有相当微妙的含义。网他属于喀什噶尔扣

卓家族，所以为统治东突厥斯坦准备了名日。然而其权力却离开

了他!可能依靠的喀什噶尔地区。昌说他的祖先居住在东突厥斯川，

但他自己却是出生在浩罕汗国境内的外来者〈表1 (吟 (55)) 。

在乌鲁木齐，攒TA，该城被阿古柏征服后东干的索 J止。但

被任命为大元。111 (7 )。②苟据 4战定新疆ìê>> ，马忡;走向I 奇术。 l写

此二人以后者l~死于同徐学功的战斗中，⑥其经历差不多。若把

他们看成是同一人，则人名和官职各有异同，故不能肯定。。不

管怎样，乌鲁木齐的统治者是东干人，这是确实的。

在搞清了各地区阿奇木的任用及其出身之后，再着1民于该政

权所辖范围的分布状况，则司进一步看清z 作为统治中心的西邱

喀什噶尔、叶尔羌两地区，由浩罕lf国人控制;中部主要城市问

克苏、库车(以及和田〉由维吾尔人控制/;其周围地区 rlJ浩罕汗

因人控制p 东部的吐鲁番由喀什噶尔和卓家族的人控制，乌鲁木

齐由东干人控制3 边的确是十分微妙的配合。⑨然而有'也誓附加

ó) 乌竹的穰罕买德·巴巴·托克沙巳( ~~飞lhammad Baha T01sa飞的 (T A., C 

127; RY , c.132) 籍贯不明。

② 书谢洛夫斯基上引书，第 100yf;TS ，人 80 8 ;RY ， c.13:)o 

( TA , C.227 ,RY , C.135o 

iâ)TA , C.207,TS , f.83h. 

@ 费2光焘《践定新疆记，卷 1 ， 13页。

⑤ TA , C.211及《战定新疆i己，卷 1 ， 14页。

\ÎI i宾III 氏把索元帅推测为索焕章 n宾阳 m ， P.8 1)。根据人名及音，比愤测是
合理的。

③ 但是，但括维吾尔入在内，阿奇木的历任者大半出身于就任地区以外，这在I

清朝的统治体制有关，不能忽视。参阅真回安《清伯克制创设期的喀什哥哥利亚绿州社
会) ，载护雅夫编《内陆亚洲、西亚的社会与文化)， 11J川出版社， 1983 , 445页。

356 

…一一睛'一时"一一



一句:即使被任用的维吾尔人，也是支持阿古柏1IER匠活动的人。

b 阿奇木伯克以外的地方'ff

关于阿奇木ffif二 lJ，下地jj行政官吏的任用记载很少。试举其

项苦」鸭:。和卓·阿布在~:;拉·伯克在阿古柏 {jH民rI~，鲁番后被任命

为现务ff? ① ~n前所述，此人就是在吐鲁番被围攻时帮助了阿古

柏的那个吐鲁番人3

242j 的东突厥斯坦白然是伊斯兰社会，设有喀孜

( í '1丁[ )相陪是提 (muft ï) c 这些作为官职被编人政权

机构。。实际上，根据TA ， r嗨于文阿拉木 (a ‘ 1 am) 、穰夫提、拉

伊斯 (r ;I' is) 以反穆达里开r (mudarris，敦师)是根据勒令选举

产庄的u@这些职务在官职中占有何种位置尚不明确，但作为各

i也区的地，与官执行职责的事是确切的。下面对此试加探讨。由于

具体的任用记载只是很短的片断，所以准备采取研究米尔扎同样

的)jU~c 现将TA阿古柏时代有势力的乌拉玛和斯非」览表中，有

去喀孜告兰(大嘻孜)、喀孜、喀孜阿斯卡尔(军队的喀孜?④)、

喀孜拉伊斯(拉伊斯的负责人?的、穆夫提、路夫提阿斯

卡尔 (Mufu一句skar) 、⑤阿拉木以及有拉伊斯头衔者，分别按照

城才î ~íj举如表 11 (b) 。其中，喀孜卡兰巾的喀孜·孜牙尔丁·大毛

拉 (Qãzï ZïYã al-Din Dã-mullã) 、毛拉·阿布都拉·阿旬(

J\:I ullã ‘ Abd Allãh Ahun) 、喀孜·苏尔合·阿比 (Qãzi Surh 

Abï)，唔孜阿斯卡尔中的毛拉·哈吉·塔拉布 (Mullã Hãcc Î 

'rarab〉在阿古柏征服他们所在城市的记述中分别有任命的记

载。 (f[ 另外，毛拉·努曼·阿瓦尔 (Mulla Na ‘ man Awar) 困修

rρτA ， C.202 。
L尘 茹苦吉斯上引书，第99一 100页 J:r 罗柏特全，第35-35页。
r:Ð TA , C.234. 
(。 参照在罗帕特全.第36页。
, '9 TA. !l"f 234页"即使在胜利的军队中也存在J~~ 泣的 '1:; 孜. JI1l1斯长尔、穆夫:

提·阿斯卡尔和fA伊斯的判断"。
":D TA , C.155 、 178 、 202 、 16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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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大的住宅而被阿古柏束手免职。①白:TA的任兔记载中，应注:在

抓住少数喀孜长兰、喀孜阿斯卡尔和喀孜拉伊斯哩没有阿市有1 (10 

指示而任命的政权官员。

在TA的 A览表中，凡有籍贯记载者均在表内指出。无比记载

者巾，阿拉木的木拉·阿布都·热西德 (Mulla Abd al-Ra5id) 

是阿合买德汗(参看伊西耶夫上引~第20页〉的民子，川J能就是

贝柳所遇到的阿不都·热西德(‘Abd al-Raid) 。②关于努曼，

如果就是倭里汗叛乱时守卫叶尔芜城哈尼卡 (Hanaqah) 门的和

卓努曼 (Hwaca Nu ‘ man)③的话，那!也肯定是叶尔羌人。另外，

库车的阿拉·牙尔·阿甸 (Allah-Yãr Ahun) 是水拉·木萨的恙

，，~币，据木拉·木萨在库车学习和在别处的记述，他是咔车人。根

据其它史料或者是TA根据其它资料所推测的籍贯写在括弧巾。主〉

贝柳一行所遇到的马合木德汗⑤在贝柳的 4历史》中，带吁:豆-&合·

阿尔. {;{{斯拉木的头衔(P • 2 ] 1), ffl与 TA中同一职务的问合买德

和卓不同，故·并列于表内。

表 n (b) 的"出身地"栏内，除阿克苏的木合丁·阿斯卡尔、 ~15

尔·库勒·阿旬 (Nãr Qul λhü的是乞 i、察克以外，其余#jiJ注维

吾尔族。除阿克苏的l密孜卡兰、木拉·阿布部拉·阿旬外，其余

古吏都是本地人c jft实，木拉·阿布都拉在库车叛乱时就已是阿

克苏的喀孜了。{也是在库车和卓向鸟什进军之际被任命为i嘻孜·

阿斯卡尔的， \Q)所以也应把他和本地人一样看待。

因此 "f以说。在各地区阿奇木以外的地J; 宫中， "it宫"英泣

!以本地维吾尔人为中心。"法官"以外有不同的况。主11阿克在问扎

菜提奇〈扎杀提税务官)米尔扎·巳巳伯克(Mírzã Babãbqo. f吁

① TA ， C.166一 167 。

(苟 贝梆{.先{\"米尔和1 客{I-噶尔》，:在 339页。

3) 罗斯，上引书，第 10页 d委里 n:之死》。

却 T A, C.2840 
3 贝柳《觅什米尔和1喀什噶尔》第 337页 g 菇赛?街上引阳 ， :;ff 17 页，
( TA , C.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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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 , C.278 E 喀什噶尔

布部·热西德·脚l洪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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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代东突厥斯坝，即现新疆， W代西突厥斯坦，即现苏联中亚地区。



说是;赫萨尔大。①还有，库车和乌鲁木齐的萨拉姆阿嘎西(Salãm

-agasJ 分别由穆罕买德·木沙·托克沙巳 (Mubammad Mωa 

TO Cj sãba) 和理依尔·阿布丁·马合杜木 (Zayn al-Ahidin 

l\fuhdum) 担任。②前者就是TS中"阿克苏的权势者"之一A→一木

拉·捶罕买德·木沙·胖色提巳什·乞 l、察克 (M u lI a M uham

mad müsã Pãnsad- basï Qïpcaq) 。③因为同是乞 F 察克，表 1 (c) 

(<1 3) 巳克·伯克·达德华和 (44)费依孜·阿拉·达德华等外来者

被包括在"阿克苏的权势者"中，所以此人可以认为是外来者。后

者，据说是马尔格兰人④

虽说如此，这样的例子还不能作为对"阿奇木以外的地方宫是

以挂吾尔族为主体"观点的有力反证。因为，米尔扎·巴巴是阿克苏

的扎朵提奇，他所任鸟什至库尔勒的扎朵提奇税务官之职，是跨地

区的职务，所以用正确的意义来看扎朵提奇这一职务，是否能称

之词地厅官尚有疑问。⑤另外两名萨拉姆阿嘎西，是维吾尔族的阿

布ZZ· 热合曼(库丰人〉、东干的索元帅分别任阿奇木和大元 9rtJ'

时被任用的，特别是瞿依尔·阿布丁，是由于索元帅的请求而任

用先辅佐者的。关于这个官职的责权没有具体论述，但根据当时

情况推测z 这是为了使阿古拍手下的浩罕人辅住或监督维吾尔及

东子统治者而设置的。与此相反，在TA中有这样的记载 z 库尔勒

的阿奇木哈古·米尔扎被指派远征乌鲁木齐时，库尔勒人塔什兰

·喀孜·伯克 (Taslan Qazy ßeg) 代理其职务。⑥由此呼见，民

本地人辅佐浩罕汗罔来的阿奇木伯克的可能性也是有的

综上所述，文职官员中的中央行政官是西突厥斯坦人 p 各地

( TA , C.279 。

( TA , C.220 , 207 , 210 , 
⑨凹， f.94" 。
( TA , C.278 0 

(~ 参阅掘直《清代回疆交通-以写:台 :7;1 卡伦为中心> (‘大手前女子大学论集》

第 1 马号， 1979 年) • 104 页。

l豆iT鸟， C.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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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宗教法官"是本地维吾尔人亨各地区行政中心阿奇木怕克的

辅佐者是浩罕汗国人和维吾尔人的微妙的结合3

第3章武官任用及人员构成

一驻屯军司令官

l呵占柏 flE服东突厥斯坦并以外来者为中心形成军事力量iIqtf;

况己如前述。为了维持征服后的地区，军队理应驻屯。确认这件

事的记载很少，现列举于后o tJ;i}TA ，阿 lk柏占领 iZ鲁木齐后:

在乌鲁木齐汉城驻扎了 10000 骑兵，为吐尔迫·库为·

达位华 (Turdï Quli Dadh Wãh) 配备46 胖色提。每年换4

台新的胖色提，驻扎同样时间。吐尔迪·库为·达fZ 华的阴

位是艾米尔·拉什卡尔 (amiri-laskar) 。⑦

这里ìR.明了驻屯军的设置情况。驻电军最高指挥官被称为文米

尔·拉什卡尔。②伊西耶夫把艾米尔·拉什卡尔看作是各地区驻屯

军的司令官 ， @i我认为是合适的 u 收集同一范畴的艾米尔·拉ft

卡尔的任命记载吁以看到，在阿古柏占领后的和lT3，首先大约是

哈勒曼·胖色提(Halmãn pãns:\巾被任命为艾〉卡尔·拉什卡尔。3

与和固有关的， TA关于尼牙斯伯克的说明中有这样的记追:

"尼牙斯·伊沙噶伯32任和田阿奇木。其弟穆罕买德·阿明{白血

(Muhammad Amin Beg) 任艾米尔·拉什卡尔， :}14 赐给S 仨胖

( T AC217. 

② 据库罗帕将金实见 • ~;Uî拍政权的武fftf级分别为拉什卡尔巴 fi- 、脐包捷、
玉子巳什、皮扬吉巴H、达巴{~ (第 164 -16;; 页) .这些分 11J相当于茹赛斯所列j武官
一览表中的艾米尔·拉什卡尔或巳图尔巴针(勇士-1':人胖色提(五百人长}、王子立
巴什(百人民) .胖怆巳什(五 f- 人长) ，翁巳f!-( 什人民)(第99页)。不管怎样，艾
米尔·拉什卡尔是武官的最高职位。

③ 伊西耶夫上引书，第 26页。
Ð TA , C.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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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缸。"④边位榕罕买德·严II归 311 以认为是和回驻屯军的艾米尔拉

们卡尔(可能是哈勒莹的后任)。在被占领后的吐鲁番，捐说哈衣

i主 /r~ • 库勒·肘S {3提 (Haydar Qul pãnpd) 任艾米尔拉 !f t 尔 otE

也有的艾米尔拉什长织和这重驻IE军司令古分属不同的范畴，这

一点将在后文?主政。

有关驻屯军司令官的任命记载，不止是艾米尔拉什 fdr;在J 0 

例如，据TA，阿古柏征服叶尔羌之后，在任命阿奇木伯克、喀孜

卡兰的同时，卡帕克·库尔巴什 (Kafák Qur-baih) 被任命为巳

图尔巴什 (hãtur-bas í) o @征服阿克苏之后，哈姆达木·巳图尔

巳什 (Hamdam Bãtur-dasi) 被任命为巴图尔巳什。@据茹赛斯

报告，巴图尔巳什是较艾米尔拉什卡尔低一级的高级武官。⑤因此

推测，这些巴图尔巴什任命的记载与征服后驻扎的军队司令官右

关。

干 i司按征服)II~n序研究一下包括上述人员在内的驻屯军司令官

的未历。

首先，在喀什噶尔，阿古柏的长子hjJ~ .胡里伯克除参加乌

鲁木齐远征外，还任喀什噶尔驻屯军司令官一事是确实的。@({

ill军叶尔芜之前的节队组编中，阿古柏任命了艾米尔拉什卡尔。

据库罗帕特金，前述加玛达尔(表I(c)(33)) 是喀什噶尔炮兵队

F人民c d 

其次，关于叶尔芜的巳图尔巴什、仨帕亢·库尔巴f:- 、和旧

的文米与之拉什 i三尔、哈勒曼·胖色捷， TA的阿古柏时代武将一览

( TA. C.260 , 
② TA. C.202，夫子吐鲁番司令官→字系损TS (f ， 103b) 。
( TA. C.155 。

( TA. C.178。

⑤ 菇赛斯上引书，第99页。
⑥ 阿布都拉征服乌鲁木齐返回肘，据说"在哈行噶尔，来到伯宠胡Æ伯克面

前进行祈祷.， (TS ，人 86旧。又据库罗帕特金，在喀什噶尔有一位绕率200名步兵
和 1000名骑兵的司令官(第204 页}。

⑦参照库罗柏特金上引r;，第 186 页 s 沙敖上引书，第34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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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中有这样的记述:

…什嘎乌尔·达德华之子伊萨克江·胖色提(l ~5haq

Cän Pänsad) 、哈勒曼·胖色捷、?在德·穆罕买德·胖色提

(l d Muhammad Pän~ad) 、巴克·伯克·胖色提 (Bãqi Beg 

Pän~ad) 、那鸟罗现·胖色提 (Naw-roz Pãnsad) 阿甸、胖色 fE

(Ahiln Pãnsad) 年口鲁木 (Rum，指土耳其的亚州部分领土一→

译注)人穆罕买德·阿凡提 (Muhammad Afandï) 、哈里

勒·问凡提 (Halil Afandi)、卡帕克·拉瓦尔 (Klfak

Lãwar) 、巴衣·穆罕买德·贾尔奇巴什 (Bay Muhamma d 

Cãrcï卢 ba远。、穆罕买德·热衣木·中自合拉九 (Muham :n ad

Rah\m Fahlawä川等- t}l:胖色提，勇敢的指挥官很多。

另一方面，问特沙尔(六城〉人 (Ammä Altï-sahr sâh r 

<l damlarïdïn) 尼牙斯阿奇木之弟穆罕买德·问明·伯克毫

二主米尔拉什卡尔;阿克苏的问奇才二阿布都·拉合曼·达德华

之子是哈费孜·伯克·胖色提 (Hãfez Beg Pãn宇 ad) ……)

快 t居以上叙述形式求判断， "AltI 户豆ahradamlarîdïn" (六城人:])

以前所列举的武将(不仅是被引用者)不是阿特沙尔人，而是

外来者。所以，如果卡帕ft· 拉瓦尔和卡帕克·库尔巴什是同一)

人的町， íif以认为是外来者。另外TH中被称为Ayman Beg~的普

罕买德·阿明伯克，如前所述，是尼牙斯{:"克之弟。

问克JJ;的 H合;旺达木·巴图尔巳什是浩罕国的外来者(表 I (a 

() )) ，把TA和TS，因东于人进人库车时逃跑而被处罚。J)在

TAfl0武将--览表中， 作为阿克苏的支米尔拉什卡尔而出现的陪

罕买德·木i少·托克沙巳二i) -"T能继哈崎达木之后任问克苏的军队

CD TA , C.2830 

l ;þ TH , P .38 。

( TA , C.196; TS , f.S9b , 
'1> TA , C.28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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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令官。此人与在阿克苏被任命为萨拉木阴嘎孜者是同←飞七如l

前以述， .也是外来者。

吐鲁番的哈衣达尔·库尔·胖色提在第 1 章第 1 节扭述的军

队分裂事件中，在司迪克方面能见到其名字。据TS ，在艾力木 Jft勒

时代，作为阿古拍的继任者，个名叫哈衣达尔·库勒·胡达衣

奇·乞卡察克的人被任命为库拉玛( Qurama) 的统治苦与⑦此两

人如系同一人的话，则肯定是浩罕i干国的权势者。还有， fufRB木

齐的艾米尔拉什卡尔吐尔迪·库勒是来自浩罕汗国的外来者(:去

1 (c)(34)) 。在第 1 章叙述的军队分裂事件中，他被包括在与

阿古柏合流的集团内，肯定是浩罕汗国人。关于鸟鲁木齐军队司

令官， RY中也有类似记载，②故比较，可信。

此外再无关于艾米尔拉什卡尔·巴图尔巴什的任命记载.f8.

阿古柏征服乌鲁木齐归途中修建的喀喇沙尔(今窍菁二一译注)

要塞的司令官，由阿斯拉尔·库勒·达德华 (Asrãr Qulï Dadh 

wllh) 担任。③此人和迈里汗时代在场的同名人物③可能是同→人，

是浩罕汗园的权势者。

上述征服后的各主要城市驻屯军司令官，除和田的穆罕买德

·阿明之外，全部是外来者，而且都是浩罕汗国人。他们很可能

形成在一个统治阿古柏政权全境的高级武官层。

二派遣军指挥官

如第 1 节所述，军队指挥官并非全部载于史料。在阿古拉政

权下，完成征服之后还有过几次大的军事行动。即借徐学功反班

之机派遣军队，伯克·胡里伯克占领乌鲁木齐，以及与清军行动

相对应的军队东进等。下面看一下参加军事行动的武官。

①凹. f.23& 。

( RY. C.134 。
( TS , f .85&0 

( TS. f .1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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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乌鲁木齐南山的汉人徐半功①杀了鸟鲁木齐统治者索元

!!ilir 阿古柏接到报告后马上派出镇压军。据TA，当时由那尔·穆

坪 jj;11: 份!;二IFI;完那奇任艾米尔拉什卡尔， !随同者有哈吉·米尔扎、

艾先水lf .托拉、马合木德伯克·乌尔根奇 (Mahmüd Beg 

UrgencI) 以及哈衣达尔·库勒·达德侣。②后又派遣了乌买尔·库尔

.达忍华·立米尔jiL什卡尔辛li阿孜木·库尔脖包提。另→方面，根

据TS所载，有毛!71·i生尔迪·库勒·达也华、J.líS尔·穆罕买德手fI ip白

尔元那奇、阿布者[l .热合曼 -i主德华·柯尔克孜(‘Abd al-Rahmän 

Dadbwah Qïrgïz) ，艾克木汗·托勒，以及后来作为派遣军的

艾米尔拉什卡尔而增加的乌买尔·库勒。@这些记载中的"文米尔拉

什卡尔"一词，用于衷示军事行动中的主要指挥官。与前述驻屯军'

司令'l'nt米尔拉什卡尔有不同涵义。

达1些指挥官，包括在地理上接近乌鲁木齐的库尔勒阿奇木啥

古·米尔扎、库车阿奇木那尔·穆罕买德(如前所述，均系浩罕 l

ìf F!.1人)和[址:鲁番阿奇木艾克木;干等接近起事地点的地区阿奇木
他们自古军事责怪③就是把当地的军队动员起来一起行动。这些

资料说呗.当时吐鲁番的艾米尔拉什卡尔包括哈衣达尔·库勒在

内心主fI前所述， nJ二尔迪·库勒是克复乌鲁木齐后被配备为艾米尔

t:~H 1::北约。马合木德 fil!克·鸟尔根奇，从其名字来看，是外来

者仍 问 'F i'íß .热合曼与阿克苏的阴奇木大约是两个人，在外来者
lF 仁jfi 窄，宁 (1~I(c)(39)) 。以后增加的鸟买尔·库勒和阿孜木·

即可俗，i f;:13丁 1 幸?在 1 节所述，都是最早参加远征乌鲁木齐的浩罕

;干 !!υ 。如此说来，这一镇压行动所任用的指挥官是附近地区附

FlÌlJ 斗木和司令官.以政出身于1告罕汗国的有势力的武12· 。

其次，阿古柏的长子伯克·胡里伯克为克复鸟鲁木齐而进行

(1) 关于徐半功反共活动，参照《践宅新疆i己'卷 1 ，第 13-14页，以茂‘方略》

在 26 G. 第9页 e

( TA , C.212 , 
(~ TS , f.87h. 

④ 参照伊西耶夫上主|书，第 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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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征，派遣军队击退了徐学功等汉人，但由于乌鲁木齐东于再放

班乱、围攻，而 i问阿古柏求援。①当时随同伯克·胡里的指挥官如

下 z穆罕买iB· 克力木·达德华(Muhammad Karïm Dadh"ah) 、

阿力 -1白克·胖色提 υAlï Beg Pãn♀ ad) 、海罕买德·赛义

倍·胖色世 (Muhammad sãid Pãn宇 ad) 、纳乌罗孜·胖色提

(Naw-roz Pansad) 、哈勒曼·胖色提(前述)、托勒·库尔·拉

瓦尔 (rÖrä Qul La wa时，穆罕买德·热衣木. lþ自合拉完 (Mu

h&mmad Rahïm Fahlawã 川， TA中有这些人的名字。②

乌鲁木齐被征服，东干首领清真王妥得磷 (Dáud Halifa) 

逃到玛纳斯，阿古柏派出和议使者、马尔格兰人牙合牙·玉孜巴

什 (Yahyã Yuz-hasï) 到玛纳斯，但牙含牙被杀。为了征服玛纳

册，问古柏把问拉伯克·胖色提 (Allah Beg Pãn手 ad) 、胡萨米

丁. JJ'j':色提 (Husãn al- Din Pãn~ad) 、阿旬·胖色提 (Ahün

Pänsad) ，巳古·胖也提 (Bãqí Pãn号 ad) 等人派到伯克·胡里手

下。飞92占局:二妥得磷死，玛纳!听归属阿古柏。

根据TA的武将·览点，被动员来担任征服乌鲁木齐、玛纳斯

的指挥官b;1 ， 12罕买德 ·;45力木泣费尔干纳人;阿里伯克是鸟拉

托别人，3)阿拉他克在外米者中 H 名字(表I(C) No53) 。还有:纳

乌罗孜、强罕买德·热衣木、阿句、巳吉四人，用前述判断卡帕

克·库尔巳什在i啥，切呈·胖年堤的方法来判断，他们是外来者。

IZffL 人籍贯不汗。这样看米，凡籍贯能推测出来的那是外来者.

最后，看一下参加反抗洁军进攻的武官。据TA，随同阿古

柏午人;二哇 (r'-J :fi: r.含衣 i主尔·库尔. )主德华(如I'l:i JW述〉、克力

木·巳衣·米尔扎·胖色提 (Karirn Bay Mïrza Pãn手 ad) 、伊

jp二 jL江·怦也提(Ishãq Can Pãnsad) 、I!什费;文 • i白;克·胖包提

、1) TS , f.88b 。

( TA , C.213 。

( TA , C.215. 

( TA , C.283. 

369 



(Hãfez Beg Pãn~ad) 0 ①吗外，大概是根据在131;jZ勒的问古柏

的命令，随同海古拉(阿古柏之子)从阿克苏东j1!:的有 E 穆罕买

德·克力木·达德华(如前述〉、阿力木·巴衣·胖色提( 'Alim 

Bãy Pãn(>a巾，他们驻扎在托克逊。②

这些人中，据说伊萨克江是西嘎乌尔·达德华(前述叶尔芜

的问奇木)之子，哈费孜·伯克是阿布都·热合曼·达德华(前

述阿克苏的阿奇木〉之子。至此为止的记载中，哈费孜·伯克是

唯」冠有胖色提武官职衔的维吾尔人。据说他是阿布都·热合曼

之子，这→点与他这个维吾尔人能成为有权力的武官大有关系。

间是维吾尔人的艾米尔拉什卡尔---尼牙斯伯克之弟穆罕买德·

阿明伯克也可能有同样的情况。另外，巴拉诺娃根据TA的列宁格

勒版本，举出随同阿古柏东进的胖色提还有马木尔 (Ma

色色;提租卡迪尔 (Qã刊d缸ír叶〉胖色提o ③根据TA的武将一览表，这两

分人别是〈库车近郊〉沙雅和库车人。④因此可以认为，至少在

同古柏执政末期，包括伊萨克江在内的一些维吾尔出身的胖色

捷，在对清军的军事朽动中被动员出来。

此后，被派到古拉地的阿孜在木·库尔·胖色提〈前述〉在

与清军的战斗中"殉教"，⑤派到鸟鲁木齐的马老大爷⑥退却，⑦天

ILJ北路从阿古柏控制中挣脱出来 (1876年秋)。在这种形势下，阿

古柏(如前已述〉在达圾城安置了哈在达尔·库尔·达德华〈前

选外来者)、尼牙斯·穆合买德·托克抄巴(第 2 章已述，库尔勒

。 T A.， C.223. 
( T A., C. 224. 

③ 10. 巴拉诺娃上引书.第 26页。但在清钥史料中，马木尔是玉孜巴什(‘方

'昌'卷 306 ，第 8页)。

④ TA.第284页。 1864年的库车叛乱中，东进军指阵宫是马水尔某 (TA，第 42

92 、 94页)，不知与马木尔胖色提是否同一入。

⑤ 库罗帕特金，第 150页.
⑥ 原鸡喇尔巴什的东子首领.被送到喀什噶尔 (TA第 58页) ，担任东于人的

指探官(贝柳‘克什米尔和喀什噶尔h 第 312页儿

⑦ T A.，费~224页。(奏稿'第49卷，第5页也有相同记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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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奇木)等人。①据霍加耶夫，其'1 1 也包括伊西·穆罕买惚·
胖也提 (ls Muhammd Pãn手ad) 。②1877 年4 月 20 日，达堤城要

塞被刘锦裳军队攻克，据 f 奏稿》称，当时被fÿ.官兵 z

..计安集延人二E 十三名，南八城及吐鲁番、托克进

等缠回八百六十五名，喀喇沙尔土尔息特种人六十九名，本

地回民一百六于四名。有安集延夷官大通哈一员，其名为爱

伊传尔呼里，大通哈者犹华言犬总管也。又安集延胖色提六

员，一爱什迈特，一宜牙子违特，……胖色提者优华言总管

也。又安集延玉子巴什三十六员，南八城玉子巴什二十二

员。③

其中大通哈爱伊德安r~ 11于电即哈衣达尔·库尔·达德华，爱什迈特

即伊西·穆罕买德，宜牙子迈特即尼牙斯·穆罕买德，这大体没

错。哈衣达尔·库尔可能是浩罕问:国的权贵，井如前述，据推测，

这些胖色提是外来者。另一方面，"南八城玉子巳什二十二员"

部分，搞清了维吾尔族玉孜巴什(百人长〉的任用情况。还有，

"南八域及 UJ:鲁番、托克逊等缠回"部分恰好说明了东突厥斯坦出
身的维吾尔兵卒的存在。这些维吾尔官兵在达圾城被任命和前述

维吾尔人胖色提在军事行动中被任用的事实，与库罗中自特金的这

段记载相呼应 g 阿古柏政权后期，仅从外来者中招收志领兵己不

能满足补充新兵的需要，因此对当地住民也不得不实行义务兵役

制。②

虽说如此，在高级武宫中还看不到大批任用维吾尔人的迹象。

如前所述，艾米尔拉什卡尔和巴图尔巳什之职大部分为外来者

所占据，在山按时间顺序列举了出现于诸史料的、冠有胖色提武

① TA ，第 225页。

③ 霍1JP耶夫上引书，第91页，巴拉 i石娃 t引书，第 87页。

⑨ ‘奏稿>> 50卷，第35页。

④ F午，罗帕特金，第 16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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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职称的人物(到政权最后阶段的达摄城攻防战为止曲。 I七此去

可以看出，包括*节所搞清的人物在内，即使政权后期(远征乌

鲁木齐之后) ，也仍然是外来者占了脖色提职位的优势。

综上所述，吁以说，阿古柏征服东突厥斯坦后，出现于政局

中的有权势的武官〈驻屯军司令官和报遣军指挥官) ，主要由 iDJ击

罕汗国人为中心的外来者担任。②

结语

以上第 2 ， 3 章叙述了文武官员的配置。将其与统治机构联

系起来看，征服者的军事特权集团是建立在相对独立的几个地区

性社会之上的上层建筑，和进行掠夺统治的军事寄生国家的形象

没有矛盾。从这一意义上我们必须说，把阿古柏政极断定为维吾

尔族的政权是有困难的。

但同时也不能断寇，所谓阿古柏的政体，仅仅具育拥护、保

持以外来征服者为主体的军事集团权益的功能。因为促使阿古柏

征服东突厥斯坦、积极支持其统治的当地权贵势力确实是存在的o

不管怎样，搞清读政权的内部结构与作为其基础的当地社会

的各种关系，将成为留待今后研究的课题。

〔附记〕本文所使用的部分史料 IÙ滨田正美先尘提供，特此

深表谢意。

iF 白日本 4 土，'1~杂志b 第 96编第 1 号 0987年 1 月}

号主 莹 i苦

③ 继边板城之后，吐鲁番和托克逊被占领e 此后阿古柏死于库尔勒 a
②这一绪论是根据库罗帕特金目睹之印象(库罗帕恃金，第 166商人加上对贸

标被任用武宵的研究而得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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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问题研究·

1946-1952年

香港的政制改革计划

N. J. 明勒斯

迄今均止，香港仍未象大英殖民帝国的其他殖民地那样，走

上民主自治的政制发展道路，到 1984年.香港的立法局和行政

局，仍然与过去的 140年一样，全是由总督委任的官守和非官守

议员组成，而没有一名直接选举产生的议员。对于这种异常现

象，通常有两种说拉:官方的解释是，香港人民没有表达过对民

主制度的提求p 而一些官员和大臣则在私下里认为，中华人民共←

和阿反对自由选举，英国只是有意地边合了中国的这种意向。

但为了避免使英国陷入外交困境，任何→位在任的英国攻府大臣，

都未公开而明确地承认这一点。然而，由国会辩论所提供的大量评

论和答辩.却无疑地证明，事实确是如此。①由此看来，中国人

民政府总是把香港的民主政削与要求获得该领土的独立等问起来

看待，故对 F任何可能妨碍将来恢复中国主权的改革，都会如此

反对ο 不过.英国现在已正式宣布，将于1997年将整个香港交还

给中国;而中国也声称，在1997年以后， "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立

让机关将由选举产生"，显然.在香港主权回归中国之前余下

的 12年里，巾因已打算放弃她对(香港〉民主发展的长期反对

① 前外交大臣彼得·布兰觅先生的评论，载‘下院辩论书 '1984年 5 月 16 日，
第 455页"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辩释，为什么没有在番滋发展代议制s 北京将会警慎

地注视这一发展"。也见高威林一罗伯茨勋爵的评论，载《上院辩论书) 1976年 7
月 21 日， ;.g 841页 1978年 11 月 22日，第9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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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场n ③

但是，所谓中国的反对，只是对19ω年以后英国也有使番准

民主化的一种解释而已.难道在更早的一些时候就没有过这种民

主化吗?实际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 6 年时间里，人 !i i fT 
为香港的政制改革提出过各种不同的方案‘但所有这些 Ziii士的东

挠。现在，有关这些方案的档案材料，已吁以在伦敦的政府把i案

局里检索到(尽管香港政府的档案仍然保密) ，因此 J 我们就有

可能重回这些事件的内幕，并弄清所有这些方案最纯被搁贾呐

原因 3

1941年以前的政制变化

在整个 19 世纪及20世纪的前期，有关政制改革的压力断断续

续3 在通常情况下，每当增加税收时.就会激起改革的鼓动，而

如在 18 -1 5 、 1867及 189-1年便是如此， t且它几乎完全局限于欧酬主

人和临时移居国外的社团的也围之内 J ② 1894年的请愿，妥求例

法局中的多数议员应由直接选举产生，但其选举仅也仅限于英民i

臣民。由于当时的这块殖民地仅是由香港岛和九龙半岛所组成，

当地的中国居民大多是在中国出生，因此，这一选掌权实际上只

给予〈构成英国臣民〉多数的欧洲人。在后来的1916 年、 1919 年

和1922年的请愿中，该项提案被丘掉了，请愿者要求的是，选举

权不应给予英国臣民，而应给予具有陪审员资格者。这种变化可

能是由于1898年《新界植约》使这块殖民地得以扩大而引起的，

立包括了'忐居于该地的 102 ， 000 名 Ip 国居民，他们全被强;JJIJ V~ f t 
力11入英国国籍。所有的陪审员都须具有足以懂得法院诉讼程序的

CD (英国政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香港前途的协议草案> 198'!年 9 月

6 日，第 15页，附件 1 ，第 1 段。

② 有关19世纪政制鼓动的详情，参见安德葛<<香港的政府与人民， 18H-
1 962年) (香港、香港大学出版社， 1964年) ，第43 、 87. 109 、 119一 1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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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知识，如此·来，利用陪审困名单作为选举权资格的缸案，

就布这样一种好处:既显得不歧视中国人，又在实际上保证了λ

多数的选民都是欧洲人。但所有这些有关立法局机构选举的民

案，都被殖民部否决，其理由是=不能授予占人口少数的欧洲人

以统治占人口多数的中国人的权力，在中国居民负担当地随

收90%的情况下，尤其如此，即使是欧洲人在立法局议席中占少

数，殖民部也不打算让他们当选。 1922年‘总督司徒拔爵士警告

说，如果允许欧洲人可以直接选举议员，就会引起中国人也要求

同样的权利，这样的店，按照民主的原则，就很难否决他们的多

数，而应在实际上则意味着英国殖民统治的终结。①

1922年的请愿，是少数欧洲人为了控制政府所做的最后一次

尝试。到 1923年底，曾于1919年和 1922年组织过征集签名运动的

政制改革协会，实际上己惬旗息鼓，此后也从未东山再起。 1925

-. 1926年的省港大罢工，历时15个月，几乎成功地破坏了香港拘

贸易，在此之后，总督金文泰爵士向伦敦报告说 t，欧洲人的政

制改革愿望吗己或多或少地为现实所扼杀，因为任何变革都得朝

讨好中国的方向发展"。②不过，并没有迹象表明.中国居民金

边尤欧洲人，迫切喔求在政府中获得更多的发言机会。 1930芷

代，完全没有政制改革的鼓动。在所有现存官方档案中，唯一提

及i主种可能性的材料是: 1939年的脱收委员会报告.在谈及其他

反对所得税制度的意见中，提到了这种可能的危险 t，在财政政

策土采取如此激进的做法，将高可能引起对民选代表的要求， J1

管口前尚无此种迹象"。③

到战争爆发时，香港行政局是由总督、 6 名官守的和 3 名委

任的非官守议员组成，非官守议员中，有 2 名是欧洲人， 1 名申

① 伦敦政府档案局( f.ß.民 ERt!i 棠'第129/479 弓，第 474页，可徒拔致德文
希尔， 1923年 3 月 14 日。

i易 e 殖民部档案'第129/509/14 号，第 1 8 页，班罗德所作之电报记求。1928年
10 JJ 8 日。

~) ~lS39年辞港立 it局会议:t {tí.)， ，.税收委员会报告"第 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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仨!人。立讼局则是由总督、 9 名 'iZ 守议员及 8 名非官守议员组

ElLz 在非官守议员中，有 3 名中国人， 1 名澳门出生的葡萄牙

人.其余的都是英国移民。所有的非官守议员，都是由总督根据

殖民部的指令‘ lE式委任到两局的，但在实际土，其中有 2 名则

是顶选好的:一名由太平绅士推选"另一名由香地总商去推选。

上述两个固体所拥有的这种特权，且无完i主和;去律依据句但这种

fz: 例主Ii可分另ij追问到 ]849年的可泣事例及1883年的离去辜的。实

I:.'J: ，总督也总是接二二;主两个组织的提名。此外，当时在有一个

[:;3 名官守议员王íi8 名非官守议员组成的市政局。在非官守议员

[i.26 名是由总旨主任( 3 名欧洲人、 3 名 'fl 国人〉，另 2 名

fjij 王在具有陪审员资格的人当中挂号二。注:是当时对民主的唯一 lj:

F二自 1903 年以来，这种这举权就从未被位'改过。市政局不过是

一 tz力极小的机构，甚空也没有什么威望。直到 1936年，立才由

111二局改名为市政局。尽管按照1936年市政局的沾令规定，立i五

示扫一些内未具体化的额外职责， f亘古当时唯一负责的只兰有关

仨王清甘、公骂卫生、管理市场及小贩等事务而已3 工)

1945-1949年:设立市议会的

"杨慕琦计划"

1941年香溢r1::陷后，殖民部便成立了一个计划小组，出那些

二日本入侵时11巧在芙国的香港官员以及随后从香港逃出来的其

位官员所组成。它的主要目的是，为将来从日本人手中光复之后

女何恢复民政井复兴这块殖民地而制运计划z 但到 1945年时，殖

民部便开始考虑有关政制改革的可能性。当时，它设立了一个委

员会.以考虑在香港建立」个更为自由的政府形式的可能性。该

委员主由 4 名殖民部官员、 1 名计划小组官员(麦道高)以及 2

名伦敦中国协会提名的代表(汇丰银行的马士爵士和有多年历史

④ 安德葛(香港的政政与人民>> ，第 45-55页和1第98-1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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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太古?于i f j 乱 j应怀FJ;) 组成。②1945年 5 月 i 日，该委员会举行了

它次会议。②讨论很快便集中到建立市议会的提案上。提案认

为习 i去议二215:广泛边接管这块殖民地市区的各类公用事业。中国

协三的代表迫切要求按照战前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的模式建立市

i之二， :13Ef土问工部局是由纳在1人选举的 14名成员组成( 9 名欧

洲入、 5 名'Í f.:~A) ，管理租界的所有事务，雇i言自己的工作人

民 D 根封ji兰议，香iLL35假的市议金，应该接管殖民政府的大部分

取;二、 IEi伎殖民政府仅仅管瑾有关司桂、警察、监狱、 j在口以及

对孙主二三主n防务斗'事立。马士和施怀 ~j丁都表示说，这梓一个议会

刁不; i ，」J;
?丸i扫j 'í二乎H时ifT立'因为'ι可以提供一种豆为经沾有效的管理当地事务

iiU 二:J;iz jLj乙:三;议会在可应雇请少量高莉的欧洲人，以誓:代那些

1; 川人 ;-1二纪Zi 二;?"边小组的香 JZ官员对此远案在主大保留意、

凡、 也?， ;ElJ1. 去;二乃 ?11丸之址，如果所有的」文府职能都在目E~Lt也

移，;Jft57.2i/;也泣的IF议会掌管，那么总管政府将会无所事

。 -r!.'~- 二兰 3ftJU建议嗖现有的市政局可逐步扩大，以承担若干

|升 1;; 在jz: 元。不过，他们资成主建市政局，从而使其成员大多由

边气47二 /:JJitjEiL 有选举权者，应限于那些年纳税至少在200港

~1)护驾协会成 ~r 1889年，代表对华贸易的商行的利益。关于它的早期历史，

参见几 A. 佩尔科维'5:. : (中国通与外交部> (纽约，皇冠出版社， 1948年〉。

@ (殖民部档案'第537/1650号， 1945年 5 月 1 日、 5 月 29 日及 8 月 1 日的
会议厄运。马士和施怀尔都是由前上海工部局秘书J. R. 琼斯少校推荐的.他向委

员会提交了一份备忘录，这份材料可在档案编号A2和A8宗卷中找到。有关上部工部、

l斗的历觅，可参阅J. H. 哈安<上海公共祖界的源起及其政治制度的演变， 吉莫
<ß家亚洲主会香港分会学报>> , AA' 22卷<1 982年) ，第 31-64页。

(;1) 这与二香港政府常常引用的→个证据，目的是为了辩驳任何有关设立市议会的
提案。几金文泰总督的讲议<香港议会议事录>> 1930年 1 月 23日，第 15页"本殖
民地是如此之小和人口密集，以至k他实际上就是一个大都市，香港政府就是，也必定
总是干预市政事务a 我觉得，我自己实际上就是香港的市长，如果我和这个政府的主
管官员放弃市政职武.那么我们则将无所事事。建立市议会，将会使本殖民地的管理，

机构膨胀到准以令人忍兰的程度"。金文泰的继任者贝璐爵士，对1930年精减委员会

lt 欠的设立市议会的提案，亦作如是观，!孔《殖民部档案》第129/534/3 号，贝璐

~'( ~~l ~听资 ~F 德 .193!~5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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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或拥有相当于谈税[!'{的住房的人士。 i辛项反提案;主到了中国协

会代表的监烈抨击，被指责为试图维护该殖民地官僚政j仑的整个

结构，并使之丝毫不受到削弱。他们在为豆加商限的迄气主权而 ilt

护，认为议会中的华人议员不应该丘选，[吊自由各类华人向业 f!!

职业社团推举，因为这样.:rr力n符合中国的传统在上海 J 类拟问

安排效果曾很好。

在上述争论的过程 i卡，委员会山的殖民部官员采取了 I t1 ~iC ~'!:J 

态度，但他们也注意到，计划小组的提案并未体现出尼氏部大 IE

所殷殷期望的那种巨大进展。官员们私下猜测，计划小组之所以

对一个强有力的市议会峡乏热估，也许是因为它相应地也削弱了

总管政府的地位，不可能期望得到文官的货同。① i夫妻汪会证以

讨了在立出局中进行各种改革的可能性，以及新界农村地区基 fi

应置于新的市议会管辖之下的问题。 1945年 8 月 1 门，法委员会

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议。当时同意，待香港光笃， ~f 与香港当地?!:

囚领袖近jt协商之后，再制定出完苦的政制己文革方案乙但当时也

制定了一份公告的临时草案，待民政府恢呈时公布，以立告英王

险下政府的宗旨.是建立一个在尽可能有代表性的基础主选举的

南议会，让该领地上的居民更多地、更有职责地参与管理他们 "1

己的事务。

8 月，日本投降，该殖民地成立了以海平上将豆:吉为首的临

时军政府，历时达 8 个月之久。战前的总督局慕两爵圭.从111垃

营中获释后.回到英国休养。在那里(殖民部) 1~1 f止通报了 L工

在伦敦举行过的各项讨论的详细恼况。，豆飞扬慕琦也与计划小组

样，到所提试的 iiI 议会抖有疑虑。应他的 :fj jt 少 (殖民部〉恬 L生

① 《殖民部 tfi 案'第537/1650 弓，拉斯顿记录， 1946年 4 )j S 泣。

@ ‘殖民部档案》第537/1650号，劳埃德所作的弓衍慕均网上的汁 lt 1己 ':f~ .. 

1946年 1 月 4 日和 8 日。扬i慕均还获知了某项决定的i羊'击，这是辅政司 1; 逊 ffl 丰: ,Li 

领期间，在斯到1利俘虏营中组织ì-Iìt而达成的。 1且所有这彗 f.t 论， ~.t f.去~琦未来iM，毒

案，没有很明显的影响。甘逊玫拉斯顿， 1946年 3 月 3 月.载《殖民 ;7卡?当:支》第537/

1650 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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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要发给怡的指令，以便为地iEf11有可能替代市议会的计划自有

余地。这二虫草拟的指令，是训令 4白，同香港的所有 H闭的代表磋

商，以古J主一项更为n有责权的政府体 ;:14的计划L 然而. ~直民坷的

'1'\ rn 们?三毛 ll飞持 lQ ， J:述计戈IJ 为香港的民主化问题提供了最好的

解决方宰，并在发布他回任的公尘中，仍然表达了这种看泣，口\1

建;也市 L~金，是执fi 政;如l改革政策的"→ A种恰当的、并且可以接

受的方式"。后米有人认为， i是二号:!?的措 i司销向于随后在香港在

行磋商的结果。(jl

19i5 年 5 月 1 日‘民政府恢泣，扬慕琦爵士即根据给地的指

令::持 i'Ft:。他要求各类团体发友意见，并在报刊上登出广告，

邀请公众写信提出他们的看注。但公众对整个政制改革的问题，

反应相当冷淡; 他只收到1~封个人来函。其他的团体和组织讨此

也同样峡乏兴趣z 在总商会属下的275家商行中，只有 4 家对商

会特别委 ;1金草拟的报告作了评论。这种冷淡气氛，在一定程度

t引起了古方的惊异，因为在 1945年香港光复之后，硝民部所收

到的许多报告，都表明当时x.j 改革有广泛的要求。②不过，到了

8 月底.总督感到1晶意的是，各界对他所提出的有关市议金的临

时纲领廿划，反应强烈，并要求解答在报刊上登出的一系列

问题。 。

在经过近一步的商议之后，他于10月底致电伦敦，陈述他的

建议。④建议规定市议会成员为30人 15名华人， 15名非华人。

20个议席直接选举，华人和非华人各选 10名，其余的由各种团体

推举，妇商会、工企.香港大学和;二平绅士。凡年满25岁、幢英

Qì (殖民部机密公文·东方) 也消民::币 ~.'í 案》第882/31 号.第14页.苦苦量

tK兹格林茨·琼斯. 194G年 8 月 25 日 3

② (1;直民部档案) 53ì/1650 号，麦道高致古扮. 1945 年 12月 5 日。麦道高是

以被将军阶与军政府一起回到香港的。当核复民政时，他又出任辅政司。
③ 《南华早报) (香港) 1946年 8 月 29 日。总商会的选呈载《南华早报 H946年

(l Jj 18 日。‘殖民部档案》第537/1651 号，杨慕均敖格林茨·琼斯 .1946年10 月 22 日.
④ 《殖民部档案》第537/1651 号，杨忘f，-，t致格林茨·琼斯. 1946年 10 月 22 日，

又载《殖民郭树案'第 882/ ~\号第 2 -- G 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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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或汉语，在过去10年内在香港居住 6 年，每年拥 f}-290;在JUt

E的财产收入‘或者能够担任陪审员工作的人士，都有选举权3

选民和市议员不一寇是英国臣民，而是包括非英籍的欧美人七 f巴

内，只要在香港居住满 1 年者，就有被选举权。市议会逐渐接衍

各项职责，包括教育、城镇规划、社会福利、公共事业等，民然

起初它只掌提市政局现有的职权，连同消防和某哩特许的职!尤

歪于新界农材地区被排除在外，因为他们的利益在主要从事城市

事务的市议去中有被忽视的危险。市议会财政独立，每它直接投

制下的地方税和其他税收维持，而有关授予它的所有公务活动，

则不受总督、立诠局或行政局的否决或其他形式的限制。它所需

要的工作人员，最初是从殖民地公共事业部门 1 !1 1.周派或调动，以

后则可自己雇请。总之，总督己广泛地接受了巾国协22 代表乌Ebj

提出的各种意见，赞成建立一个极限广、强大而独立的市议会J

1J1与他们所推崇的上海模式不一样，市议会席位由华人和非华人

千分，这就在实际上使亚洲人在市议会中占据了多数，因为在华

人席位中有两个是留给当地葡萄牙人和印度社团的代表。主:注局

的组成也被提议梢事改革，除了总督以外，官守议员减至 7 名，

非官守议员增至 8 名z 但是，官守议员仍占多数啕因为总督拥有

独特的和决定性的一栗。

总督草拟给伦敦的电报，日的是为了能最终何以公布，因

此，它还带有·岱密件。①密件把缺乏政制改信热情，归咎 :13

种担心 z 英国有可能会被迫在几年内对中国收回过Jjc选民地划要

求让步，一旦中国重新获得主权的时候.任何曾在制宅战草计划

时与英国人合作，井期堕英国继续统治的华人步都易受到 1化汁:71

rîJ能的每罚。冷淡的另」原因是，一般认为，国民党的代理人在

近几年内大大加强了对这块强民地的影响，它通过选举戎恐吓.

能有效地控制新的市议会，这样一来，就能下令通过一个民 i也

e.D ‘殖民部档案'第537/1651 号，杨梅均数格林茨·琼斯， 19.16年 10 月 ~2 阿

密件(琅民部档案》第882/31 号，第 10一 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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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把这块殖民地重新合并到中国。尽管有这种种担心和危险.

总督还是赞成尽快改币，以便发挥公民的积极性.鼓舞那些希到

香港仍保留在英国统治之下的人士。

正当杨慕琦爵士忙于商议的时候，在新加坡也在行了类似吾

J巷一样的讨论，起初的意图也是通过扩大市议会职能的方式，让

人们有豆多参与政府的机会。{且新加坡总督的最后建议是改革;二

展的主线应该是从立法局的变电开始。这就让非官守议员以13席

比官守议员 9 席的比数占了明显的多数，非官守议员中有 6 人是

在非社团的基础上，在新加坡的所有成年英国臣民中选出，不'乏

文{七或财产资格的限削。当杨慕琦的电报到达的时候，殖民部ti!.

在考虑这些提案。在战前，新加坡的政制和香港非常相似，鉴于

一方对另一方的 t可能反应，两块殖民地的政治变革也总是被同时

考虑①。远样，官员们所关心的就是，香港的舆论是否金在新加

坡提出的大大放宽总管的政府权限的提案和杨慕琦的计划之间.

进行不适当的对比，因为无论如何杨慕琦计划的初衷.是把非常

有限的权力移交给市议会?而市议会又是在很窄的范围内选举

的。杨慕琦在他的密件中，也对国民党势力的不断增长和普iS缺

乏改革热情表示了忧虑，而官员们则考虑在面临公众不合作的前

况下?是否可能建立市议会，一旦它被作为一个最大限度的自治

团体加以建立.是否可能有被置于国民党代理人控制之下的危

险。为此，陆民部起草了一份给香港的复 E2. 陈述了伦敦所感到

;可疑虑，并要求总督根据新加坡发生的的况，重蔚考虑他均

提案。 3

这个在立的丰院土豆给了班民大臣A .格林茨·琼 jui先

生。琼斯不赞JA这份其文，召集他的高级顾问开会，讨论之

⑥ 例如，当 1926年番港总督首次建议任命 1 名华人议员到行政局的时候，想

民部曾就此事和海峡殖民地的总督商量过。(殖民部档案》第129/493号，第83-
84页， 1926 年 6 月 25 日。

② 使喧民部柑案》第537/1651号，若德埃记录， 1946 年12月 12 日，饮思.

1 2 月 16 日，有1 古将会凡， 12月 18 日。 1946年 12月 30 日拉斯顿和梅林起萃的草熬。

385 



fj ，他 ;<.j 香港政 ;1it改革所应走的路线作了结论::JIik 局)缸r:lJ i 1: 官

守议员占多数、其民选的议员名柿、与官守议员名栩栩非.而j其他

余概由委任的作'ff守议员补齐 s 选举权属非tt闭所{:Ol. 总督的委

怪不有二种族偏见F 为了研究各部门的工作，走出局应该建立各肘'

委员全;一些非官守议员应该进入行政部门.汗{E.F同的行政地

巨担任某些职责。这些建议作为随民大臣的意见送交给了香港

总督.但为了使这些建议能被毫无疑虑地接受，姐[~大臣~.~ "f 
.') '1:送交他一份该大臣准备在下院宜布改革的声明草案。⑦

出乎意料的是，杨慕琦爵士断然拒绝了所有这些建议，坚tF

说他所精心设计的有关市议会的计划有校多的优点。②他的主要

论点是，香港与新加坡不同，j:要是由临时居民构成。在1931年

的人口普查中，市区只有2.5%的中国居民声称是英国臣民。③根

据他的建议，外国人可以井愿意投票吁以成为下属的市议会的

~J(员，但在英国的这块殖民地，立t去局的议员必须限于英国臣

民，唯有他们能宣誓姓忠，也只有英国臣民能投票赞成他们。如

在殖民大臣的建议被采纳，按照杨慕畸最初的计划可以获得选

活恒的人，至少有80%会被剥夺在种权力。至于殖民大臣的其

弛忧虑，总督解释说，原管公众对任何政制改革都昔温表示冷

战、但 rtj议会方案比任何其他方案获得更多的支持，而且与建立

;c让局的i咨询委员会或准部长制相比，这样的议会将主赋予居民

U管理自己事务的真正责任。即使国民党能保证其候选人获选，

也不会有多大的危害，因为他们只是扣任纯种涉及内部管理的市

iZ 会议员，而不是担任处理更广泛政策问题的立拈局议员。

总督的观点在殖民部内很有说服力。一份会议纪录写过，

① 《殖民部档案》第537/1651 号，格林茨. ~、斯记录. 19 4ï 年 1 月 18 日 z 玫

总督电. 1947年 1 月 25 日。

② 《殖民部挡案》第537/2188 号，杨慕琦致格林茨·琼斯. 1947年 2 H 7 日 3

③ 实际上，香港岛和九龙半岛21. 4%的中国人告诉人口普·查者.他们出生在

该殖民地，因此他们可以称为英阂臣民，如果他们希望如此做我理解此问题的 ih

<1331年杏港立法局会议记录) <<人口普查银行 1 第 127 、 13\ 页，去24 、 2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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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种形势下，最好应由那些才夺去执行这个方案的地方当局 JII

以引导 "c①格林茨·琼斯接受了这个意见，随后官员们的注意力

就转到完善总if计划的纠Iiti上。在揭幕均担任总督的最后几个

月 .f也仍然坚决抵制伦敦方面给胜1)f::Jj的倍改建议。忖il骂任前问

。意的啡;一改变，是降低ilî议员的年的限制. [111从 30岁降到25 岁，

撒泊非英冉的欧美人士的特i牛杖，原来规右，他们获悍参加选平

的古格，校之非英籍的中国人所要求的居住时间，要短得多。同

M. 伦敦， t1 罔协会和香港总商会通过信函和派代表做殖民部的工

作4 要求悟~立各种计划， lJ欧洲人永远占据议会多数，类似这方

){iiFj 其!也改革，也PZ豆加接近他们主张的 i二海模式。但这些请求

宅无作用。 1947年 7 月，总督的电报原文和表达殖民大臣一般

赞同的官方复文同时在香港和伦敦公布，以配合新总督葛量;洪爵

士的到任ω ②一旦时机成熟，就开始有关陆令起草的繁琐工作，

为市议会的建立及选民的登记做准备。

然而，这项工作意外的复杂。在香港和伦敦之间详细商议之

后.草案的最后改本才于1949年 6 月公布。在这期间，又作了若

干的修改，加强了总管的政府对市议会的控制，例如它要求议会

的年度预算及其所有细则，应该得到立怯局批准。这与杨慕琦的

愿塑相反，他想使市议会成为一个完全自治的团体， f且殖民部担

心，这种新建立的议会不会比整个殖民帝国的其他市议会有更多

的自由。在葛量洪爵士到任前，最有意义的改革是在1947年得到

布政司同意的。殖民部对此感到不高兴，因为选举权排除了那些

在居住和文化条件上合格，但没有额外财产或陪审工作资格的

人 F 因此殖民部说服香港政府同意，注册官所要掌握的选民合格

条件，除了那些超过60岁或残废或不懂英语而不具有陪审员资格

①西尔记录. 1947年 2 月 18 日，坎恩答署. 1947年 2 月 19 日.载《殖民部档

案》第537/21&8号。

② e喧民剖i档案'第537/2188 号，格林茨·琼斯致有i 政司. 1947年 7 月 B
11. (南华早恨) 1947年 7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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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均有选举资格，只要他们符合文化手n居住的条件3 ①正宗口

15葛量洪所抱怨的那样，这一微妙变化的影响是"使得财产资格

限制徒具虚名， 11:所有半文盲群众都有选举权，而他们与本电民

地既没有利吉关系，对维护现政权也告无兴趣"。岳不过，香港

政府没有对主种改革做任何特别宣传，市议会议案的最后草案尤

许司能的选举人利用在种特评机，只~f.他们能从最高法院注irff

那里获得此项证明书.但这是多少有点麻烦的程序。 3

杨慕琦计划的放弃

在 19H 年 7 月宅 1949 年 G 月公布也立的两年间隔时间里， ,; 1 

闷的国民党政府在与共产党进行的内战 I~I 失败。 1948年 11 月， Yiri

i毛部官员们认识到， Iti 议会现在有口I能处于共产党的控制之一if ，

就象两年前扬慕琦爵主·警告说选民会受国民党影响一样z 为此，

咀民部致电总督，向问鉴 frþ 国形势发生变化，推迟建立市民全

是否可取。葛量;共就此问题与行政局成员迸行了讨论p 他们向他

建议，政府违背它从事的改辜事业是错误的，不作任何拖延贝l! 11T 

以捞取政治资本。但非官守议员警告总督说，提议中的市议会由

「种种原因是不能接交的，当辩论i主些议案的时候，将会在立法

局受到严厉批悍，这可能迫使政府对提案作相当的修改。总督将

:名些意见通知!了殖民犬臣。②

① 《殖民部档案》;在 537/2188 号，殖民邱孜布放司， 19 <17年 4 月 29 日和耳月

10 日 s 布'政司敦殖民部， 1947年 6 Jj 5 日。关于修改建议的其他细节，参阅1317 、

194 8年档案<<殖民部档案》第537/2188 、 537/2189 号。

② 葛量洪致格林茨·琼斯， 19.~ 9 年 8 月 25 日，第10段， <<殖民部档案》第 382/

31 号，第15页。

③ 《殖民部内案》第 882/ 31 ~}. .否港政府完报，附件m ， 1949年 S 叮 3

日，第 341 页。

,:1) (殖民部档案》第537/2189 号，殖民部玫总量洪， 194&年 11 月 13 月 9

葛最洪致殖民郎， 1948年 12月 1 日。香港朽案月 2 什于政局会议记录) , 1913年 11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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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几个月，非官守议员继续就政制改革问题:生行讨论。公

众叶:兰个问题的兴趣也在加强，并成立了两个政治团体:一是 Yt:

新会，成员主要是欧洲人;二是 rp 国?在新会，它被怀疑处主 l'左

iR分7-"影响之下。 1949年 3 月，在预算辩论的过程!书， =1卡市守

议员对推迟公布贯彻杨慕琦计划的议案作了批评，并提出优先改

革的设想，即立出局应加以扩大，从而使之豆具代表性。总背得

复说，没有边过市议会来压制扬慕琦计划的意图，他建议非官守

议员应提出替代的方案。尘耳hl:ι 他们在 4 月 27 日提出动议， r 
G 月 22 日进行了辩论。在这期间，建立市议会的三个草拟提案flJ

它的选举方式都在.:政府宪报3 上公布出来。

非官守议员的建议是=揭幕琦计划应 f废除，该计 tíJ是想建

立一个强有力的平自拍的市议会，随后再对立沾局进行适度的改

革，相反， 1在先从改革立注局人芋， 11:非官守议金占据明显的多

数 z 这个新市议会然后应考虑在现存的市政局中{乍一些更有限的

改革。非官守议员提出的依据是 z 建立新的市议主所需的行政安

排的复杂性(象最近公布的议案所表明的那样) ，新的行政开支

及行政力量，这些都需要从其他更为迫切的任务中转移出来，由

于新的市议金最先接管的只是比现存的市政局稍多一点的职能，

因而在道行广泛控制肘，就会出现有限的直接利益z 在新的市议

会与现存的总管政府之间，困在小的地理范围内职能的重叠，会

引起一些问题p 在目前完全是委任的立泣局与正式从属于它、并

主要由选举产生的市议会之间，也存在着冲突的危险。继而，非

官守议员建议，立出局应进行改革，让非官守议员占据多数，这

样，立法局就由 6 名官守议员(包括总督〉和11名非官守议员构

成，非官守议员中，有 G 名应该是中国人( 4 名由选举产生， 2 

名由总督指定〉。为华人和非华人建立单强选区，选举报只限于

英国臣民。当时无法知道有多大比例是因在该殖民地出生或通过

人籍而能被称为英国臣民的，也不知道这些人中有多少准备登记

① 《香港议会议事录 s 香港立法局 iEi立报告， 1949年会议》第91 、 115 、 1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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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边尺， 但在起来，选民人数较之材慕琦计划所周屯的坚少有:

多。非71·守议员大概昔日希望，这样的选民很少投票赞成受制7 同

民党或共产党的候选人，但在辩论期间.这种观点没有被提出。

当时非官守议员只是争辩说.英因姐民地的立让局，必须通过效

忠王国政府的人的选举产生。非官守议员乔仕林(音)博士 ì:

张，选举权应该建立在不问国籍的居留基础上，因为当地出生的

中国人只占总人口的很少一部分F 但在最后表诀时，他又支持他

的问僚。该动议获得一致通过，而所有的官守议员在i: 根据总督的

指示而弃权。①

葛量供把这些提案，连同由各社团组织的请愿书，旦交给伦

敦。@这些提案大多支持非官守议员的动议，{IJ.进一步要求选举

权以居住时间或支付地方税和国家税为基础1 11 1 国革新会提出，

所有的非官守议员不应该由总督委任，而应由选举产生。葛量洪

在呈文中对非官守议员的动议作了一般赞同，并指出，目前一直

得到大力支持的是，在设世市议会之前，先对立怯局进行改革，

但杨摹琦爵士收集的意见，则偏向于他到任时所颁发的布告条

艾。葛量棋非常赞同在其职责和财源没有被更加明确规寇之前，

延续建立市议会。他承认，立t去局直选是合理的，只要选举权限

于英国臣民所有，在他看来.选民至少应有25岁，在殖民地居住

宅少 1 年，懂汉语或英语n 但他坚持.由总督委任若干非官守议

日，仍是必雯的 F 用他的话说， "华人非官守议员的代表只限f

由被推选的代表产生，实际上就会把宅局限于iil 国党派成员的范

罔之内.这种形势由于太危险而不能加以考虑"。他准备接受立

法局中非官守议员占多数的建议，指出 z 即使对表决作最悲观的
{~î i 卡，官守议员与 8 名委任的欧洲人议员，借助总督决定性的一

票.仍然能获得超过其余非官守议员的票数p 非官守议员也建

① 同上.第188一 2031f(。安德葛(杏港政府和人民珍第189-191页载有辩
it细节。

(:2) c 密 11' ，东方>> ‘ J直民部档案》第;882/31 号，第14 一 21 页。葛量洪致殖
民 kl?:.1949年 8 月 25 日 .1919年的唯民部料案尚未归入档案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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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在遭到立法局否决的特殊情况下，总督iê论如何应把仔立法

的"保留权"。

非官守议员的提议明显接近于 1947年 1 月照民大臣推荐给

拉慕琦爵士的方案，尽管他们没有意识到，主一点。重雯的区别在

于 ~ι提出了社团选民的幌念，而没有提出非官守议员应被授?

部长职责的建议 2 葛量供在呈立: lþ 曾提及这个校平的方案，井强

烈反对恢笼部长制的任何建议，其理由是=获边的非官守议员会

声称，只有他们才应该被任命到逮样的职位上去，而远些获选的

某些议员 r.J能会暗自同情中国的利益;因此， il:那些对王国政府

不忠的成员进入行政局，是非常危险的。

1949年 8 月底，葛量洪把他对非官守议员动ìx.的意见呈交伦

敦。而在这时.共产党的军队已快要征服华南，并 fl0 月二 7 日到

达这块殖民地的北部边界句为此，香港驻军大犬加强，井采取了

各科措施以抵抗 IIJ能的侵略。时机看来不宜于政制的改革，新的

提案在伦敦也无紧迫感。殖民大臣梅林茨·璋斯非常勉强地接

受了总督的观点，这样做也只是作为一种过渡性的权宜之计，也

不喜欢社团选民的概念以及由总督根据种族委任议员的概念，他

对分配 6 个议席给华人、 5 个议席给非华人的做;王表示疑虑，因

为这不论对于该殖民地的人口还是对该黯民地臣民的数量，都显

得很不相称。①殖民部官员更加关心的是，官守议员在主战局; j1 

失去多数后有『可能引起的各种问露，指出，虽然总督本人被给了'

立让"保留仅"，从泣律土说，是利用→个能够覆盖任何吁能发

生意外事故的标准格式，但在实际七，如果一顶有关当地政族问

题的行政措施在立住局巾被否决，总督的这项权力在付诸实施时

就会产生政治上的困难。直到 1950年 2 月英国大适时，殖民部还

没有对此作出最后的决立。工党政府以微弱的多数获胜纽翔，fEI.

格林茨·琼斯却J耳边了，殖民大臣一职由詹姆斯·恪林批茨所

取代。这一变化进一步延缓了对香i在政制改革~~ {-j，~逞。

J) {殖民部归案》第537/5046 号，格 t*"&3. .琼斯 i己隶， 1950 年 1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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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1952年的最后修改方案

1850年 6 月，葛量洪返伦敦休假，向殖民部呈交了一系列新

的提案。启程前，他已经和行政局讨论过过些提案、非官守议员

的动i\i:.得到立法局赞同以米，己过了 12个月，在i主期间各种各样

的问题在i弊踹部暴露了出来，从而使议员!flH 根本改革灼热怕冷

却下来。一个困难便是如何编制英国臣民的选民怪记 z 有 30}j或

豆多的华人被认为是英国臣民，因为 iL们出生在香远或新界，缸

很少人苟且i 生证，不易确立{也{(jiULfj: 地&~~~ 15砰;jpRJ25 只有小

部分人愿意努力申请，尤其是注被吾么￡二百二;4;jjf 泣民沾沾 ~j'~ì ~ 1~ 1i 

怀志的时候。这样，{古计在近200刀人牛， tJi 只f;^5 ， QOO 手人:云在:

j主民用上登记，如果;去这样，;二 JYf 文~;<~? ';'-大洁的一?尖剧 3 主j
A方面，共广党为了保证其候选人Zti卒，也 L]古3UE卒鼓励选民大

笠~~ ì己届时这些候选人获选后就茫古用在立注局i:135位置， fij

为Jl:击殖民统治、扰乱政府工作程序的挥台 3 这样均担i}t并不iz

鲜 z 问慕琦爵士曾预见到这神危险， 23民部也于1948年 11月提醒

香i住过种可能性，但直到选举将豆，主些警告没有对非11' 守议员

广二生任何影响。

λJ 了)~~ f.j^.i主碎局势，葛量 iFJiltlj在了一于新的议;同方案。 CDft包

样议，在立战局中应让非官守议员占据明显的多数，就象1949年

的动议所要求的那样，但这种多数不是由委任和直选的非官守议

μ合iFJJ成， I可是由委任的和间接从各古Ii古人团体中i莲选的非官
守议员构成。在这些非官守议员中， 2 名从太平绅士中选举， 2 名

从市政局中选举， 1 名选自总商会 1 名从中华总商会lii 选举。

到那时，立沾局就由总督、 4 名官守议员、 4 名委任的非官守议

员和 6 名非直选的非官守议员组成，使非官守议员以10 : 5 占多

① 《璋民部档案，第53ì /6016号，在殖民部和葛量洪的讨论纪录. 1950年 6
月 21 日至 7 月 25 日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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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市政局也被建议FfMT改革，民选议员从 2 名增!毛 4 名，它守

议员从 5 名i成至 3 名，给予它更多的财政自主权。葛量拱出过些

提案呈交给植民部，认为:政府不可避免地要受政制改革措施的

fjRU 且然盟民政府在纯内部问题上，不再能避免在立沾局中受

tv) 但对于任何j步及英国在沿利益的国际政治问题，它仍然能位

三王少 4 名非官守议员(其中 2 名委任，;k平绅士和总商会各 1

4'"均们都是:欧洲人) ，在表决时确保多数。

民民凯的官员们准备接受葛量i共的提议，作为能够得到的最

二 i 如 tk 方案。该方案的一个:;12号问题是:如何;在开这样的追责，

[:1 注:、新方案比起1946年坞幕琦爵土提出的方案或非官守议员

仨 i!)49 年 6 月的动i之中所倡导的方案来，自由更少，范围更窄。

扒在治上我们不能说， t主方案的修改是因为中国形势的变化所

致。葛量洪认为，T1J通过下列办泣表公YF维持这一方案z 即强饲

才!寸 'lt 守议员占多数p 井指出，该方案可使大多数的人民参与选举

立注局的议员，而不象以往那样，选民仅由英国臣民米组成。这

一相当含糊其辞的叙述获得了同志，然后将该方案提交给新任殖

民大臣詹姆斯·格里弗夜。①起切地曾反对，但由于担心国会

趴在tì手，最后还是接受了这个方案，只要市政局的选举仅扩大

到包括所有英国臣民。格里弗茨希望，能够避兔遇到在1946年

军111949年的提案中本来被给予表决权的那些人的带育破坏性的抨

击，因为在新方案中他们将被取消表诀仅。这一变化和对葛量供

方案的一些其他的小修改一起，知照了香港行政局，并获得了非

1.f守议员的同志a(ZJ

W 19~0年非官守的太平约士达 142人。代汉总商会的商行大约400家，中华I~'商

会数目相类。 1947年用作市政局选举的陪审团名单约4000人，但在挑选代表参加立总
局的时候，由陪审员选举的成员超过市政局 6 名委任的成员。
② 《殖民部档案，第537/6046号，己统金致尼科尔. 8 月 14 日 z 尼科尔致巳

斯金， 9 月 6 日 s 塞得旅罕致尼科尔. 10 月 10 日 s 葛量洪致巴斯金. 1950年 11 月 7

日。在葛孟i其原来提案中，主要的变化是增加了一名非官守议员。最初提议应由社会
丰IIÎ利机关选举.f!!段后决定应由总督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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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使公众接受新的议案，起草了详细的计划。殖民部根据

决定，对葛量洪1919年 8 月的呈交作出答复，欢迎在立法局巾非

官守议员占多数的提案，但建议该提案应建立在更广泛的基础

上，允许那些非英籍的居民参加。这些交换的公文当时要在香港

发表，就要在一段适当的间隔之后，由非官守议员在立法局中提

出动议，即提出间接选举的新方案来。然后葛量拱要把这一建议

呈交给伦敦，由姐民大臣采纳，届时再)('j 这些政自ilJ问题的文件作

必要的修改，改革就算完成了。

在该动议提上议事日程之前，所在这些都有必要获得对香陆

有兴趣的英国政府其他部门的同意。因此，在 1950年 12月，殖民

部依次致函国防部、财政部、联邦关系部和外交部。前三部正式

默认了这一新的安排，但外交部的复函不完全乐观。在此前一个

月，远东的形势急剧恶化:11 月 25 日〈应为 10月 25 日一译者〉中国

军队介入朝鲜战争，现在正与美国军队交战.这一地区看来还存

在全面冲突的真正危险。外交部担心，这些提案的宜布，可能会

招致中国政府重新遗责英国在香港的现存统治，井提出忠告，此

事似应再与总督逝行商讨为好，建议延迟任何改革活动，直到远

东的形势好转为止。①殖民部将这封信转给了葛量供，他当即和

行政局议员商量。他们勉强地接受了外交部的意见，并注意到 w

官守议员占多数的直布罗陀海峡立陆局新近的就职典礼，引起了

西班牙政府对那块殖民地的猛烈抨击。但是，他们希望，不应该

把激起中国人要求收回香港的担心作为无限期地拖延政制改革的

借口。②为此，殖民部也同意把这?问题搁置起来，直到香港政

府决忘时机成熟为止。

直到 1951年底，都没有近_.j立的行动。在此期间、远东的形

势大为好转。入朝的中国军队在汉城北部iF止挺进 7 月开始岱

CD (外究部档案》第371/C.10117 号 ， fY托克敛塞得彼罕， 1950竿 12 月 28 日。
又见《殖民部档案'第882/31号，第 24 页。

③ 《殖民部档案'第882/31号，第52页，葛量洪致巴斯金， 1951年 2 月 21 fI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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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谈判。 10月英国举行大边，保守党政府上台。 ìtr 任殖民大臣是

奥利弗·利特顿，他的第一个决定便是访问马来亚、新加坡和香

港。对这次访问的期望，剌激了改革俱乐部扣中国革新会，唤起

了他们对政制改革的热情，行政局重新考虑了在10个月前被搁置

的各种提案。在香港逗留期间，利特顿向会见他的团体许诺，江

将对政制改革给予同情考虑。在他回到伦敦之后，葛量洪便致函

殖民部说，行政局现在希望将1950年设计的方案付诸实施。①葛

量洪本人并没有表示出改革的巨大热情z 按照他的观点，如果负

肃的话，就不应该赞成改革有任何在展F 但他感到，J1t一步推is

实现早在1946年前就许下的诺言，将会剌激内部;而骚动，这比起

共产党的任何外部宣传末，都可能更会使政府难堪。②

殖民部接受了对形势的这种估计，又一次将这些提案分发到

伦敦其他各部，尽管它们明显地缺乏热情e 它致函外交部，为快

复这一方案辩解说z 眼下，不利因素的天平偏到了继续无所事事

这一边"。③它还指出，共产党的报刊、电台现正在对香港进行

措词撒烈的抨击，这样，外交部对挑起这种冲击的危险担忧已不

再说得通z 此外，如果远东形势恶化，就不难找到再次搁置整?

方案的借口。外交部接受了这种说站，提案在 1952年 5 月获得/~

闹会议的通过。

与此同时，香i毡'也举行了战后以求首次增补市政局 2 个议庸

的选举。现有的选举仅的运用，是根据1908年赔审员资格制设汁

的。有 9 名候选人参加选举，革新会主席布鲁克·凤纳祺以1 ， 168

票名列踌首。共产·党候选人陈伯因〈音〉以461票居第六。营上

述结果本应成轻任何这种担忧，叫1主战局预期的改革会有助于左

Ell-

① 《星期日民[1报>> (香港) , 1951 年 10 月 31 日; <. ÎJ♀~ir: 早 jji> 1951年 12月 1 二、

13 、 14; (行政局会议记录>> 1951年12月 18 日。

② 《殖民部档案》第882/31号，第 25页，葛量洪钦巳斯金， 1952年 1 n 8 
日。<外交部档案'第371 /99251号，塞得旅罕玫约饿逊， 1952年 3 月 19 日。

:争 《外交部档案》第371/99251 号，塞得放罕致约4翰边， 1952年 3 月 19 日。

④ 《杏港政府宪报'特别附件. 1952年 6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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翼团体的利益3 但恰恰相反，它看米己重新激起了资j泵的 itff守

议员的焦虑:在该殖民地较高级局中的任何改革，都可能煽动起

破坏性的政治活动o ~月，就在葛量 tRii将要去伦敦体假前?立it

和行政两局全体非官守议员和他对话，要求他劝殖民部放弃全封

方案。葛量棋同意这样去做。殖民部对这意外的倒退大为吃411.

但利特顿没有提出反对。 9 月内阁赞成他的决;屯， 10月向下院立

布。①放弃改革的理由是，适宜政制大变辛的时机尚未成2日!. :þ为

了抚慰;公众舆论，它同时也宣布.市政局民选的非官守议员已从

2 名增至 4 名也

这个声明只是在形式上对政制改革诀议的另一种拖延旦

时机更为成熟时，仍为改革的可能性留有余地z 但在实际土，主

标志着在1945年殖民部就已开始探讨的，寻找位"香陆居民在豆

大、更有责任的基础上参与管理自己事务"的方陆的终结。在香

i苔，这个声明几乎没有引起公众的兴趣。次年，革新会组织了一

次请愿，要求立法局中增加 2 名民选议员。这一温'和的要求吸引

了 12 ， 000人签名，但它以签名者不是香港人民的代表为由，而被

粗暴地拒绝。② 1960年殖民大臣甜斯勋爵对香港的访问，虽稍

哨地恢复了人民对改革的愿望，但他坚定地声明，目前还不能期

望对政制状况有太大的或根本的改变，如包括立泣局民选议员的

;司题。@从那时也直到 1985年，立t去局的唯一改革是，通过增加

更多委任的官守和非官守议员而不断的扩大，但却没有民选的议

员。恰恰相反的是. 1973年，由太平绅士和总商会各挑选 1 名成

员由总督委任为非官守议员的传统权利被取消了。也

① '殖民部档案》第882/31号第28页，葛盖洪致塞得旅罕， 1952年 6 月 26 日·

葛量洪爵士《巡游港口) <香港 z 香港大学出版社， 1965年版〉第112页。 CABI23/

25号， 1952年 9 月 18 日。(下院辩论书) 1952年10月 20 日，书面答复，第70页。

⑧ 《下院辩论书) , 1954年 2 月 24 日，第396-397页。
③ e星期日邮报) , 1960年10月 30 日。(香港议会议事录) 1960年 g 月 9 日-

"ð 3 35页。
( N. J. 明勒斯(香港政府和政治>> (香港 z 牛津大学出版社， 1981 年

版〉第 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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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一 1952年的这段经历，是失去的良机之一。整个这一时

期，殖民部部在敌力于推行香港民主改革的政策，在这期间精心

设计的三种不同方案，都得到了殖民大臣的认吁。的确.在

1947年，格林茨·琼斯曾迫使总督接受了比他所期望的更加根本

的改苇，但这些方案都不曾付请实施， .:[:要是因为犹豫不快有1

1949 、 1950 、 1952年立格局与行政局非官议员态度的变化。在

1948年和1952年，由于国际事件的压力，两次导玫班民部主'世推

迟改噎时间，而导致路改或放弃每项提案的决定性发端都来(]

香港。

细细回想起炎，关键的错误在于浪费了三年时间去精心炮年j

在议会计划。要不是这样，在共产党在中国执政以前，香港就主

在民主自治的道路上大大向前推进一步。这一计划的最初动力 :t

自代表中国协会的欧洲商人，他们靖望以上海公共阻界为模式，

在香港重新创造这样一种政府形式，来管理自己的事务，最大漠

度地脱离殖民地控制。但揭幕琦爵士坚持其方案的理由是:让 gii

些非英籍的人士进入这块殖民地的立法局是极不吁能肿，因为比

们不能宣誓妓忠z 让那些非英籍的人士甚空投票选举立法局议

员，从宪陆I二说也是不恰当的。葛量洪爵士坚持同样的观点。具

有讽宗q意味的是， 1976年， 3 名非英籍人士由总督委任为立洁局

非官守议员。其中 2 名是在中国出生的华人， 1 名是爱尔兰罗马

天主教牧师。他们都心安理得地庄严宜誓效忠女王伊l丽莎白，当

时，这种背离先例的做法并未引起充分的注意。①

然而，对 fJ:述事情 I可能会有很不相同的吾拔。但我们也汗

吁以这样说，建立民主制度的这些计划胎死腹1扎正是:香港工]

幸运。在1949 年以前，推行任何改革，部全被广泛地看作英国牙

能撤离的前亮。如果在当时进行选举，即使是对选举仅有所限

① 从那时起，一些非英籍的人士被委任到立让用，如从这个事实中看到的那
样 z 他们的C 、 B 、 Es和0 、 B 、 Es爵衔是荣誉栓的。华·麦高文曾告i斥我 z 总督问他;二
百反对宜誓设.t，女玉，他回答说，他不反对宣誓效忠香港女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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衔，也会在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支持者之间展开一场激烈的争斗。

扛果国民党获胜，它的领导人在政府中担任要职，那么，共产党

酌军队就不可能这样心甘情愿地 f1949年在香港边界停留下来，

让殖民统治继续下去。从这一点来看.香港有幸避免了选举制度

所激发的政治热情和野心，因为不存在党争，就为商业社会提供

了其所需的稳定环境，从而在随后的30多年时间里，致力于追求

经济的增长，共产党的中国可以和英国行政官员统治下的殖民地

共存，但不会长久容忍这种为其政敌提供获得仅力机会的局面。

应此，建立有|忠民主制度的所有计划的流产，并不是一场灾难，

而是·件祸兮福所陆的事情，它为香港未来的繁荣提供了必要的

基础。

录附:

建议中的立法局议席变化一览表

杨幕琦计划 |格林茨·琼斯(非官守议员动议1 葛量洪提案
1946年 1917年 1949年 11950年 1952年

二督 1 1 1 1 

2二守议员 同

二i;二官守议员

委任者 4 

~l'直接边学者 l 4 

直接选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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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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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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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豆研究·

19世纪新马华人社会中
的秘密会社与社会结构①

颜清注

有关jiE马华人毛主密金2上的问题，已有许多著述发表，故此处

ι二二必实根据这些桔同的资料，再去贺述其起源，组织及发展。~

才411t主坚掠讨秘密主注与华人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秘密主社是~

忏曾经成为华人12二:结构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呢?如果是的话，秘

密合社又是怎样与达 1、结构连成一体的?它所使用的手段是什

么?秘密合社与著名的甲必丹制度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秘密

合社又在多大程度上与方言和宗亲组织有联系?本章试就上述问

远近行分析和扣if3

作为控制制度主要工具的秘密会社

在 l '1 íl6年怯梆屿建成第一块英属姐民地以前，那些坚持反清

① 本文为澳大利亚南澳洲阿德莱德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颜清徨博士所著‘新马仕

人社会史， 1800-1911 年) (新加坡，牛津大学出版社， 1986~ ， 433 页}一节之第

4 t，:':，陈坏;这是<~起密会让与社会结构》。

(纺有失新马华人秘密会主t的论著，见J ， S.M.华德和n几 G.斯蒂尔林(拱门，

.!1.:>> ，伦敦，巳斯科尔维勒出版社， 1925年 M.L.温 z ‘三合会和搭布特=马来半岛

华人和穆斯林秘密合社的起源和传播. 1 BOO一 1935年) ，新加梭，政府印务址， 1941 

年; L.库默(马炎亚的华人秘密合社 1800-1900年的三合会研究) ，新加梭，

踏纳德·莫尔出版社. 1 ♀ 59年 W. 布菜，恩~: (马来亚华人秘密会社的影响，历史的研

心飞>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 1969年 2 麦留芳<秘密会社的社会学=新加拔和马》

到二阿波半岛华人犯雪5 公 fLVZ究)吉隆坡，牛津大学出版社. 1981~.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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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场而逃离中国的中国政治流亡者，业已定居于马六甲。也许在

17世纪中叶暨樵清征服中国之后.该群体使己来到这里。它的首

领是李君常，此人后来成为马六甲的华人甲必丹。①在郑成功( !斗

姓爷〉的台湾政权于1683年覆亡之后，这个政治流亡者群体酌人

数有所增加。②他们坚持反清的传统，拒绝采用满清皇帝的年

号，③该群体的一位首领在其死后被冠之以"避难义主"酌去

衔。④这一群体还与华南的三合会共谋反请复明。传达种共同的

反请联盟，意味着他们可能加强了秘密联系，并做好了进攻 iJIiitl

括海的准备。出于对这fP外来密谋的担忧，促使康熙皇帝下 i汗，

以对付那些已永久定居于海外的汉人。⑥在造种情况下， ξj进 F

豫地的来自中国的早期政治流亡者，就在街马臼下了施密会?!:友

展的种子。

在1683年到 1786年期间，中国人不顾政府海禁政束的禁令，

继续移民到东南亚。这些来到东南亚的人，或是为了逃离搞清的

统治，或母为了谋求经济上的发展，他们散布于泰!同、马来半

岛、廖内、邦加群岛和北婆罗洲草地。⑦这其中的一个主要的群

:体由罗芳柏所领导，他在坤旬建立了一个政治实体，据认为这是

① 在马六甲所立的碑铭中，所提到的有关甲必丹李君常(李为经)的情况1 叮·

李氏是因明亡而流寓马六甲的。见(1685年) Iî'\!刻，载饶宗颐(新马华文碑刻系

年) ，节l子‘新加坡大学中文学会学报) ，新加坡， 1969年，第 10 J钮，第 10页 3 维克
多. J自塞尔错译了这块碑铭，把李君常当成了李启瑞 (Li Chi-taan) .见到塞尔: (马

来亚华人)第21页。关于这块碑铭的解释，也见叶苔农(馄同之币必丹李君常与

马六甲宵云亭)载《槟城同安金厦公会金禧纪念刊>>槟城.1973年，第 85-86ij{ , 
② 见陈春生<<南洋华侨与革命) (原件存台湾台北国民党党史库) ; 颜注

1皇<<晨马华人与辛亥革命>> ，吉隆坡，牛津大学出版社. 1976年，第 2-3 页。
③ 见甲必丹李君常和曾其禄之碑刻，载饶宗颐，前引文，第10一 11 页。

④ 见甲必丹曾荒禄墓志镑，存马六甲青三亭，载饶宗颐，前引文，第门1í(; ,'Ii, 

存袋<<华人甲必丹国集>> ，新加坡文化部， 1963年，第 3 页。

⑤ 马六甲这一群体的反清意向，反映在他们拒绝采用搞清皇帝句号上。比" 1j1 
必丹李公颂德碑"和"曾公颂德碑"载饶宗颐，前引文，第10-11 页。

⑤ 觅《皇朝通典'卷八十"刑;忘"引自华侨志编察委员会(绚) ‘华侨
志总志、)台北， 1956年，第 95页。

⑦ 见颜 i青 I皇<<屋马华人与辛亥革命>> ，第 8 页，也!已闷:眷'主<< ~~r 华侨与

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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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共和政体的先驱。①在这些移民中，有些人无疑是与施密会

社有所联系，在居于槟椰屿的一个群体就因在张理的领导下而著

称。张氏是一位教师，被证实是秘密会社的一位首领，后来被尊

奉为大伯公，在马来半岛的许多地方广受崇拜。②

有关这一时期新马华人社区的材料不多。我们所知道的是，

甲必丹制度是由葡萄牙人和荷兰人政府采用的，华人领袖被任命

来担任甲必丹。③那些政治流亡者的后裔构成了马六甲华人社区

的核心，并在自治的环境下使该社区繁荣起来。该群体的反情意

识，在海外的这种环境中逐渐淡化z 此外，蹒清政府的权势也实

在难以对时，因而垂在海外发动任何起义，都很少会有成功的机

会。由于这神原因，该群体的政怡性便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所削'

弱。尽管反请运动己成为一项可望而不可即的事业， f且该群体的

秘密活动和组织网络却被带进了这一社区，使之成为社会控制的J

一个组成部分。

1786年，在槟椰屿建立的第→块英属殖民地，标志营中国人

移民东南亚的一个重要的开端，槟椰屿的自由贸易政策和弗朗西

斯·莱特的鼓励中国人移民的政策，吸引了许多有进取心的中国

人，他们从邻近的口岸及中国纷至沓来。@ 1819年新加坡的开放

军111824年英国获得马六甲，进一步剌激了中国移民的增长。 1286二

年海峡铅民地的建立?使中国的自由商人确信，他们在该地区的'

商务将会继续繁荣。结果，海峡殖民地的华人人口在19世纪上半-

包) J总王太平(音) ‘华人公司的源起 z 尤其涉及西婆罗酬) .澳洲国立大学未工
FIJ硕士论文， 1977年 5 月。

@ 关ff.t大f自公起源的争论，见韩愧l佳 g ‘大 f自公考> .载哺佯学报;第，
1 卷，第 2 期.第18-26页 1 f午云穗(大f白:公，二伯公与本头公) ，童在‘南洋学报，

第 T 巷，第 Z 翔，第 8 一10页 1 11午云憔(再谈大伯公研究) , 魏聚贤. (二 f自公'
有 72说) ; t，且宗颐 e谈 f自公)上述三文皆载《南洋学狼'第 8 卷第 2 期， 第lQ--
2h )j也。

C;~) 见自且存巢，甜i揭书，第 1- S 页。

④ 见维克多·泊塞尔(马来亚华人) .第39-40页，郑官事 z ‘换梅山与，带
III会馆简也) .载《马新中山会馆联合会第十八周年纪念特刊) .第 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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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寻到了迅速增长。①大多敬 Iit 国移民首ß米白东南沿海的问粤两

省。据报道，在早期的新加坡，从广州或厦门用帆船装载儿百名

中国移民抵埠此地是极为常见之事。③在19世纪中叶苦力贸易兴

起之前，提供廉价的中民劳动力以开支欧洲人在东南亚的领地的

可能性，业已获得了认可。中国移民拍容，即通YE 所称;二"在

头 'F ，已相当活跃，他们按照所谓的"除单制·'，携带移民的往

海峡殖民地。③与那些由政府组织的前往马来亚的印度移民不

同，④中国人移民大多是属于"私人事业吁。这1:坚是当时环境

制约的结果。在1893年以前，中国人移民属于非拉 z ⑤县然英在!政

府已在1860年获得了权利，把中同人输入到它的值民地和领地，"

但那些希望移民的人大多并未意识到这一事实，政府官月仍视也

们为非法。另---方面，英国在海峡的殖民政府，也不打算象把印

度移民输入到马来亚或斐济那样而输入中国移民。:J)中国人移民

的非法性，以及英国政府不愿意卷入中国人的移民事务这种情

况，为在条约口岸的劳工中间商提供了充分的机会，向西方世界

或在东南亚的西方殖民地输出苦力。③这些劳工中间商〈苦力贩

① 见C.M. 特恩布尔 <<1826一 1867年的海峡殖民地 g 从印度管转地到1'[辖殖

民地"第18-21页。
② 例如，在1834年 1 月，有 4 艘中国帆般到达新加坡，情米了 800 t'，格氏。。‘

《新加城大事记) 1834年 1 月 30 日。

③ 见P.C.坎布尔， ‘大英帝国各领地的华工) ，第 1-1 页。

③ 见 K. S. 桑德胡(马来亚印度人) ，剑桥，到桥大学 t11 阪社. 19G9 年 m

75-96页。

③ :关于 1893年中国传统的移民主主例改变的iS述，兑1iìii请;~， <<华工与 fi 员 s 晚
清护侨政策， 1851-1911 年) ，第 6 章<<传统移民政策的转变以及对归国华侨的保

护) ，新加坡，新加坟大学出版社， 1985年。

@ 见北京中英条约第 5 款，载‘中外条约汇编) ，台北，文泌出版公司， 1964 

年，第12页，梅辉立， ‘中外条约集) ，台北， 1966年曾在印本，第 9 页。

⑦ 桑德胡，前揭书，第75-96页 J K.L.吉利昂<<斐济 :í~ f lJ t立移民> t m 址:

本，牛津大学出版社， 1962年，第19-38页。

③ 在1853-18ì6年的这一段时间里，在汕头、谈川和厦 ìl至少有六家主运裂的

苦力客惊代在机构，为新加坡提供移民。在这些代理客馆中，有三家属中国人，一之

属德国入，另外两家所属不详。见王省否<中国入的移民机构， 1848-1888 年，

尤其涉及从中国前往澳洲的移民) , 1日金山，华人资料牛心， ] 9ì 8 年，附，止 3' ， "毛

耍的移民机构一览表"第355-360页。

402 

华}白~二‘中一



~[- (只足为了 iL术品大限度的手1I ìi习，百，jZJ 移民 j币，iH少妇 fftfi 尘上

的责任。他们不把移民当人看待，更多的则是象对待货物·

般。为了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润，苦力贸易商需要_.个有效的控制

制哇，它可以涵盖苦力的供应‘运;兰和销。售这就迫使他们与条

约 nJ导及新加坡和槟掷屿的秘密会社相互勾结。船密会社就是在

达种背景下，充当了移民控制的主.~工具。由于条约口岸的秘密

会社具有酌联系网络，秘密的和强制的权威，因而被作为获取苦

力最有效的工具，①

在远远苦力前往海外的过程中，那些从条约口岸的苦力贩子

手中按收苦力的客头(苦力搞客) ，碰到了如何把苦力保持在绝对

控制之下的问题。由于许多苦力不是被从乡村请骗就是被绑架而

来②他们一旦认识到是'芝了蒙骗以及遭到虐待之后，就会促使他

们采取暴力行动，以反抗他们的雇主。③此外，大多数苦力都是

文TL 并且遮fU 在航行中间，任何危险的迹象.都可能导致他

们JQ恐慌并引起骚乱。这块需求有一个控制工具。秘密会社就

正好提快了这种需要。 →些有势力的客头自己组织成丰迪加，管

理在新加坡戎槟椰屿的苦力客行，并在条约口岸设有分行或总部。

两个最有势力的客头卒迪加是合记)音， H33 K33)和元只行)音'

Y3on r, S3ng 丛hat) 。合记的老板是一位名叫陈伯牙)音， Tan 

Poh Yah ì 的潮州人。他住在汕头，是一位有钱有势的人物，控

制了这型的诗多苦力。他专营租船运送苦力往海峡的生意。④，他在

1ii加坡有一客行，在槟掷屿有一总理代理处，负责接收入货1876年

〔。 比了秘密fzf! 丰u ，';Ji 力贸易之间关系的探问，见颜清JEa 《 fp工与官员=晚i言

才侨政府. 185!-]911年>第 2 章， 叶?力贸易的兴起，。

② 见《识芳1: -rl.1 巳华主情形使团报告>>上海，海关出版社.1876 年，台北 1970年

~iîi fíl. ~~ (; - 8 页;王省否<<中国人的移民机构， 1848-1888年)第ω-60页。

③ 有关在航行期间 Jf力暴动的论述，见艾文博(清朝对苦力贸易的政策， 1847 

-1878年，哈佛大学恃士论支， 1971年，第 1 册，第 249-273页，也见主省否，前梅

书，第209-255页。

@ 见《切 fi'必(~)向委员会所作之 ì iE ì斗. 1876年 7 月 11 日)截《奉命调查

木殖民见 l竹华人好 r:情形灼委员会报告， 1876 年>> <殖民部档寰>> 27 王 1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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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陈氏租了一条名叫"哥伦比亚"号的船只，运送了约1， 100 名

苦力前往海峡。①虽然我们没有直接的证据来表明陈伯牙是汕头

秘密会社的首领，但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认为，他一定与那里的秘密

会社有着强有力的联系。否则，他的苦力生意就无让得以发展。 (D

销售中国移民成为有势力的苦力捕客注目的焦点。那些

控制了移民劳动力供应的苦力拍客，就可以向有希型的买主

坚价，秘密会社成为进行控制的工具ν 在 1 880 年 1 0 月中间

移民也令实施之前，主J 移民的销售主要掌握在有势力的、与秘密

会社有联系的苦力捕客手中。调查1876年华工状况及1877年绑架

新客的委员会曾揭露说，许多有势力的苦力搞客，事实上就是也

密会挂的首领。在槟掷屿，一位从事苦力运送生意的首领陈德(邱

天德) ，就被劳工委员会证实是大伯公会的领袖，据认为他是怯

椰蚂黑社会中最有势力的一位人物，类似于华工保护人 z 他每年

从汕头的苦力商行那里收受一千或儿千银元，在槟挪屿拥有一斗司

客行，用以搜罗和处置未售出去的苦力。毛在新加坡，梁亚保足

经营苦力生意的大名人。据认为他是圣伯现金(音， Sung peh 

Kwan) 的首领。⑤新加坡义兴会的首领麦钧(蔡茂春) ，据说他

派舶板去接移民船，名为保护苦力，实际上是把他们卖到苏门捍

醋的德里和林加，那里的苦力卖价相当高。苍 1880年，新加坡阔

建义兴会的领袖是蔡锦祥(音， Cho Kim Siang) ，他登记的职

业就是苦力拍客。该会党是这个岛上的第二大祉团. 拥有会员

① I见已自前t 号引I (杨{仲中裴向委员会所作之i证正 i;机'J

② 3关毛于秘密会社与丛苦:力的贸易的探 i讨.士t ，见颜i泊吕趴4温皇， 1华#工与官员》 'z衍; 2. \'求;F1Tt- 。

③ 按照这一t讼去令，采取了 4 条主要措施保护护3 新的移民=华民护卫司署宫 l贝JAi 可、f

新移民加以检查，建移民客馆须领有执照，严惩试图i秀拐移民者，建立劳工合同制。

见《中国移民法令， 1880年， ，载C.G.1m勒德<海峡殖民地立i占委员会法令 FJ 观

例， 1867一 1898年>>伦敦， 1898年，第 1 册，第693-695页。

④ 见《汉文翻译E.卡尔向委员会所作之证词， 1876年 8 月 4 日>>载《奉命 i局

查本殖民地的华人劳工情形的委员会报告， 1876年" <<殖民部档案> 275/19页。

⑤ 见 e 毕麟麟先生关于绑架新客的报告， 1877年>>载《海峡疆民地立iJ;安局

会会议录， 1877年) ，附录 1 • 

⑥ 见宋旺桶， ‘新加坡华人百年史>>第1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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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86人。伍，任 1876年或者更早些时候.蔡氏!;此已经是一位活跃|时

74:力搞容。②由于他在秘密会社中的权势和影响，他实质上己控

制了去德里(苏门答腊东北部〉和澳洲的苦力销售。他充当王少

是七问欧洲人公司的代理人招募苦力前往德里和澳洲，③这一事

实证明，他在新加坡的贩运到上述两个地区的苦力贸易中己独占

荤A头。他声称，每年司销售200到 800名苦力。①目前我们尚不清

楚的是，在有势力的苦力拍客和程密会社领袖之间，其密切关系

L何，他们之中又是哪一个为利润而从最初的秘密会社领袖转向

做芹力搞窑的。

当时劳动力的需求量高肘，苦力掬客在销售他们的人货时便:

不去有什么困难，甚笔是在(苦力〉船只抵达之前，货已售馨。

但当市场达到饱和肘，他们就只好把那些卖不出手的"物品"囤.

积在新加境或槟椰蚂的客行里。 1873年以前，苦力客行没有受到

政府的任何控制，容易导致弊端。苦力们被囚于棚房中，这里完

全迹反了人类的习性。通风不良，拥挤过度、污秽不堪，在这里

习空见惯。这种非人的待遇驱使许多苦力试图逃跑。因此，对于A

这些搞客来说，逃逸便成为一个主妥问题。于是便有盗猎之事发

il-: ， 正如有势力的指客把苦力从其他拍客那里挖走一样。在这种
儿子是无告无天的f青况下，黑社会势力通常都"保护"苦力。位M

密二三午上的打手(三星党人〉便被雇来看守客行，他们肆无忌惮地

使 iH暴力， ，以防止苦力逃逸或被盗猎。⑤

① 见‘新加坡华民护卫司署报告， 1880年>> ，华民护卫司毕麟麟作于1881 年

8 月 18 日，海峡殖民地，载《海峡殖民地立法委员会会议录， 1881 年) ，附录15.

@ 蔡锦祥〈音)于1876年宣称，他从事苦力捕客生意仅只三到四年，这就是说，
他大约是在18ì2 年或t873年左右成为一名苦力搞客的。见《蔡锦祥所作之 i正词，
1876年 7 月 3 日)载《奉命调查本殖民地的华人劳工情形的委员会报告， 1876 年'.
《娟民部档案， 275/190 
⑥这些欧人公司是:约翰逊洋行，阿斯穆洋行、布林克曼洋行、劳腾堡i芋行，专

锁德里，格斯里洋行、鲍斯特德洋行和贝恩洋行，专销澳洲。同土。
@同上.
⑥ 例如，海峡殖民地的辅政司和警察总监，于1876年 6 月 8 日视察了两间1，力

客馆，他们发现，这些客馆的门口皆由三星党人重重把守。见p.c.坎布尔 z ‘大英帘'
闵各领她的华主"伦敦.国王父子有限公司， 1923年，台北1970年翻印.第 6 页 3
(~命调查本殖民地华人劳工情彤的委员会报告， 1876年) ，载《殖民部档案，
27 ，， /19，第二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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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市场需求的波动是不52·这些挡容左右If--3 为了 jSJ川、与

大的利润，当旧的市场达到地和时，他们就挝纣;汗拓挠的市f省、

在1870年代和1880年代，当海峡殖民地和马来各邦对劳动力的叶

求量减少时，在苏门答腊东北部又发现了→个新的市场， j主导ij〈

面积手Î'植着供应市场的农产品。这一产品发展的中心是在德里，

华人在该j也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日益发展的社区。'D苏门答腊东北

部劳动力的短缺，为苦力搞客提供了一个良机。 ~.í 时，招募;俨斗、

苦力约需30元，但在德里可卖噎125元，利润高达-1倍。@这矗立

财良机吸引了许多据客向苏门答腊输出苦力。③但是，他们对手Ij

j闰的追求，有时候又因受到那些宁愿在海峡和马来各土邦做工的

苦力抵制而大打折扣。⑤为了弥平这些"叛乱"，他们必须利用

T>i1密会社的势力。当一艘船只改变其原定前往新加坡的目的地而

驶往德里，⑤使苦力们觉察之时，他们就对那些胆敢反财搞容决

定的苦力首领施以暴力。 1874年以后，由于在新加坡招募苦力苟

要进行登记，那些被输往德、里的苦力就被威逼与人贩合作， i主些

人贩使诱骗他们在英国官员面前履行登记手续。@

秘密会社除了充当控制华人新客苦力的工具之外，}Æ作JM全

① 关于德里的中国移民以及日益发展的华人社区的研究，见安东氏，里能 z

《早期前往北苏门答腊的中国移民) ，载杰罗姆·陈和尼科拉斯·塔林编 z 叫'lkif;1

东南亚社会史研究) ，剑桥，剑桥大学出版栓， 1970年，第~Z89-320页。

② 见《功报> , 1888年 8 月 28 日，第 2 版。

③ 在1876年，→份报告声称，在槟城有中国苦力挽容和三I主党人引起;的这纺不

斯的巷战，他们用暴力和欺诈行为获取苦力，送往苏门答腊。见《槟梆屿刑监处 1f.

度报告. 1877年) ，载 e海峡殖民地立法委员会会议录， 1878年) ，附录27.

③ ‘新加拔每日时报) 1874年 11 月 24 日，第 2 版，在1877年， 20 名被迫前;已在
门答腊工作的新客苦力，在新加~奋起与击力掠客搏斗。他们是在中国时受掠客的法
骗，说在新加放有工作可做而来到这里的。见《毕般麟先生关于绑架新客的极作，
1877年) ，载《海峡殖民地立法委员会会议录， 1877年>，附录 1.

⑤ ‘明报'曾报道说，一般名叫"基路"的苦力船，载有250名击力，被迫在
新加坡港抛钱。掠客们极力使苦力们相信，他们是要去一个靠近新加坡的名叫美东(梅
兰? )的地方。但当苦力们得知他们是要去德里时，就发生了骚动。见《功报) 1389 
年12月 14 日，第 z 版。

⑥ 见‘新加改每日 8.1'报) 1 87 ~年 12月 1 1 日， 22 z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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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在新马的华人社区移民的一个有效工具。新马华人社区大多边

由文盲和心理不稳定的移民组成;它也吸收了一些从中国逃到江

峡来的不良之徒。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加入了秘密合社，并参与岳

种敲i字和1勒索保护费的行径。①虽然秘密会社通常被指责为在这

块英因殖民地里建立了政府中的政府，②然而，他们却在其成员

中保持着和平与秩序，在马来各土邦的采矿中心尤其如此。③在

这种情况下，秘密合性便成为中国移民社区中的一支稳寇的力量。

秘密合社作为一支稳定力量的积极作用，为某些直接与他门

打交道的殖民官员所承认。这些官员认为，中国人作为一个社区均

成司，完全不了解殖民地的法律，没有意识到英国公正对待他们的

意图，因而许多移民便宁愿加入稳密会社，以求保护。④他们还觉

得，假如秘密合社受到严格监督的话，它还可以作为在政府和广

大的文盲群众之间联系的重要环节。利用秘密会社作为控制在海

峡的移民人口的工具这件观点，有两个主要的鼓吹者，一个是海

峡殖民地警察总监S.邓珞普少校，另一个是自 1877年以来担任海

峡磕民地首任华民护卫司的毕牍麟。他们二人提出了这样一项32

略 z 擒贼先擒王。毕牍麟在其担任华民护卫司的第一份报告中，

明确地阐述了这一攻策。他声称"无论如何，当我提出泯门(也

密会注)在协助政府与下层华人打交道中常常是很有用之时，警

续应该支持我。而一旦让这些会注放手去子，并允许他们获得权

力和财富肘，则无贬义是'生险的。…… "ZD

-1) J\!. (若命调查1872年 10月骚乱的委员会报告>载 g海峡殖民地立泣委员主

会议录. 1873 年'附录。

9 见A.E.H，安生<关于其他人拍我本人. 17'!5-1920年.伦敦， 1920年

~~2ï9页。

③ 兑布雷锋尔 z ‘政府关于马未半岛各土邦的会议录的报告'. <新加坡每日
时ltt> m:印. 1874年 11 月 24 日。

④ 见《海峡殖民地警察总监的报告， 1857年) ，载《海峡殖民地立法委员~2:
议录， 1876年) ，附录19.

⑤ 见《华民护卫司1878年年度报告，始麟模子1879 年 1 月 31 日>载《海峡在

民地?LUi委员主会议录， 1879 年> ，附录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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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棋麟发现，当政府有所号召时，秘密合社的首领是愿意向

F;二府提供帮助的， 并愿意把会午U:内部的纠纷提交给政府，而不是

东以前那样i斥诸械斗。这-策略实施的结果，是在新加坡取向了

i，'fi对的和平稳立。①但这项策略也并不是没有问题。某些(金 1iA

i'<J )首领表面上予以合作，但却想方设;L iiili在麻烦 s 某些向政府

芫供帮助的首锁， !J! Jj已在朽无日!或已死去，他们的继任者无力fff

::j他们那群乌合之众。②为了解决第一个问题，政府放逐了·些

呛以驾驭的会党领袖，作为对秘密会让领导层的一项患戒巳动，但;

从而试图将他们引寻到殖民政策的路线上来。没有证据表明，政

府采取了什么步骤，来扶持新的秘密会社领导层中的日益衰落的

权势。

在理论上，那些自由移民，③大约占 1880年代所有去海峡殖

民地的中国移民的一半，⑤他们应该是不受苦力拍客的影响，但

在实1hLL 他们中的许多人却沦蓓在猪仔馆而被卖为指仔。秘密

二才1:的成员，或受拍客的雇佣，或受其委托， '1秀骗抵达新加坡口

岸的自由移民。这些恶棍装扮成向导， t危称给新来者提供帮助。

刀些自由移民很快便落入国套，被卖到猪仔馆。⑥他们被禁闭于客

馆，由这些恶棍看守着。这些人贩想把他们以更高的价格卖到尤其

是象德里这样的地方去。假如他们不愿意与这些苦力捕客合作，

式会遭到毒打，或遭受诸如用强水浸虐皮肤等方式的酷刑。⑦

① 见前寻 I di"民护卫司 1878年年度报告》。

fE !AL 《新加坡华民护卫言l署报告， 1880年，华民护卫司毕麟赋18B1 年 3 月 18 日

九;每峡殖民地>载《海峡1直民地立i主委员会会议录， 1881 年》附录150

(豆、 在1881年，新加坡海山会有两位首领陈世高〈音〉和陈克志〈音〉被驱逐阴

川函。见《华民护卫司署年度报告， 1883年>>载《海峡殖民地立泣委员会会议录-
1 ， 84年>>附录140

④ 自由移民一词主要是指那些自己垫付船资，抵达口岸后可自由支配自己者。
C~- 在 1880年，有78 ， 196 名中国移民抵达新加梭，其中有38 ， 118人是自己出资.

辽→人数大约是总数的-半。见《新加坡华民护卫司署报告， 1880年，华民护卫司毕
航麟 1881 年 3 月 18 日子海峡殖民地》表B，载《海峡殖民地立讼委员会会议录，
J E: 81 年>>附录150

@ 见《庄笃次向新加坡华民护卫司之请愿>> (且然这份请愿书没有日期，但它
:,' ',t /~ (t: 1887 -18 89年间的某个时间里写成的，这一结论是在阅读其他请愿书后得
山，的) .载G.T.哈尔编<三州!育文件修集>新加坡，政府印务处， 1894年，第
1 辑.第 4-5 页。

íJ, [ifJ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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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块三米自英国殖民政府的充分保护，边些自由移民也象苦力

~---~ f':f , 均为鲜廉寡耻的指在及其秘密合性市凶的牺牲品。

秘密会社、方言集团和行业垄断

:污言集困和行业垄断之间的密切关系是众所周知的。但秘密

22 让在这种垄断中起·种什么样的作用却很难确寇。本人认为，

方言集团对职业和商业的垄断，主要是由新马华人移民社会的性

质听快忘的，换言之，某些方言集团在某些经济领域中占据统治

地位电主要是方二f和宗亲组织作用的结果。秘密会桂的权力常常

被用未保持EE巩固某些有利可图的生意，诸如采矿、鸦片及其包

税、赌博和娼妓。如果我们说，陆密会社应对行业垄断负有主要

员任，那块是言过其实了。'D

菜 f弗士也许是华人社区内方言集团和行业之间关系的第→位

现察者。在1822年，即在这块新的殖民地建立三年后，他指令市

政现划局.为来自厦门〈闽南)的华人划出一块特区，这些人却

是商人和买卖人，属于一个颇受尊敬的阶层。②他没有提到广府

人或客家人，也没有提及自1州人和海南人 s 大概是因为他们的职

业披着得太开;重要，因而不足以在他的指令中给予特别的说明。

川是，正在I!他所观察到的，当时的华人被划分为买卖人和商人、

工臣和工人，还有农夫， 211也没有捉到的那四个方言集团，主二

!三属于最后这两件类型u

五佛 l:对上述四个方言集团的忽视，在18 .1 8年由余有进给予

了句:补.余氏是著名的湖籍商人，是→位社区领袖，他对新加坡

华人社民的深刻了解，为他提供了较之菜佛士叶方言集团和行业

① 见麦臼芳<秘密会J上的社余学 z 新加域和l半岛马来西亚华人格密会社讲

究"吉隆坡，牛津大学出版社， 1981年，第45-52页。
。 见 (T .5. 菜佛:l:致C.E.戴维斯上校， 1822年 11 月 1 月>载"新加境公 P?".

~~日度群岛与东亚学{Il' ，第 1 辑，第 8 期， 1854年，第105页。

。同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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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íi~j关系的了艇的更为详细和谁?岛的怕况。按照他的说i上，搁5·H

A构成了当地最大的-~个方言集团，达 19 ， 000人，他们中的多数

人都是121儿茶和胡椒经纪商，店主和农庄主。其次则是福建人，

人数约10 ， 00。人(包括马六甲华人， !民籍移民的后裔) ;他们

之中约40%是买卖人、商人和店主， 20%是农庄主，其余的则为

苦力、月2工、渔民和搬运工人。在6 ， 000名广府( i贯门 7 人中，于1

25%以上是工匠fP 工人，分别为木匠、裁缝、制鞋匠、剃头匠、

伐木工政泥瓦匠等。客家人(总数为4 ， 000) 也象广府人一样，大

多数为工匠和工人，他们中有铁匠‘制鞋匠、金饰匠和剃头匠、

建筑工和伐木工。海南人是最小的集团，人数仪700，他们所有的

都是从农村雇来的店员或伙计。⑦

人们对于余氏提供的资料的来源及可靠性尚存有疑问。他是

从哪里以及如何获得各个行业的这般精确的数字呢?作为期州人

注区的一位领袖，他又是如何从其他方言集团那里获得可靠的情

报的?他划分店主和商人、木匠和建筑工之间行业差别的尺度又

是什呢么?无论如何解释，他所表达的这科I信息步总的来说是明

确的 z 福建人主要从事商业活动F 潮州人主要从事于种植园和农

.)b 广府和客家人以手艺人居多;而海南人则是雇员。

在同」时期槟粮且也与的华人中.也可以找到同样的行业模式O

J • D. 沃恩在1854年写到·他观察到所有的木匠、性匠、鞋匠和做
其他费力气王作的工人都是广东人，而福建人和漳州人(闽人)

那是店主、商人和香料种植园主。②显然，沃恩的"广东人" ..... 

i司包括了广府人和客家人。马米面亚的当地华人历史学家梅玉灿，.

在他的调查中就友砚，来自六邑③的i午多广府人都是工匠，他们

① 见余有进<新加坡华人人数、部族和j职业慨况>> .载<fIJ 度群岛与;t~亚学

211》，第 2 卷. .18411年，第 290页。

② 见J • D.沃恩(有关核制;屿华人的/1 1己>>裁‘印度群岛与东亚学报'第 8
巷， 1854年，第 3 页。

。i 这六邑是新金、台'"、思平、开·平、在电"1 手11元溪.它们是属于一个名叫古冈
州的地区性集团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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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拢了早期糕梆屿这块殖民地的绝大多数公共建筑的建迂飞。 σ

在不同的方 iZ集团中的注和行业划分，至今仍然存在。尽告

现代教育使这些行业出现了两极分化，减少了方言集团之间酌差

别，但是，不同的方言集团仍然控制了某些特殊的行业和经济领

域。例如.许多每馆丘板和!厨子都是广府人，看来他们仍控制着

!在馆业。在1957-::;8年度旦洲中出餐馆主协会的54个重要会员中，

就有43名会员是来自南海、新会、番罔、!顺德以及其他县的广府

人。③

麦留芳自提出过有关方占集团与行业关系的两个饶有趣味的

问题。为什么某一特寇的方言集团会垄断某一特虐的行业?这→

行业莘晰的模式又是如何长期保持下来的?麦氏对此问题的解答

并不完全令人满意。他列举了一些因素，诸如自然环境、移民的

先后次序、行业职业化的延线以及秘密会社的干预等，③但他恰

恰您悦了在不同的方言集团之间所七二期保持的行业划分中，宗亲

罪i-ì 1i ~;i.组织的作用心无疑，自然环境、移民的先后次序以及行业
职收比的延续性，制约和决定了早期中国移民所要从事的行业。

那些原先是渔民、工匠和商人的移民，当他们第→次到达海峡时，

那趋向于谋求同样的工作。①但他们要继续从事同样的工作，又

大受新的环境影响。这样，海外的方立和宗亲组织就不仅可以照

顾移民的福利及社会娱乐的需要，而且也发挥着基尔特的作用，

以促护其成员的行业利益。这些组织还起着为有希望的雇主和雇

lD 兑梅玉也U: ‘ -~Î i;<l .J.H六品先侨在马活动史)载槟城台山宁阳会馆编(马

?在亚古冈州六邑总会将 fU>> ，怡保， 1964年，第37-74页。

C左 边一数字分类如下f 南海和新会各 8 人，番{R， 7 人，顺德 4 人，三水、东莞、

汗平得 2 人，高要、南明、花忌、 i青远、四会、 fr IIJ 、冈州和鹤山各 1 人。在这54入
中，其余的 11人籍贯不明。见黄因泉、胡永位编(星马姑苏联合总会特刊) .新加

堤， 1958年，第38-62页。

③ 麦留芳，前揭书，第 13-46页。

④ 例如. 1800年左右，大约十来个香山广府手艺人从澳门移民到核城。他们都
愿意谋求相同的职业.于1805年在槟城建立了一个同乡组织。见郑贵早(槟拉~*I与 I-t'
lir 会馆穹tJ.!..l 载《鸟新巾 I!I会馆联合会第十八周年纪念特刊>吉隆坡. 1973年，
第 32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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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提供见面场所的作用 2 那些需~学徒或店铺伙计的雇主11场提

出雇佣条件，那些需要工作的移民则当场给予回答。通过立吨组

织的帮助，那些亲戚及同乡的工作就可以用这种方式获得专排。

同时，当方言和宗亲组织的成员在工作之后聚集于俱乐部合所

时，那些从事同」行业的人们，也趋向于建立一种更为密切的关

系。他们不仅在 A起国味家乡 IR时的轶事及新闻，而且 :iJt己流，厅

关他们仔业的消息、市场信息以及新的生在前景。有时候，这扪i

T1J 导致贸易合股人的形成。①由此，宗亲和方言组织的这些功能字

就维护了这种行业的垄断，并使之长期得以保持下米。

要解释在海峡殖民地的福建人为什么经商者比较多这一问题

有必要回顾一下中国人拓殖马六甲海峡的早期历史。 lf-1辑句:、l 移民

较主后米的移民在行业的选择上范围更大，这是实1ι 也 l 变iXj 豆

豆远的是这样的一个实 z 早期许多在海峡的闽籍移民，都是未山之

泉州及其邻近地区的商人。早在1511年葡萄牙人征服马六甲是前·

他们城己在马六甲建立了→寸、小小的每居点，③在葡占期间及荷

兰占领期问，这-以闽人为主的立居点，规模不断扩大。(T)在快

向屿和新加坡殖民地建立之后，海峡的闽商数量也有所增加。菜

佛 t曾于1822年提到，在新加坡有‘闽商社i王存在，这J记述事

在i主殖民地建立后的三年。否在中国与早期新加坡的帆船贸易

① 见《广肇记录>> (手抄本) .第 1 册，从光绪 1-/，年正月二 1- 七日(1 890年

二月 16 日)到光绪 1-九年五月初「日 0893年 6 月 23 日) .第 3 、日. 33→ 3G 页 z 也

兑《艺{隆坡广肇会馆七十周年纪念特刊'第42-43页 o
③ zz留芳，前揭书，第44页。

3 见 K.S.~德胡<马六甲的华人拓殖地;) .，载《热带地理学报) (新加坡) • 

~~15态. 1961 年 6 月，第 5 页 z 关于明代中国与马六甲的贸易，见乌欢撰、冯承乍Jl主 z

《赢涯脏饱校注> (北京，中华书局. 1955年)第25页 f~尔·维特利(因商品贸

易而兴起的城市:十五世纪的马六 fJl地理>> .载《东南亚研究所学报> (新 fJn.IJt) .第
1 毡. 1959年，第J1-J8页。

~ K.S. 桑德明，前 51文，第 <;-7 页 J. V • *;J，)听著，伊曼纽尔·科字和

t怠·埃内迎亚译(马六甲与南印度及中国的概况) .载‘皇家亚洲学会马来亚分公
学报> .第 8 卷，第 1 辑，第 19页 s 叶华锋〈音) (马六甲的华人)载《巾国学
余年刊)新加坡. 1956年，第23-24页(英文部分〉。

('!) 见 <T.S.莱佛士致C.E. 戴维斯 1工梭. 1822年11 月 4 日) .载 ε 新加坡公
告) • ‘印度群岛与东亚学报)第 1辑，第 8 期. 1834年，第1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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巾，闽南岸、泉二府商人占据着统治地位，①这就进→步证明闽

商己巩固了在海峡的商务。这些闽籍商人定居者，使民期保持了

他们所占据的行业。与他们在中国的同胞鼓励儿童致仕不同，②

他们则长期保持着作为商人和买卖人的这些行业。他们除了聚敛

资本之外，对自己的孩子传授经商知识和技巧，以使他!门可以依

次不断扩犬在海峡的商业活动。由于方言的隔阂，在19世纪，问

籍移民倾向于谋求经商和做买卖的工作，因为干这-行的人都是

操福建方言。

而潮州人对棕儿茶和胡椒经济的控制，看来与他们早期íJ!居

摩内和新加坡有关。在1818-1825年间，廖内存在着→个大的潮

州人社区，该岛棕儿茶和胡椒的栽培，显然是处于潮州人甲必丹

的控制之下。@在英国人到达之前，潮州籍种植园主己出现于

新加坡。英国人的记录证实，在英国人占领之前，这里已存在着

一些华人棕儿茶种植园。早期华人种植园主的姓氏，例如陈光豆，

(击， Tan Ngun Ha) 和陈亚罗〈音， Tan Ah Loo) ，就是具

有潮州人特征的明证。④潮州人社区的档案也声称，这些棕儿菜，

鼠1 汗拓者.是处于王钦和王丰顺的领导之下，他们主持筹建了粤

G 见李业霖(中国帆船与J早期的新加坡) ，载柯木林和1吴振强编 g ‘新加披

华族虫论集> .新加拢，南洋大学学生会， 1972年，第 8-9 页 s 关于1819年至1869
年间新加坡与中国的帆船贸易，见黄麟根(新加披贸易， 1819一 1869年)， <皇家
亚洲学会马来亚分会学报》专集，第33卷，第 4 辑， 1960年， 106→ 124页。

C 见郝延平 <19世纪中国的买办2 东西方之间的桥梁)麻省次布里奇，哈
佛大学出版社. 1970年，第 8 页。

@ 见C.A，特洛基"港主制度的起源， 1740一 1860年'勺载《皇家亚洲学会
马农亚分会学报) ，第49卷，第 2 辑， 1976年，第137-138页。

@ 追溯陈氏的故里，大致起源出于三个方言区 z 湖州人、闽南人和海南人。由
于当时海南人未必已涉足于马来半岛，而在福建人的记载中又没有棕儿茶种殖先驱的
记载，故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认为，陈光夏〈音〉和陈亚罗〈音〉是潮籍种植园主。这
也与潮州人社区档案的记载相吻合。见W.巳特莱<1 819年的新加坡人口) ，载《皇
凉亚洲学会马来亚分会学报>> ，第11卷，第 2 辑. 1933年，第177页。关于新加披间

人社区档案没有析UL茶利'中也先驱的记载，可参见苏孝先编 2 ‘ i幸州十属旅星同乡录) • 
新加坡. 194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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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i青庙，⑦该店运成为早期新加坡i+!jjioi人社区各项活动的场。;93

不庸置疑，这些早期的潮州人在居者不仅仁，学会了仁儿茶丰 ιjlM

的种植方沾，而且也学会了如何经营和销售它们。

新加坡在1819 年建立为厂 A 个自由港的同时吨也1~替应 i人i 呼吁之

为棕儿茶贸易的中心。在廖内的;如i籍棕儿茶商人立四.却ibt坑主

较之廖内更具吸引力的地方，很快便会发展成为一个问际 IhtEz 、

新加坡是英国在亚洲贸易的东印度网络中的斗才注五r; @ ir二注 JU

坡收购的棕儿茶乡很快便可以销售到国际 :ti场去。新加坡已是·

个自由港，在这里.各项生意不变政府的干顶便可交易。位儿去

中心从廖内转移到新加坡，意味着有更多的棕儿茶生意可在新;有

口岸交易，也有更多的潮州人被吸引来做这项生意， ji:前往rx

坡。结果，棚外i人作为什、方言集团，很快便垄断了拉儿茶贸骂。

销售垄断是建立在供应垄断上的-→事内岛上占优势地位均为;将

棕儿茶种植园主，④将他们的产品卖给在新加坡的湖籍棕儿茶商，

他们中的→些人最初J也是从摩内来到这里的。在新加坡的这些商

人，有力地开拓了在欧洲和中国的新市场。⑤那些会说英语的商

人，尤其如此。在开拓了新的市场，而这些市场又不断产生的需

求之后，新加坡的棕儿茶便在新加战岛上不断开发棕儿茶种哇!丑，

逐渐减少他们对廖内供应的依赖。

早期抓住机i会在新加:坡;发展棕儿茶种植园的一位

严illf可是余有进。据说， f也是在该岛大现模种植棕儿棕和胡棋的结

4个中国人。:昌在1835年，由于受国际市场日益上涨的棕儿茶ffr

Cù jιI雷应农<<马来亚i明侨南米发展史》和《新加;主潮侨概况)载潘醒'交编=

《马来亚潮侨通鉴)第29 、 40 页。

② 见吴华<<粤海清 y市>载Þ!;孝胜 Tt;然{(石i山古 E竟)新加验，南洋学金.
1975年，第145一 149页。

@ 见黄麟根<<新加坡贸易， 1819一 1869年)第11-34页。

每) C .A.特洛基，前引文，第137-138页。

a 见J. C. 杰克逊<<种极园主和投机商 z 马来亚的华人与欧人农业. 1736-
1 912年)第 9 页。

。 见宋旺相<<革rr hn坟华人百年史>> rl~20页 Jt-见《余有)茬先生)载;1\-理 .c主
编<<马才二亚湘侨遥鉴) , ~在 78-80T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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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的推动，他获得了→大块土地，面积约有 8 到10英亩.从上问

谷路到布吉特·提玛路和汤姆逊路。①在从事这神商品种植的冒

险之前，余有进已在新加坡建立了，→问代程商行，供应粮食并认

来这里贸易酌帆船那儿接收当地产品。这项生意教会了他怎样去

销售当地产品，如战儿茶和胡棋。他或许也雇佣了一些他的族人和

亲戚，去经营他的捻儿茶和胡棋生意，雇佣期在H1!i力到他的种植

园中做工。大现底棕儿茶种植园的成功，鼓动了其他潮州人效尤

其后。②对于跤''+1 人来说，从事惊儿茶和胡椒生意，自然较之福

建人和客家人更为容易些。

要解释为什么客家人和广府人中子Z人居多，这看来也很浅

显明白，因为手ι人需要有特殊的技茬，而这些技艺又按照方言

的继承方式及频繁的社会交往，被长期保扣下来。很显然，个

广府籍店主不会接收J个祖建人为徒，而→个客家手艺人也不会

教斗、潮州人如何去获得经商的基本知识。

目前，没有什么证据表明，新加坡的闽南人利用施密会社的

势力把其他人排除在他们的商业泡出之外 s也没有任何证据说明，

新加坡的潮州人利用了秘密合社， .t二期保持他们对棕儿茶和胡椒

贸易的垄断。

不过，秘密会社在控制但税7k娼妓业方面，则扮演了一个重

要的角色。包税制度并非英国人首创。早在欧洲人到来之前，这

→制度已为土著统治者广泛使用。③荷兰人将此制度照搬过来，

以后又为在本库伦和海峡殖民地的英国人所承袭。④该制度不必

政府花费，就可以为英国人提供→笔既安全又有保障的收入。在

① 宋旺相<新加披华人百年虫'第20页.

② 据说，当余有进种茶之初，国际市场上的茶价很低。这一挫折几乎使他没有
勇气继续种植下去。由于他的朋友丘奇先生的鼓励，他坚持了下来，并最终因种茶而
走了鸿运.见C.B.巴克利， ‘新加坡 l日时轶史， 1819-1867年)吉隆坡，马来亚
大学出版社， 1965年，翻印本，第151页。

③ 见黄麟根<<威尔士亲王岛的包税制， 1805-1e30年) ，载《南洋学报'给
19卷，第 1-2 辑，第5-8页。

③ 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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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以前，这一制度Z才子去保护的马来各土邦的经济和管理结

构，者fj只有特别重要的主义。①包税主要由鸦片、赌博和洒税所

组成。在这种iktj支下，政府给予但税商在门用品和公用设施 1. (\'-1 

专卖权，并保证这些权利的实施 1 作为阳报、包税商民!!向政府支

付税金。

在?在1 合?!;所起的控 '51i也悦 ::14的 !fifH ， ji‘不 J主由于ß税区的要

求，而呈由 F也税区的布在。但说区通常是由政府通过公开拍卖，

在某 fE固!屯的时期出售给标价最高的投标人，②与秘密会社有

;只系的人在投栋包税区时，并不占特别的优势。但秘密会社的势力

则 i河以被雇佣来维持包悦的利润。它的作用有两方面 z 一方面，

它常常被用来缉查走私、或被用来执行损害包税商权利的其他措

施;另-方面，它也被nu(推销鸦片和酒，并把赌博权利稳妥地

保问在垣税商的手中。在各项缸税之 i扣，鸦片税最有利可图，因

而也战成为有势力的华南竞争的热门。这些商人通常都是有秘密

合刊:交持的社区领袖.他们却:全力以赴地去争取鸦片包税。那些

投标峰选者于是使采取走私的方式，子方百计损害包税者的利益。

例如在槟椰屿， 1822年以后，鸦片悦和拥税部落入了闽商集团的

J'- 11:l;其对头广府籍包税商，因有秘密合社海山会的支持，从对

岸的巳因、 卡万向该岛大).'!í!院走私骑片。③同样的情形也于1883.

年在新加坡重演，当时，一位名叫赵只荣(音， Chiu Sin Yong) 

叮怯懈屿华商接管了新的鸦片但挠。原先的包税商便决心摧毁他

的政手的边项生意，从街力u岐向附近的岛屿如加里蒙、布朗、 i之

(1) 旦L 约蝙. G. ~肯iÍ~J : ‘马米联邦也税 fil度的不动产转让)载《现代亚洲研

究"第17谷，第 8 期. 1983 平.第388页。
② 在 19世纪初期，看米也税的期限为 1 年，而到 19世纪末20世纪初时，其期限

以c.短氏为 3 年。见《新加坡大事记) 1833年 4 月 25 日<<颜光明(音，GanNgoh

Bee) 先生与胡子春(音， Foo Choo Chooo) 先生承包1904一 1906年槟懈屿鸦片与洒

税合同之译文)载《海峡殖民地与马耘联邦鸦片委员会报告， 1908年全议录) ，第

3 卷，结 127页。

@ .lJ让荒'麟根<威尔士ZZE 岛:沟国税制. 1805→ 1&30年、，载《南洋学报) • 

第 19卷.第 1-2 镜~ ]965年.第 12j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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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曼2在兰泥怒地输 !Ii 大批均鸦片，鸦片在这里油加 E成 "IJE 士'二
然后再走私进入新加坡， k'J. 更廉的价格出售。J)

由于警察力量单薄，难以抑制在海峡殖民地和马来各土邦的

鸦片走私。因此，包税商就只好利用秘密会社的势力来维护鸦片
包税的利润。那些42身就是弛密会社领袖的包税商，②总是利用

秘密会社的暴力来迫使主私活动收敬。而那些不能支配这→暴力

的包悦商，也仍然利用秘窑合性的成员作为耳目.侦索毛私活

动，③收集忻报，引导警方红i捕走私犯。否

在19世纪的新加坡和马来亚，秘密会社控制娼妓是→个众

所周知的事实。海峡殖民地总监督塞西尔. C. 史密斯爵主于1887

年向殖民大臣报告说， ••• .... (这里)在老鸭控制下的唱妓 iE常

之多。老鸭通常邵为秘密合社的头领所掌扣，这些人是华人社区

中劣迹昭昭的人物。气ZI 这是 J 份较之私人观察吏为可靠的官方声

明，它反映了秘密会社zf 娼妓的严厉控制。

娼妓基本七为那些究要这类服务的人们提供服务。 以男性移

① 见《华民护卫司署年度报告.1883年)载《海峡殖民地立讼委员会会议录-
1884年) ，附录第14 ，第C156页。

② 关于秘密会性和槟掷屿鸦片与;因类包税的报导，海峡殖民地警察总监s..ß;岳

也曾经这样说过"鸦片和酒类包税，由于受到一个又一个最有势力的华人拱门〈秘
密会社)的支持，使其大受神益。由此，这便成为罪恶渊絮，大多数成功的承包商，

都是某些洪门组织的有影响力的首领，这己成为惯例，而这些人总是不择手段地使用
其影响力"。见 <<1878年警察总监S.邓洛背的报告， 1879年 4 月 5 日).载《海峡殖

民地立法委员会会议录， 1879年必，附录17.

③ W.布莱思<华人秘密会社在马来亚的影响>第56页。
④ 1883年，在新加坡逮捕了 8 名大鸦片走私犯，他们是高顺才Cff) , I坊、颖

t'f (音〉和陈孚(吉寸，大概是由于航承包税商邱新荣〈音)提供情报的结果。见
《华民护卫司署年度报告， 1883年>> ，载《海峡殖民地立法委员会会议录， 1884 年> , 

附录14.第C156-C157 页。邱新荣与秘密会社的联系，从以下事实可窥见-斑， 1890年，

他出头组织一半边加，接管槟植E屿的鸦片和酒税承包，当时，他的字迪加中的一个
成员便是邱天德，此人为槟植~*与苦名的大伯公会领袖。见 <1890年 10 月 24日海峡组民
i也tr.海委~金会议录i去 i己报告步，或<<;每块谊民地立t主委员会会议录. 1890年) , 
第 B82页。

⑤见《塞西尔 .c. ;t密斯爵士致殖民大臣， 1887年12月 30 日>>裁《海峡 Gfi
民地立法委员会会议录， 1888竿~附录21 ， <关于撤消传染病法令之通信) • ?t C 

1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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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ik C二势的哥马华人社区，对性的渲泄有着巨大的;~;:求，①娼
J立业坦白此成为吸引 i秘密会让i主志的一项利润丰快的资源。另 A

厅 íliî，妓院茬码也主要陆密会址的服务辽维护其生意的进行υ

IIJF从 1ii 国贩斗士的妇女和少女均属非总性质，使得娼妓必须优赖

于黑社会的势力。(豆J 虽然妓院也作为合盐生在进行22i己，但他们

的生意装荣则更多地放赖于原客们的合作。那些在获得了这类服

务之/F fJ付钱以及立在削iS麻烦的照，容，必须得立即予以处220

吁有强制威力足毡密会让，正好满足了这 A需要。此外，为了防

! ~ ~ !:吕枝在远或是边其他妓院掳去，妓院吕鸭也;￡需要一些打子看

气 ， i~这些 43妓 3 豆

毡宫、会?士与唱垃业之间的确切关系如何，目前的难以界之。

也兀疑问，有许多妓院茬鸪是秘密会社的成员，②但并没有真凭

实据去明，妓院完全由秘密会社所控制。在妓院苞辑中，有些是

[ì 1秘密会社成员转为妓院老鸭的，有些则原系商人，由于既得利

iti而加入秘密全社的行列p 有些则是为了生存而被迫加入秘密会

川。不管是哪-种原因，他们都接受秘密会社的保护和报务; 1乍

均国报，他们必须按年或按月付给秘密会社→宅费用。例如在

1 il77年.新加坡的立合会(音〉就从→位妓院茬鸭那儿收到 4宅

① 1 &33年，在新加坡华人中的性比率是 1 个女性比8'8个男性。 1834年，这一

泛程扩大到 1 ，1 2.1860年达到 1 :H.4 。见《新加泼大事记 >1835年 1 月 24 日; T .有i

f:德尔(马六f! 尚缺的英属殖民地统什资料>槟城， 1861 年，第 1 页 g在1831年，

这一差距有所给小. H!仍然没有多大变化。在新加坡的华人中.是9.839 个女性比

67 ， 8947、男性，利 ~t字为 1: 7。见《新加坡人口统ìl 报告， 1881年，人口统计局局民

A • p .tE {r;彼特于 1331 年 8 月 15 日>载e海峡位民地立法委员会会议录， 1 8 Bl 年>

FH ,Jt 29 0 

③ ;ι ‘李中 íiii (音〉提供给传染病法令委员会的证词， 1876年 12月 22 日> , 

iJG 《海峡值民地立 ìt委员会会议录， 1877年>>附录 7; (华民护卫司年度报告，

1 8'f8年，毕瞰麟于 1879年 1 月 31 日>> ，载《海峡殖民地立 ìl.委员会会议录. 18ì9年》

ffiJIi120 

@ k'海峡有直民地总注册'g A."""V.考辛斯提供给传染病ìl令委员会的i正间，

1 376年 11 月 18 日>>载《海峡殖民地主;占委员会会议录. 1871年> .附录 7 0 

包; JL 《奉命 i~可交 1 870 .'rr二第 23 弓;主令里通常所称之传染病讼令制iTil载的委员会
的十ii 告) , [jiJ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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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费100部元，再加上妓院每个妓女的附加月税二宅。①

从娼妓业中筹款，构成了秘密会社收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娼妓业也由此成为政对的会党之间竞争舵→个目标。如:居、军11

i由盘纠纷常常导致争吵和械斗。在新加坡，妓院鹿集的应 \ fJcÍÝ鸟

带，便成为研究这一时期械斗的中心舞台。 Q

秘密会社、甲必丹和方言组织

要确立秘密主社在新马华人社区的技合结梅中的地位，可以

1889年秘密会社被查禁为一明确分界，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在

被查禁之前.由于秘密公社为政府默认，他们与华人甲必丹这

立了--~种密切的关系。在海峡殖民地，且然甲必丹iht度在1826年

以后业已废除，但秘密合社仍然与一些实际上是甲必丹的有势力

的社区领袖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在其被查禁之后，秘密合社成

为非拉组织，被视为危险的社团P 他们也成为警察采取行动的目

标。作为政府的代理人以及华人社区的领袖?甲必丹只得断绝与

秘密合挂的关系，而代之以加强他与方言组织的关系来增强他的

权力。

有充分的证据说明，秘密会社在被查禁之前与华人甲必丹之

间有着密切的关系。霹雳邦拿律的华人甲必丹郑景贵(或称亚贵) , 

就是拿律和槟城海山会的一位著名领袖p ③拿律的另一位甲必丹

陈亚炎-别是槟城义兴会的领袖3 ③他们是对头，苟i:深深地卷入

④ 抗i海峡殖民地总注册官考半烦的说法，新加坡香港街 36号一家妓寨的~扳就

付给义合会(音)这样一笔费用。见《考丰斯提供给传染病泣令委员会的i正河， 187G年
11 月 18 日) ，同土。

③ 见"械斗说"载哈尔编<三州府文件{多;在> ，新加坡，政府 fiJ ;先室，

1894年，第 2 卷，第 1 辑，第 3-4 章，第78页。

③ 见 M.L.溢<<三合会和培布特z马来半岛华人和穆斯林~窑念社均起1踩在lf专

f蜀， 1800-1939年>>新加坡，政府 ~íl 务室， 1941年，第2: 8页;黄存采(华人 1ft

4:.丹画集)第77-80页。

③ 同 I二 w 布莱思<华人秘2益公社在马来亚的影 l萨户，第 1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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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拿律战争 G 古注坡最著名的华人月IQ、丹叫-亚来，则是当地海山

会的领Ttho Q H:j古打居林的甲必丹赵亚窍，据认为是 1地义只2

1日首坝乡 iPUJif石烟的另·位 rp 必丹L"::式安，则是威利川省和前

琼义兴尘的首叹。 3 由于秘密主，; {.1 在 j立一时-期为政府所容忍，他

们处T →利种li让上人[既!E汪;王Eι-去三义恨的社金地f仨卡位户占飞飞，;P 人们1对}士打Jf他也们;混昆杂着→→A种E既变

王起恐2虫;惧惧-又尊敬的 J忌豆巳飞引轧斗士rιfιE

[叶由f扫i 于毛船起密金社百荫月实是为当局所容忍， 立在社主J二为华人社区所接

交，他们便因此边结合进了甲必丹的机力结仰之巾。但在实际上，

对秘密华社有所依赖，正是甲必丹;词应与生俱来的弱点。甲必丹

负责维护站律和秩序，④但政府并不给予钱财或人力让其履 Ij职

责。因此，他只好改 (1 白流，依赖于陀密金社的强制力量。不过，

剖马华人社主泣;二这一·时期马尼拉、金边和1三宝垄的华人社会，

1辽加兰兰差不卉。与仨述华人社区不同的是，⑧新马的甲必丹不必.

经过噎个华人社区的同意就可以任命。他虽然只是他自己的方言

社区所能接纳均领袖，但可以由政府庄命为甲必丹.以维护整

个华人社区的沾律和秩序。这样一‘来，他只伺利用秘密会社的势

ibid来-扩大他对其他方言社区的控 ;Eh

方言组织，悔成了甲必丹权力结构的另」个组成部分。甲必丹

在被任命担任该职务之前，大多是他所在的方言社区的领袖。{应

负有保护该社区利益的义务。在被任命为甲必丹之后，他对于他

属下的同乡的责任就扩大了，他们期望他利用这一新获得的权势，

(i! 布莱息，同i二·第 120 、 192一 193J)'.i; L~i辈默!-:马来亚华人秘密会社导iÞ , 
新加坡. 1957年，第Z0 3-216页，有关叶亚来的传记，见S.M.米德尔布鲁克(叶
亚来)载‘皇家亚洲学会马来亚分会学报) ，第24卷，第 2 辑， 1951年 7 月，王植
~. (叶德来传)吉隆泼，艺华出版社， 1951年。

@ 鬼黄存集(华人甲必丹画集. ，第57页。

@ 同上，第82页， M.L.温，前揭书，第268页， jlF云憔 z 叫z华民族拓殖~
米半岛考)载 CE兰在中华大会堂庆祝五十四周年纪念特刊> ，吉隆拢， 1977年，
第 526页。

④ 且L施坚雅<<华侨领导层s 一个自相矛盾的范例) ，载G.维捷亚华德恩编s
‘领袖和权威论集)新加拢，马来亚大学出版社， 1968年，第 193页$陈侄鹤〈音h
《部峡殖民地的甲必丹制度) ，载《马来亚历史)第25卷， 1982年，第76页。
⑥ 施坚雅，前引文，纺1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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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他们这→集团的利益 z 提供更多的工作，扩大经济机公.从

政府那儿获取更多的权利和优惠等。作为回报，他们则给予他;后

条件的支持。他通常被选选担任他所属的方言组织的总理或主席

的职位。人们期望他能带领他的同乡建立→个俱乐部会所，并照

顾他们的福利。在上述所提到的甲必丹中，叶亚来于1864年在吉隆

坡建立了惠州公司。①该公司是吉隆坡的第-个华人方言组织，

它包括了在雪兰在的所有惠州客家人。 1885年后，在吉隆坡的另

-位华人甲必丹叶致英的领导下，该公司迁到一所现代建筑里，

并改名为较现代的雪兰在惠州会馆。②薛雳的甲必丹郑景贵，是

太平增龙会馆的创始人之→。③郑氏为广东省增城县人氏. 1888 

年，他率领同乡重建了会馆会所，把它改变成为一座现代的砖墙

瓦顶的建筑。 b 吉隆坡的另→位甲必丹叶观盛，则是雪兰在赤i美

金馆的创始人。⑤

甲必丹、秘密会社和方言组织之间的密切关系表明，甲必丹

;!it度是一个政治、社会和经济的实体。秘密会社和方言组fFl二者

都为甲必丹所利用，都被他用来履行其职责并扩大他酌利益。甲

必丹利用他在秘密会社和方言组织中的权势，招募劳动力，确保

缓和劳资关系。._-方面，秘密合社和方言组织是他的工具。但在

同时，他也是属于他们的 z 他有义务保护和促进以他为首的秘密

合社和方言组织的利益。这种政治、社会和经济势力之间的连锁

关系，保证了他在当时的华人社区巾所处的显著而又无可争辩的

地位。

① ~吴华"马米西亚华族念馆.'1.:略}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 1980年， 23

29]).[ ; (古怪坟惠州会馆考略>>载《马来亚惠侨总览、， t!î 加坡， 1949 年.第64-

561可。

② 且~ \\}~兰我 J惠州会 t宫简介.)载林志高主编: 也森美兰惠州主信fi1f 纪念辛辛

干。)芙蓉， 19ïO年，第 71 页。

③ 增龙会馆为一方言组织，由来自广东省增城县和龙门袅的客家入所建。
④ 见《太平增龙会馆简史>>载张 riz荣主编 <<mrr 马 It 龙金馆以 LT特刊)快

令城， 1966年? 第33页。

1亨 见梅玉盘11: <<叶观盛乡，载也马来iJE古冈州六邑总主:特 flJ>> ，按城， 1964 年-

4 人物志"篇，茹 5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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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甲必丹不支领事i棒， EE没有一支警察力毡， '1旦 í~仍然立

交官员酌额外待遇。 作为一名罔家代理人， f也立'主!J政府的支忙，

处理华人事务。这种外部权势的加强，挺高了他在他所代表的秘

密合社和方言组织中的地位。二是然财富足他在这两个旦旦!-处于 马

吁中领先的地位，但这并不能担保他的地位也够延续下去-一任 r 

何一个新兴的富商以及有雄心大忐者，均叮向他的权威提出挑战。

但是，甲必丹之官职员IJ保证"了他在上三组织以及整个华人社区的

权势，同时，由于他代表华人社区，就可以被选选进入国务会

议， ω 这是在英国统由下的马来各土邦的最高决策机构，因而也

就 t可以iii:入到整个主邦的有权有势的地位之中。由此，他便有机

会与英:国的高级官员反马来贵族来往。甲必丹的官职提供了许多

逛一步的机会，使他可以现故更多的时宵。③如果他;卫，价不比别

人低的话，他也存希望获得政府的包税$菜是他与官府的各方面

;:cfii挠，他还可以了解到更多的官场内幕。在海峡殖民地和马来

各土邦，有几个甲必丹就是大但税商。槟棋E屿早期的斗位甲必丹

:22 ，!L戏， 1806年获悍了詹悔斯慎的烧洒包挠，1810-1811年又以地

l122·51型的姓氏":在宛" (音)的名义，承包了乔治镇的酒税3 二h

{也 ilti小儿子辜松fS(音) ，也成为槟城怡→位包税商， 1880年，抬

出fFtLEi 织了一个新加坡鸦片但现辛迫扣，资本达:5 0 JJ‘元 o 也

。〉 在英国统治下的马求各土邦的中国甲必丹-331 ，是经过正式 !lHjIl~，他们同

111 成为国等会议的成员。在雪兰主豆，有→名华人 rr，，;:.丹，同时被委任逃入国务会议 g

fsE牢房，出于拿律战争的结果，委任了 J吁名华人 Ifl必丹，两人都远入霹雳国务会议3

J:.:. F. .沙德 !g 《马来保护邦， 18ì4→ 1395年>>古怪坟马来亚大学出版让 .1968 年.

:r; 303 [;î , (潺m政府i'r Hi. 1889年， 2: 4 ，却10:页<吕手法政府官报) 1889年，

<) 5 ，第 140页<<iÛi级专员署铛案> (受保沪约马未土邦) , 392/18360 

@ 这些机会包括采矿和纳税的特惠待~)n~ íJJ 甲必丹郑袅贪于1390竿 8 月以相

当低的价钱获得了坚打的总说承包。在1390年代初期，据报道，他拥有坚打索拉凯和

!P: 1r.科塔的几座最汗的综矿场。见《坚lT月报>> , 1890 年 8 月，载《篇雳政府官

掠) , 133) 年 3 : 2:; ，第 .:;93页<<自苦努攻吁:立 t盐) , 1891 年 .1 : 26 ，第 764 页 g

《矿务总;再高关拿律地区的报告>> .载《霹雳政府官拔) ， 1892年， 5:22，第 592页。

(~Iì j)量存必(华人甲必丹国笑>>第14m ，黄麟根 sι戒jj\土采王岛的也税制.

18Q5一 1830年)载《南洋学报>>第19卷.纺1-2窍， 231223: ，附录 3 ， C. 

④ 黄存袋，前揭!号，结 16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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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林的甲必丹赵亚哥，拉;说是由吉打的鸦片、酒类和赌博包税

肉之·。①霹雳的甲必丹郑;二:贵，在包税方面有着广泛的利益。

1888年，他一举获得承包瓜拉江妙的总包税(赌博、酒类和典当)、

南北拿律海岸税及下霹雳的鸦片也税; 1891年，他控制了坚打的

总包税、瓜拉江;少的总包税R鸦片责任税包税1 1895年，他是霹

昂的总包税商之，并控制了下拿律的海岸税和鸦片税。@

通过他在政府官界中的联系和影响，甲必丹也许还可以获得

采矿特许权和边行农业种植所需的土地。③有时，他还充当锡矿

主成其它iSj人的保人，这些人在财政拮据时，都渴求向政府贷款。④

与上边好处→起，甲必丹建立起了自己的一套商业网，以保证他

在华人社区中的权势和威望能长期保持。

马求各土邦的许多甲必丹，在他们被任命为甲必丹之前，都

是秘密合社的首领。他们之所以获任该职，豆多的是由于他们对

I'-f 1 国人的有效控制，而不是他们的财富。雪兰载的叶亚来，革雳

肚脐，亚炎和郑it贵，都属于这种类型。对这些甲必丹来说，秘密

合;士更多的是一种社会控制的工具，也是提高他们经济和政治地

位的一砰工只。就是在这手half;况下，秘密会社成了甲必丹的权力

丑础。!可某人成为秘密会社的领袖时，他有义务首先为他所领导

仕会挂的利益而工作。但当他牢牢地掌握了该会社的权力之后，

f也就开始为自己的利益而努力，只要这些利益不直接影响该会性

的利益。他利用会社的权势，为他自己和他的集团扩大经济机会，

① 前引黄存主草书，第57 页。

@ 兑《霹雳政府官报) 1888年，太平， 1889年，第 93 、 106页' ‘霹窍政府官
fjt. 1891年，太平， 1892年， ~1166页<í'I军雳政府官报) 1894年，太平， 1895年。

③ 例如，甲必丹郑景贵为霹雳拿律的囚位采矿经营者申请了执照.见《霹雳政

府官报>> 1891年，第297 页， 1893年 6 月，吉隆坡的华人甲必丹(叶观盛〉受到了雪兰

获署理华民大臣的推荐，获得了在北大年开矿的一大片政府土地 (80.5英亩〉。见‘雪

兰~驻扎官档案) (英国驻扎官署) 3382/93 。

④ 例如，在1890年 1 月，雪兰我邦政府借给华人锡矿主一笔贷款5.7万元，同

年 6 月，经中国甲必丹叶观盛的担保，政府又贷出→笔款 5万元给华人锡矿主。
见《雪兰~邦行政报告， 1890年>>附件 21在 1 号，载《英国议会文件:统计与文件》

1892年，第二击恙 ， C.6576 ， 第 26-27JJ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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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他要全力以赴地投入到战争I !1 去，以保护这些利哉。寸、亚

米的海山会卷入雪兰革的内战，陈亚炎 (iLYE会)与部 221立(~饭

也会〉深深地卷入了薛窍的拿律战争，价:是这→类的例子。 Dfll

于这些秘密会社领袖具有维护华人社日沾律和秩序的实际能扒

他们就戒了政府任命为甲必丹的最好人;在。当叶亚来自成为吉唾lJì

华人社区的事实 t的领袖肘，他很快便引起了雪兰在苏丹的、飞;眩，

及时地被任命为吉隆坡和巳生的华人甲必丹。 5在山古‘金 f在战

争平息之后，敌对的义只会和海山会的首领陈亚炎与郑;二贵，部

被英国人政府委任为甲必丹，两人都成为霹雳国务会在的成叶。9

在1889年遭查禁之后，秘密会社被宣布是非i圭和生险的社[抖，

那些与它有关联的人 t面临着严厉的恶罚， :D秘密合午t 1~再骂J华

人社区所接受。秘密会社的这种厄运，使得马来各具的 Ifl~、吁处

于一种进退两难的撞地;如果他们继续与秘密合性 :(f !F.. 葛，他们

就会失去英国人政府的信任，将会受到指控或监禁。由于英国人

政府加紧了对马来各土邦的控制，华人秘密合社的权势日见哀弱，

许多甲必丹选择了与英国人政府合作，加强他们的关系，逐渐地

① 叫'亚来在被写兰我 Ji;丹 11命为古怪放 flle生的中国甲必丹;二沾，己有主" !ili控

制了吉隆披的大部分华人。见S.M.米德尔布鲁克((!1 f-亚米" ‘ !Z家亚洲学会鸟
来亚分会学报>> ，第 24卷，第 z 辑. 1951年 7 月，第 36-41 页; L.库默<<马米亚

的华人秘密会社> .第 203-208页。在霹雳，拿律的海山会领袖郑景:旨在1874年以前，

就由英国代表斯比地七校和拿律的门特旦大臣委任为华人甲必丹。见P. L. f白恩斯编z

cJ.W.W.f白奇日 i己 s 后军雳的第一位英国居民. 1874-1875年) .吉唯坡，牛津大学tl\

报社. 1976年，第95页。

② 见S.M.米德尔布鲁克，前引文，第36-41 1Jt; L.库默，前提书，第203- 208 

页 s 王植原(叶德来{专>> .第69一75页<<雪兰我可1必丹叶公德来奋战史赂)裁

扬古Jf!~编<<吉隆坡 ft11四师爷官~tl庙克略) t1隆坡. 1959年，无页数。

③ 见E.沙德卡<<马来保护邦. 1874-1895年>第302-303页<<豆草房政府

官如. 1889年，第 2 卷，第 4 期，可在 102页; 1 889年，第 z 卷，第 5 期，第 140页。

④ 见 <1889年社团法令) .载C.G.1J日勒德<<海峡殖民地立;主委员会的法令

条例. 1867→ 1898年>第 2 册，第1106-1111页;该项法例也在某些写来土邦实施。

在1889年 8 月，霹雳苏丹批准了‘国务会议1889年第24号讼令) • 1). j查禁私人秘密2

挂。该项法令在整个霹雳邦内强行实施。见《吉草窍政府官报) • 1889年，第 2 卷，安5

24期，第734一 735页 1892年，第 5 卷，第 10 月J .节 226页; 1892年，另 5 苔，结 16 J!Jj.
第 3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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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

、-‘民.

断绝了与秘密合社的联系。他们曾经丧失的--~些影响，由于他们

加强了与方言组织的联系而有所恢复，并变得较之秘密会性被查

去 ;7r~iñd句'势力。

叹飞、、

、、
粟明鲜 i李

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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